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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隆山龍脈傳說之符號權力初探

林全洲

國立東華大學中文系民間文學博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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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位於臺灣東北角的基隆山，舊地名為「雞籠」山，主要是山形如同

「雞籠」般而命名。

早期「雞籠山」因地利之便，成為航海船隻的引導目標。隨著清廷收

復臺灣，西方列強往東方發展，待發現臺灣「雞籠山」蘊藏豐富煤礦，即

對清廷遊說開發礦藏，此時官府文獻陸續出現「雞籠山」為傳說中龍脈之

龍腦的文字。就功能而言，「雞籠山」在這個階段，不無具有「聖山」地

位，被官方加以保護確定龍脈安全。

清代光緒年間，隨者物盡其用的地利開發理念，「雞籠山」這處被保

護的「聖山」逐漸遭到解構，重要性也隨著消退。但在官方信念消退的同

時，民間視「雞籠山」為龍腦之風水傳說，卻是隨著貴金屬黃金的開採，

再一次被世人所引用，甚至於藉此傳說，作為掩護黃金開採所能獲得暴利

的煙霧。

「雞籠山」由「聖山」的不可侵犯，依社會功能的需求，轉化成民間

文學論述中的文化場域內的的一種「符號權力」象徵，在產金區域內形成

一種制約，如此的流變，使得傳說的面貌更加親民。

本文從歷史、地理概念出發，探究「雞籠山」龍脈傳說文本的出現，

由初期的「聖山」概念，到被衍伸成符號象徵後，如何在產金區域內形成

制約，甚至於形塑出強大的禁忌概念。這種禁忌又與民間文學談論的報應

觀念，彼此間產生相互呼應的意涵。

從民間文學的傳說文本出發，探析基隆山龍脈傳說的變化，不變的是

基隆山依舊存在的神聖地位。

關鍵字：雞籠山、採金傳說、聖山、社會功能、符號權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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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傳說是來自民間的口頭傳承敘述，新北市瑞芳區九份民眾普遍傳布的

基隆（雞籠）山龍脈傳說，大都聚焦在清光緒中期黃金鑛脈被發現之後，

殊不知在清代前期就有很長一段時間，討論「雞籠山」的煤礦礦脈與風水

學中龍脈交纏的記錄。學者洪健榮對此曾有深入研究，他在〈當「礦脈」

遇上「龍脈」──清季北臺雞籠煤務史上的風水論述（上）〉文中提到：

「19世紀中葉以後，西方列強數度向清廷議請在北臺雞籠山

（基隆）開挖煤礦的舉動，曾使得清代臺灣移墾社會中流傳的風水

習俗與龍脈信仰，遭受到西方東漸的現實波折；雞籠龍脈不容毀損

之類的說法，多次構成地方官員推拒外國人採煤要求的理由。」1

只是清廷的堅持，沒有超過百年時間，在清光緒年間就逐漸消退。洪

健榮在〈當「礦脈」遇上「龍脈」──清季北臺雞籠煤務史上的風水論述

（下）〉的研究結論中坦言：

「一旦政府上層汲汲於煤礦替國家帶來的現實利潤，致使與

之背道而馳的論述客體──下層庶民堪輿習俗的負面形象，節節攀

升。風水術數有時恍若『過街老鼠』，人人喊打。最後洋務官員所

認定的未關痛癢的雞籠龍脈說，也就悄悄消失在光緒中期迄甲午戰

前涉及基隆煤務的論述中。」2

1　洪健榮，〈當「礦脈」遇上「龍脈」──清季北臺雞籠煤務史上的風水論述（上）〉，《臺灣風物》50卷第3
期（2000年9月），頁15。

2　洪健榮，〈當「礦脈」遇上「龍脈」──清季北臺雞籠煤務史上的風水論述（下）〉，《臺灣風物》50卷第4
期（2001年1月），頁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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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洪健榮的論述中，雞籠山龍脈、煤礦礦脈間的交纏，在清光緒中期

消退。這個終結點，與現今民眾記憶瑞芳區黃金鑛脈崛起點，時間上相當

巧合，這是否意味著雞籠山的龍脈傳說，改以另一種形態出現，而且由黑

金的煤礦連結到貴重金屬黃金身上。

這處被視為龍腦所在的基隆山位於何處？

依臺灣的地理疆域來說，基隆山位於今日的新北市瑞芳區的濱海地

區，面對著太平洋岸。

早期基隆山是被稱為「雞籠山」，清乾隆6年（1741）劉良璧所撰的

《重修福建臺灣府志》裡稱：「大雞籠山：在雞籠港東。一望巍然。日本

洋船以為指南3。」周鍾瑄、陳夢林《諸羅縣志》卷1的（封域•山川），進

一步說：「大雞籠山，巍然外海之半天，是臺灣郡邑之祖山也。」4

如果就山脈的走向與整體山形來論，臺灣省文獻委員會編纂《臺灣省

通誌》〈土地志地理篇〉稱，基隆山屬於加裡山脈的一部分，即：

「加裡山山脈之東北端，基隆河與武丹坑溪流路之東北側，

有深澳山地與三貂嶺山地。……三貂嶺山地為正方形山地，各邊長

約21公里，此山地中央部分為高，燦光寮山高739公尺，北北方之

半屏山高約700公尺，而其東方之草山高約729公尺；以此等山峰

為中心。……本山地中有基隆山、金瓜石本山、草山、雞母嶺與武

丹坑山等火山體，此等火山體稱曰基隆火山群。」5

  

瑞芳文史工作者簡炤 ，把基隆山的外形作更多說明，他在《奎山探

源──九份之前世今生》說道：

3　 劉良璧，《重修福建臺灣府志》（臺北：臺灣銀行，1961年），頁64。

4　周鍾瑄、陳夢林，《諸羅縣志》，卷1，臺灣史料叢刊第1輯（臺北：大通，1976年），頁6。

5　臺灣省文獻委員會編，《土地志地理篇》，臺灣省通誌卷1（臺北：臺灣省文獻委員會，1969年），頁194-
1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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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隆山－緊鄰大海的獨立山頭。東西長1.9公里；南北長1.6

公里，由於形似養雞的竹籠，所以很早以前就被稱為『雞籠山』，

其海拔雖僅有587公尺，但在臺灣東北海岸群山中，卻以其雄偉山

形成為海上航行船隻陸上指標。」6

                       圖1：基隆山雖不高，遠觀仍可感受到巍然。

從不同時期人物對雞籠山的描述來看，「巍然」是共同定見。所以當

洋人獲悉雞籠山藏有豐富煤礦礦脈後，向清廷要求開發時，即有官吏提出

基隆山「龍脈不容毀損」看法，這時期的基隆山如「聖山」般，把風水傳

說視同宗教場域般維護，與宗教學者伊利亞德所說的「神聖空間」意涵相

似，即「這個原型隨著以後每一個新祭壇、神廟或者聖所的建立而被無數

次複製。」7只是清代初期對基隆山的保護，只有不容毀損的最低要求。

但不容毀損的要求，仍有被打破的可能性，就如同洪健榮研究時所

稱：「一旦政府上層汲汲於煤礦替國家帶來的現實利潤……。風水術數有

時恍若『過街老鼠』，人人喊打。」

歐洲學者馬林諾夫斯基（1884-1942）在《航海者》書中針對神話所能

6　簡炤堃，《奎山探源──九份之前世今生》（九份：奎山文史工作室，2001年），頁34。

7　伊利亞德（Mircea Eliade），晏可佳、姚菩琴譯，《神聖的存在—比較宗教的範型》（桂林：廣西師範大學，

2008年），頁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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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揮的功能是：「神話能規定習俗、約束行為風尚、授予權威、或形成巫

術體系。」8風水傳說與神話，也具有相似的功能。   

在馬林諾夫斯基的引導下，檢視雞籠山的龍脈傳說發展，從早期官方

刻意保護的龍腦風水論，是一種視為「聖山」的規定與約束行為，長期下

來自然能在民間留下一定印象。後來官方淡化風水論後，黃金開採有力人

士取代官府主張，藉傳說來授予權威，以鞏固個人利益、維護自身權益於

不墜。

這樣由官到民的傳承，讓傳說衍伸出各種意義，不只引導也影響社群

聚落的生活，就是本研究探析重點。

貳、基隆山龍脈傳說文本

關於雞籠山龍脈傳說，早期研究發現源於西方對於臺灣煤礦能源的需

求，但百年來龍脈傳說文本，反而與煤礦開採脫鉤，大都見於各種黃金開

採溯源書籍中。這可能與黃金之為貴金屬，受到喜愛程度遠勝於煤礦。更

因為金鑛脈的發現，可讓人一夜致富，所以傳說內容，就容易被黃金磁

吸、取代過去。

本文所要探討的基隆山龍脈傳說文本，是以臺灣黃金主產地九份、金

瓜石一帶流傳較廣的一則，文本之形成為臺大教授林朝棨所撰寫。

林氏在1948年起，先後到金瓜石、九份地區，進行廣泛的田野調查，

並拾獲1塊含重約60兩的自然金，這個記錄是非採金人所拾獲最重金鑛石。

林朝棨能夠拾獲含金量高的金鑛石，也間接證明早年金瓜石、九份地區盛

產自然金，問題在於發現者能否識貨。

林朝棨的廣泛田調，是接受臺灣銀行委託研究，並在1950年出版《臺

8　伊萬．斯特倫斯基（Ivan˙Strenski），李創同、張經緯譯，《20世紀的4種神話理論──卡西爾、伊利亞德、

列維斯特勞斯與馬林諾夫斯基》（北京：三聯書局，2012年），頁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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灣之金》，書中記錄他在九份聽到的龍脈傳說文本，內容是這樣的：

「據傳光緒16年（1890），九份農民偶在溪澗中，拾得1塊金

鑛石，持往暖暖示人，始悉為金鑛石。

消息傳出，三貂方面結群來淘金。為首者林姓兄弟，林英及

林黨利用鄉民愚昧，散布謠言謂：『臺灣山脈為福州鼓山之龍脈而

來者。九份雞籠山係臺灣之龍頭，海中之基隆嶼即龍珠，凡有切斷

龍脊者，天譴必至。』於是九份居民不敢挖掘金砂。

彼兄弟乘機開採，在小金瓜露頭附近，連挖豎井13處，得黃

金二千餘兩之巨。更將所採得之金石1塊，彫成土地神，祀於雞籠

山腹之土地公坪，酬答神恩。

林姓兄弟，一時衣錦還鄉，但後因行為不檢，揮金如土，不

久盡傾所有。

林姓兄弟以為土地神無靈，憤怒之餘，重來九份，將該神像

擊毀，搗碎淘洗，得到九兩多黃金。嗣後，家道益形衰落，貧病交

迫，不久身亡，當地人傳為神罰。」9

對於今日瑞芳地區的民眾而言，林朝棨引述的這則龍脈傳說文本，多

數人大都可以朗朗上口，對地方影響極大。不過曾任九份最大土地公廟

──福山宮主任委員的吳水龍，在2004年初，接受時任報社記者的筆者訪

問時，對於金鑛石的被發現經過，認非「偶在溪澗中拾得」，而是源於民

眾傳統「以物易物」被發現；吳水龍的說法，筆者後來出版《金瓜露頭》

書裡有記錄，內容是這樣說的：

「三貂、九份民眾以物易物，經常從山上帶菜到暖暖等市集

易貨。為了讓擔架更穩定，山上的民眾常把隨手揀來的石磈，壓在

9　林朝棨，《臺灣之金》，臺灣特產叢刊第6種（臺北：臺灣銀行金融研究室，1950年），頁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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菜籃底，結果被發現壓菜石塊是金鑛石，比菜還值錢。在眾人質問

下，才曉得山上有金鑛。」10

 

吳水龍曾任九份隔頂里長，自己也經營過金鑛坑，在擔任8年福山宮主

任委員任內，除了金鑛石被發現經過有自己看法外，他也反對「福山宮」

廟中廟的形成，是因林英、林黨兩兄弟所破壞土地公像的說法，甚至於希

望大家不要「以訛傳訛」。吳水龍對於福山宮廟中廟的出現，解說是1位採

金老人夢到1位像是土地公的老者指引，而發現金鑛脈，最後建廟還願，他

說：

「據說1名老者在開採多年無所得後，經過原來的福山宮時，

也祈禱找出金脈。當夜回到鑛區，露宿於坑道旁，竟夢到1名老者

在他露宿地敲了1個大洞。次日醒來，他認為是土地公所指點，依

老者指點的地洞位置開鑿，竟因此致富。

這名老者依約，要重建福山宮還願，只是土地公並不喜歡拆

舊廟立新居，因此也只好在舊福山宮外，再搭蓋1座大廟，即成今

日之廟中廟。」11

吳水龍的說法，直接撇掉了龍脈傳說這回事，但老者與土地公外形相

似，在民間文學的論述上，老者又通常都被歸為具有神奇的力量代表。採

金致富傳說，在各方解說下容易糾結在龍脈、人與土地公三者之間，替傳

說內容增添趣味性。

但不管福山宮對外解釋如何，多數的民眾引述「雞籠山龍脈」傳說這

檔事，林英、林黨這對兄弟都會被提及，是在土地公坪破壞神像這件事。

10　林全洲，《金瓜露頭》（臺北：聯經出版社，2004年），頁58。 

11　林全洲，《金瓜露頭》（臺北：聯經出版社，2004年），頁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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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採金聚落之形成

自古以來，黃金就是中國人喜愛的物件。除了飾品以外，黃金的使用

層面十分寬廣，甚至於戰爭時期，攜黃金逃難，更是必備之財物。故中國

人所謂的「書中自有黃金屋」，甚至於漢武帝的「金屋藏嬌」說，都是文

人所自喜的比喻。

中國人雖喜愛黃金，但中國的產金量並不是很高。以有統計數目字的

1939年的為例，扣除臺灣之外的黑龍江諸省，總產金量是14萬4,550兩；臺

灣在同年產金8萬4,800兩。臺灣的產金量，相當於中國的五成五以上。

林朝棨在《臺灣之金》說；「更讓人稱奇的是臺灣產金地點，是集中

在新北市瑞芳區之九份、金瓜石附近，這片不到五平方公里的狹小範圍

內。」12以今日行政區域來說，大約就在今天新北市瑞芳區九份、金瓜石，

還有緊鄰的雙溪區牡丹這一帶。

如果要更真確的指認產金區域，日本大正8年（1919），臺北廳長梅谷

光貞編纂的《臺北廳誌》第13章產業，對於臺北廳內的金鑛產量除了有統

計資料外，也說明產金地是3座金山，這段描述是：

「本廳下金的產量……，約相當於日本總產量四成，礦區面

積有150餘萬坪。產金地有金瓜石、瑞芳（今之九份）、牡丹坑3座

金山。」13

為什麼金鑛脈會集中在這3座金山？並且成為今日觀光客較多的金瓜

石、九份地區，這與金鑛鑛脈被發現前，河川能夠發現砂金說起。

研究黃金開採多年的作家唐羽，在編纂《雙溪鄉志》時曾經提到：

12　林朝棨，《臺灣之金》，臺灣特產叢刊第6種（臺北：臺灣銀行金融研究室，1950年），頁21-22。 

13　梅谷光貞編纂，胡清正、陳存良、林彩紋譯，《臺北廳誌》（板橋：臺北縣立文化中心，1998年），頁

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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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砂金係指經由山崩、地震、風吹、雨打，流入溪谷就地二

次化之自然金。境內三貂溪之有砂金，舊稱『三朝溪』，夙已見康

熙以來諸家紀述，嘉慶以後，作『三貂溪』。三貂溪自武丹山出流

後，流經武丹坑、粗坑，進入頂雙溪與平林溪合流。」14

這種民眾從溪流裡淘金的形式，其實在更早古籍中也有記載，如郁永

河的《裨海紀遊》就說：

「哆囉滿產金，淘沙出之，與雲南瓜子金相似；番人鎔成

條，藏巨甓中，每開甓自炫，然不知所用，近歲，始有攜至雞籠淡

水易布者」。15

盛清沂編纂之《臺北縣志》之「礦業志」，也特別引用清乾隆11年

（1746）六十七著《番社采風圖考》之淘金記，文稱：

「雞籠毛少翁社，深澗沙中產金，其色高下不一。社番健壯

者沒水淘取，止一掬便起，不能瞬留，蓋其水極寒也。或云久停則

雷迅發，出水即向火，始無恙。」16

這樣的描述中，可以到河裡淘洗砂金，當然不只一地，不只一溪流而

已。而本文所側重的九份、金瓜石採金事業的源頭，則始自於基隆河流

域。連雅堂在《臺灣通史》（榷賣志）說：

 

「光緒11年（1885），法事已平。巡撫劉銘傳築鐵路。15

14　唐羽，《雙溪鄉志》（雙溪：雙溪鄉公所，2001年9月），頁389。

15　郁永河，《裨海紀遊》（臺中：臺灣省文獻委員會，1986年再版），頁33。

16　盛清沂編纂，《臺北縣志礦業志》（板橋：臺北縣政府，1960年），頁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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年，架八堵車站之橋。工人入水造礎，偶見砂中有金，取出淘之。

其時造橋監督為都司李家德，廣東順德人，曾游美國。而路工亦多

閩、粵人，有至舊金山者。 聞之爭取，居民亦從之，各獲利，每

兩易銀八兩。16年9月，採者三千餘人，地亦日廣。」17

也就是說，光緒15年（1888）到光緒16年（1889）9月，基隆河流域的

黃金淘洗砂金成風，至少每日聚集了三千人以上，更因為人口增加，在基

隆河沿岸形成聚落，更因為想取得更多金砂來源，由下流往上游走是必然

的現象。

唐羽所撰《臺灣採金七百年》，補充這一段往上游的必然經過。文

稱：

「此一八堵鐵路橋所在之基隆河，為『淡水廳志』上面，名

為內港二大溪之北溪上游……上源約13公里間。其流經過三貂嶺

站，改沿宜蘭線鐵路平行北上至猴硐，又匯入大小粗坑二小溪流，

穿過瑞芳苧仔潭鐵路橋下，轉西經龍潭堵、過傑魚坑、楓子瀨、四

腳亭進入基隆八堵……」18

17　連雅堂，《臺灣通史》（臺北：臺灣大通書局，1984年），頁508。 

18　唐羽，《臺灣採金七百年》（臺北：臺灣財團法人錦綿助學基金會發行，1985年），頁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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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基隆河發現砂金後，民眾沿箭頭往上游走，終而發現九份、金瓜石。

改繪自Google Maps。

首先就基隆河發現砂金的地點來講，起始約點在今日行政區域的基隆

市八堵地區的八堵橋，循基隆河上溯到四腳亭、瑞芳，再來到猴硐一帶。

再沿大小粗坑溪上溯就扺達九份、金瓜石一帶，進入黃金開採的主要產

地。

地質專家林朝棨研究九份、金瓜石的地質時，他分析3處鑛脈差異，分

別是：

「瑞芳（九份）型鑛脈產自然金，金粒粗大，大致以肉眼即

可辨別，20兩以上者不少。

武丹坑型鑛床介於瑞芳與金瓜石之間，西半接瑞芳之大粗

坑，但無瑞芳之富鑛體，且金粒較細，故日後被金瓜石合併。

金瓜石之鑛床，合金量平均，如本山之『大金瓜』即露天採

出，為本鑛型產金之主要來源。」19

19　林朝棨，《臺灣之金》，臺灣特產叢刊第6種（臺北：臺灣銀行金融研究室，1950年），頁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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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鑛脈自然容易吸引人潮的聚集，進一步成為聚落。日本大正4年

（1915）臺北廳的職業類別調查中，濱海的基隆等地的漁業人口，約12,280

人；而同一時期的礦業人口則有22,004人。20可以看得出來，在當時因為礦

業獲利高，才能吸引更多人前來就業。

礦區所在的今日瑞芳地區，臺灣光復前後十年，人口也始終集中在九

份與金瓜石，礦業興盛帶來的繁榮是不言可喻。以今日地圖來看，日治時

期的臺灣三金山所稱的150萬餘坪礦區，如以基隆山為界，山腹的福山宮為

中心，畫出一個圓形的5平方公里所在（參見圖3），就是金鑛脈的蘊藏密

集點。

        圖3：臺灣產金的重鎮，就在這個紅色圈內。改繪自Google Maps。

20　梅谷光貞編纂，胡清正、陳存良、林彩紋譯，《臺北廳誌》（板橋：臺北縣立文化中心，1998年），頁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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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砂金到金鑛脈的挖掘，進一步在金瓜石九份一帶形成臺灣一金山聚

落，再加上地方上篤信「黃金是土地公錢」的俚語21，雞籠山龍脈傳說的影

響範圍，在產金地自然影響力倍增。

肆、解析傳說文本之一龍脈

採金龍脈傳說的文本謂：『臺灣山脈為福州鼓山之龍脈而來者。九份

雞籠山係臺灣之龍頭，海中之基隆嶼即龍珠，凡有切斷龍脊者，天譴必

至。』此說龍脈由福州跨海來臺，又代表何種意義？

一、龍脈解謎

文本所稱的龍珠，即今天行政區域屬於基隆市的基隆嶼。雞籠山由結

腦變為龍首，又是如何進化。林英、林黨兄弟引用「雞籠山」為龍脈的說

法，翻閱清康熙35年（1770）刊行的高拱乾編修的《臺灣府志》，在「山

川篇」就有提到：

「臺灣山形勢，自福省之五虎門蜿蜒渡海，東至大洋中起二

山曰關同、曰白畎者，是臺灣諸山龍腦處也。隱伏波濤，穿海渡

洋，至臺之雞籠山始結一腦。」22

21　引自羅濟昆，《九份臺陽江兩旺口述歷史》（板橋：臺北縣文化局，2009年），口述人江兩旺1927年生於九

份，1940年畢業於瑞芳公學校高等科，1948年就職於「金大益公司」，歷經坑外水車監督、事務、勞務等工

作，1957年轉入臺陽公司主辦勞務兼任金鑛產業工常務理事、總幹事，並曾出任瑞芳鎮民代表。江兩旺生於

九份，長於九份，大半生服務於臺陽，見證鑛山的繁榮與興衰。臺北縣文化局在2009年10月請九份文史工作

者羅濟昆替他記錄了這本口述史。

22　高拱乾，《臺灣府志》，臺灣史料叢刊第1輯（臺北：臺灣大通書局，1976年），頁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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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4：由基隆山上往下看基隆嶼，頗有龍珠之意味。

高拱乾的說法，乾隆元年（1736）黃叔儆的《臺海使槎錄》也留下文

字記載為：

「臺地負山面海，諸山似皆西向，皇輿圖皆作南北向，初不

解；後有閩人云：臺山發軔於福州鼓山，自閩安鎮官塘山、白犬山

過脤至雞籠山，故南北峙立。往來日本、琉球海舶以此山為指南，

此乃郡治祖山也。23」

九份文史工作者簡炤堃在《奎山探源──九份之前世今生》曾訪問堪

輿學家的說法，曾經提出：

「大陸的龍脈自崑崙上發源而下分為三支，其南支遠從四

23　黃叔璥，《臺海使槎錄》，臺灣史料叢刊第1輯（臺北：臺灣大通書局，1976年），頁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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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貴州一路蜿蜒於湖南、江西、兩廣之間，到福建武夷山俯東

海，由泉州經五虎門出海，越過臺灣海峽在臺灣東北角抬頭躍起而

為基隆山，並進而發展成整個臺灣寶島的風水格局。」24

中國地理風水研究協會理事之張旭初在他所撰的《龍脈之謎》，也肯

定臺灣龍脈與大陸有一定程度的關係，他提到：

「臺灣龍脈源起於中國大陸的巨龍，也就是崑崙山龍頭。根

據地質學家的推測，崑崙山脈在三億年前就形成，其脈之東分為

北、中、南三條支脈。」25

張旭初曾經到過中國大陸踏查過15年，他認為臺灣海峽的深度不過70

公尺，如果把臺灣的海平面往下移6、70公尺，臺灣與大陸連成一氣，是可

以預期的，而這在風水學上是「平陽龍接山龍的靈氣」。

張旭初還提到，這種接續的靈氣，讓臺灣的政治人物很喜歡回大陸去

尋根祭祖。畢竟龍氣源自崑崙山，如果可以彰顯這一點，是不是可以幫助

自己加分，這當然是一種政治操作手腕。

究竟臺灣的龍脈，與大陸是如何牽引？張旭初在《龍脈之謎》書中說：

「太祖山崑崙山，當初就是派一公一母龍放脈到臺灣，以守

護這座島嶼。

大陸之巨龍奔騰到臺灣之宜蘭。但這一帶全是薄龍、薄脈，

難以留住龍王之氣，因此龍氣續往基隆山區延伸，可惜基隆山也是

單山巒頭，只能留住公龍穴；母龍穴藏風聚氣，繼而奔往臺北七星

山、大屯山和紗帽山。」26

24　簡炤堃，《奎山探源──九份之前世今生》（臺北：奎山文史工作室，2001年），頁64。

25　張旭初，《龍脈之謎──臺北101與風水寶地》（臺北：時報文化出版，2007年），頁32。

26　同註25，頁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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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有其他的命理學家，針對龍脈的南移，提出臺灣之龍脈係由三大幹

龍系統之南龍而來，亦即從福建省之仙霞嶺，經武夷山，而邵武、永安、

漳平、龍溪，渡海峽至廈門，而金門、澎湖朋山共水而來，至玉山起頂。  

張旭初對臺灣的龍穴，分為公龍穴與母龍穴；但也有命理學家如「天

機上人」稱臺灣的兩條龍穴為「二黑坤龍」、「四綠巽龍」，象徵臺灣主

幹龍中央山脈在臺北盆地附近的兩條主要龍脈，兩條龍脈均源自於雪山山

脈，兩條龍脈分別在行龍途中結穴地，環抱臺北盆地，最後止於淡水河兩

岸，淡水河口遙相對峙。

不論各方的說法為何，但可以肯定的一點是，基隆山在傳說文本中的

龍腦地位，地方上是深信不移的。

二、近人如何看龍脈 

風水學家在談論臺灣龍脈時，大都會提到風水上的藏風聚氣，龍穴絕

不宜被他人開掘，這也是林英、林黨兄弟提到基隆山是龍首，要求他人不

得在雞籠山動工，故稱「凡有切斷龍脊者，天譴必至」。

林家兄弟的說法，誇張的結合「天譴」說，這是雞籠山與煤礦礦脈交

纏時尚未出現。洪健榮在〈當「礦脈」遇上「龍脈」──清季北臺雞籠煤

務史上的風水論述〉中，曾引用道光30年（1850）閩浙總督劉韻珂的奏

摺，稱「雞籠山為全臺總脈，該處居民係閩粵兩籍，性清強悍，久禁開

挖，以培風水，斷非官員所能勉強，此事斷不能行。」27

換句話說，「雞籠山」，被官方所保護，形成所謂的「聖山」，官方

的認定即具有嚇阻作用，根本用不著「天譴」。但林家兄弟引用的「龍

脈」說，很顯然的已經脫出官方的旗幟，當成自己黃金開採利益維護的憑

藉。 

法國社會學者布爾迪厄在 7 0年代提出 "符號權力 "或 "符號暴力 "

（symbolic violence）說，指出「在某種條件下，在付出某些代價後，符號

27　《清宮月摺檔臺灣史料》，頁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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暴力可以發揮與政治暴力、警察暴力同樣的作用，而且更加有效。」28

對照林家兄弟的作為，不無把龍脈傳說當成自己所擁有的符號權力，

明著是龍脈的維護者，其實是掩護自己私下開挖黃金所衍生的利益。因此

他們雖對外稱不能動龍脈，實際上仍派人開挖，甚至連開13豎井而得了兩

千多兩黃金，都是符號所賦予的權力，傳說的作用發酵，讓他們說的話更

有影響力。

有這樣的權力與作用，大陸社會學者張意在《文化與符號權力──布

爾迪厄的文化社會學導論》書中，進一步解釋：

「布爾迪厄把集體認識或者共同信仰稱為符號權力，且符號

權力彌漫在社會空間，與各類制度相伴而生。只有理解符號權力的

運作和效應，我們才可能穿透現代化社會統治機制堅厚的魔帳，破

除現代巫術的無邊法力。」29

就傳說文本而言，林家兄弟自己立下「不得動龍脈，否則必遭天譴」

的宣示，等於替黃金開採動作，立下一條明確的禁忌。至於打破禁忌後，

會受到何種「天譴」，留待下一節討論。

就雞籠山是「聖山」這個角色來看，即使已經褪去「龍腦」的神秘光

環，但對金九地區民眾而言，雞籠山仍具有一定的神聖地位，尤其是在觀

測天氣方面，民眾揣測老天爺臉色時，看基隆山山頭都能有所感。

《九份臺陽江兩旺口述歷史》就記錄兩條與基隆山有關的地方俚語：

「春天看海口，熱天看山頭。

基隆山戴帽子。」30

28　張意，《文化與符號權力──布爾迪厄的文化社會學導論》，（北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5年），頁

16。 

29　同註28，頁179。

30　參考註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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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這兩句俚語，江兩旺解釋說，基隆山雖不高，可是只要看到山頭

濛濛一片，或者是白雲籠罩山頭，就像山頭戴帽子一般，就代表著雨水即

將來到，或者第二天的天氣不會好，這種表徵是相當靈驗的。

                圖5：基隆山頭如果出現雲遮山頭，代表壞天氣將臨。

故雞籠山不論早期或者現在，對於金九地區民眾而言，「聖山」的地

位，並未因黃金開採與否出現變異。

伍、解析傳說文本之二採金

龍脈傳說的文本提到「彼兄弟乘機開採，在小金瓜露頭附近，連挖豎

井13處，得黃金二千餘兩之巨。更將所採得之金石一塊，彫成土地神，祀

於雞籠山腹之土地公坪，酬答神恩。」

文本沒有提到金鑛開採的方法，但直指「將所採得之金石一塊，彫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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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神」，這樣的一個連結，說明了黃金與土地公神明的密切程度，而主

祀土地公的福山宮，更因為宮廟位置於基隆山麓，屬於稜線範上，與文本

所稱的「龍脊」地相近，讓福山宮與這個傳說牽扯不清。

何況多數採金人都相信「黃金是土地公錢」俚語帶來的影響力，認為

只有依賴神明指點，才可以獲得財富。前引吳水龍談福山宮重建的緣由

之一，就是開鑛多年的老者，夢到土地公的指引而發財。神明的指點，

「夢」就代表神明點撥的具體模式。

金九地區的民間信仰，除了土地公之外，最早為鑾堂形式，是由關聖

帝君、孚佑帝君等人組成的五恩主為降旨的主神，包括金瓜石的勸濟堂、

九份的聖明宮，都是由鑾堂降下神諭，信徒得到庇佑後捐獻，再擴建寺

廟，甚至於後來基隆山腰的金山寺，更設有祈夢室，方便鑛主與神明溝

通，臺北市文山區的指南宮也有祈夢室，這些都是說明「夢」是人與神明

溝通的重要場域。

            圖6：民國74年翻修的聖明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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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做法，不只在中國，在國外也有，英國學者弗雷澤在《舊約中的

民俗》，就引述過古代的祈夢方式：

「古代流傳著一種信仰，即神會在人的夢裡向人現身並宣布

他的旨意，因此人們經常去神廟或其他聖地，在那裡過夜，希望在

夢中見到神並與之交談。

意大利有自己的神諭所 法烏努斯神諭所，咨詢者要供奉一

只綿羊，把它的皮鋪在地上，然後睡在上面聆聽夢中的回答。」31

意大利靠著一只綿羊來開啟與神明溝通儀式，但在金九地區的祈夢模

式，其實並沒有這樣的繁複，先決條件是當事人得先向神明禱祝，且祈夢

室又有空檔時，大扺上祈夢人都可如願入住祈夢。

筆者在《金瓜露頭》曾引過吳姓礦工到祈夢室祈夢，卻陰錯陽差發明

水車的故事。內容如下：

「吳姓工頭到指南宮祈夢室過夜，他原先是希望能指引找到

富鑛而發財。沒想到過了一夜，他只有夢到男女相合的鏡頭;他轉

念一想，如果能讓鑛石中的金成份萃取度提高，不也是一種收穫，

於是他仿男女相合的方式，發明顎型搗礦機，果然讓萃取度提高，

一樣有了更多賺錢的機會。」32

不過多數人的祈夢結果，很少對外宣揚，主要是作夢後要能保佑發財

才是唯一王道，沒有挖到富金鑛，誰也不敢講。因而在金九地區有1個特

殊現象，即每一個鑛場都有自己的專屬土地公廟，光九份一地，《瑞芳鎮

志》調查過，曾有 152座之多。所以九份俚語才有「黃金是土地公錢」。

31　［英］弗雷澤著，童煒鋼譯，《舊約中的民俗》（上海：復旦大學，2011年），頁268-270。

32　林全洲，《金瓜露頭》（臺北：聯經出版社，2004年），頁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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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樣曾是臺灣三金山之一的三貂村，一村之內也曾經有過土地公廟10

座。唐羽在《雙溪鄉志》引述的土地公廟重建，還有土地公娶親的插曲，

內容寫道：

「尫仔崙坑福壽宮，原在鐵道旁，原只有土地公，因鐵路而

重建，鄉民特地替土地公娶親，且建成亭中廟；聯曰：白髮知公

老，黃金賜福人。」33

在祈夢的說法下，富貴變得是「黃金賜福人」，故在九份地區留傳的

俚語還有以下數則：

三更散、四更富，五更起大厝

尫富某不知

嘜笑阮散，炮仔聲彈你就知34

這三則俚語，講述的內容，大抵上不脫一夜致富思維，所以才會要求

「嘜笑阮散」，甚至於「三更散、四更富」，畢竟只要挖到金礦脈，個人

生計就可以獲得大改善。

比較有意思的則是「尫富某不知」，為什麼會老公採金有錢了，老婆

還不知道？這與金九地區的家庭組合分子有相當大的關係，唐羽在《雙溪

鄉志》的提到：

「明治34年（1901）牡丹坑金山始見富鑛體，日籍鑛師與夫

役，來此受雇者定住，人口最多時約二百人，臺籍採金者約七百

人，日常出入者約千人，青樓業者，風聞亦至，寂寞幽境，頓成礦

33　唐羽，《雙溪鄉志》（雙溪：雙溪鄉公所，2001年），頁721。

34　同註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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都。」35

在舊地名三貂的牡丹開始採金後，就有青樓業者前來營生，主要就是

礦區男女比例失衡，尤其多數礦工只要一入坑底，往往不知道自己的生命

盡頭在那裡？因為早期的礦場事故多，男生易亡於礦變，所以出了礦坑之

後，往往男性先尋求歡樂，故在家守候的老婆不一定能知道。也就是說採

金的男人，在歡場的時間，比在家裡還要長，甚至於肯在歡場灑錢買醉，

相對守在家中的老婆就苛刻許多。

採金歷史較遲的三貂牡丹都如此了，因產金而繁榮的金瓜石、九份的

情況更是嚴重，甚至於形成1種「出礦坑後醉臥於酒」的生活模式，這是採

礦家庭另一種悲情所在。 

陸、解析傳說文本之三神罰

文本載：「林姓兄弟，一時衣錦還鄉，但後因行為不檢，揮金如土，

不久盡傾所有。林姓兄弟以為土地神無靈，憤怒之餘，重來九份，將該神

像擊毀，搗碎淘洗，得到九兩多黃金。嗣後，家道益形衰落，貧病交迫，

不久身亡，當地人傳為神罰。」

所謂行為不檢方式很多，但傳說給人印象深刻是擊毀神像這回事，被

擊毀神像的廟宇，多數人指位於九份的土地公坪的福山宮。1994年全國文

藝季在瑞芳九份舉行，當年拜電影《悲情城市》的宣傳，打開了九份知名

度，甚至於出身於九份的藝人陸小芬等多人，都站出來相挺。 

當年的文藝季，行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曾出版《九份歷史之旅》對福

山宮是這樣寫道：

35　唐羽，《雙溪鄉志》（雙溪：雙溪鄉公所，2001年），頁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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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於瑞芳崙頂之土地公坪，被稱為瑞芳地區最早之土地公

廟所在，年代已不可考，一說是道光28年（1848）設，昭和10年

（1935）增建前後殿與廂房，原想拆除舊廟，未獲神明同意，只有

在原石造小祠再蓋一間大廟，因而形成廟中廟奇景。」36

作者張瓈文所寫的比較簡略，福山宮自行印製簡介《福山宮沿革》

稱：

「『福山宮』北枕雞籠山，南控燦光寮、草山、牡丹諸峰，

九份及金瓜石倆聚落拱衛左右，茶壺山迎朝曦於東天，大屯群岳接

夕照於西垠，位居基隆三金山輻輳。其坐北朝南背海面山及廟中有

廟之三開間格局，以土地公廟而言獨具一格，島內無雙，自前清、

日治以降，歷二百餘年神恩廣被，向為本地區之民間信仰中心。

溯前清乾隆年間，九份及金瓜石草萊初闢，地底之黃金礦藏

猶未出土，本宮所在──土地公坪，即已為龍潭堵（瑞芳）經燦光

寮舖出入三貂堡（雙溪），軍民客商必經要道，斯時山區雲封霧

鎖，蟲獸等出沒無常。先民乃恭勒土地公及土地婆並座騎虎爺神

像，擇吉於嘉慶初年仲秋良辰，供奉於石砌神龕內，以保佑墾殖及

過往軍民平安，是為本宮開基之始。

迨淘金熱起，一時風起雲湧，大批移民蜂擁而至，每逢祭典

祈求還願絡繹於途，香火益加鼎盛。尤以採金者雖眾，然神威廣

大，凡經靈籤指示每有所獲，為感神恩乃有擴建之議。惟經主其事

者多次請示神意未果後，乃以保留原有小廟，再加蓋大廟於外請示

立允，除原供奉福德正神外，並配祀觀音佛祖及註生娘娘，遂形成

今日所見，大廟包小廟之罕見奇觀。」

36　張瓈文，《九份歷史之旅》（臺北：行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1994年），頁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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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7：福山宮的廟中廟格局。

福山宮的解釋，並不會影響傳說就此終結。對於講述這則傳說的人而

言，重點在於林家兄弟「將神像擊毀，搗碎淘洗，得到九兩多黃金。嗣

後，家道益形衰落，貧病交迫，不久身亡，當地人傳為神罰。」也就是

林家兄弟由開始的造神，到毀神而致家道衰落，最後貧病交迫而亡，這一

段帶有濃厚的教育意味「神罰概念」。就民間而言，林家兄弟自提毀山

有「天譴」說法，卻耐不住貧窮搗毀神像取金花用，如此毀神後的貧病致

死，當然屬於自食惡果的報應。

不管是神罰還是天譴，不能不講神明的力量，中央研究院士李亦園在

《師徒．神話及其他》提到：

「研究宗教的學者大都喜歡從一個最基礎的觀念談起，那就

是『馬那』（Mana），是太平洋上玻利尼西亞人所用的名詞，他

們認為世界上許多東西，經常有一種非人的力量存在，即一張弓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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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射鳥，就是有『馬那』，其力量使無法不利。

而『他布』（Taboo）就是一般所謂的禁忌；兩者經常伴隨而

來。『他布』存在的意思是，是藉神聖的存在而限制人的行為範

疇，以納於一定的規範之內，使社會生活得以和諧有規律。」37

林家兄弟最終貧病交迫的「神罰」，其實就是違反了禁忌「他布」，

才遭到懲處。就英國學者馬林諾夫斯基社會功能理論所提到的，「神話具

有穩定習俗的規範力量，認可行為模式、賦予某一制度以尊嚴的舉足輕重

的地位。」

當林家兄弟自己打破「傳說」的「龍脈不可動」的禁忌後，自然失去

穩定習俗的規範力量，此舉必然會付出代價，「神罰」的出現自不讓人意

外。

其實採金，也可能會帶來不幸，是採金人所戒慎恐懼的。林朝棨在

《臺灣之金》所引的黃金三劫，就讓人記憶深刻，他提到：

「陳小厓外記：『壬戌（康熙21年，1682）間，鄭氏遣偽官

陳廷輝往其他（哆囉滿）采金，老番云：采金必有大故。詰之曰，

初日本居臺，來采金，紅毛奪之，紅毛來取，鄭氏奪之。今又來

取，恐有改姓易主之事。明年癸亥，我師果入臺灣』（參照雍正10

年（1732）分巡臺灣道尹士俍著「臺灣志略」）」。38

比較讓人不解的是老「番」稱「初日本居臺，來采金，紅毛奪之」，

日本人是否有比紅毛人早來臺嗎？在現有的典籍裡，明末多數稱日本為

倭，老「番」所稱的日本，真的是日本嗎？

當然也有另一種說法，即明末如林道乾、鄭芝龍等人，都是依附日本

37　李亦園，《師徒．神話及其他》（臺北，正中書局，1983年），頁149-150。

38　林朝棨，《臺灣之金》，臺灣特產叢刊第6種（臺北，臺灣銀行金融研究室，1950年），頁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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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海上大盜，他們是以臺灣為基地，那麼老「番」是不是把林、鄭之流，

全部統稱為日本，所以才有「三易其主」之說，這當然需要更多的佐證，

只是這不是本文討論重點，將留待日後進一步研析。

不過黃金引發的「三易其主」之說，包括清末愛國詩人丘逢甲在《嶺

雲海日樓詩鈔》的〈雞籠金（憶臺雜詠之一）〉詩作有所借用，連廟宇楹

聯也是類相似的說法。

丘逢甲的〈雞籠金（憶臺雜詠之一）〉詩作是這樣寫的：

「籠雞山畔陳雲陰，

辛苦披沙一水深；

寶藏尚存三易主，

人間真有不祥金。」39

另外，沿102縣道由九份往雙溪的瑞雙公路上，在通過福山宮約8百

公尺處的四號福德祠、大眾爺共建的廟宇外側楹聯上，就看到主事者在

2009年修建時所引的右側楹聯寫道：「福賜黃金歷劫三朝興九份（參照圖

8）」。

可以看得出來，陳小厓外記所寫的三易其主，加上丘逢甲的「人間真

有不祥金」一詞，留給採金人的陰影確實是存在的。

39　丘逢甲，《嶺雲海日樓詩鈔》，第3冊，臺灣文獻叢刊第70種（臺北：臺灣銀行經濟研究室，1960年），頁

3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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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8：福德祠的楹聯寫出「歷劫三朝」。

龍脈傳說的神罰，到後人記憶深刻的「歷劫三朝」，或者「人間真有

不祥金」說詞，無不顯示禁忌陰影的存在，左右採金人的生活行為，甚至

於對神明依賴日深，採金人發財後的捐獻擴建廟宇，不也相等於富貴與神

明共享的用意。

或許是禁忌陰影存在，類似福山宮這種廟中廟的模式，在俗稱臺灣三

金山的5平方公里範圍內的土地公祠，也可以看到相似的案例。遠如雙溪牡

丹的尫仔崙坑福壽宮，因鐵路經過而重建，信徒直接把亭子蓋在原來的廟

宇上方，是廟中廟以外的另一種亭中廟。

同樣的，在福山宮往上走的九份四號福德祠與大眾爺廟，當原有的福

德祠改建，舊有土地公小廟也獲得保存（參見圖9）下來，只是規模沒有福

山宮雄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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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9：四號福德祠的廟中廟。

不管廟中廟或亭中廟，這樣的現象，應是「龍脈傳說」中，林家兄弟

毀神後，受到報應致貧病交迫的故事結局，給採金人相當震撼。使得後來

採金人要修廟宇，絕對不敢毀棄神像，才會在金九地區普遍形成廟中廟的

存在。 

柒、結論

從前人的研究中，雞籠山為龍脈的傳說發展已有數百年時間，但本

研究限縮於金九地區黃金開採的年代，以傳說流布較廣的清光緒16年

（1890）為主體。並往上溯及傳說發生之前的光緒15年（1889）。畢竟光

緒17年（1891）9月，基隆同知黎景嵩已奉臺灣巡撫之命，發出禁止採金諭

示，代表官方介入採金地區的治安維護。

傳說的流布，說明以林英、林黨為首的份子，黃金開採的初期，藉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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脈傳說的掩護下，已經讓自己取得一定的財富，變成官府管制失調的化外

之地。而林家兄弟散布的龍脈傳說，所彰顯出來的社會功能作用，也與後

來德國心理分析學家榮格的集體意識理論相近，更呼應法國社會學者布爾

迪厄的符號權力的詮釋，榮格的研究是這樣說的：

「集體無意識絕非一個被壓縮的個人系統，它是全然的客觀

性，既和世界一樣寬廣，又向全世界開放。」40

套用在金九地區的採金人身上，龍脈傳說的發展過程，在煤礦礦脈的

歷史上，至少有所謂的「全然的客觀性」存在，對民眾而言，龍脈的存在

是一個開放的事實，更不會去存疑。大陸社會學者張意在《文化與符號權

力──布爾迪厄的文化社會學導論》，也把符號權力作出更具體的說明，

意即：

「符號體系也具備三個相關功能：首先是建構中的結構，給

予社會世界以意義和秩序。第二是符號系統還是被建構的結構，作

為交流和認知的結構被內嵌入行動者，成為內在的感知。三是符號

系統的政治功能為統治提供合法化遊說。」41

故探析「雞籠山龍脈傳說」的流布時，可以發現林家兄弟散布傳言的

動作，是暗合「集體無意識」的行為，且這對兄弟充分掌握「符號權力」

變身為控制採金人的象徵。窺視林家兄弟的龍脈宣揚，其背後用意，無非

是努力維護自己的權力與財富，最後卻因為自己觸及禁忌，導致符號權力

遭到解構，最後遭到神罰或報應而貧病交迫而亡，顯示「龍脈傳說」依舊

40　榮格著，徐德林譯，《原型與集體無意識》，榮格文集第5卷（北京：國際文化出版，2011年），頁20-21。 

41　張意，《文化與符號權力──布爾迪厄的文化社會學導論》（北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5年），頁

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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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其牢不可破的地位，這也是基隆山至今仍被尊崇的理由。

探析過程中，也可以發現到諸如福山宮的廟中廟景象，之所以能在臺

灣三金山一帶，形成一個普遍的現象，當也是一種符號象徵的遺留物，甚

至是被儀式般的保留下來，讓後人可以加以研究，總結這樣的探析，有以

下3個發現：

一、在官方機制未介入前，民眾藉由神話、傳說作為符號權力的代表，

藉此來限制他人或維護自身的利益，通常是有效的。所以林家兄弟

在流布龍脈傳說後，私下找人挖井開採黃金得利，甚至不是挖1口

而是挖了13口豎井，得到黃金兩千多兩而致富。

二、禁忌的代名詞「他布」，在符號權力的功能結構中，所展現出來的

「給予社會世界以意義和秩序」是一種制約力量，讓民眾不敢輕率

觸犯。是故在傳說中，基隆山的「神聖」地位，並沒有因為黃金開

採的有無而減損位階，依舊獲得表面上的維護，甚至於轉化成今人

對於金九地區天氣觀測的指標，把傳說作用作了昇華。

三、神罰所代表的意義，與民間文學強調的報應說，其實是一體兩面，

只是用不同的詞彙作說明，警示的作用明顯，也讓採金人至今不敢

觸犯這個禁忌。

 

對於基隆山龍脈傳說影響力的研究，這只是一個開端。畢竟金九地區

的龍脈傳說，曾帶來了金瓜石、九份百年採金的輝煌。

多數民眾也深知，基隆山的龍脈，因為單峰的關係，常被地理風水學

家感嘆：「本地山薄而無法集氣。」最大的見證，就是民眾常引用「金瓜

無蒂、茶壺無柄」的反思。也就是，如果等到金瓜露頭出現金瓜有蒂景

象，或者茶壺山的茶壺有握把生成現，這才能代表龍脈的集氣結穴達到最

佳，方能夠帶給地方更美好的未來。

更何況，百年來的採金，造成基隆山腹下的水湳洞，出現所謂的陰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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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一度被認為是龍脈受傷流血的印記，如今黃金停採，陰陽海現象獲得

改善，基隆山的生機無限，反映出來的事實是金九地區觀光客倍增，故地

方人會說，金九地區當然還有採金，只是現在是向觀光客淘金，而不是地

底下採金。

金九地區除了龍脈傳說之外，還有其他地理風水故事存在待採集，相

信在納入更多資料後，龍脈傳說對採金人的影響研究，可以有更多探析角

度出現。 



33

基隆山龍脈傳說之符號權力初探

參考書目

一、專論

丘逢甲，《嶺雲海日樓詩鈔》，第3冊。臺北：臺灣銀行，1960年。

李亦園，《師徒．神話及其他》。臺灣：正中書局，1983。

周鍾瑄、陳夢林，《諸羅縣志》，臺灣史料叢刊第1輯。臺北：大通，1976

年。

林全洲，《金瓜露頭》。臺北：聯經出版社，2004年。

林朝棨，《臺灣之金》，臺灣特產叢刊第6種。臺北：臺灣銀行，1950年。

洪安全總編輯，《清宮月摺檔臺灣史料》。臺北：故宮博物院，1994年。

郁永河，《裨海紀遊》。臺北：臺灣省文獻會，1986年。

唐羽，《臺灣採金七百年》。臺北：臺灣財團法人錦綿助學基金會，1985

年。

唐羽，《雙溪鄉志》。臺灣：雙溪鄉公所，2001年。

高拱乾，《臺灣府志》。臺北：大通，《臺灣史料叢刊》第一輯，1976

年。

張旭初，《龍脈之謎──臺北101與風水寶地》。臺北：時報文化，2007

年。

張意，《文化與符號權力──布爾迪厄的文化社會學導論》。北京，中國

社會科學出版社，2005年。

張瓈文，《九份歷史之旅》。臺北：行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1994年。

盛清沂編纂，《臺北縣志礦業志》。臺北：臺北縣政府，1960年。

連雅堂，《臺灣通史》。臺北：大通，1984年。

黃叔璥，《臺海使槎錄》，臺灣史料叢刊第1輯。臺北：大通，《臺灣史料

叢刊》第一輯，1976年。

臺灣省文獻委員會編，《土地志地理篇》，臺灣省通誌卷1。臺北，臺灣省



34

66卷第1期

文獻委員會，1969年。

劉良璧，《重修福建臺灣府志》。臺北：臺灣銀行，1961年。

簡炤堃，《奎山探源──九份之前世今生》。九份：奎山文史工作室，

2001年。

羅際昆，《九份臺陽江兩旺口述歷史》。臺北：臺北縣文化局，2009年。

二、翻譯

伊利亞德（Mircea Eliade），晏可佳、姚菩琴譯，《神聖的存在──比較宗

教的範型》。桂林：廣西師範大學，2008年。

伊萬．斯特倫斯基（Ivan˙Strenski），李創同、張經緯譯，《二十世紀的

四種神話理論──卡西爾、伊利亞德、列維斯特勞斯與馬林諾夫斯

基》。北京：三聯書局，2012年。

［英］弗雷澤著，童煒鋼譯，《舊約中的民俗》。上海：復旦大學，2011

年。

梅谷光貞編纂，胡清正、陳存良、林彩紋譯，《臺北廳誌》。板橋：臺北

縣立文化中心，1998年。

榮格著，徐德林譯，《原型與集體無意識》，榮格文集第5卷。北京：國際

文化，2011年。

三、期刊 

洪健榮，（當「礦脈」遇上「龍脈」──清季北臺雞籠煤務史上的風水論

述（上）），《臺灣風物》，50卷第3期（2000年9月）。

洪健榮，（當「礦脈」遇上「龍脈」──清季北臺雞籠煤務史上的風水論

述（下）），《臺灣風物》，50卷第4期（2001年1月）。



35

基隆山龍脈傳說之符號權力初探

Keelung Mountain Range Legends and Research 

on Its Power Symbols

Chuan-chou Lin*

Abstract
Keelung Mountain is located at the Northeast corner of Taiwan. The name 

Keelung is a transliteration of “a chicken’s cage”, named so due to the shape of 

its range.

Long ago, the Keelung Mountain was considered a beacon to guide ships 

at sea back home. After the Qing Dynasty took over Taiwan, the western 

superpowers pushed their mission to conquer further east. They started to 

persuade the Qing court to start some digging after finding abundant coal 

resources lying underneath the Keelung Mountain in Taiwan. At the meantime, 

official records showed that the Keelung Mountain is the so-called “Dragon’s 

Brain”. (In traditional Chinese Feng Shui, mountains aligned as a range with 

the right location and characteristics will be honored as “the Dragon’s Vein”, 

the main peak that has the most important positioning will then be the Dragon’s 

Brain.) In terms of function, Keelung Mt. at this point has earned its name as the 

sacred mountain, therefore especially cared for by the court.

Under the Qing Guanxu reign, the idea of making the best use of everything 

took place. Soon Keelung Mountain’s sacred lands were deconstructed and 

exploited, resulting in the disappearance of its importance. Though authorities 

lost belief, people still had faith in such legends of the Dragon’s Brain, thus the 

old hearsay continued passing on, even as a disguise to cover up the massive 

earnings from gold-digging.

* Ph D. Student, Ph.D. Program of Folk Literature 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National 
Dong Hwa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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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sacred mountain to a symbol of wealth and power equivalent to 

symbolic violence, Keelung Mt. has transformed over time along with the needs 

of society. It has then formed a pact in the mine area, a sort of transformation that 

has made itself more believable and therefore closer to people’s hearts.

This essay brings to life with words the legend of Keelung Mt.: the 

Dragon’s Vein presented from a historical and geographical standpoint. Bringing 

readers to grasp the idea of how the concept of the holy mountain turned into 

the symbolization of power, thus conforming the mine area, even more bringing 

out the idea of strong constriction. Such taboo added on to the karma concept 

folk literature talks about, (karma being that people who cover their eyes to the 

holiness of the mountain will be punished by Mother Nature) comes a strong 

connection within each other.

From legend in folk literature to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Dragon’s Vein, 

the only fact unchanged is the everlasting holiness of Keelung Mountain.

Keywords: Keelung Mountain, gold-digging legends, Sacred Mountain, social 

purposes, power of symb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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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從空間、信仰與地位來看，媽祖神像是媽祖廟的中心，也是信徒在寺

廟中的視覺焦點。在臺灣作為多處媽祖廟的分香來源的笨港街天妃廟，據

傳在嘉慶2年（1798）笨港溪氾濫時被沖毀，當時廟中神像、文物暫厝於肇

慶堂土地公廟，其後於嘉慶16年（1811）建立了目前的新港奉天宮。從傳

說來看，新港奉天宮中的媽祖神像，不排除一部份可能是當時笨港街天妃

廟所有。透過實際田野調查可知，奉天宮媽祖神像有開基媽（開臺媽）、

鎮殿媽（含左右宮娥）、二媽、三媽、聖四媽、四街祖媽、五媽（太平

媽）、六媽（米舖媽）、糖郊媽、布郊媽與 郊媽，以及泉州媽一尊，合計

共12尊媽祖神像；另見天上聖母神位一面，皆厝於正殿神房內。

有關該宮所見媽祖神像特徵，歸納如下：第一、從工藝來看，皆屬硬

身神像，以樟木雕刻，並以漆線工藝處理，屬泉州派風格；第二、從姿態

而言，皆以右手持如意，左手或置於圈椅、置於或左腿上之坐姿為主；第

三、在頭飾部份，奉天宮媽祖神像髮式皆為民間俗稱的媽祖頭，頭戴冕

冠，並以九旒為主；第四、在服飾方面，皆以漆線處理身上蟒袍，而腰際

佩以玉帶。第五、在特殊儀式方面，部份神像見有入神孔，且部份底座見

有刮痕，可能是早年信徒用作醫藥使用。

本文試圖透過文獻、圖像、命服制度與造形，探討新港奉天宮媽祖神

像的圖像與工藝特點，作為日後研究其它媽祖神像造形之基礎資料。

關鍵字：新港奉天宮、媽祖、神像、圖像、造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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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臺灣媽祖神像研究現況

一、關於神像的認識與研究

神像是漢人信仰的代表，也是臺灣民間信仰研究的重心。自1970年代

李獻璋對神像雕刻儀式進行調查，迄今有關神像的研究已累積豐碩成果。1

通過這些研究，吾人對神像已有基本認識。作為神明形象的具體化，神像

不僅不能被輕易碰觸、神房也禁止一般信徒進入，非神職人員者，僅能在

神龕外窺見神明形象；另一方面，神像樣貌也是穿梭廟宇中的信徒不斷注

視、加深他們對神明印象的憑藉。因此，主祀神像不會輕易被汰換，即便

寺廟重修、寺廟內的早期神像多半也會被保存。鑑此，神像代表著寺廟的

象徵資本──愈多人對其神像熟悉，愈能凝聚更多信眾的在精神層面與心

理層面的認同感。2也因此，透過神像的研究，我們不僅能瞭解早期漢人的

宗教觀與日常生活，從神像的造形也足以認識先民的審美觀與社會觀。

無庸置疑，臺灣寺廟中神像的出現，與漢人移民息息相關。明末清初

閩粵漢人移民至臺灣，一方面航海技術尚未發達，要渡過「黑水溝」（澎

湖附近海域），又難得風平浪靜，因此會將家鄉祀奉神明攜帶在身上，以

* 有關本文中所用新港奉天宮媽祖神像材料，主要引自李建緯主持，《新港遺珍──新港奉天宮既存文物普

查、登錄與研究》（新港：新港奉天宮管理委員會，2013年11月，未刊稿）（以下簡稱《新港遺珍》）。神

像拍攝過程，感謝奉天宮何達煌董事長、林汝靜秘書以及阮國峰先生等，提供協助；同時也感謝兩位匿名審

查人對本文未盡嚴謹之處，提出精闢之建議，在此謹申謝忱。

1　李獻璋，〈臺灣福佬人雕塑神像的儀禮〉，《臺灣風物》，第20卷第2期（1970年5月），頁47-51；劉文

三，《臺灣宗教藝術》（臺北：雄獅美術，1976年）；宋龍飛，〈神像雕刻的種類與製作〉，《民俗藝術探

源》，下（臺北：藝術圖書公司，1979年），頁286-295；郭振昌，〈臺灣民間傳統手工藝之一：泉、福州式

神像雕像〉，《民俗曲藝》，第2期（1980年12月），頁78-86；王嵩山，〈從世俗到神聖－臺灣木雕神像的

人類學初步研究〉，《民俗曲藝》，第29卷（1984年5月），頁79-136；石弘毅，〈臺灣神像的彫刻藝術〉，

《臺灣文獻》，第45卷第2期（1994年6月），頁113-122；石弘毅，〈臺灣「神像」彫刻的歷史意義〉，《歷

史月刊》，第80期（1994年9月），頁38-45；李豐楙、李燦郎，〈臺灣神像雕刻技藝的傳承及流派特色〉，

收入內政部編，《民俗及有關文物保存維護專輯》（臺北：內政部，1996年），頁49-53；林瑋嬪，〈臺灣漢

人的神像：談神如何具象〉，收入黃應貴主編，《物與物質文化》（臺北：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2004
年），頁335-377；鄭豐穗，〈臺灣木雕神像之研究〉（國立臺南大學臺灣文化研究所碩士論文，2008年）；

陳嘉祥，〈神像形式與材料使用歷時性變化之研究〉（朝陽科技大學設計研究所碩士論文，2009年）。

2　李建緯主持，《彰化縣古蹟中既存古物登錄文化資產保存計畫》（彰化：彰化縣文化局，2012年），頁239。



40

66卷第1期

求平安抵臺。待屯墾安頓，人口日漸聚集，於是興建廟宇，並將原來攜臺

的香火或神像，改塑成大型金身。3同樣地，媽祖神像也是在這樣的模式下

發展起來。從空間、信仰與地位來看，媽祖像處於媽祖廟的中心位置，也

是信徒在寺廟中的視覺焦點。依功能，媽祖神像和一般神像相同，也有開

基神、鎮殿神與分身神之分。

開基神是先民自閩粵遷入臺灣，或建廟之前所供奉之神像，通常是便

於攜帶之小型神像或神明香火袋，供奉在家中，等定居後建廟供奉，船戶

通常有奉祀置於船頭作為保祐風平浪靜，故又稱船頭媽，相關實例有鹿港

興安宮的湄州媽、鹿耳門天后宮的船頭媽、旗後天后宮的開基媽祖等。值

得注意的是，臺灣民間媽祖廟大多皆流傳有開基媽祖的說法，而且多數沿

用了明末清初僧人自湄洲迎回媽祖神像的模式，並據此宣揚開基神像發生

神蹟而因以建廟之過程。由於廟方、信眾多採信這樣的神像傳入方式，故

也衍生出一尊「開基媽」來台的神話相關論述。伴隨此觀念的，開基媽也

因此被認為具有一種「祖媽」意象。

鎮殿神雖非一座廟宇中年代最早者，卻是該廟中的主神象徵，通常是

在廟宇重建時塑造，因需與祭拜空間搭配，營造崇高神聖感覺，故神像尺

寸較為巨大。在材質上以泥塑為主，或有純木雕者，或有木刻各部位銜接

而成，一般是不能移動，固定供於神龕正中央，如臺南大天后宮（圖1）、

大甲鎮瀾宮，鹿港天后宮（圖2）、新港奉天宮、北港朝天宮等宮廟的鎮

殿大媽皆然，這些神像普遍戴有九旒冕冠，並且由於長時間的薰香，面部

也以黑色為主。偶爾見有鎮殿媽採軟身神像形式者，如竹南中港慈裕宮的

鎮殿媽、鹿港天后宮鎮殿二媽、鹿港新祖宮鎮殿天后聖母尊像等，皆屬此

類。4整體來說，由於鎮殿神像矗立於殿中，加上封贈為「天后」及神階猶

如官府與朝廷命官一般，故通常雙手持笏或玉圭，以顯威嚴。

3　石弘毅，〈臺灣「神像」彫刻的歷史意義〉，《歷史月刊》，第80期（1994年9月），頁39。

4　李建緯主持，《彰化縣古蹟中既存古物登錄文化資產保存計畫》（彰化：彰化縣文化局，2012年4月），頁

183、1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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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臺南大天后宮鎮殿泥塑
神像。

資料來源：筆者拍攝。

圖2：鹿港天后宮鎮殿泥塑
神像。

資料來源：筆者拍攝。

分身神是開基神或鎮殿神的分身，一般作為出巡、繞境之用，或供爐

主等請回家中供奉。我們經常會聽見有二媽、三媽……之稱呼，即是分身

神的具現。這些分身媽祖神像扮演的功能有所不同，例如彰化南瑤宮媽祖

有「大媽四愛吃雞，二媽五愛冤家，三媽六愛潦溪」之諺語。5有時媽祖廟

亦會雕造相同造形的分身神像多件，以供信眾請回供奉，作為家祀神。6這

種供奉有暫時性與永久性兩種，前者係因遷厝而請廟宇神像分身暫時安厝

於家中，日後需歸還原廟；而後者則不需歸還，成為家中主祀神明。

在媽祖神像的製作方面，臺灣所見者有木、泥塑、陶瓷、紙、玉、

銅、黃金等材質，如鹿港天后宮、大甲鎮瀾宮皆有黃金媽祖神像。通常以

木質最常見，臺灣本地產地有樟木、檜木、肖楠木、紅豆杉；自外國進口

5　林茂賢，〈臺灣媽祖信仰〉，《流動的女神──臺灣媽祖進香文化特展》（臺中：國立自然科學博物館，

2011年），頁43。

6　謝宗榮，《臺灣傳統宗教藝術》（臺中：晨星出版限公司，2003年），頁75-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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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則有沉香木、檀香木。7其中以樟木最常見。以奉天宮神像為例，即是以

樟木為主。

以神像組合方式來說，可區分為軟身與硬身：軟身指的是軀體由數部

分組成關節，可以活動，如鹿港天后宮的「鎮殿二媽」、鹿港新祖宮的

「鎮殿天后聖母尊像」、萬春宮二媽（圖3）等；硬身則是由整塊木頭雕

鑿，通常尺寸不大，以開基神或分身神較常見（圖4）。奉天宮所見的媽

祖神像多屬此類。泥塑則通常與木質結合，主要是用作鎮殿神像或尺寸較

大之神像。一般常見神像尺寸係根據「文公尺」的吉數設計。8神像本體雕

刻可分成12個步驟：選材、粗胚、細胚、開臉、打土底、加線、粉臉、安

金、上色、畫臉與裝飾。9

圖3：臺中萬春宮二媽神像，為
軟身神像。

資料來源：施雲萍、林郁瑜，《臺中萬春

宮古物調查報告》，未刊稿。

圖4：鹿港新祖宮開基媽祖，
為硬身神像。

資料來源：筆者拍攝。

7　鄭豐穗，〈臺灣木雕神像之研究〉（臺南：國立臺南大學臺灣文化研究所碩士論文，2008年），頁72。

8　從小到大有7寸2、9寸6、1尺2寸、1尺3寸半、1尺6寸、1尺8寸、2尺2寸、2尺4寸、2尺6寸、3尺6寸，較大一

點的則有5尺1寸半、6尺2寸、6尺3寸半……不等。見曾秋霜，〈神像雕刻與臺灣民間信仰概說〉，《木雕的

社會起源與文化意義──木雕博物館藏研究》（苗栗：苗栗縣文化局，2003年），頁79。

9　鄭豐穗，〈臺灣木雕神像之研究〉，頁78-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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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臺灣所見神像工藝的派別，以泉州派與福州派為主，另也有漳州派

的說法。其明顯特徵是泉州派神像色澤以橘紅色為主，神像表面以黃土和

水膠混合加以修飾，頭身比為1：3到1：4.5之間，身上以「乾漆手抽法」的

黑褐色的漆線來營造服飾的感覺；福州派神像外表則是以土和裱紙精心的

修整，頭身比接近真人，並以白色粉線乾後再加以上色。10

除了物理層面的工序，和一般木雕不同的是，神像因是信徒禮拜對

象，被看成神在人間的化身，因此非常強調製作前或完成後的神聖化過

程，亦即是開光儀式，透過某些程序的實踐讓神像具神聖性。在臺灣，神

像製作過程或完成後的儀式有開斧、入神、開光點眼。開斧是雕刻師選取

木材後，擇良辰吉日，擺案告神，並舉神斧象徵性地在木材上輕砍三下，

以示三請，或有加割七刀意即賦與三魂七魄。至於入神則視各派別而有所

不同，通常是五穀（稻、黍、粟、麥、大豆）、五寶（金銀銅鐵，有時再

加上玉、瑪瑙與珍珠成為七寶）與五色線；或有塞入虎頭蜂、鳥、蛇、乾

海馬與蜈蚣等，至於女性神像則罕見用活物。11奉天宮所見神像，並非皆

具入神之孔，也可能是密封較好而未見痕跡。開光點眼是神像製作完成後

最後一道程序，也是最重要的儀式。需選好吉日備三牲、水果、香燭、鏡

子、筆、硃砂、活雞、扇子與毛巾，通常以筆沾雞冠血和硃砂，點在神明

眼睛，或以鏡子將室外陽光反射在神明頭部，再以硃筆點睛開光。

有關神像被賦予神聖性的討論方面，「神性」雖是一種抽象概念，

但透過其「物性」的具現，可以將神性呈現在此時此地。林瑋嬪指出，

臺灣漢人神像主要是通過「賦予形體」（embodiment）和「定著一地」

（localization）的兩種象徵過程，將神明予以具象。從內在（internal）的部

分，某個原本無生命的偶像如何在聖化禮中被賦予人形和靈魂的方式，以

及外在（external）一個具有人形的神像，在聖化禮被活化後，如何進一步

10　郭振昌，〈臺灣民間傳統手工藝之一：泉、福州式神像雕像〉，頁83-84；石弘毅，〈臺灣「神像」彫刻的歷

史意義〉，頁44；

11　石弘毅，〈臺灣「神像」的彫刻藝術〉，《臺灣文獻》，第45卷第2期（1994年6月），頁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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嵌入人類社會網絡成為一個社會行動者（social agent）。12就此來看，我們

發現媽祖神像的各個分身，也是一種應信徒需求而衍生出來的具體化與網

絡化之發展，如大媽、二媽、糖郊媽……等。

二、媽祖神像相關研究

目前有關媽祖神像的研究來看，主要是圍繞在其外在的社會組織、神

話傳說、寺廟沿革等因素，由於神像本身的姓，研究者很難有充分的條件

仔細地審視神像的物質層面，特別是美學上的風格造形變化，或是材質本

身上的微觀現象與工藝加以分析。

有關媽祖神像造形研究，最早見於1961年〈「鹿耳門」天上聖母像之

考據〉，然該文重點在回應臺南安南區土城里與顯官里媽祖神像真假的糾

紛，並認為土城聖母廟神像方是鹿耳門正統媽祖。13其後，1976年劉文三的

《臺灣宗教藝術》的〈神像雕塑〉一章，指出臺灣媽祖神像大多呈現的並

非清瘦秀麗之感，而是以豐滿圓實臉型表現出溫柔豐容、雍容端莊之感。14

張珣亦持此論點。15普遍來說，從大陸迎回的湄州媽祖神像，容貌更接近少

女形象，如大甲鎮瀾宮的湄州媽、16臺中萬春宮自湄州迎來的大媽、二媽神

像皆然，17大陸造形以「少女」為主，臺灣以「官夫人」為主，又牽扯到雕

刻年代，與封「后」、「妃」年代之爭議，下段陳清香之說為解釋。

在關於媽祖冠服的研究，1997年陳清香〈北港朝天宮供像造形初探

──以正殿媽祖像和觀音殿觀音像為例〉，18以臺灣媽祖神像冠服演變的

12　林瑋嬪，〈臺灣漢人的神像：談神如何具象〉，黃應貴主編，《物與物質文化》（臺北：中央研究院民族學

研究所，2004年），頁335-377。

13　許炳南，〈鹿耳門天上聖母像之考據：究竟在土城？抑顯官歟？〉，《臺灣風物》，第11卷第7期（1961年7
月），頁12-15。

14　劉文三，《臺灣宗教藝術》（臺北：雄獅圖書公司，1976年），頁24-25。

15　張珣，〈從媽祖神像看社區認同〉，《慈悲媽祖》（新港：嘉縣新港奉天宮，2011年），頁22。

16　張珣，〈從媽祖神像看社區認同〉，頁24。

17　施雲萍、林郁瑜，《臺中萬春宮古物調查報告》，（臺中市：逢甲大學歷史與文物研究所，2012年6月，未

刊稿）。

18　陳清香，〈北港朝天宮供像造形初探──以正殿媽祖像和觀音殿觀音像為例〉，北港朝天宮董事會、文獻委

員會編輯，《媽祖信仰國際學術研討會論文集》（南投：臺灣省文獻委員會，1997年），頁142-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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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形，梳理其冕冠、袍服樣式與年代之間的關係。她透過宋、元、明、

清朝代的〈輿服志〉，推測各代媽祖神像造形，並歸納出南宋紹熙元年

（1190）媽祖被封為妃以前，神像所著應是夫人級命服，以後則著「妃」

級命服。清康熙23年（1684）媽祖被封為天后之前的明代或清初的天妃身

份，所著應為明代皇妃之禮服，故明末清初媽祖應承受明代皇妃霞帔，衣

服編繡霞鳳文，在其翟衣或常服外加上霞帔。她以臺灣所見最早的嘉義魍

港太聖宮與鹿耳門天后宮媽祖像（明末）為例，指出其特徵是平頂冠、無

龍鳳紋，也無冕旒。19該文貢獻是注意到媽祖神像採用明服制之現象；然

而，實際上媽祖身上並非霞帔與霞鳳文，而是帔帛與蟒袍，後文將進一步

說明。

2000年石萬壽的《臺灣的媽祖信仰》雖非專以媽祖神像為對象之研

究，但書中數次提到早期媽祖神像特點，比方說，頁54有大陸明代天妃瓷

像，頭戴冕冠，仔細觀察為九旒。有關臺灣媽祖神像，該書提到3尊屬明晚

期之媽祖神像，分別是嘉義魍港的太聖宮媽祖聖像，係臺灣惟一經教育部

鑑定為明末的神像者，從圖版來看，該神像係以一段圓木雕刻而成，為坐

姿硬身神像，雙手合抱作持笏狀，頭戴冕冠，批有雲肩，身上漆線幾乎掉

光；臺南開基天后宮有明萬曆年間開基媽祖神像，媽祖形象豐腴，頭戴九

旒冕冠，身著蟒袍，為坐姿之硬身神像，右手持笏，20左手懸於左膝之上，

從身上漆線判斷為泉州派；另鹿耳門天后神像，據石萬壽指出，媽祖下半

身的劍帶在袍下微露，是明代媽祖特徵。21從石氏列舉的條件來看，奉天宮

多尊媽祖神像皆符合，然從邏輯上來看，不可能這些神像皆是明代，故其

說有待驗證。

陳清香在〈北港朝天宮供像造形初探〉發表的13年後，2010年又再

度撰寫〈臺灣媽祖造像風格的遞變〉一文，分析媽祖圖像在宋、元、明、

19　陳清香，〈臺灣媽祖造像風格的遞變〉，《媽祖國際學術研討會論文集》（清水：臺中縣文化局，2010
年），頁156。

20　一般來說，玉圭通常為三角尖形，而笏首則為平板或橢圓造形。

21　石萬壽，《臺灣的媽祖信仰》（臺北：臺原出版社，2000年），頁54、183-184、190-194。



46

66卷第1期

清、日治時代至民國以後的風格發展。22該文指出，臺灣明末媽祖神像有嘉

義魍港太聖宮、鹿耳門天后宮，開基天后宮，除了開基天后宮神像粉線已

經重新髹修，其它神像特徵是平頂冠、無龍鳳文、無九旒，袍服無龍紋，

袍服下端露出劍帶。至於清代媽祖，則進一步指出其特徵是頭冠從九龍二

鳳冠演變成皇帝的九旒冕冠，身著圓領、蔽膝，外披雲肩，飄帶，霞帔。

在臺灣，康熙、雍正、嘉慶道光分別有其代表的媽祖神像。她並根據溪

北六興宮大符上所印之文字，23判斷奉天宮開基媽祖為道光、咸豐年間所

雕，其它如聖二媽、四街祖媽、五媽等亦為同時期之作；至於六媽（米舖

媽），則為昭和16年（1941）所製。24然而文中並未提到其判斷年代的依

據。

2005年黃敦厚在〈大甲鎮瀾宮神像考〉，部份內容描述了鎮瀾宮所見

媽祖神像，計有雍正8年（1730）開基湄洲媽（七旒）、乾隆35年（1770）

鎮殿媽、清代中葉正爐媽、清代中葉副爐媽、清代光緒年間二媽、民國60

年（1971）三媽、民國76年（1987）千年祭湄州媽，以及1984年護國、

1985年庇民、1986年妙靈3尊媽祖，共10尊神像。25內容著墨在神像的製作

年代、相關神蹟或歷史等口述資料，並未針對鎮瀾宮媽祖神像本身的造形

進行分析，亦未見圖像。

2011年李奕興的〈百變造像，金身如一──臺灣媽祖造像的形式與特

徵〉一文，則認為傳統以面容色彩、軟硬身或裝飾技法討論媽祖形式實有

所不足，呼籲應更深入地理解媒材、色彩、技法、體態、面相、服飾、法

器、派別等。26可惜的是，該文並未指出何種時代的媽祖神像特點為何？

22　陳清香，〈臺灣媽祖造像風格的遞變〉，頁151-167。

23　符上所載文字為「道光六年，湄洲來臺三尊媽祖，原住笨港，分居新港大媽、北港二媽、溪北三媽，住在王

提督公館。」由於溪北六興宮無法提供拍攝神像，待日後進一步深入研究。請參陳清香，〈臺灣媽祖造像風

格的遞變〉，頁160。

24　陳清香，〈臺灣媽祖造像風格的遞變〉，頁160-162。

25　黃敦厚，〈大甲鎮瀾宮神像考〉，大甲媽祖進香教師研習團編，《民俗與文化》，第1輯（臺中縣大甲鎮公

所，2005年9月），頁5-17。

26　李奕興，〈百變造像，金身如一──臺灣媽祖造像的形式與特徵〉，黃旭主編，《流動的女神：媽祖進香文

化特展》（臺中：國立自然科學博物館，2011年），頁53-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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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年林春美的〈臺灣南部兩尊早期鎮殿媽祖的造形藝術〉一文，27則

透過臺南市開基媽祖廟、嘉義北港朝天宮的兩尊鎮殿媽祖的造形，和書刊

插畫中的天妃形象比較，指出前者年代為17世紀下半葉，後者年代則為18

世紀下半葉。由於鎮殿神像多數會隨著廟宇的擴建予以重修或重塑（刻）

金身，特別是目前臺灣媽祖廟中可考的鎮殿神像年代，多以清代後半至日

治時代最多，況且朝天宮鎮殿媽圈椅上有「道光己酉年款」的重修年款。

因此，要證明其為明鄭時期以及乾隆年間的神像，需有更明確的證據。

2013年陳仕賢的〈鹿港天后宮媽會信仰組織及其神像藝術〉，指出鹿

港天后宮內媽祖神像有清初湄洲開基二媽、船頭媽；同治年間正殿二媽、

大聖母（古大媽）；以及大正11年（1922）的聖大媽（進香媽）等。其中

年代較早的湄洲開基二媽，應為康熙22年（1683）自湄洲迎回，並於同治

年間重作漆線，有落款可證。另古大媽神像圈椅背後，有「同治十二年舊

祖宮大聖母閤港公立」之字，為清代媽祖神像有落款的重要材料。28

此外，另3冊圖錄內容收錄了多尊媽祖神像。新港文教基金會2002年編

印的《歷代媽祖金身在新港》與2011年的29《慈悲媽祖》30兩書，將民間收

藏的明代至民國之間媽祖神像編成圖錄，提供了媽祖神像類型比較與年代

判斷的參考。但此書中媽祖年代判斷依據不明，且分期過大，很難作為媽

祖神像年代參考的對照。而2008年《臺灣媽祖文化展》一書中共收錄47件

大甲鎮瀾宮珍藏媽祖神像，材質有木、陶塑、銅質等，以木質為主。從造

形來看，頭飾各異，有戴冕冠者，也有頭戴鳳冠、梳髻者；在面容部份，

有年輕如少女者，有雍容福態如臺灣一般媽祖廟所見者，亦見有男相樣

貌；此外，姿態亦各異，如雙手合什、雙手執笏、手持如意或雙手輕放於

27　林春美，〈臺灣南部兩尊早期鎮殿媽祖的造形藝術〉，《南藝學報》，第5期（2012年12月），頁65-105。

28　陳仕賢，〈鹿港天后宮媽會信仰組織及其神像藝術〉，《2013臺中媽祖國際學術研討會論文集》（臺中：臺

中市政府文化局，2013年），頁261-268。

29　林洸沂主編，《歷代媽祖金身在新港》（新港︰新港文教基金會編，2002年）。

30　林洸沂主編，《慈悲媽祖：默照蒼海‧媽祖法相》（新港︰新港奉天宮、新港文教基金會，2011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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膝上。31值得注意的是，鎮瀾宮內有多件媽祖神像具有明代風格，如袖袍下

擺連足具有垂掛交疊之衣擺，構成豐富而複雜的特點，李奕興形容為「層

層摺疊自然下擺的流動性線條」；而部份神像則是「圓渾豐頰與寬胖鼓

腹」之風格，則是清式標準媽祖神像風格。32若從上述的標準來看，奉天宮

神像似應接近清代風格。

整體來說，目前受限於媽祖神像公布的零星材料，在整體的造形風格

歸納與分析上，仍存在較大的侷限，而且也停留在各說各話的階段。媽祖

神像仍需被釐清的是，其身上所表現的母題為何？目前應先解決的問題是

媽祖身上的圖像要素是什麼（what）？而非急於解釋其要素是怎麼被表現

出來的（how）。有鑑於此，媽祖圖像造形的確認，係首要課題。西方學者

潘諾夫斯基（Erwin Panofsky, 1892-1968）提出的「圖意學」（iconology）

指出，圖像（icon）的分析包括了3個層次，其中，第二層次的「傳統的主

題」，則涉及到文獻或傳說中對於特定圖像的定義。33我們能認出「媽祖」

神像，好像是一種不辯自明的反映；實際上，究竟是那些元素母題的集

合，提供了我們確認一尊媽祖神像，是應該被深究的疑問。因此，透過媽

祖神像各部位的圖像名稱與來源的梳理，方能作為日後媽祖神像風格與年

代研究的進一步基礎。

此外，有關媽祖神像造形的討論，皆未仔細參考廟宇的歷史脈絡，或

僅取其中一尊神像大作文章；或未將神衣取下，進行完整的紀錄與檢視。

並未以一整座廟中為單位的媽祖神像作整體的考察對象，即便是有造形上

的對照，也屬於片面的、零散的材料比較。有鑑於此，若以單座媽祖廟內

所有的媽祖神像視為一個單位，以完整的考察與紀錄，透過物質層面的觀

31　國立歷史博物館編委會編，《臺灣媽祖文化展》，臺北：史博館，2008年2月，頁68-83。

32　《流動的女神──臺灣媽祖進香文化特展》，頁172-175。

33　第1層為「前圖範的研究」（Pre-iconographical description），即自然意義上的藝術母題形式；第2層為「圖範

分析」（Iconographical analysis），即文獻（文本）中主題；它必須透過文獻的蒐羅，以理解圖像之主題或

內容；第3層為「圖意學的詮釋」（Iconological interpretation），即整體文化面貌下的作品內在意涵或象徵價

值。Erwin Panofsky, “Iconography and Iconology,” in Meaning in the Visual Art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39; reprint, 1982), pp. 4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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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分析其工藝與各種現象，相信能提供神像研究更客觀的科學材料，也可

作為日後媽祖神像圖像、工藝與保存等面向研究的基礎資料。

貳、新港奉天宮歷史沿革

新港位於嘉義市西北方約16公里，與北港為一溪之隔。新港舊名「新

南港」，境內南港村為早期「笨港」地區的一部份。關於笨港的開發，相

傳明末已有漢人開發，明神宗萬曆2年（1574）海上武裝集團的林鳳因明朝

剿亂，退居於臺灣。當時林氏聚眾萬人，船隻聚集在後來被稱為魍港，並

以臺灣為基地。34魍港一說是「笨港」之前身，石萬壽認為是位於布袋好美

附近。35另據《臺灣外記》，天啟4年（1624），顏思齊與鄭芝龍於笨港開

發，建立10寨。36「笨港」一詞的出現，見於康熙24年（1685）的《臺灣府

志》：「一曰山疊溪，源流有三，至笨港入於海」；37其後，《諸羅縣誌》

也記載：「笨港地方廣闊，內港紆迴，為縣治以北扼要之地，添兵八十

名，哨船一隻」；同書：「商賈聚集，臺屬近海市鎮，此為最大。」38顯見

笨港在清初，已甚為繁榮。成書於康熙56年（1717）的《諸羅縣志》提到

笨港形成街市，提供了媽祖廟出現的可能性。

乾隆年間的笨港有「北街」（笨北港）及「南街」（笨南港）兩部

份。在乾隆28年（1763）完成，乾隆39年（1774）刊行余文儀《續修臺灣

府志》描述笨港時稱：「笨港街，距縣三十里，南屬打貓保，北屬大槺榔

保。港分南北，中隔一溪，曰南街，曰北街，舟車輻輳，百貨駢闐，俗稱

34　林仁川，《明末清初私人海上貿易》（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87年），頁108-110。

35　石萬壽，《臺灣的媽祖信仰》（臺北：臺原出版社，2000年），頁183。

36　有關顏思齊事蹟，見［清］江日昇，《臺灣外紀》（臺北：眾文圖書股份有限公司，1979年）頁4-14。但也

有認為《臺灣外記》係小說筆法，未必能視為史料。

37　［清］蔣毓英，《臺灣府志》（南投：國史館臺灣文獻館，2002年），頁27。

38　［清］周鍾瑄，《諸羅縣志》（臺北，國防研究院印行，1968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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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臺灣」。39

據蔡相煇指出，嘉慶初年颱風侵襲中臺灣，笨港溪泛濫，沖毀了笨

港天妃廟。40此即坊間所流傳的「洪水毀滅說」。依新港方面的說法，奉

天宮前身即笨港天妃廟。笨港天妃廟之名，載於康熙56年（1717）成書

的《諸羅縣志》卷12〈雜記志〉中，該書指出笨港天妃廟建於康熙39年

（1700）；然而在《雲林縣采訪冊》「藝文」一條，其所刊載的「重修天

后宮碑記」，內容則提到該廟建於雍正8年（1730），於乾隆16年（1751）

重修。41由於笨港街天妃廟始建年代極早，也是臺灣許多媽祖廟分香的祖

廟，故其遷移的相關疑點曾引起北港朝天宮與新港奉天宮的正統之爭。42不

過，值得注意的是，昭和8年（1933）的《臺南州祠廟名鑑》指出，新港奉

天宮係嘉慶15年（1810）原笨港街居民從該地媽祖廟中的3尊媽祖，將其中

1尊媽祖神像一同遷移至新港庄奉祀建廟。43文內並未有笨港溪氾濫沖毀寺

廟的說法。

前文所引之洪水毀滅說，據說造成一部份笨南港居民南遷，將廟中

神像、文物暫厝於肇慶堂土地公廟。該說見於宮內署以嘉慶壬申年款

（1812）的「景端碑」：「溯自我天后聖母在笨之宮，因烏水氾濫、橫遭

沖毀；我笨亦幾至蕩然無存，毀於一旦，何其虐乎斯時也！拙義無反顧，

毅然與笨眾敬遷我神諸聖像於笨之東蔴園寮肇慶堂。」有關此碑年代，

《臺灣地區現存碑碣圖誌：嘉義市》（1994）所載係清嘉慶17年（1812）

無誤；然而，王見川根據其內容，如王得祿頭銜、書寫內容語氣等，認為

此碑可能有疑問。44暫且擱置景端碑之年代爭議，目前宮內所見1件乾隆甲

辰年款（1784）天后聖母石香爐，不排除是笨港天妃廟時代的文物。

39　［清］余文儀，《續修臺灣府志》，上（臺北：宗青圖書出版有限公司，1995年），頁87。

40　蔡相煇，《北港朝天宮志》（北港：財團法人北港朝天宮董事會印行，1995年），頁81。

41　倪贊元編，《雲林縣采訪冊》（臺北：臺灣銀行經濟研究室，1959年），頁60。

42　林德政主修，《新港奉天宮志》（新港：財團法人新港奉天宮董事會，1993年）。

43　［日］相良吉哉編，《臺南州祠廟名鑑》（嘉義：嘉邑城隍廟附設慈善會，1933年初版），頁173。

44　王見川，〈笨港天后宮及其媽祖：兼談北港朝天宮與新港奉天宮媽祖由來〉，《媽祖與民間信仰：研究通

訊》，第3期（2013年6月），頁47-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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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笨港天妃廟文物暫厝於肇慶堂土地公廟，因此何家人捐地，王得

祿遂仿宮廷建築建廟。從《嘉義管內釆訪冊》來看，奉天宮於嘉慶23年

（1818）落成。45另根據日人於明治28年（1895）至35年（1902）之間所作

的調查，奉天宮則建於嘉慶21年（1816），位於新南港後街上。46從兩份年

代相近的文獻來看，奉天宮建於嘉慶20年（1815）以後，應無疑問，加上

宮內存有1組嘉慶貳拾年款的錫五賽，可資證明。47《嘉義管內釆訪冊》所

載的「打貓西堡」，境內收錄廟宇9座，其中建廟年代最早的是祀奉水仙尊

王與關聖帝君的水仙宮（建於乾隆庚子年，乾隆45年，即1780年）和奉祀

觀音菩薩的南壇水月庵（乾隆辛亥年建，乾隆56年，即1791年），而與奉

天宮建廟年代相近的有祀奉保生大帝的大興宮（嘉慶9年，即1804年）與拜

土地公的肇慶堂（嘉慶辛未年，嘉慶16年，即1811年），境內所有廟宇皆

為紳民公建。48奉天宮所藏的1件木雕印版（大興宮保生大帝符印版）、以

及1件咸豐年間的石香爐（肇慶堂石香爐）說明奉天宮與大興宮、肇慶堂的

關係密切。

清晚期以後，舊南港街的漳州人不斷地遷至其東南方的「麻園寮」，

其遷移原因除了是笨港溪不斷沖陷房屋街市，為避免水患而遷移，另一

個可能原因是嘉道時期淡、彰、嘉3廳多次的分類械鬥所致。麻園寮其後

改稱「新南港」，而原來笨港南街則稱為「舊南港」，在清光緒戊寅年

（1878）嘉平繪圖的「臺灣前後山輿圖」中，可知當時的笨港縣丞是位在

頂菜園旁的笨南港地區（圖5）。

45　《嘉義管內釆訪冊》載有：「奉天宮：在新南港街，崇祀天上聖母，嘉慶戊寅年三月紳民公建。」不著撰

人，《嘉義管內釆訪冊》（南投：臺灣省文獻委員會，1993年），頁4。

46　溫國良編譯，《臺灣總督府公文類纂宗教史料彙編》（南投：臺灣省文獻委員會，1999年），頁369。本書

翻印之日文資料介於明治28年至35年間

47　宮內藏有一組錫五賽，其中錫爐器身正面上方刻有「天上聖母」，中間刻有「奉天宮」、右邊刻有「嘉慶貳

拾年」，左邊刻有「陽月仝敬立」。

48　《嘉義管內釆訪冊》，頁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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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5：清晚期笨港地區分布位置。

                資料來源：嘉平繪圖，余寵查繪監刻，「臺灣前後山輿圖」（清光緒戊寅年，1878年）。

《嘉義管內釆訪冊》〈積方〉1條，以「新」、「舊」區別南港街：

「新南港街，一千一百零六番戶，四千九百七十五丁口…舊南港街，

一百五十一番戶，六百九十三丁口。」49新南港街繁榮異常，《嘉義管內釆

訪冊》記載：

人煙輻輳，百貨充集，笨港海船運糖米者，辦購於此焉。地

當衝要，街分六條近附鄉村，買賣皆會於是，雖不可比近海之都

會，亦嘉屬之一市鎮也。相傳其地初建，皆殷富世家，故街里之名

稱，略擬同於臺南焉。50

至清末，新南港街更名「新港」。51「新港」在清末至日治初期，隸屬

於打貓西堡的1條街（圖6）。打貓西堡原屬嘉義縣，在明治31年（光緒24

49　見《嘉義管內釆訪冊》，頁2-3。

50　《嘉義管內釆訪冊》，頁5。

51　〈新港鄉〉，收錄於「維基百科」網站：zh.wikipedia.org/wiki（2013年10月4日點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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年，1898）改屬臺南縣打貓辦務署管內。52大正9年（1920）改為新巷，屬

新成立的新巷庄；民國34年（1945）國民政府遷臺後，則改為新港。

圖6：日治時代初期臺灣堡圖中的新港街位置圖，新港位於打貓西堡。

資料來源：洪敏麟、陳漢光編，《臺灣堡圖集》（臺北：臺灣省文獻委員會，1969年），頁268、
278。

嘉義自明治37年（1904）後的2、3年之間，發生了數次地震：同年的4

月24日嘉義發生6.1級地震，有3人死亡，66棟房屋全毀；同年11月6日，也

是6.1級地震，145人死亡，661棟房屋全毀；兩年後（明治39年，1906）的3

月17日，發生7.1級大地震1,258人死亡、6,769棟房屋全毀。53奉天宮在連續

的幾次地震中受損嚴重，於是於明治45年（與大正元年同年，1912）有重

52　《嘉義管內釆訪冊》，頁3。

53　〈臺灣地震列表〉，收錄於「維基百科」網站：zh.wikipedia.org/wiki（2013年10月17日點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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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之舉（見「明治四拾五年重砌碑」），並於大正6年（1917）完工。54目

前廟貌為此時所建（圖7）。

圖7：日治時代昭和年間奉天宮正面照片。

資料來源：新港奉天宮提供

國民政府遷臺後，該宮陸續有多次重修或興建大樓之舉：民國50年

（1961）完成城隍殿與東室工程，民國55（1966）年完成鐘鼓樓，鐘樓

為思齊閣，鼓樓為懷笨樓。民國70年（1981）興建香客大樓；民國78年

（1989）完成凌霄寶殿，並於民國85年（1996）成立奉天宮文物館。民

國88年（1999）再次因九二一與嘉義地震，進行修復工程，並於民國96年

（2007）完成修復。

透過對於笨港地區以及奉天宮歷史沿革的梳理，有助於我們確立宮內

所藏媽祖神像的年代範圍。

54　林德政主修，《新港奉天宮志》，頁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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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新港奉天宮所見媽祖神像

奉天宮神龕內媽祖神像數量眾多，有開基媽（信徒稱為「開臺媽」，

為避免爭議，本文使用「開基媽」一詞）、鎮殿媽（含左右宮娥）、二

媽、三媽、聖四媽、四街祖媽、五媽（太平媽）、六媽（米舖媽）、糖郊

媽、布郊媽與 郊媽；另有1尊泉州媽，年代待考。合計該宮共有12尊媽祖

神像，1面媽祖神牌，皆厝於正殿神房（神龕）內。

表1：新港奉天宮所見媽祖神像諸元一覽表

項次 名稱 編號 年款 製作年代 贊助者 尺寸（公分）

1 鎮殿媽祖神像
與宮娥

01-Ot-001 無 日治時代
廟方自
製

媽祖全高約210，宮娥全
高約160 

2 開基媽神像 01-Wo-001 無 清代 不詳
本體高55、寬30.5、深28
含底座全高65、寬39.5、
深33.5

3 四街祖媽神像 01-Wo-002 無 清代 不詳

本體高51.5，寬29.8，深
23
含座椅高：58.5，寬（扶

手  扶手）44.5，深31

4 二媽神像 01-Wo-003 無 清代 不詳
本體高58，寬31，深26
含新座椅，高6 1 . 5，寬
39，深32.5

5 三媽神像 01-Wo-004 無 清代 不詳
本體高64.5，寬39.5，深
33

6 聖四媽神像 01-Wo-005 無
1950年代
以後

不詳
本體高63、椅寬37、椅深
31

7 五 媽 （ 太 平
媽）神像

01-Wo-006 無 清代 不詳

本體高50.5，寬29.5，深
27.5，圈椅深23.5；不含
後置圈椅，椅高45，椅寬
（扶手寬44.5 

8 六 媽 （ 米 舖
媽）神像

01-Wo-007 無 日治時代 不詳
本體高（含座）62，圈椅
28.5，深28

9 糖郊媽神像 01-Wo-008 無 清代 不詳 本體高53，寬33，深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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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布郊媽神像 01-Wo-009 無 清代 不詳 本體高57，寬30，深25.5

11 郊媽神像 01-Wo-010 無 清代 不詳
本體高5 7 . 5，寬3 1，深
27.5

12 泉州媽神像 01-Wo-011 無
待考(二十
世紀？)

泉州天
后宮

本體高67，寬34，深31

13 天上聖母神位 01-Wo-012 無
清嘉慶年
間？

廟方自
製

全高80，寬25，底座深
8.5，底座高7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從神像擺放位置來看，鎮殿媽位於神房中心，其前方立有開基媽，開

基媽左側由內向外分別是四街祖媽、二媽與三媽；開基媽右側由內向外

分別是聖四媽、五媽與六媽；其他如泉州媽神像、 郊媽神像、布郊媽神

像、糖郊媽神像則無固定擺放位置。至於天上聖母神位則放置於鎮殿媽左

側圈椅旁。

鎮殿媽神像（編01-Ot-001）  媽祖含冠全高約210公分，兩側宮娥高約

160公分（圖8）。鎮殿媽為泥塑坐姿硬身神像，頭戴雙層九旒鳳翅金冠，

冠上有紅色繡球，披有雲肩，身著金龍刺繡神衣。黑面、瓜子臉，樣貌年

輕，雙目垂視，雙眼為蒙古褶之漢人特徵，鼻挺、嘴角微翹含笑；雙耳耳

垂有耳洞，然無耳飾，耳垂肥厚。雙手持有平首笏板，胸前掛有1面大金

牌，牌上鏨刻雙龍與「新港奉天宮天上聖母」字樣。媽祖坐於龍頭扶手圈

椅上，座椅上放有印璽、聖旨與敕封牌。

媽祖左右各有1位持扇宮娥，亦為泥塑，無法確定是否為木胎，兩宮

娥手指均有斷裂。左側宮娥梳瀏海造形，右側宮娥無瀏海，額頭髮際線明

顯。這3尊泥塑神像神貌與真人神似，顯見非近現代俗手所為。有關鎮殿媽

與宮娥製作年代，據廟方人員阮國豐表示，宮內老一輩指出左右宮娥係日

治時代泥塑名家林起鳳所製，如此來看，鎮殿媽可能也是林起鳳所塑，然

無任何證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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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8：鎮殿媽神像，媽祖高約210，宮娥高約160公分。

資料來源：《新港遺珍》。

透過昭和3年（1928）日本昭和天皇頒給宮內一面聖壽牌之時，所印

刷的一系列明信片（圖9），其中1張宮內媽祖神像照片顯示，鎮殿媽位

於照片正中、左右為宮娥，為目前所見者，顯示當時神像已在殿中。由此

來看，鎮殿大媽與左右宮娥應是明治45年（1912）重修之後，至大正6年

（1917）完工之間所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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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9：日治時代昭和3年奉天宮鎮殿媽明信片。

資料來源：新港奉天宮提供。

開基媽神像（編01-Wo-001）：開基媽神像本體高55、寬30.5、深28公

分（圖10）。為硬身木雕坐姿神像，其下有一底座，頭罩一紙質九旒鳳翅

冠，本體為木雕九旒冕冠，兩側有飄帶垂飾，頭後髮型為三片，即俗稱之

媽祖頭樣式。黑面，鵝蛋臉，雙眼微張，鼻較寬，小嘴，五官集中於臉中

央，耳垂極長。其姿態為正面端坐於龍頭扶手圈椅上，其下為方形底座、

方形腳踏，與神像合一，右邊圓扶手頭脫落，有一接孔。底座有兩層，外

圈與其底座之木椅為近世所作，製作時代明顯晚於神像，但已見裂痕。衣

袍線條為漆線構成，腹部中央為正面蟒頭紋，紋飾有多處脫落，蟒中央

有一道縱向很深的裂痕。腰際環有玉板革帶，小腳弓鞋。神像右手呈持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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狀，但所持之物已佚，推測可能為如意。

開基媽所戴之紙質神帽，係臺南府城神帽大師郭春福所製作，造形仿

銀帽之形式（圖10右）；而外罩的神衣，則是府城名師王明輝親自手工縫

製。廟方於民國102年（2013）2月7日，即農曆正月初五日為其換上新裝。

此尊媽祖被信徒尊稱為「開臺媽祖」。相傳明天啟2年（1622）船戶劉

定國為護祐其船，親自至湄洲祖廟恭迎聖像，祀於船中以求平安。途經笨

港時，經神明旨示，永駐於笨港以護臺，當時笨港開拓者鄭芝龍、顏思齊

如獲至寶，輪流奉祀。其後康熙39年（1700），笨港與外九庄等居民於笨

港街上合建「天妃廟」。即奉祀此尊媽祖，又通稱為「湄洲五媽」或「船

仔媽」。55此說雖無直接證據，但神像具明顯的清代風格，另據鹿港施至輝

先生意見，其佛妝亦屬清代樣式。56

圖10：左圖為開基媽神像正背面，右圖為郭春福所製紙帽，本體高55、寬
30.5、深28公分。

資料來源：《新港遺珍》。

55　葉淑美撰，〈新港奉天宮〉，洪性榮編，《全國佛剎道觀總覽‧天上聖母南區專輯》，上冊（臺北：樺林出

版社，1987年），頁309。

56　2013年9月2日訪談。



60

66卷第1期

四街祖媽神像（編01-Wo-002）：神像本體高51.5、寬29.8、深23公

分，為硬身木雕正面端坐神像，其下有一底座（圖11）。頭罩九旒鳳翅銀

冠（林啟豐製作），兩側有垂飾至胸前，垂飾牌分刻有「新港奉天宮」、

「四街祖媽」字樣。黑面，臉形略圓福泰貌，鳳眼、挺鼻、小嘴、耳垂長

圓形似水滴狀，有耳洞但無耳飾。神像本體頭戴九旒冕冠，頭冠兩側有

飄帶，梳三片髮髻之媽祖頭樣式，髮式無軟布搭襯。有兩層圈椅上，扶手

皆無紋飾，目前神像連座置於另一個更大之龍頭扶手圈椅上，係近年所新

製，大圈椅前有獅座固定神像，中有陽刻「奉天宮」字樣。

四街祖媽身著蟒袍，腹部正面蟒形明顯，線條為漆線構成，屬泉州

派。衣袍先以棉線為底，再施以水膠與披土，外層再以漆線構成蟒形。其

右手呈持如意狀，但如意已斷，衣袍下露出纏足弓鞋。無法判斷神像有無

入神孔，神像與座椅一體，有橢圓底座、方形踩腳座。神像無年款，獅座

背後雖有「壬辰年」（民國101年，2012）字樣，然圈椅本體風格、漆色異

於獅座，不能視為外層圈椅年代。媽祖神像本體底部有刮痕，應是早年信

徒作為藥引使用。

圖11：左為四街祖媽神像正背面，媽祖高51.5公分；右圖為四街祖媽銀冠，
林啟豐製作。

資料來源：《新港遺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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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媽神像（編01-Wo-003）：神像本體高58、寬31、深26公分（圖

12）。正面端坐，其下有一底座，為硬身木雕神像，頭罩九旒銀製鳳翅冠

（林啟豐製作），黑面，鳳眼、挺鼻、鼻翼較寬，小嘴、耳垂長、底呈圓

形，有耳洞但無耳飾。神像本體頭戴無旒冕冠，頭冠兩側飄帶明顯，冕冠

極高，頭後髮型為三片式，後垂的髮髻較硬。

二媽坐於短扶手圈椅上，橢圓形底座，方形踩腳座，與神像合一，前

二腳為吞腳造形。衣袍線條為漆線構成，屬泉州派，漆線脫落嚴重，顏色

掉光，只剩手掌顏色呈粉橘色，蟒袍下端露出弓鞋痕跡。神像連座置於另

一個更大的龍頭扶手圈椅上。腰際繫有明規制玉帶，右手呈持物狀，但所

持之物已佚，可能為如意。後背有方形入神孔，木頭露出披土痕跡。透過

手掌顏色判斷，二媽原來可能是粉面神像。

           圖12：二媽神像正背面　媽祖高58公分。

               資料來源：《新港遺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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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媽神像（編01-Wo-004）：神像本體高64.5、寬39.5、深33公分（圖

13）。硬身木雕正面端坐神像，其下底座，原頭罩有水晶九旒銀製鳳翅冠

（林啟豐製作）。黑面，臉比例甚大，雙眼微張，眼窩突出，挺鼻、小嘴

如微笑貌，耳垂肥大，雖有耳洞但未見耳飾，下巴部位嚴重掉漆。

神像本體頭戴九旒冕冠，惟因需戴上銀質奉翅冠之故，而將九旒部份

磨去，僅剩頭冠兩側之下垂飄帶，而頭後髮型作三片式。三媽坐於捲雲紋

扶手圈椅上，底座方形抹角，方形踩腳座，外層圈椅為近年新製。其下為

小腳弓鞋，衣袍線條以漆線構成，屬泉州派，紋飾細緻，腹部中央為蟒

形。腰際紅色玉帶環，雙手外接，以鐵釘固定，右手損壞嚴重，幾乎不見

手掌。從姿勢判斷，原應是作手持如意造形。此神像據傳製作於乾隆32年

（1767），57但理由不明。

              圖13：三媽神像正背面  媽祖高64.5公分。

                   資料來源：《新港遺珍》。

57　葉淑美撰，〈新港奉天宮〉，《全國佛剎道觀總覽‧天上聖母南區專輯》，上冊，頁3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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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四媽神像（編01-Wo-005）：神像本體高63、寬37、深31公分（圖

14）。為硬身木雕正面端坐神像，其下有底座，頭罩有九旒鳳翅銀冠（林

啟豐製作）。黑面，瓜子臉，鳳眼、挺鼻、小嘴，整體面部細膩而娟秀。

耳垂尖、有耳洞但無耳飾。神像本體頭部戴冠，頭冠兩側有飄帶，坐於扶

手圈椅上，扶手無紋飾，右側已斷，目前以紅布綑綁之。

            圖14：聖四媽神像正背面  媽祖高63公分。

                資料來源：《新港遺珍》。

在裝飾部份，聖四媽身著蓮花紋衣袍，以漆線處理，屬泉州派風格。

衣裙中央飾帶有雙魚紋飾，腹部有玉組珮紋飾，明顯與其它著蟒袍之媽祖

神像不同。其腰際繫有玉帶，右手持如意，與右手一體成形。聖四媽雙手

的手指細長娟秀，衣袍下露出纏足繡花紅弓鞋，後方髮髻飄帶的軟布紋明

顯，額頭正中有剝落痕跡。神像與椅子原本是分開的，但已經在底部以釘

子固定，現在已不能分開。從神像外觀漆色判斷，應為近年重漆。另據廟

方人員口述，聖四媽原來是民國60、70年代的第6、7屆董監事會要創立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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媽會時所雕，如此看來為20世紀下半葉之作。

五媽（太平媽）神像（編01-Wo-006）：神像本體高50.5、寬29.5、深

27.5公分（圖15）。為硬身木雕正面端坐神像，其下有一底座。目前頭戴有

一九旒鳳翅銀冠（林啟豐製作），鳳翅冠兩側有垂飾至胸前，垂飾牌刻有

「新港奉天宮」、「奉天宮五媽」之字樣。祂坐於龍頭扶手圈椅上，圈椅

靠背處似有雕鋪布狀，龍頭扶手已斷，目前神像連座，置於另一個較大的

龍頭扶手圈椅上。

               圖15：五媽神像正背面  媽祖高50.5公分。

                    資料來源：《新港遺珍》。

五媽臉部相當具有特色：黑面，臉形略圓，樣貌年輕稚氣一如孩童，

鳳眼內視、單眼皮、有耳洞但無耳飾，嘴巴微噘起。神像本體頭戴無旒冕

冠，可能原來旒為戴鳳冠而磨平，但冠兩側殘留飄帶，右側飄帶為配合戴

上現代所製的鳳翅冠，已將之折斷。其身著蟒袍，線條為漆線構成，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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泉州派，線條極細，欲表現織物刺繡狀，但已多處脫落，尤其腹部的漆

線與披土已完全消失，露出原來的木胎。其腰繫有明代玉帶，右手呈持如

意狀，但如意已失，雙手形態表現細緻，衣袍下露出纏足弓鞋。神像背後

有入神孔，頭部微向左下傾斜，後面髮髻似有髮往包覆痕跡，兩肩處有披

肩。右臉頰下方與頭連接處有一道長缺口，圈椅後方右側有裂痕。

有關五媽傳說極多，相傳道光年間該宮住持一名友人名為「瘦同宗」

（該名可信度不高），因見該宮香火鼎盛，故雕一尊像冒稱是奉天宮重修

的伍媽，並帶此出巡企圖斂財。然而，五媽因聲名遠播之神明，故所到之

處無不受到信徒熱烈歡迎，一時之間造成了五媽信仰風潮。因神像所到

之處，無不兵災熄滅、瘟疫消失、人心平靜，故被稱太平媽或平安媽。然

而，當五媽駐蹕於干豆門天后宮後（即今日之臺北北投關渡宮），瘦同宗

因已將所斂之財中飽私囊，故消失無蹤，五媽於是繼續暫厝於干豆門天后

宮。一日降乩靈示，五媽太平媽要回駕新港奉天宮，廟裡信徒如受晴天霹

靂，堅請久留，於是呈文轉嘉義縣笨港分縣署，促奉天宮派人北上請回。

干豆門天后宮因此特別雕刻另九尊相同聖像，魚目混珠，企圖長留五媽於

該宮。其後，奉天宮專人至宮內，因前日已獲託夢，而知額頭有痣者為五

媽，其後指認成功，原是停留一蒼蠅也。58類似的傳說，也見於府城諸紳於

日治時代大正4年（1915）迎北港朝天宮的糖郊媽之事。59

若以上述傳說故事為依據，則五媽神像應雕刻於道光年間；然而，目

前檢視神像本體，未見任何年款，惟從其漆線、體態、雕刻方式等整體風

格推測，其神像應為清代（20世紀以後）所製。

六媽（米舖媽）神像（編01-Wo-007）：神像本體高70.5、寬35.5、

深34.5公分（圖16）。正面端坐，其下有底座，為硬身木雕神像，頭罩九

旒鳳翅銀冠（林啟豐製作），兩側有垂飾至胸前，垂飾牌分刻有「新港奉

58　葉淑美撰，〈新港奉天宮〉，《全國佛剎道觀總覽‧天上聖母南區專輯》，上冊，頁319。

59　有關北港朝天宮與臺南大天后宮的「迎三媽」轉變為「糖郊媽」之相關討論，見蔡相煇，〈北港朝天宮與

臺南大天后宮的分合〉，《媽祖信仰研究》（臺北：秀威資訊科技，2006年），頁430-439；王見川、李世

偉，《臺灣媽祖廟閱覽》（臺北：博揚文化，2000年），頁147-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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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宮」、「米舖媽」字樣。臉形似瓜子臉，泛黑，樣貌年輕，鳳眼、單眼

皮、無耳洞。神像本體頭部戴冠，坐於龍頭圈椅上，著蟒袍，線條為漆線

構成，屬泉州派風格。腰際有明代規制玉帶，右手持如意，左手輕置於左

大腿上，衣袍下露出纏足弓鞋。神背後底面有近世所寫之紅漆「奉天宮六

媽米舖媽」字樣。髮髻中間有一突起，臉部額頭有一道自左到右的裂痕，

經過眉心斜向右眼頭，衣袍垂擺正中央有裂縫至腰帶處。

                    圖16：六媽神像正背面  媽祖高70.5公分。

                          資料來源：《新港遺珍》。

糖郊媽神像（編01-Wo-007）：神像本體高53、寬33、深29公分（圖

17）。正面端坐，其下有一底座，為硬身木雕神像，頭罩紙質九旒鳳翅

冠，神像本體頭戴無旒冕冠，頭冠兩側有飄帶垂飾，右側飄帶折斷，頭後

髮型為三片式。黑面，臉形秀氣，雙眼微張，挺鼻、小嘴、耳垂大，有

耳洞但無耳飾。坐於圈椅上，原圈椅與神像合一，圓底有方形踩腳座，踏

座為吞腳造形，圈椅右後方與左後方均斷裂，椅座右後方裂縫大，小腳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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鞋。現有新製龍頭長扶手圈椅。衣袍線條為漆線構成，屬泉州派，腹部中

央為蟒紋，胸前為鳳紋，腰際環玉帶。神像右手斷裂未見手掌，原可能有

持物，其右肩後方至披肩處有一垂直裂痕。

              圖17：糖郊媽神像正背面 媽祖高53公分。

                   資料來源：《新港遺珍》。

布郊媽神像（編01-Wo-008）：神像本體高57、寬30、深25.5公分（圖

18）。正面端坐，其下有一底座，為硬身木雕神像，頭罩雙層七旒鳳翅

冠，掛有紅繡球。神像本體頭戴九旒冕冠，頭冠兩側有飄帶垂飾，頭後髮

型為三片式。黑面，長形秀氣臉，雙眼微張，挺鼻、小嘴、耳垂長，有耳

洞但無耳飾。坐於扶手圈椅上，圈椅與神像合一，雙層橢圓底與新圈椅高

度相當，有方形踩腳座，小腳弓鞋。現有新製卷雲紋扶手圈椅，雲紋中央

有洞。衣袍線條為漆線構成，但脫落嚴重，腰際環繞玉帶。神像右手呈持

物狀，但所持之物已佚失。額頭中央漆料有剝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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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18：布郊媽神像正背面  媽祖高57公分。

                   資料來源：《新港遺珍》。

郊媽神像（編01-Wo-009）  神像本體高57.5、寬31、深27公分（圖

19）。正面端坐，其下有底座，為硬身木雕神像，頭罩紙質九旒鳳翅冠，

神像本體頭戴冕冠，冠前旒部位已被磨去。頭冠兩側有飄帶垂飾，左眉

上方帽緣有一處損壞，頭後髮型為三片式。黑面，瓜子臉，雙眼微張，挺

鼻、小嘴、無耳朵，小腳弓鞋。坐於短扶手圈椅上，有方形底座、方形腳

踏，與神像合一，右邊扶手斷裂，整個圈椅有多處風化痕跡。新圈椅為雲

紋長扶手、方座，座椅前有二小獅座，獅座固定在底座無法拔出。衣袍線

條為漆線構成，屬泉州派，腹部中央為正面蟒紋，龍頭立體，但有脫落，

兩膝磨損嚴重，腰際環有玉帶。神像右手呈持物狀，但所持之物已佚，兩

手皆有磨損痕跡。臉部有多處斑駁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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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19： 郊媽神像正背面  媽祖高57.5公分。

                 資料來源：《新港遺珍》。

有關「 郊」，即雜貨批發商。其它臺灣早期知名 郊，嘉慶21年

（1816）置的「重修鹿溪聖母宮碑記」中的鹿港八郊之一的「 郊金長

興」，即見此名；另北港朝天宮門前一前青斗石石獅，也見有「咸豐二年

陽月置北港街 郊金興順仝叩」之記錄。

泉州媽神像（編01-Wo-010）：神像本體高67、寬34、深31公分（圖

20）。正面端坐，其下有一底座，為硬身木雕神像，神像無神衣，頭戴紙

製七鳳首冠。臉形橢圓，原為粉面，已燻成暗紅褐色，有明顯髮際線，雙

眼微張，柳葉眉、挺鼻、小嘴、大耳、耳垂厚，有耳洞戴耳飾。坐於龍頭

扶手圈椅上，抹角方底，方形踏座，椅子四周有垛子裝飾。衣袍有漆線紋

飾，已多處脫落，腰際環玉帶，神像右手如意，但如意頭已斷，手指圓胖

豐腴，小腳弓鞋。腹部中央為正面龍形紋，龍頭立體，以漆線構成，屬泉

州派，龍身下方有一鰲魚，有鯉魚躍龍門之意。身上紋飾有多處鑲嵌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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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鑲之物已脫落。衣袍似以棉紙作底，再施以水膠與披土，最後以漆線構

成衣袍紋飾。這尊神像是民國七十年代後期，由泉州天后宮贈送，其年代

待考。

                    圖20：泉州媽神像  媽祖高67公分。

                           資料來源：《新港遺珍》。

天上聖母神位（編01-Wo-015）：全高80、寬25、底座深8.5公分（圖

21），外形為圓頭長條形，其下有底座之片狀木牌。牌身中央為紅底灑

亮粉之陽刻金字隸書「敕封護國庇民妙靈昭應宏仁普濟福佑群生誠感咸孚

顯神贊順垂慈篤怙天上聖母宋室女林氏神位」，字跡因反覆上漆而有導致

模糊的現象。其外圈為綠底金蔥，兩側有金漆捲雲紋雕飾，但略見褪色現

象。底左為長方形，有金漆束草紋為飾，底色為亮粉綠漆，壼門下為亮粉

紅底漆。底座底部有黑色手寫「新港奉天宮」字樣，為近年所書寫。

整體來說，此神位之字體與造形，皆具清代風格。敕封牌上的「敕封

護國庇民妙靈昭應宏仁普濟福佑群生誠感咸孚顯神贊順垂慈篤怙」稱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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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照林清標《敕封天后志》中之封號，60應該是清仁宗嘉慶5年（1800）所

敕封；再加上道光6年（1826）清宣宗加封「安瀾利運」，而此牌位未見此

4字，故可知牌位製作年代介於此兩個年代之間（1800~1826）。由於該宮

建於嘉慶20年（1815）以後，故可能為該時所置；此外，牌位後方的「天

上聖母宋室女林氏神位」，顯示並非官方封號，可能是廟方建廟之初自

製。目前牌位字體背景的金蔥，係是日治時代以後才有的工藝，故為近現

代所重修。

                  圖21：天上聖母神位　高80公分。

                        資料來源：《新港遺珍》。

60　［清］林清標著，蔣維錟、周金錟輯纂，《媽祖文獻史料彙編‧勅封天后宮志》（北京：中國檔案出版社，

2009年），頁1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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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奉天宮媽祖神像造形探討

臺灣媽祖依來源地的不同，可分為湄洲媽（福建莆田縣湄州嶼）、溫

陵媽（福建泉州）、銀同媽（福建同安）、興化媽（福建興化府、福建安

溪）、漳州媽（福建漳州）與汀州媽（福建汀州）等6大類。61但整體來

說，目前臺灣所見媽祖神像，各地區域風格並不明顯，主要是製作手藝的

派別差異。

有關宮內所見媽祖神像的工藝特徵、圖像與特殊現象，試歸納如下：

第一、從工藝形態來看，皆屬硬身神像，以樟木雕刻，以漆線工藝表現身

上衣紋形式，屬泉州派風格；在姿態方面，皆以右手持如意，左手或置於

圈椅、置於或左腿的正面端坐姿勢，衣袍下方裙擺露出的鞋尖，顯示所穿

為弓鞋；第二、在圖像造形方面，奉天宮媽祖神像頭髮皆梳以民間俗稱的

「媽祖頭」，頭戴九旒冕冠；在服飾方面，媽祖皆以漆線處理身上蟒袍，

而神像腰際皆佩以玉板革帶，並搭配有帔帛、蔽膝（或稱劍帶）；第三、

在宗教儀式上，部份神像背後有入神孔，且部份底座見有刮痕，可能是早

年信徒用作醫藥使用，試析如下。

一、神像坐姿造形與漆線工藝

從姿態來看，奉天宮媽祖神像皆是正面端坐之硬身神像，以一整木頭

雕刻而成，包括媽祖所座的圈椅亦是一體成形，開基媽與布郊媽神像底座

有接木現象。多數神像底座仍可見原來年輪，有些已經過修整（圖22），

有些則保留斧鑿痕跡（圖23）。奉天宮神像身上漆線（圖24-25），皆屬圓

形線條，粗細一致，為泉州一派漆線作法。62

61　蔡相煇，〈清廷與臺灣媽祖信仰的開展〉，《臺灣的王爺與媽祖》（臺北：臺原出版社，1989年），頁

162。

62　根據新港地區文史工作者口述，開基媽、四街祖媽、五媽與  郊媽，身上漆線早年曾經過修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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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2： 新港奉天宮開基媽神像底
座木紋。

資料來源：《新港遺珍》。

圖23：新港奉天宮三媽神像底座木紋。

資料來源：《新港遺珍》。

圖24： 新港奉天宮開基媽神像身上漆
線。

資料來源：《新港遺珍》。

圖25： 新港奉天宮五媽神像身上漆
線。

資料來源：《新港遺珍》。

該宮從開基媽到泉州媽，皆是坐姿，坐於圈椅之上，右手作持如意

狀，左手或懸空，掌心向下：或輕置於腿上。在尺寸方面，媽祖神像有從

50.5公分（五媽）至70.5公分（六媽）之間，約是1尺7吋至2尺3吋之間，

並非一般常見船頭媽尺寸。三媽（64.5公分）、六媽（70.5公分）、聖四媽

（63公分）、泉州媽（高67公分）較高，其餘尺寸在50公分上下，說明當

時神像雕刻並非同一時間所刻，無法顧慮到尺寸大小的一致性。

神像本體與圈椅為一整塊木料加工成形，座子有圓有方，部份底座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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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見到原來木材年輪，係以一整根圓木加工之證據。此外，部份媽祖神像

外層套有第二層圈椅，如開臺媽、二媽、三媽、四街祖媽、糖郊媽、布郊

媽與  郊媽。至於四媽、五媽、六媽與泉州媽，則未再套上圈椅。

圖28： 枋橋頭天門宮所
見武東大二媽神
像，高102公分。

資料來源：筆者拍攝。

圖26：西螺福興宮船仔
媽神像。

資料來源：楊朝傑提供。

圖27： 梧棲浩天宮‧三
媽神像，高37公
分。

資料來源：筆者拍攝

奉天宮多數媽祖神像的姿勢，與採集到西螺福興宮船頭媽神像（圖

26）、梧棲大庄浩天宮三媽類似。以浩天宮三媽神像為例，高37公分，為

該宮開基媽祖（圖27），相傳三媽是「客家人」來臺時的船頭媽，年代久

遠，曾於50多年前請人重修過。63神像為木雕硬身坐姿，以一整塊木頭雕刻

而成。類似的硬身正面端坐神像，同樣見於鹿耳門天后宮開基媽、枋橋頭

天門宮所見武東大二媽神像等（圖28），左手多半持如意，右手有懸空、

有扶於左腿，或輕扣住革帶者。

63　神轎班老班長楊培煥口述。此外，相關的文字記錄，感謝逢甲大學歷文所碩士林郁瑜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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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神像頭冠髮式與服飾

1. 冕冠與束髮冠

在服制部份，我們發現奉天宮媽祖神像，主要採用明朝命服制度

頭戴冕冠以及束髮冠，身著革帶。前文提及陳清香〈北港朝天宮供像造形

初探〉、〈臺灣媽祖造像風格的遞變〉二文曾對媽祖服裝演變有過討論。

在她的〈臺灣媽祖造像風格的遞變〉一文，透過宋、元、明、清朝代的

〈輿服志〉，推測各代媽祖神像造形，並歸納出南宋紹熙元年（1190）媽

祖被封為妃以前，神像所著應是夫人級命服，以後則著「妃」級命服。陳

清香指出，清康熙23（1684）年媽祖被封為天后（後文有進一步討論），

在此之前的明代或清初天妃身份，所著應為明代皇妃之禮服，故明末清初

媽祖應承受明代皇妃霞帔，衣服編繡霞鳳文，在其翟衣或常服外加上霞

帔。她指出，媽祖神像所表現的造形，以臺灣所見年代較早（明末）的嘉

義魍港太聖宮與鹿耳門天后宮媽祖像為例，特徵是平頂冠、無龍鳳紋，亦

無冕旒。64

因此，明末至清初屬於天妃的媽祖神像，應不戴冕冠，應著的是明代

妃與命婦等冠服。按《明史•輿服志》指出，永樂三年以後，妃級與命婦

之冠服為「禮服：九翟冠二，以皁縠為之，附以翠博山，飾大珠翟二，小

珠翟三，翠翟四，皆口銜珠滴。冠中寶珠一座，翠頂雲一座，其珠牡丹、

翠穰花鬢之屬，俱如雙鳳翊龍冠制，第減翠雲十。又翠牡丹花、穰花各

二，面花四，梅花環四，珠環各二。」65鳳冠上是不用龍的。當媽祖被封

為天后以後，其冠服則應為「其冠飾翠龍九，金鳳四，中一龍銜大珠一，

上有翠蓋，下垂珠結，餘皆口銜珠滴，珠翠雲四十片，大珠花、小珠花數

如舊。三博鬢，飾以金龍、翠雲，皆垂珠滴。翠口圈一副，上飾珠寶鈿花

十二，翠鈿如其數。托裡金口圈一副。珠翠面花五事。珠排環一對。皁羅

64　陳清香，〈臺灣媽祖造像風格的遞變〉，頁156。

65　［清］張廷玉等編撰，《明史》（上海：漢語大詞典出版社，2004年），頁12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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額子一，描金龍文，用珠二十一。」66也就是說，若媽祖採用明后級服制，

則其頭戴鳳冠應該是九龍四鳳、中央一龍銜有大珠，大小珠花十二樹，冠

後有三博鬢。

位於北京定陵的明萬曆孝端與孝靖兩位皇后的四頂鳳冠（圖29），為

考古出土的明晚期實例，卻明顯和《明史•輿服制》規範不同，後者分別

是十二龍九鳳、九龍九鳳、六龍三鳳與三龍二鳳冠。然而，不論妃級或后

級冠服，臺灣媽祖神像頭戴之冠，其上端平齊，且無博鬢，前端有旒，顯

見非鳳冠樣式。

圖29：北京昌平定陵出土孝端皇后嵌珠寶鳳冠。

資料來源：筆者攝於定陵博物館。

至於清代皇后冠服之朝冠，為周緣作圓形的帽子，其形制為「冬以

薰貂，夏以青絨為之，上綴朱緯，頂三層，貫東珠各一，皆承以金鳳

飾。」；67同時，清朝廷官服帽子分成禮帽與便帽兩種，其中暖帽形制為圓

66　《明史》，頁1258。

67　〈王禮考十八〉，［清］張廷玉等撰，《皇朝文獻通考》，卷142，本處參考：「中國哲學書電子化計畫」

網站：ctext.org/wiki.pl?if=gb&chapter=198542（2014年12月4日點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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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周圍一道簷邊，其材料多為皮製，以頂珠區別官職之標誌。另一類的

涼帽則無簷，形如圓錐如斗笠，其材料多為藤、竹製成，外裹綾羅，多用

白色，也有用湖色、黃色等；其上綴有紅纓頂珠；其頂珠級別形制同於暖

帽。從上述說明可知，清代不論后妃或朝廷命官，皆不配戴明代的冕冠。

也就是若媽祖服制採清制，則不應頭戴冕冠。

實際上的田野調查，臺灣媽祖神像所穿戴之冠，坊間稱為「九龍

冠」，68既非明清后妃所戴之鳳冠，更非「九龍二鳳冠」，而係古代帝王、

諸侯及大夫等舉行祭祀等大典時所戴的冕冠。《周禮》指出，天子之冕

十二旒（一說前後各有十二旒），諸侯九，上大夫七，下大夫五。《淮南

子•主術訓》則指出「古之王者，冕而前旒。」；《說文》云：「冕，大

夫以上冠也。」說明了冕冠使用於古代王或大夫以上等級者。皇帝冕冠形

制為「冕，前圓後方，玄表纁里。前後各十二旒，旒五采玉十二珠，五采

繅十有二就，就相去一寸。紅絲組為纓，黈纊充耳，玉簪導。」69從形制分

析，冕冠之頂為長方板，稱為綖板，後高前低，略向前傾。綖之前端綴有

數串小圓玉，謂之旒。由於冕是戴在髮髻上，需橫插長笄（簪）以固定冕

冠。而笄兩端繞頷下所繫的小絲帶，則謂之紘。故媽祖神像中冕冠兩端片

狀物，係別住冕冠的笄或笄末端之紘，為織物的一種表現。

從奉天宮多數媽祖神像（開基媽、大媽、二媽、三媽、四街祖媽、五

媽、糖郊媽、布郊媽、 郊媽）之頭冠造形而言（圖30-35），與民間所見

清代媽祖神像頭部冠飾一致，除了少部份神像如二媽、糖郊媽因冕冠外圍

便於戴上銀質神帽，故將冕冠前延磨平屬頭戴冕冠樣式，其它神像皆是冕

冠前方綖板見九道，知其原作九旒。冕冠兩側有笄末端垂掛而下之紘，紘

的造形因有些誇張而形似鳳鳥，故被誤解為「九龍二鳳冠」。70

68　黃志農，《宗教文物的故事──典藏圖說2》，（彰化：彰化縣政府文化局，1996年），頁17。

69　《明史》，頁1247。

70　林春美，〈臺灣南部兩尊早期鎮殿媽祖的造形藝術〉，《南藝學報》，第5期（2012年12月），頁65-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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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2：新港奉天宮三媽
頭冠樣式。

資料來源：《新港遺珍》。

圖30： 新港奉天宮開基媽
頭冠樣式。

資料來源：《新港遺珍》。

圖31： 新港奉天宮二
媽頭冠樣式。

資料來源：《新港遺珍》。

圖33： 新港奉天宮四街
祖媽頭冠樣式。

資料來源：《新港遺珍》。

圖34： 新港奉天宮五媽
頭冠樣式。

資料來源：《新港遺珍》。

圖35： 新港奉天宮糖郊
媽頭冠樣式。

資料來源：《新港遺珍》。

在光緒9年（1883）7月福建廈門林氏的《西河九龍族譜》木刻本中，

有「天上聖母林默姑神像」，71明確地在其所戴冠上有綖板，手持尖首圭，

為頭戴冕冠之佐證。值得注意的是，清代以後媽祖造形仍沿襲明代遺風，

71　楊永智編，《臺灣傳統版印特藏室典藏圖錄》（臺中：臺中市政府文化局，2013年10月），頁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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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未遵循著清代輿服禮制。奉天宮媽祖神像冕冠樣式，冠後無旒，僅在冠

前有九旒，但實際上未串上珠串，其它神像如臺中萬春宮二媽神像、清代

民間收藏的樟木媽祖神像等，72皆屬此例。惟傳康熙22年（1683）自湄洲迎

回的鹿港興安宮開基媽祖神像（圖36），則是少數木雕九旒冕冠中保存有

旒者。在鎮殿媽祖神像方面，麻豆護濟宮正殿內媽祖神像則是七旒冕冠，

和一般鎮殿媽祖以九旒為主的情形，則有不同（圖37）。

圖36：鹿港興安宮開基媽祖神像，傳

康熙22年自湄洲迎回鹿港，為
九旒冕冠。

資料來源：筆者拍攝。

圖37：臺南麻豆護濟宮鎮殿媽祖神

像，寺廟約建於乾隆末年，
媽祖頭戴七旒冕冠。

資料來源：筆者拍攝。

明代魯王朱檀墓的九旒冕冠是目前最完整之實物之一（圖38）。該冕

冠通高18公分，製作主要是在藤篾編制的圓筒狀「冠式」上面，覆蓋以1

個木質長方形綖板，綖板前後各垂九旒。每一個旒貫穿紅、白、青、黃、

黑五種顏色玉珠。冕冠鑲著金圈、金邊；帽子兩側有梅花金穿，貫一枚金

72　林洸沂編，《慈悲媽祖：默照蒼海‧媽祖法相》（嘉義：新港奉天宮，2011年），頁109、119、135、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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簪。定陵萬曆朱翊鈞墓出土則為十二旒冕冠（圖39）。因此，媽祖神像的

九旒，顯示其地位是次於皇帝的「諸王」等級，但神像通常僅在綖板前有

旒，而後方無旒。從媽祖神像戴冕冠、腰繫玉革帶之現象，說明了媽祖神

明也被納入中國古代官僚階級中的一環。73

圖38：1971年出土於明代魯王朱檀
墓的九旒冕冠。

資料來源：筆者攝於山東省博物館

圖39：北京昌平定陵萬曆朱翊鈞出土
十二旒冕冠。

資料來源：筆者攝於北京定陵博物館

對照前文所梳理的文獻材料可知，奉天宮媽祖神像脫去現代銀質神帽

或紙帽後，其服冠確實屬於冕冠一類，除了一部份神像冕冠前端被磨去，

其餘可辨識者為九旒。一般認為，天后冕旒九條，天妃冕旒七條。74臺灣

媽祖神像中少數有七旒之例，如臺中大甲鎮瀾宮「開基湄州媽」，相傳是

雍正8年（1730）林永興夫婦迎自湄洲祖廟朝天閣，頭戴七旒冕冠，高1尺

3吋。該尊神像曾於民國50年代和民國80年代重修，係今日所見面貌。此

外，鹿耳門天后宮與土城聖媽廟的開基媽祖神像，亦為七旒。75實際上，屬

明晚期風格的魍港太聖宮媽祖神像，其冠上亦作九梁，顯示為九旒；而筆

73　李建緯，《（第二期）彰化縣古蹟中既存古物登錄文化資產保存計畫》，頁70。

74　陳清香，〈北港朝天宮供像造形初探──以正殿媽祖像和觀音殿觀音像為例〉，頁151。

75　陳清香，〈北港朝天宮供像造形初探──以正殿媽祖像和觀音殿觀音像為例〉，頁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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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於首都博物館所見福建德化窯燒製之明代媽祖瓷像，以及福建長樂漳港

仙崎村顯應宮之地宮出土的明代媽祖塑像，亦為九旒，故七旒、九旒之分

不能作為天妃、天后差異的惟一證據。

值得注意的是，目前奉天宮媽祖神像頭上所戴的紙帽（郭春福）或銀

帽（林啟豐），冕冠前端水晶珠串之九旒，係在綖板前端設計有九龍首，

並自龍口垂掛下來；至於冕冠兩旁原來紘的造形，被轉變成為鳳鳥。這種

冠的樣式即民間所稱的「九龍二鳳冠」，是一種與鳳冠系統不同的變體，

也已擺脫了原來冕冠的形式。而這種冠的表現方式，在臺南大天后宮鎮殿

媽祖神像上已見，由於泥塑神像內部出有道光元年（1821）款的玉牌，顯

示「九龍二鳳冠」在臺灣19世紀早期的神像上已現。

至於新港奉天宮的聖四媽（圖40）與六媽頭冠樣式（圖41），則未出

現冕冠前方凸起的綖板與冕旒，且冠與頭部緊貼，冠後似有螺捲狀，頭冠

樣式高聳，頗似「束髮冠」一類的禮冠。76考古出土實例中常見束髮冠，民

國42年（1953）在臺南地區清理的36座明墓中，其中許懷沖夫婦墓出土有

男性銀冠頂1件（圖42）。77

而在大陸南京地區發掘的明墓中，也見大量明代貴族的金銀束髮冠。78

在神像的表現上，臺中萬春宮屬清晚期風格的註生娘娘神像，則有非

常清晰的束髮冠配帶方式之實例，其束髮冠兩旁插有固定冠之簪，簪頭繫

有紘（圖43）。

仔細觀察奉天宮聖四媽與六媽之頭冠，卻較一般束髮冠包覆頭髻的範

圍，似乎來得要廣，與尺寸更大的「梁冠」、「皮弁」一類的帽冠，更為

接近。梁冠是中國古代一種附有橫脊的禮冠，多為文官所配戴，且按其梁

脊的數量而有等級之分。明代所見梁冠形式，後來與束髮冠結合。不過六

76　所謂的束髮冠，係束在髻上之髮罩，出現於五代，至宋以後則演變成單獨佩帶。一般束髮冠罩在頭巾之下，

使用時用兩支簪固定，冠上有梁，男女皆用。孫機研究指出，女束髮冠雖與男冠相近，但較為高聳，年長的

貴婦人也戴。見孫機，《中國古輿服論叢》（北京：文物出版社，2001年增訂本），頁303-309。

77　朱鋒，〈臺灣的明墓雜考〉，《臺南文化》，第3卷第2期（1953年9月），頁490。盧泰康，〈臺南地區明鄭

時期墓葬出土文物〉，《美術考古與文化資產》（上海：上海大學出版社，2008年），頁111-113。

78　南京市博物館編，《明朝首飾冠服》（北京：科學出版社，2000年），頁49-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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媽、四媽頭冠尺寸雖似梁冠、皮弁一類，但冠上無橫脊，且一般梁冠、皮

弁頂部作圓弧狀，但六媽、四媽頭冠頂部則平齊，顯示當時的匠師可能將

冕冠、梁冠或束髮冠一類之頭冠形式混淆了。

圖40：新港奉天宮聖四媽頭冠樣式。

資料來源：《新港遺珍》。

圖41：新港奉天宮六媽頭冠樣式。

資料來源：《新港遺珍》。

圖42： 臺南市出土南明墓，許懷沖夫婦墓
銀質冠頂。

圖版：盧泰康教授提供

圖43： 臺中萬春宮註生娘
娘。

圖版：《臺中萬春宮古物調查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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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髮式

在髮飾部份，奉天宮媽祖神像，除了泉州媽之外，其餘髮式所梳者皆

是民間俗稱的「媽祖頭」，即從後方觀察，髮型為左右兩片髮片（似頭

巾），下方再沿伸出一尖尾狀之髮型（圖44-46）。實際上，這種樣式並非

專屬於新港奉天宮媽祖神像上，在社頭天門宮的湄洲媽、大庄浩天宮的二

媽、三媽髮飾上，也都有此髮型。

圖44：新港奉天宮開基
媽髮式。

資料來源：《新港遺珍》。

圖45： 新港奉天宮二媽
髮式。

資料來源：《新港遺珍》。

圖46： 新港奉天宮五
媽髮式。

資料來源：《新港遺珍》。

臺南麻豆護濟宮係於乾隆58年（1793）奠基，廟內見有一尊鎮殿泥

塑媽祖神像、左右宮娥，廟內大量同年款之翹頭案與匾額，說明可能為寺

廟奠基時所塑。79在媽祖兩側左右宮娥的髮式，同樣見到兩片髮片（或頭

巾），頭後沿伸出一蟬尾狀髮片（圖47）。同樣地，臺中萬春宮註生娘娘

所見髮式，亦屬此類（圖48）。上述情形說明這種頭髮的梳妝方式，應該

是清代漢人女性常見的髮型，故在女性神像上，屢見不鮮。

79　臺南麻豆護濟宮為乾隆46年（1781）由蚊港厝角林朝排倡議改建為磚造廟宇，時稱護濟宮。旋後又因林爽文

之變，廟宇被毀，蔴豆保富紳石泮水於乾隆58年（1793）重建為前後二殿，相關文物見有楹聯與匾額等。詹

評仁撰，〈麻豆鎮護濟宮媽祖廟沿革三百年〉（臺南：麻豆護濟宮管委會，1987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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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鹿港天后宮同治12年（1873）款的大聖母髮式來看（圖49），這樣

造形應該是一種頭髮的梳妝方式。從圖中極細的刻紋可知，表現出頭髮細

若遊絲的柔軟之感。因此，不論是新港奉天宮的開基媽、二媽、五媽，或

是大庄浩天宮的三媽髮式，可能是萬春宮註生娘娘或鹿港天后宮大聖母所

反映一種髮式的簡化形式。

圖47： 臺南麻豆護濟
宮左宮娥所見
髮式，筆者拍
攝。

圖48： 臺中萬春宮註
生娘娘髮式，

圖版：《臺中萬春宮古物調查

報告》

圖49：鹿港天后宮大聖
母髮式，感謝陳
仕賢提供照片。

由於奉天宮媽祖神像皆佩戴有冠，其髮型是否有特定名稱？根據日人

東方孝義與片岡巖的考察，日治時代臺灣漢人女性所梳化的髮式有大頭

鬃、龜仔頭、上海頭、螺鬃、辮髮與髻鬃……等。80其中，頭後方似蟬尾的

髻鬃一類，造型則頗似媽祖髮式，但由於該髮型標註為粵籍女性，故非閩

籍媽祖所結之髮型。

當媽祖神像去除冕冠後，其髮型應當如何？臺中大里杙福興宮開基軟

身媽祖神像為極佳的實例，當冕冠摘去後，髮後見有與奉天宮媽祖相似的

尖尾束髮（圖50），但見其頭頂盤髮、並梳以包頭或小冠固定之。再比較

80　片岡巖著，陳金田譯，《臺灣風俗誌》（臺北：眾文圖書公司，1990年），頁87-90；東方孝義，《臺灣習

俗》（臺北：南天書局，1997年重刊1942年版），頁1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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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北市大龍峒保安宮祝生娘娘身邊的十二婆姊髮型（圖51），被認為是道

光、同治年間蘇常一帶之造形，其髮式係將頭髮全部盤結於頭頂上，也以

盤髮包頭的方式固定，但和奉天宮神像髮後梳以髻鬃之結髮樣式，則略顯

不同。

圖50：臺中市大里杙福興宮開基軟身媽祖神像
髮式與冠式。

資料來源：筆者拍攝。

圖51：大龍峒保安宮十二婆
姊髮型。

資料來源：筆者拍攝。

3. 帔帛

此外，若仔細觀察奉天宮媽祖脖子以及兩臂所披似飄帶或圍巾一類的

服飾（圖52），則應是帔帛。

圖52：新港奉天宮四街祖媽身上所見帔子，此類帔子和明代婦女所流行的霞
帔略有不同。

資料來源：《新港遺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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帔原來是唐代婦女在裙衫外所披之帶，質地輕薄柔軟，自頸肩處搭

下，稱為帔帛或帔子。在宋代以後，帔帛逐漸成為婦女禮服之一，稱為

「霞帔」，《格致鏡原》引《名義考》中稱：「今命婦衣外以織文一幅，

前後如其衣長，中分而前兩開之，在肩背之間，謂之霞帔。」通常霞帔是

平展垂於胸腹前後，有時底部還會繫上墜子，稱霞帔墜子（圖53）。81媽祖

神像身上的帔帛，和明清所見的霞帔披掛方式略有不同，應非霞帔一類的

禮服，卻較接近唐宋所見女性身上的帔子。

圖53：彰化大村武魁祠所見同治己巳年款（8年，1869）賴克壯媽畫像。霞
帔寬大，和媽祖身上帔帛略有不同。

資料來源：筆者拍攝。

4. 革帶與看帶

同時，我們也可發現，奉天宮這批媽祖神像腰際皆繫有明制革帶，如

開基媽、二媽、三媽、四街祖媽、五媽與六媽等（圖54）。這些革帶上的

玉帶或以漆線處理，或以漆繪示意，通常是中央三片作方體，一大二小，

81　另見孫機，〈霞帔墜子〉，《中國古輿服論叢》（北京：文物出版社，2001年），頁2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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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左右兩側則為圓形，或作水滴形，目前所見有左右各三塊、兩塊與一

塊。這些圓方塊狀之造形，所表現的應是明代流行的玉帶。

圖54： 新港奉天宮媽祖神像革帶玉板排列方式，上到下為二媽、三媽、四街
祖媽、五媽與六媽。

資料來源：《新港遺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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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帶自唐以後已受到重視，時稱「玉銙」，以素面為多，亦有走獸、

飛禽與胡人樂舞圖像。原唐人流行革帶繫上鞢躞，但自中晚唐以後不流行

鞢躞，惟剩帶銙，其材質有玉、金、犀、銀、銅、鐵等，並以玉為貴，如

《新唐書•李靖傳》有十三環玉帶之說。帶銙至宋仍流行，卻以金為尚。82

至明代，在官方的規定下，又逐漸尊崇玉帶。

玉帶在明一朝倍受重視，一條完整的玉帶應有20塊玉牌，如明張自烈

的《正字通》對玉帶形制有以下描述：「明制革帶前合口處曰三臺，左右

排三圓桃，排方左右曰魚尾，有輔弼二，小方後七枚……」83而明方以智

的《通雅》亦有云：「今時革帶，前合口約三臺，左右各排三圓桃，排方

左右曰魚尾，有輔弼二小方。後七枚。」在科學發掘實物中，出土玉板的

墓主身份有皇帝、親王、高官、宦官到平民，如定陵的萬曆皇帝（圖58）

的20塊玉板、以及明弘治10年（1497）寧康王朱覲鈞墓也見完整的20塊玉

板。84孫機指出，男女玉帶略有差異，通常男帶較寬，女帶較窄。惟因裝上

18枚玉銙已經超過腰圍，故清代重要性逐漸降低。85

以北京定陵出土的龍紋玉帶（圖55）以及山東雛縣朱檀墓所見之例，

和文獻最貼近。而不論是從文獻或實物來看，明代玉帶規制應是中央3片帶

銙，一大二小，其左右兩側為圓桃（即圓形玉板，實物有見方形者），和

奉天宮媽祖神像中的玉帶形制相當一致。

進一步仔細觀察奉天宮媽祖神像的革帶之上，似乎還見另一條腰帶

（圖56），這是宋元以後所流行的「看帶」86。宋代文獻如孟元老的《東

京夢華錄》曾提及，有「看帶」或「束帶」作為皇帝從官之裝束。看帶在

神像表現上並不限於媽祖，在清代男性神像身上（圖57）與女性祖先畫像

82　孫機，〈中國古代的帶具〉，《中國古輿服論叢》（北京：文物出版社，2001年），頁277-278。

83　〈戌集上，金部16〉，［明］張自列撰，［清］廖文英續，《正字通》，續修四庫全書235（上海，上海古

籍出版社，2002年），頁627。

84　江西省博物館、南城縣博物館、新建縣博物館、南昌市博物館編，《江西明代藩王墓》（北京：文物出版

社，2010年）。

85　孫機，〈中國古代的帶具〉，頁282-283。

86　成都宋‧張确墓出土陶俑，腰間繫有看帶與革帶。參見：孫機，《中國古輿服論叢》，圖18-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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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8）上，也常見腰間繫上看帶或革帶一類之服飾。

    圖55：明萬曆皇帝出土玉帶。

      資料來源：筆者攝於定陵博物館。

圖56：新港奉天宮二媽神像玉帶上可見
另一條腰帶，即宋以後所流行的
看帶。

資料來源：筆者拍攝。

圖57：臺中萬和宮包公神像，腰
間也見有看帶。圈椅背後
有癸未年款，可能是道光3
年（1823）所置。

資料來源：筆者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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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8：彰化大村武魁祠所見第14世何坤貞畫像，賴樸園妻，生於乾隆17年
（1752），卒於道光16年（1836），腰間繫有看帶、革帶一類飾件。

資料來源：筆者拍攝。

三、神像入神孔與凹痕所反映的信仰儀式

與神像特殊儀式有關的入神孔部份，在奉天宮媽祖神像中，明顯見有

入神孔者，為二媽（圖59）與五媽神像（圖60）。奉天宮其祂神像，並非

所有媽祖神像皆有明顯的入神孔，可能是部份被漆皮覆蓋而無法辨識。以

二媽神像來說，其入神孔作方形，五媽則為圓形，方圓的造形與儀式本身

相關性，已不可考。

圖59：新港奉天宮二媽神像背後的
方孔。

資料來源：《新港遺珍》

圖60：新港奉天宮五媽神像背後
的圓孔。

資料來源：《新港遺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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鹿港地藏王廟於2004年10月（見該年10月29日《中國時報》、《聯合

報》與《自由時報》之報導）整修神像時，曾從都市王背部取出嘉慶7年

（1802）的「泉城繼成堂春牛圖」以及五色線，證明神像年至少是嘉慶7年

以前所製，也說明該批神像來自大陸泉州。87或許日後可在此二尊媽祖神像

的入神孔中內，找到入神年代的證據。

此外，奉天宮部份媽祖神像底座，見有凹陷痕跡，特別是三媽（圖

61）與四街祖媽（圖62），其祂神像則不明顯。同樣的情形，也見於彰化

芬園寶藏寺老大媽（開基媽）神像（圖63）：媽祖為木質硬身連座神像，

黑面、坐於圈椅上，從身上安金之漆線判斷屬泉州派。黑色底座左側墨書

「大正八年」，右側墨書「張梁氏謝」字樣，底下有一大洞，據廟方總幹

事吳明蒼先生表示，此洞為信徒挖去作藥引所致。梧棲大庄浩天宮的二媽

與三媽神像，底座以銅片包覆修補，廟方表示，因早期常被信徒刮取作為

藥引，因此以銅片包覆。這種現象，民間稱之為「媽祖閹尻川」。

無獨有偶地，嘉義布袋好美里的魍港太聖宮，開基媽祖神像圓形底座

底部，同樣有極深的窟窿（圖64），廟方用「割肉治病的魍港媽」形容

之，並產生一段說法：「因媽祖對病人會經由靈媒（乩童）派藥方，對於

疾難病症（筆者按：應做急難病症），會指示剔底部一小片薄片，和其

他藥方煎服，有此指示，皆能藥到病除。因此媽祖神像的底部才會有此窟

窿。」88從上述的傳說來看，一方面，由於民間對媽祖信仰的根深蒂固，

因此媽祖除了擁有水神功能，神像本身也具治病靈效，但民間似乎並未因

此就將媽祖視為醫藥之神，因同樣的實例在其它種類神像上也可見到；89

此外，魍港太聖宮的「割肉治病」之說，或許也受到佛教經典中「割肉餵

鷹」的佛陀本生故事所影響。

87　李建緯，《（第二期）彰化縣古蹟中既存古物登錄文化資產保存計畫》（彰化：彰化縣文化局，2013年3
月），頁72。

88　輞港太聖宮管委會編印，〈布袋好美里太聖宮明朝媽祖聖像〉，2001年2月。

89　林瑋嬪以臺南「萬年村」為例，指出神像底座都有一個內凹窟窿，是民間將神明金身視為藥的一種反映，見

林瑋嬪，〈臺灣漢人的神像：談神如何具象〉，頁3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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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61：新港奉天宮三媽神像底部所見
挖痕。

資料來源：《新港遺珍》

圖62： 新港奉天宮四街祖媽神像底
部所見挖痕。

資料來源：《新港遺珍》

圖63：彰化芬園寶藏寺老大媽（開
基媽）神像，底座刻有「大
正八年」，右側有「張梁氏
謝」字樣，底下有一大洞。

資料來源：筆者拍攝。

圖64：嘉義魍港太聖宮開基媽祖神像
底部所見挖痕。

資料來源：筆者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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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結論

若單從媽祖神像的姿態與神情來看，奉天宮媽祖神像可分成3種風格

（圖65）：第一種風格是右手持如意，左手置於圈椅把手或腿上，臉部輪

廓寬而下巴厚實，代表的有開基媽、二媽、三媽、四街祖媽、五媽、糖郊

媽、布郊媽與 郊媽，除了五媽，這批神像手部處理較為粗獷，身上漆線斷

面直徑稍粗（皆以蟒袍形式表現），並在神像外層再加上第2層圈椅；第二

種風格則是右手持如意，左手置於左部大腿者，其面部特點是鵝蛋臉、下

巴尖，面部娟秀，尺寸也超過60公分，代表的有聖四媽、六媽（米舖媽）

神像；第三種風格則是以泉州媽為代表，此尊神像既非戴上冕冠，革帶與

漆線的作法也迥異於前兩種風格。

從奉天宮沿革、以及媽祖神像雕刻方式來看，第一種風格可能是這批

神像中年代較早者。從歷史傳說與口述資料顯示，開基媽推測是這批神像

中年代最早者。關於媽祖何時被策封為天后，學界對此有過探討，一說

認為康熙23年（1684）確實存在冊封之事；90另一說則認為應晚於此一年

代。91不論何說成立，頭戴九旒冕冠的媽祖神像，再加上康熙56年（1717）

的《諸羅縣志》提及笨港天妃廟建立於康熙39年（1700），倘若開基媽

等神像確實屬於笨港天妃廟原來神尊，則其年代最早或可推至清初。至於

民間流傳由船戶劉定國於天啟2年（1622）親自湄州祖廟迎回開基媽聖像

之說，92則需更有力之證據證明。當地的考古發掘，也尚未發現有明代遺

90　過去有關媽祖何時敕封為天后之說，多採康熙36年（1697）郁永河在《海上紀略》之說，係康熙23年
（1684）被敕封為天后。石萬壽，〈清代媽祖的封諡〉，《臺灣的媽祖信仰》（臺北：臺原出版社，2000
年），頁67-73。

91　徐氏繙檢清代官方檔案文書，皆未發現康雍二朝清廷有敕封天后之令，僅於《康熙起居注》中找到簡要記

載。他從《清高宗實錄》指出，媽祖正式敕封為天后為乾隆2年（1737）9月。見徐曉望，《媽祖信仰史研

究》（臺北：海風出版社，2007年），頁200；另見李世偉，〈媽祖加封天后新探〉，《海洋文化學刊》，

創刊號（2005年12月），頁21-36；王見川，〈媽祖封「天后」的由來〉，《媽祖與民間信仰：研究通

訊》，第3期（2013年6月），頁1-10。

92　《全國佛剎道觀總覽‧天上聖母南區專輯》，上冊，頁3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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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基媽(55公分)                 四街祖媽(51.5公分)                五媽(50.5公分)                糖郊媽(53公分)

   郊媽(57.5公分)                  布郊媽(57公分)                    二媽(58公分)                    三媽(64.5公分)

     六媽(70.5公分)                                               聖四媽(63公分)                                     泉州媽(高67公分)

圖65：新港奉天宮媽祖神像比例示意圖

第一種風格

                         第二種風格                                              第三種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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跡。93況且，這批神像姿態與造形，也和被認為是明末的嘉義魍港太聖宮開

基媽祖神像，存在差異。

若第一種風格媽祖外觀出發，從尺寸大小不一、雕刻手法略有不同、

面容表現方式存在差異等情形，則各媽年代有先後之分。透過廟宇沿革與

其它文物年款，能提供部份媽祖神像年代的時間範疇。嘉慶20年（1815）

奉天宮落成，因此開基媽年代應不晚於嘉慶20年，是否就是原來笨港天妃

廟的開基神，有待日後進一步證據；而且，開臺媽祖傳說的形成，也是近

百年來的說法。94然而，由於廟內存有兩件乾隆時期的石香爐，95不能派除

笨港天妃廟確實有文物遷至新港的可能性。

通過宮內所遺存各媽會香爐年代，亦可作為其它媽祖神像年代下限的

參考，四街祖媽保存有兩件媽會的錫方爐，分別有「戊子年端月吉置」款

和「咸豐戊午年」款，分屬道光8年（1828）與咸豐8年（1858），故可知

四街祖媽起碼在道光8年就已存在；另有三媽會錫爐，造形類同於四街祖媽

錫方爐，故也可能是清代晚期香爐；五媽會錫方爐有「光緒辛卯年」款，

為光緒17年（1891）所置。透過上述的材料，推測第一種風格媽祖神像應

在19世紀或19世紀以前，其中開基媽不排除有18世紀的可能。目前因資料

不足、比對樣本不夠，僅能推測其年代下限。

第二種風格的媽祖神像，其面部特點是相當娟秀且略帶稚氣，代表的

有聖四媽與六媽（米舖媽）神像，漆線細膩而繁複。四媽、六媽身上漆線

似已經過重修，尺寸較大，且蔽膝直接露出於裙袍之上，明顯和開基媽、

五媽等其它媽祖不同。根據廟方耆老口述指出，聖四媽為民國60、70年代

所雕，而陳清香也指出六媽是昭和16年所製，因此兩尊神像皆為20世紀以

93　何傳坤、劉克竑、陳浩維，《嘉義縣新港鄉板頭村遺址考古試掘報告》（嘉義縣：新港文教基金會，1999年
6月）；盧泰康主持，《雲林縣古笨港遺址範圍與文化內涵先期研究計畫》（雲林縣政府委託，國立臺南藝

術大學執行，2012年），頁150-154。

94　王見川，〈笨港天后宮及其媽祖：兼談北港朝天宮與新港奉天宮媽祖由來〉，《媽祖與民間信仰：研究通

訊》，第3期（2013年6月），頁49。

95　李建緯，〈臺灣西部媽祖廟既存石香爐調查與研究〉，《臺灣文獻》，第64卷第4期（2013年12月），頁52-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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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所刻製。

第三種風格的泉州媽，係於民國70年代由泉州天后宮贈送給奉天宮，

由於此神像風格未見於臺灣其他媽祖廟，故其年代有待進一步考證，不排

除為20世紀以後所製作。

不同神像雕刻匠派所繼承的傳統，可說是一種藝術表現，反映了時

代風格，在特定時段中有其恆定的形式表現。透過Mayer Schapiro對於

風格的理解，風格可分成三方面，即形式要素或母題（form elements or 

motives）、形式關係（form relationships）以及表現特質（qualities）。96由

於臺灣已公布第一手材料的欠缺，97因此目前對於媽祖神像的風格研究，

仍只能停留在Schapiro所說的形式要素的確立，前文指出媽祖神像身上的冕

冠與束髮冠、髮式、帔帛、革帶與看帶等形式要素的辨識，尚未進入藝術

史所討論的風格研究。以致於進一步分析單尊神像中身體姿態與服飾間的

搭配關係，甚至釐清媽祖神像的整體藝術視覺效果，仍力有未逮。因此，

要能明確區分出明末（17世紀前半）、清早期（17世紀後半至18世紀前

半）、清中期（18世紀後半至19世紀初）、清晚期（19世紀）、日治時代

（19世紀末至20世紀前半）的臺灣媽祖神像風格，以及不同地域間的在地

風格等問題，則仰賴於日後更多明確紀年、年代無疑慮的媽祖圖像等科學

資料的積累，否則在年代斷定上仍是眾說紛紜。

另一方面，由於臺灣媽祖廟在戰後香火競爭的白熱化，因此對媽祖神

像年代產生兩種迷思（myth）：一是年代迷思，認為神像年代一定要早，

甚至追溯到明代晚期；二是湄洲迷思，認為開基媽都是廟內僧人從湄洲迎

回臺灣。在這兩種迷思的作用下，造成臺灣許多媽祖廟衍生的論述混淆了

真相，更加深神像年代研究上的困難。其實媽祖神像年代的早晚，並不影

96　Mayer Schapiro, "Style," in The Art of Art History: A Critical Anthology (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pp.143-144.

97　一如林保堯教授在民國86年（1997）對陳清香教授〈北港朝天宮供像造形初探〉1文的評論指出，臺灣媽祖

圖卡尚未建立，近20年後的今日，仍然如此。見陳清香，〈北港朝天宮供像造形初探──以正殿媽祖像和觀

音殿觀音像為例〉，頁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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響祂在信徒心中的地位，端視其是否在心理上、精神上或社會上發揮正面

功能。

若從臺灣清代至日治時代的媽祖神像命服制度來看，其所著多為明

制，在服裝發展上呈現時間滯後現象，其原因為何？這究竟是一種文化

滯後的反映，抑或是出於漢人對其神祇形象集體記憶的存留？若從風格

心理學角度來看，神像這種需高度符號性的藝術表現形式，涉及到信徒的

認同，不能輕易改變形式與圖像母題。98因此，即便是21世紀的當代官員

早已不戴冕冠（而是穿西裝打領帶）、女性已不著弓鞋（穿高跟鞋），但

在神像雕刻的圖像選擇上，仍沿續明代的命官或命婦表現形式之「成規」

（convention）。這種成規對神像雕刻師來說，則可藉由貢布里希所提的

「風格格套」對藝術家的作用予以理解：他指出，不管是那一種風格，

藝術家都不能不依靠一整套形狀的語彙（vocabulary of form），而藝術家

是否老練也就在於是否熟悉這套語彙，而非熟悉事物本身。99換言之，匠

師雕刻媽祖神像時所仰賴的不是他是否親眼了媽祖本人，而是他所接受

的訓練（如泉州派、福州派等）、以及對於媽祖造形「格套」（schema/

stereotype）的認知。這種格套是他所受的3年4個月的訓練，也是一般信徒

所認同的媽祖形象。

回到圖像學方法，在潘諾夫斯基圖像研究的第三層次，亦即圖像的

「內在含意或內容」的問題上，他透過14、15世紀耶穌基督誕生圖說明，

聖母躺臥在床的長方形場景，之後被聖母跪在聖嬰前的三角形構圖所取

代，正意味著新主題的引入，以及代表新情感方式的表現手法。100同樣的，

若是媽祖從原來穿戴妃或命婦早期的「貴婦」形象，轉向身著冕冠、手持

玉圭的命官造形（這樣的轉變若從魍港太聖宮媽祖神像、《天妃顯聖錄》

98　由於神像具有神聖性，它雖是木雕，但是具有如同巫術一般的力量。因此媽祖身上任何被理解是構成其「媽

祖」的要素，不得任意殘缺或改變，否則其靈力勢必會遞減，甚或消失。

99　E.H. Gombrich, Art and Illusion (N.Y.: Phantheon Book Inc. 1960).

100　潘諾夫斯基（Erwin Panofsky），李元春譯，〈圖像研究與圖像學〉，《造型藝術的意義》（臺北：遠流出

版社，1996年），頁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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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圖像資料來看，可能發生在明末清初），則顯示了民間期待媽祖擁有來

自被朝廷所承認的權力正當性與合法性；101尤其是清廷不斷透過封號、賜御

匾的方式，來「規馴」閩臺等地的媽祖廟，從信仰讓民間得以被控制，特

別臺灣地處邊陲，對媽祖的賞賜，更提供了官方軍事力之外的另一種內化

控制手段；102上述的情形也強化了清代媽祖神像作為一種官員的形象不斷地

被再現；同時，學界認為清代後期媽祖神像朝向豐腴的造形表現方式，呼

應了清代後期民間對媽祖稱呼從「天后聖母」轉向了「天上聖母」，也代

表了清代後期媽祖朝向更具有中年婦女的「慈母」意象發展。103

媽祖所穿戴的冕冠、玉帶和蟒袍，事實上對明代而言，是一種代表身

份顯赫的裝束。104因此，媽祖身上的這些服飾標誌，正代表著媽祖身份的顯

赫；說明了媽祖也未能免俗地進入到神明被官僚化的歷史脈絡中，顯示神

界也反映了帝國的官僚體制，或是作為一種帝國的隱喻；105再者，媽祖所著

之命服，屬男性官員擁有，如冕冠、蟒袍、執圭等特徵，但在其服飾的圖

像表現中，亦見有象徵女性符號者， 如盤髮、帔帛與弓鞋等，這說明了在

傳統民間的觀念中，媽祖並非純粹是一位女性或母親的形象，而是透過冕

冠與圭所代表的男性權力，以及盤髮、弓鞋、帔帛所反映的女性溫柔特質

下，所雜揉的一種綜合體。有趣的是，當人們賦予具有超驗力量的神明某

種形而下的形體時，他們自然而然地採用的是其文化背景中對於上層掌權

者的具體形象。

101　James Watson, "Standardizing the Gods: The Promotion of Tian-hou (Empress of the Heaven) along the South 
China Coast, 960-1960," in Popular Culture in Late Imperial China, David Johnson ed.,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1985), pp.292-324; Steven Sangren "History and the Rhetoric of Legitimacy; The Mazu Cult of Taiwan," 
in 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 30: 4 (1988), pp. 674-697.

102　李建緯，〈臺灣媽祖廟現存「御匾」研究：兼論其所反映的集體記憶與政治神話〉，《民俗曲藝》186期
（2014年12月），頁50。

103　李建緯，〈臺灣西部媽祖廟既存石香爐調查研究〉，《臺灣文獻》，第64卷第4期（2013年12月），頁59-
60。

104　孫機，〈中國古代的帶具〉，頁282。

105　Philip C. Baity, "The Ranking of the Gods in Chinese Folk Religion," in Asian Folklore Studies, 35 (1977), pp.75-
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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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一步追問的是，清廷對媽祖神像採用明代命服制度，所採取的寬容

態度，這是一種籠絡漢人的心態，抑或是朝廷對民間信仰的控制力鞭長莫

及，而無法顧及神像的表現？而媽祖在清代被清廷列入國家祀典中最下的

「群祀」，而非「上祀」或「中祀」，是否也可證明上文推論？再者，在

民間的集體記憶中，是否根深柢固地認為官吏穿著就應該是戴冕冠、著玉

帶？這樣的疑問，有待日後更深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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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Face of the Goddess：

The Research on the Images of the Woodcarving Statues Mazu in 

Xingang Fungtian Temple

Chian-wei Lee*

Abstract
At the level of space, belief and status of importance, the statue of Matzu 

represents the center of Matzu temple and a vision focus point for worshippers. 

Tian-Fei temple located in Ponkan street is the source to be re-enshrined in 

other temples. It is said that during the second year of the reign of emperor Jia-

Qing in Qing Dynasty (A.D. 1797), Ponkan Tian-Fei temple was destroyed by 

an overflow of Ponkan river; eventually, all statues, relics and artifacts were 

temporarily moved to Zhao Qing Tang Tudi Gong temple and thereafter in 1811, 

during the 16th year of the reign of emperor Jia-Qing, the current Xingang 

Fungtian Temple was built. According to the legendary, the Matzu statues of 

Xingang Fungtian temple was not excluded the possibility that part of them came 

from Ponkan temple. Through the field research, it is found that in Xingang 

Fungtian temple there are totally 12 statues of Matzu, including Kai-tai Ma, 

Zhen-Dian Ma (with which two maids standing in the right and left side), Er 

Ma, San Ma, Sheng Si Ma, Si Jie Zu Ma, Wu Ma (Tai-Ping Ma), Liu Ma (Mi-Pu 

Ma), Tang Jiao Ma, Bu-Jiao Ma and Kam-Jiao Ma; in the other hand, a tablet of 

Goddess of Heaven placed in the main hall of temple.

We conclude som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statues of Matzu placed in Xingang 

Fungtian temple as follows. First, in the view of craftsmanship, all statues were 

made of a block of camphor wood and sculpted with lacquer thread, which is the 

* Associate professor, Graduate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Historical Relics, Feng Chia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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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yle from Quan Zhou area. Secondly, from the posture of the statues, we can 

observe that the right hand of the statue is holding Ruyi Scepter and left hand 

is posing on the round backed armchair or on the left thigh. Thirdl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hair ornament, the statue of Matzu wears a flat-topped imperial cap 

with nine line of hanging beads at the front and back, with the hair style which is 

commonly known as Matzu head. Fourthly, from the point of view of costume, 

the statue of Matzu wears dragon robe with jade belt which was an official robe 

during Ming Dynasty and lacquer thread sculpted. Fifthly, for ritual purpose, part 

of the statues have a hole leaving for entrance of spirit and further, some of them 

on the bottom of the statue are found some scratches, which possibly made by 

early worshippers for drug use.

This research attempts to explore the image and craftsmanship of Matzu 

statues placed in Xingang Fungtian Temple through literature, images, system 

of costume and statue shape, in a hope to provide for future researches a base of 

elementary information.

Keywords: Xingang Fungtian Temple, Matzu, icons, sha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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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西方人對華南客方言人群以Hakka稱之，約始於19世紀中葉。之後不

久，臺灣開港，許多西方探險家、商人、傳教士和外交使節來到臺灣，留

下種種遊歷紀錄，其中不乏對臺灣Hakka的描敘。就現有的記述資料來看，

當時西方人看待臺灣Hakka，有的是以華南生成的Hakka認知來理解，例如

客話接近北京官話，或稱Hakka自中國北方南遷等。當然也有一些比較深刻

的在地觀察，例如來臺西方人描述過中壢、竹塹、貓裡、月眉、南庄、大

湳、保力、巴塱衛等Hakka聚落，也提到當時臺島Hakka的生業方式，除了

種稻植蔗外，還有木炭、茶葉、樟腦和石油。他們也觀察到臺灣的Hakka和

福老關係不睦、與平埔關係緊張，及與高山的原住民則存在中介交易、軍

火提供，及互通婚姻的複雜關係。

關鍵字：華南、臺灣、客家、福老、19世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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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西文所用的Hakka一詞何時在歷史上出現，是個有趣的課題。針對西方

人Hakka知識觀生成之課題進行研究者，日人飯島典子改寫自其一橋大學博

士論文的《近代客家社會の形成：「他称」と「自称」のはざまで》一書

應是第1個有系統的相關論述。該書的問題意識建立在質疑客家是否為一個

理所當然的具有整體性的實體，並以四個面向檢討此問題，其中第一個面

向就是「傳教士文書中的客家」。飯島典子認為客家的起源有三個階段，

即西方傳教士的發現、中國官方的囑目，及客家群體的自我認同。她利用

郭士立（Karl Friedrich August Gutzlaff，英文名寫作Charles Gutzlaff，1803-

1851）以來與巴色會相關的傳教士紀錄進行相關研究，並推測Hakka一詞始

用於西方傳教士，約於1860年以後才問世。1

此外，施添福「從『客家』到客家」系列文之二〈粵東「Hakka．客

家」稱謂的出現、蛻變與傳播〉更是篇剖析Hakka一詞如何在華生成與蛻變

的力作。該文從明中葉以降廣東惠州、廣州、肇慶等府的移民史切入，藉

以探討這些地區土著對異邑移民的各種客稱與這些客稱被貶義化的過程；

其次著力於析論歐美傳教士鑄造「Hakka．客家」標記及其傳播的過程。該

文認為19世紀中葉後，經來華的西方傳教士，按照廣府方言發音，以羅馬

字拼寫成「Hakka」後，再經由對「Hakka．客家」源流、方言及其他社會

文化特徵的深入研究與報導，將「Hakka．客家」標記向西方世界傳播，也

促使「Hakka．客家」由中性轉為具有優質漢人種族屬性的意涵，逐漸被客

家知識界、政治或軍事菁英所接受，並作為自我認同意識的標籤。2

由上可知，Hakka一詞是19世紀來華的西方人對廣東客方言人群的認

*    本文曾獲行政院客家委員會2010年學術研究獎助。

1　飯島典子，《近代客家社會の形成︰「他稱」と「自稱」のはざまで》（東京都︰風響社，2007年），頁62-
65、227-230。

2　施添福，〈從「客家」到客家（2）：粵東「Hakka．客家」稱謂的出現、蛻變與傳播〉（以下簡稱〈從「客

家」到客家（2）〉），《全球客家研究》，第2期（2014年5月），頁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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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因此這個用語出現的歷史，和論及客家源流總從久遠久遠談起大不相

同。19世紀中葉臺灣開港後，西方的傳教士、商人、探險家陸續來臺，留

下不少遊歷紀錄，其中不乏對臺灣Hakka的描述。由於Hakka指的是說客方

言的人群，與清領臺之後官方文獻中慣用閩人、粵人等分類在臺漢人的語

詞意涵不盡相同。因此本文認為若能了解19世紀來臺西方人如何描述臺灣

Hakka，從這個角度了解客家，應該會有有趣的收穫。本文的重點將先釐清

19世紀西方人如何建構其對Hakka的認識，在此基礎上，進一步探究臺灣開

埠後來臺的西方人，是如何將此Hakka認知帶至臺灣，以及他們眼中的臺灣

Hakka呈現何種面貌。

貳、西方人 Hakka 知識觀的建立

本節的重點，在於嘗試了解19世紀西方人如何建構對Hakka的認知，

Hakka一詞的出現，意味西方知識體系中，以方言分類人群觀念的引入，與

以前清朝官府僅以「粵民」、「嘉應州民」、「潮惠籍民」等以地緣或籍

貫分類人群的用語明顯不同。了解西方人Hakka知識觀如何建立，是了解客

家如何成為一個為後世熟知的方言人群述語的重要關鍵。

在鴉片戰爭之前，雖然清政府實施嚴厲的禁教政策，且僅限於廣州

正口通商，但由於19世紀上半葉的西方，海外傳教運動興起，不少宣教

組織已經多方嘗試入華傳教。1807年，英國倫敦會（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傳教士馬禮遜牧師（Rev. Robert Morrison）抵達廣州，揭開近代西

方基督新教到中國傳播的序幕。但由於當時傳教士們只能在南洋的傳教基

地學習漢語、翻譯聖經、撰寫傳教手冊、創辦中文刊物等，或是在廣州外

國人區域和澳門活動，很少能夠深入中國內地。3另外一個值得注意的是，

3　朱峰，《基督教與海外華人的文化適應──近代東南亞華人移民社區的個案研究》（北京︰中華書局，2009
年），頁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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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來到華南的西方人所接觸的漢人主要以說粵方言的廣府人為主。4

德籍傳教士郭士立在當時封閉的禁教氛圍中顯得非常特立獨行。他

於1827年經荷蘭傳道會遣往爪哇（Java）傳教，之後轉往檳榔嶼（Penang 

Island）及新加坡、馬六甲（Malacca）等地向中國移民傳教，並積極學習

中文，奠定日後入華傳教的基礎。由於郭氏嚮往中國工作，與荷蘭傳道會

交待的任務相違，遂於1829年脫離荷蘭傳道會，開始自立傳道。51830年轉

往暹羅，除進行傳教與行醫外，仍繼續學習漢語，對中國官話、廣州、福

建方言都有一定的認識。61831年前往中國遊歷，經海南、南澳、廈門、臺

灣、定海、大沽、天津，於12月抵達澳門。7郭士立曾於1831年7月31日第1

次抵臺，之後又在第2次航海中跨過澎湖及安平之地，8他應該是荷蘭人退出

之後，最早來到臺灣的新教宣教師。9

郭士立曾留下幾則與「客」相關之記載。如在1834年出版的The Journal 

of Two Voyages Along the Coast of China in 1831 & 1832一書中，提到在泰國

遇到「一部分的廣東種族，被稱為Kih or Ka，他們主要是工匠」。10或如在

China Opened一書中，注意到廣東有被稱為「Kea-jin」（客人）的一群人：

在廣東（Kwang-tung）僑民中，有說著與北京官話相似方言

的「客人」（the Kea-jin people），他們是優秀的職工與農作者，

4　莊初升、劉鎮發，〈巴色會傳教士與客家方言研究〉，《韶關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第23卷第7期
（2002年3月），頁1-8。

5　李志剛，〈郭士立牧師在港之歷史及其所遺中文資料〉，收入氏著，《香港基督教會史研究》（香港︰道聲

出版社，1987年），頁67；吳義雄，《在宗教與世俗之間︰基督教新教傳教士在華南沿海的早期活動研究》

（廣州︰廣東教育出版社，2000年），頁91。

6　吳義雄，《在宗教與世俗之間》，頁91。

7　吳義雄，《在宗教與世俗之間》，頁92-93。

8　George Williams Carrington, Foreigners in Formosa, 1841-1874 (San Francisco: Chinese Materials Center, 1977), pp. 
11-14.

9　賴永祥，〈史話085 沿海傳道家郭實臘〉，《教會史話》，第1輯，收入「賴永祥長老史料庫」網站：www.
laijohn.com/BOOK1/085.htm（2010年9月21日點閱）。

10　Charles Gutzlaff, Journal of Three Voyages Along the Coast of China: in 1831, 1832, & 1833, with Notices of Siam, 
Corea, and the Loo-Choo Islands (London: Frederick Westley and A. H. Davis, 1834), p.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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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很少從事商業活動。他們居住於臺灣的內陸，在曼谷（Banca）

擔任礦工，並且已經在荷蘭殖民地附近的印尼龐蒂雅娜（坤甸，

Pontianak）的婆羅洲（Borneo）形成共和國。11

郭士立以他遊歷東南亞及中國沿海各處的經驗，為我們留下十分珍貴

的記事，他的觀察細緻而獨道，這可能與他對中國方言多所了解，以及豐

富的遊歷經驗有關，給了我們很多啟發。其一，由於他此前走訪過的客方

言人群，可能與閩南方言人群比較有接觸，或是郭本人對閩南方言比較了

解，因此1830年代時期，郭士立所認知的客方言群，是以閩南音標記，不

同於日後的Hakka。其二，他在東南亞、廣東、臺灣看到不同方言人群的相

處，當時對各地的客方言人群，尚未形成統一的名稱或定義。其三，1830

年代的西方傳教士對於被稱為「客」的人，尚沒有稱贊或偏見，多只是一

般性的客觀描述。其四，他可能是第一個點出客方言接近北京官話的西方

傳教士。最後，他注意到臺灣有客方言人群的現象。

除了郭士立外，施添福另引美國歸正會牧師E. Doty和W.J. Pohlman記

述他們1838年一趟婆羅洲旅程中，多次遇見說客話的人群，稱他們為Khen

（「客」，閩音）。施添福的研究顯示，1840年以前所見傳教士的著作

中，Hakka一詞尚未出現，傳教士對於中國華南沿岸或移居南洋泰國、婆

羅洲一帶的客方言人群，除了以官話拼音為「Kea-jin people」（客人）

外，主要是依據福老人的習慣，稱為「kih」、「ka」、「khen」或「khen 

men」。12

1840年代，郭士立為擴展教務，曾多次呼籲德國教會給予經濟及

人才之支援。至1846年終獲德國三巴會，即巴色會（Basel Missionary 

Society）、巴勉會（Barman Missionary Society）、巴陵會（Berlin 

11　Gutzlaff, China Opened: or, A Display of the Topography, History, Customs, Manners, Arts, Manufactures, 
Commerce, Literature, Religion, Jurisprudence, etc., of the Chinese Empire (London: Smith, Elder and Co., 1838), p. 
132.

12　施添福，〈從「客家」到客家（2）〉，頁52-53。



113

19世紀西方人眼中的臺灣Hakka

Missionary Society）的積極回應。1847年3月，巴色會的韓山文（Rev. 

Theodore Hamberg）、黎力基（Rev. Rudolph Lechler）與巴勉會的柯士德

（Rev. Heimrich Köester）、葉納清（Rev. Ferdinand Genahr）同船抵達香

港，協助郭士立在華的傳教事業。13

對於新來支援的傳教士們，郭士立採取以方言人群為別的傳教策略，

將對客方言地區傳教的工作交給巴色會的韓山文，也屬巴色會的黎力基牧

師原被指定為專向潮汕人傳教，14後因向潮州傳教的計畫屢屢受阻，遂改學

客話，與韓山文合作，專向客方言人群布道。15韓山文對客方言人群的傳

教，由今日新界沙頭角與寶安、布吉等地展開，16巴色會逐漸成為以客方言

人群為主要傳教對象的西方教會。

其實西方教會入華之初，對於廣東省一帶的客方言人群並非一開始即

以「Hakka」定名。由於廣東省有三大方言人群，因此1840年代以後，入

華傳教士對客方言人群的稱述，最初呈現閩南音與廣府音並陳的情形，

如美國浸禮會傳教士羅孝全在1843年寫的報告中，有時稱為Kek，有時稱

Hak-kah。1854年韓山文在所著《太平天國起義記》中，稱客方言人群為

Hakka、Kheh-Kia或Khih-Kia，亦是根據不同方言群的發音，以羅馬字拼

寫而成。英國長老教會傳教士賓威廉於1858年9月間碰到一位曾經移居南

洋邦加（Banca）和新加坡，並皈依天主教的年輕大埔客人，他稱該客人

為「Hakka people」，並指出廣府人稱客人為「Hakka」，但潮汕人稱為

「K’heh」。長老教會派駐汕頭的傳教士施饒理（G. Smith）在1份1865年惠

來縣葵潭巡迴布道途中所寫的報告，稱客家為Hakka或khen，並指出客家自

稱khak。17

13　李志剛，〈早期傳教士由澳遷港之事業及貢獻〉，《香港基督教會史研究》，頁7-32。

14　譚樹林，〈近代來華基督教傳教士與客家源流研究──以歐德禮、畢安、肯比爾為中心〉，收入特木勒

編，《多元族群與中西文化交流──基於中西文獻的新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年），頁178-
193。

15　趙春晨等，《基督教與近代嶺南文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年），頁60。

16　羅香林，《香港與中西文化之交流》（香港：中國學社，1961年），頁19。

17　施添福，〈從「客家」到客家（2）〉，頁55、57-58、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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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由於以客區為主要傳道對象的巴色會逐漸傾向以Hakka定稱，如巴

色會傳教士黎士基以羅馬字客話翻譯《馬太傳福音書》於1860年出版，是

最早出版的羅馬字本的客方言聖經，該書扉頁並註明「客家俗語」四字，

是目前所見將Hakka聯結上漢字客家的第一部著作。此後，從巴色客家差會

開始，即依據Ledpsius拼音系統，以及廣府人的稱謂和發音為準，將客家的

羅馬字拼音，固定為Hakka或Hak-ka。18

巴色會傳教士們不僅經由方言來辨認客家的存在，並積極研究他們各

種文化和社會活動的特徵。如巴色會傳教士Ernest J. Eitel於1867年為文撰寫

所謂的客家文學（Hakka Literature）──山歌。19同年又在Notes and Queries 

on Chna and Japan（中日釋疑），分6期連載 “Ethnographical Sketches of the 

Hakka Chinese”（客家人種誌略）。值得注意的是，Eitel在該文中，開宗名

義表明「The word Hakka, 客家, means “strangers” or “foreigners”」。201873

年，Eitel又在《中國評論》上發表〈客家歷史綱要〉，Eitel在該文中指出，

他寫作這篇文章的目的旨在「為這個非凡的種族編寫一部早期簡史」，因

為在太平天國運動爆發之前，甚至在客家人的文學創作中，都沒有關於這

個種族以往歷史的任何記載。

Eitel之外，另一位巴色會傳教士Charles Piton也關注客家源流及相關

問題，Piton於1864年來華，抵達香港後，立即被派往廣東嘉應等客家地區

傳教，達7年之久。Piton曾於1874年撰寫 “On the Origin and History of the 

Hakkas”（客家源流與歷史）一文，指出根據客家族譜，客家祖先原居於

福建寧化石壁村，唐末時因黃巢叛亂開始南遷。Piton認為Hakka人是「漢

族的真正子孫」，也主張客家方言與漢族方言極為相似。21這些巴色會傳

教士立論的基礎，多為直接採訪了解或參考族譜資料等，為華南的Hakka

18　施添福，〈從「客家」到客家（2）〉，頁64。

19　E. T. Eitle, “Hakka Literature,” Notes and Queries on China and Japan 1 (1867), pp. 37-40.

20　Eitle, “Ethnographical Sketches of the Hakka Chinese, Article II., The Hakka Dialect compared with the dialects of 
the. other races inhabiting the Canton Province,” Notes and Queries on China and Japan 1.6 (1867): 65.

21　Charles Piton, “On the origin and history of the Hakkas,” The China Reivew 2 (1874), pp. 222-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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積極溯源，且頗多溢美之辭。因此，施添福認為就是經由這些傳教士對

「Hakka．客家」源流、方言以及其他社會文化特徵的深入研究和文字報

導，使「Hakka．客家」由中性轉向具有高貴漢人種族屬性的意涵，亦將此

「Hakka．客家」標記向西方世界傳播。22

1896年，漢語方言學家馬倫篤夫（P.G. Von Mollendorff）初步完成漢語

方言的分類，其中將粵方言分為廣府、客家，並使用「Hakka（客家）」的

標記方式，使客家成為與其他漢方言並列的名稱，23顯示Hakka不僅已是西

方世界對華南客方言人群的定名，而且已成為漢語方言分類的學術語詞。

參、19 世紀西方人對臺灣 Hakka 的認識之一：

華南 Hakka 知識觀的移植

自從荷蘭人離開福爾摩沙後，直至臺灣開埠前幾年之間，外界對於福

爾摩沙一直所知無多。1842年3月搭乘「安妮號」的成員之中，有位叫作

Robert Gully的英國人，因船難而遭到臺灣官府的逮捕，而且最後遭到處

決。難得的是，他留下了1本日記，為19世紀前期的福爾摩沙做了見證。24

此後一直到臺灣開埠的1860年代之前，關於臺灣，西方的了解比較多是船

難的零星記述。當時只要有船隻在臺灣海峽附近遇難，西方世界多會將焦

點集中於臺島，認為臺灣是所有船隻失蹤的禍首，許多恐怖的故事被流傳

著。25

臺灣開放為通商口岸，分列於1858年中國與俄、美、英、法在天津訂

22　施添福，〈從「客家」到客家（2）〉，頁2、7。

23　施添福，〈從「客家」到客家（2）〉，頁64。

24　J. B. Steere原著，李壬癸編, Formosa and Its Inhabitants (Taipei: Academia Sinica, Institute of Taiwan History 
[Preparatory Office], 2002), p. 114; Steere原著，林弘宣譯，《福爾摩沙及其住民：19世紀美國博物學家的臺

灣調查筆記》（臺北：前衛出版社，2009年），頁176-177；Robert Gully的日記，曾經連載於The Chinese 
repository（中國叢報）約1845-1851間的各期中。

25　Chantal Zheng著，鄭順德譯，《19世紀歐洲人在臺灣》（臺北：南天書局，1999年），頁51-52。



116

66卷第1期

立各約中。中法天津條約（第6款）更增淡水一口。1860年中英法「北京續

約」成立後，英國副領事郇和（Robert Swinhoe）26即於1861年7月抵臺，

原欲在臺灣府設館，因民情不善，兼之水土不服，乃先返廈門，11月轉往

淡水設洋關開市。臺灣既開埠，各國商船紛紛而來，清政府則准設臺灣新

關，隸屬總稅務司赫德（Robert Hart），並以雞籠（基隆）為淡水外口，

打狗（高雄）為臺灣府外口，於各口設關，分置副稅務司1名，專管四口

稅務。於是臺灣一島商埠，名為二口，實為四口，且深入艋舺內地。禁教

令之弛廢及開埠，為西方宗教再傳入臺灣舖了路。天主教於1859年捲土重

來，英國長老會則於1865年入臺設教。27

換言之，從天津條約簽訂的1858年之後，對西方世界而言，臺灣不再

神祕而遙遠。由於當時的臺灣茶、樟腦貿易正興，加上有豐富的礦藏利

源，且生態原始而多樣，因此吸引許多商人、洋行、動植物採集者、探險

家以及傳教士的到訪，開啟自荷蘭時代後再度與西方世界廣泛接觸的時

代。於是，有人說19世紀是西方宗教在臺灣紮根與發展的主要年代，28或

言是外國探險家黃金時代的開始。29這些西方探險家、商人、傳教士和外交

26　郇和（Robert Swinhoe, 1836-1877），生於印度加爾各答，英國植物學家，18歲即投入英國駐華外交圈，20
歲首次來臺，在新竹湖口一帶進行「尋人」祕密任務，順便採集博物。1857、1858年兩度搭乘英艦剛強號

（the Inflexible）環臺搜尋歐美船難漂民，並偵測民情，探勘海岸與礦產。1861年7月派駐臺灣府（臺南），

同年12月20日，直接從廈門轉到淡水開館。1862年4月，逕赴大漢溪上游探訪泰雅族大嵙崁群奎輝社；同年

5月離臺返倫敦養病，1864年1月31日再度回到淡水。郇和在這段「養病」期間，在倫敦發表多篇臺灣原住

民和鳥獸論文，奠定其學術地位。1864年5月，帶著英國外交部補助的精密儀器，三度探訪蘇澳；同年7月
赴澎湖及南部搜尋茶船Netherby失事事件，與排灣族有所接觸。同年11月初從廈門移駐打狗，在英商顛地洋

行（Dent & Co.）集貨船三葉號（Ternate）上，達半年之久。1865年5月初改租高雄哨船頭東側山丘處天利

行（McPhail & Co.）民宅為館舍。1865年5月初升任領事。1866年初探訪荖濃溪、六龜；2月底調派廈門，4
月正式接任駐廈門領事。1867年8月曾至澎湖探勘煤礦；1868年12月至翌年1月底，及1869年6月兩度以臺灣

領事名義來臺處理「英船砲擊安平事件」（樟腦事件）善後事宜。就探險、原住民族文化及語言記錄、博物

發掘方面，郇和創造了許多「臺灣第一」，被認為是「最努力，也是成就最高的探險型博物學家（exploring 
naturalists）之一」。陳政三，《翱翔福爾摩沙：英國外交官郇和晚清臺灣紀行》（臺北：臺灣書局出版有

限公司，2008年），頁2-5；Otness, One Thousand Westerners in Taiwan; A Biographical and Bibliographical 
Dictionary, pp. 151-153.

27　賴永祥，〈096 臺灣之開埠〉，《教會史話》，第1輯，收入「賴永祥長老史料庫」網站：www.laijohn.com/
BOOK1/096.htm（2010年9月21日點閱）。

28　W. A. Pickering著，陳逸君譯，《歷險福爾摩沙》（臺北：原民文化，2004年），頁84。

29　劉克襄，《探險家在臺灣》（臺北：自立晚報，1988年），頁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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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節等常在走訪臺島之後，留下種種遊歷紀錄，本節將在前文討論的基礎

上，嘗試蒐羅19世紀西方人對臺灣記述中與Hakka有關的部分，藉以了解19

世紀來臺的西方人眼中的臺灣Hakka究竟呈現怎樣的樣貌。

如前所述，Hakka在19世紀中葉是確立未久的人群概念。而本文所言之

「Hakka」知識觀，主要是指源於華南對Hakka的認知概念，諸如Hakka一詞

之使用、Hakka是廣東省的方言群之一，與廣府方言的本地人關係不睦，或

是強調Hakka係由北方南遷的漢人，方言與官話相近，乃至蔑稱Hakka為非

漢等等。

臺灣開港後，西方人來臺施設的海關、領事機構等，皆是由華南的相

關單位派遣設置。此外如西方宗教的布教，亦是由華南的傳教地點先行訓

練或了解狀況後再派至臺灣。如英國基督教長老教會來華宣教始於1847

年，由賓威廉（William Chalmers Burns, 1815-1868）受聘為第1任海外宣

道師。初期的傳教區域主要以閩南（1850年入廈門）、粵東（以汕頭、潮

州、汕尾為中心）等地為主。1860年，駐廈門的宣教師杜嘉德牧師（Rev. 

Carstairs Douglas）曾來臺灣訪問，便建議英國總會在此傳教。第1位被派來

臺灣的長老會宣教師馬雅各（J. L. Maxwell）30於1864年年初先到廈門學習

閩南語，為往臺宣教預作準備，同年抵臺展開宣教工作。之後英國總會又

先後派出甘為霖（Rev. W. Campbell）31、李庥（H. Ritchie）等人，當時宣

30　馬雅各醫生（James L. Maxwell, 1865-1871、1883-1885年在臺），蘇格蘭人，1863年受派為英國長老教會海

外傳教師，也是英國長老教會第1位派駐臺灣的海外宣教師。吳學明，《近代長老教會來臺的西方傳教士》

（臺北：日創社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07年），頁39。

31　甘為霖（Rev. W. Campbell），1871年受英國長老教會差派來臺宣揚福音，為該會第2位來臺牧師。1871年年

底至打狗，參與宣教工作，隨即至臺灣府，後以臺灣府為中心向外圍拓展傳教工作。前後在臺46年（1871-
1917），除於中南部巡迴傳道外，並首先開拓彰化及澎湖教區，與馬偕被視為南北教會兩大柱石。1873年l0
月，與史蒂瑞、英國駐打狗海關代理幫辦T. L. Bullock等人，一同從臺南北上，遊歷嘉義、日月潭、埔里、霧

社、彰化等地，再經苗栗、新竹、大溪，抵達淡水，拜會馬偕牧師（G. L. Mackay）。此行中，他們拜訪了

日月潭，當時由甘為霖命名為「卡狄修士湖」（Lake Candidius）。後與馬偕一起到內陸的鄉鎮地區傳福音。

幾年之後，再次繞道噶瑪蘭平原，第2次拜訪馬偕。1891年在臺灣府創設「訓瞽堂」，為近世臺灣盲人教育

之先聲。此外，甘氏著述甚勤，作品良多，尤以臺灣史研究最為突出，如An Account of Missionary Success 
in the Island of Formosa（臺灣傳教之成功）、Formosa Under the Dutch（荷蘭治下之臺灣）及Sketch from 
Formosa（臺灣概略）、Formosa Under the Japanese: Being Notes of A Visit to the Tai-chu Prefecture（日本統治

下之臺灣）等書。Geogre Leslie Mackay原著，林晚生譯，《福爾摩沙紀事：馬偕臺灣回憶錄》（臺北：前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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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對象以平埔族人為主。1872年加拿大長老教會也派人來臺宣教，以北部

為主要範圍，其中以馬偕醫生（Rev. L. G. Mackay）居功厥偉。32

天主教曾於17世紀西班牙占據北臺時傳入臺灣，1641年經荷蘭人逐出

後則告中斷。天津條約締結後，天主教士乃捲土重來。咸豐8年（1858），

菲律賓道明會（Dominican）決定來臺布教，派郭得剛（Fernande Sainz）及

杜篤拉（Joseph Duttoras）兩神父先赴廈門；郭德剛神父於1859年6月自廈

門赴臺，開始在高雄前金庄展開傳教事業。1860年在前金庄建立了第1座天

主堂，33並於1861年深入萬金庄（今屬屏東縣萬巒鄉），向當地的平埔族傳

教。34

以上不贅其煩地說明開埠後來臺的西方人多經華南而來，主要是因為

這樣的經歷過程，十分可能影響他們對臺灣人群的認知。最明顯的部分表

示在來臺西方人對Hakka一詞的使用。

臺灣開埠前，西方文獻對來臺漢人的表述方式，多是以中國官方用詞

的「閩粵移民」稱之。如1836年The Chinese Repository（中國叢報）1則關

出版社，2009年），頁315；李金強，〈從《教務雜誌》（Chinese Recorder）看清季臺灣基督教的發展〉，

收於氏著，《聖道東來：近代中國基督教史之研究》（臺北：財團法人基督教宇宙光全人關懷機構，2007
年），頁91-92；孫慈雅，〈昇自瘧患中的奎寧樹──宣教士甘為霖的歷史之旅〉，收入劉克襄，《探險家

在臺灣》，頁71-79；吳永華，《臺灣特有植物發現史》（臺北：晨星，2006年），頁43-44。

32　吳學明，《近代長老教會來臺的西方傳教士》（臺北：日創社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07年），頁2-43。馬偕

牧師（George Leslie Mackay, 1844-1901），漢名「偕叡理」，是加拿大長老教會派至海外的第1位宣教師，

於1871年12月30日抵達打狗，1872年3月7日在李庥牧師、德馬太醫生陪同下，搭「海龍號」輪船前往淡水，

1872年3月9日抵達淡水，在臺灣宣教長達29年之久，共設立教會達60餘所，施洗信徒幾達4,000人。馬偕在佈

道之餘尚採集不少動物，一部分標本送至北美。1882年在淡水設立理學堂大書院（Oxford College），親自

講授博物學，此為臺灣博物學講座之濫觴。1901年6月2日因喉癌病逝，葬在淡水。參見Mackay原著，林晚生

譯，鄭仰恩校注，《福爾摩沙紀事：馬偕臺灣回憶錄》（臺北：前衛出版社，2009年），頁329-359；吳永

華，《臺灣動物探險：十九世紀西方人在臺灣採集動物的故事》（臺北：晨星出版有限公司，2001年），頁

129-130。

33　此堂原本規模不大，同治元年（1862）改以紅磚、硓估石以及三合士建造，命名為玫瑰聖母堂。後於1928年
重建，採後期文藝復與期建築，可惜在太平洋戰爭中被炸燬。戰後重修，正門上尚掛有1864年咸豐帝頒賜

「奉旨」牌一方。此堂位於愛河高雄橋畔。參見賴永祥，〈093 天主教捲土重來〉，《教會史話》，第1輯，

收入「賴永祥長老史料庫」網站：www.laijohn.com/BOOK1/093.htm（2010年9月21日點閱）。

34　天主教神父於萬金一帶的傳教成績甚好，不到一年就獲得力力、赤山、加匏朗三社二百餘人成為信徒。初有

一小堂，於同治8年（1869）12月正式修建，次年2月8日完工，即為今日之萬金天主堂，是臺灣現存最古老

的天主堂。參見賴永祥，〈093 天主教捲土重來〉，《教會史話》，第1輯，收入「賴永祥長老史料庫」網

站：www.laijohn.com/BOOK1/093.htm（2010年9月21日點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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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1：1862年的臺灣島圖

資料來源：Robert Swinhoe, “Notes on the Island of Formosa,” Journal of the Royal Geographical Society 
of London, Vol. 34 (1864), pp. 6-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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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中國的報導，在提到臺島動亂時，對來臺的漢人是以「the Fuhkeeu and 

Canton emigrants」或「Fuhkeen and Canton settlers」等字眼表述。35從官府

視角，以閩粵移民稱之的情形，在中文文獻中，從清領臺之後以迄清末，

皆是如此。即中國官方多以籍貫或行政區界來分類所統治的人民，西方的

用語原本沿之，但19世紀中葉臺灣開埠後，來臺西方人對臺灣客方言人群

的表述方式有了很大的轉變，皆一律稱之為Hakka或Hakkas。如甘為霖牧

師言，「漢人由超過200萬的福建移民或後代，以及大約25萬名廣東省來的

Hakkas所組成」；36或如法國出版的《福爾摩莎考察報告》中言「從語言

和習俗方面來看，本地居民可分成兩類：原籍福建的Haklos和從兩廣來的

Hakkas」。37

除了直接以Hakka稱述臺島的客方言人群外，當時來臺的西方人也用他

們對華南Hakka的既有認知來理解與描述臺灣的客方言人群，以下分述之。

一、強調 Hakka 的遷徙歷史

如Hellmuth Panchow提到「Hakka是中國人口中的一部分，是以遷移的

人為名，即為客人（guest people）之意，來自中國北方，但較晚遷至南方

各省」；38《福爾摩莎考察報告》稱「Hakkas是中國南方一個特殊社會等級

成員的後裔，被人瞧不起，其中一大群在中國剛開始殖民時，逃難到福爾

摩沙」；39柯勒（Arthur Corner）40表示Hakkalis是「遷徙的民族，散居在整

35　“Notices of Modern China,” The Chinese Repository 4 (1835.5-1836.4), pp. 496-497.

36　William Campbell, Sketches from Formosa (Taipei: Ch’eng Wen Publishing Company, 1972; Original edition 
published Marshall Brothers, Ltd., 1915), p. 249; Campbell著，阮宗興譯，《素描福爾摩沙：甘為霖臺灣筆記》

（臺北：前衛出版社，2009年），頁239。

37　Reginald Kann著，鄭順德譯，《福爾摩莎考察報告》（臺北：中研院臺史所籌備處，2001年重印1905年
版），頁63、227。

38　Hellmuth Panchow, “Die Bevölkerung Formosas,” [The Population of Formosa],in “Annotated bibliography of 
19th Century German articles concerning Taiwan (Formosa),” Compiled by Douglas Fix, With summaries by Tina 
Schneider, Formosa Nineteenth Century Images: hap://cdm.reed.edu/cdm4/document.php?CISOROOT=%2Fformosa
&CISOPTR=1555&REC=1&CISOBOX=reclus(14th May, 2014), p. 62.

39　Kann著，鄭順德譯，《福爾摩莎考察報告》，頁63、227。

40　柯勒（Arthur Corner）為1位住在廈門的英國商人，於1874-1876年間抵臺旅行，前後至少三回。第一回在

1874年，由打狗前往屏東三地鄉社口一帶；第2回在1876年2月，由臺南走到淡水；第3回由北而南，走訪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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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大陸，尤其是廣東省南部」。41瓦伯格（Otto Warburg）42則形容Hakkas

「起源神祕，且多災多難」；43李仙德（C. W. Le Gendre）44言Hakkas「是

廣東省內長期被迫害但很勤奮的一個種族，很早以前，被廣東本地人從中

國大陸驅離，移居到臺灣」；45萬巴德醫生（Dr. Patrick Manson）46猜測臺

灣的Hakkas是因為在廣東省原鄉與本地人（Punti）發生爭鬥後被驅逐來臺

的；47而在北臺灣傳教的馬偕也曾提及：

Hak-kas，據推測是從中國北部某一族人，移到福建然後又移

到廣東的後裔。臺灣的北部約有10萬人，他們勇敢又健壯，在中國

月潭。有關在臺的旅行紀事，柯勒曾寫下3篇文章，分別發表在英國《皇家地理學會期刊》和《中國旅行教

會公報》上。吳永華，《臺灣動物探險：19世紀西方人在臺灣採集動物的故事》，頁167-170；Harold M. 
Otness, One Thousand Westerners in Taiwan; A Biographical and Bibliographical Dictionary (臺北：中央研究院

臺史所籌備處，1999年)，頁34。

41　Arthur Corner, “A Tour Through Formosa, from South to North,” Proceedings of the Royal Geographical Society of 
London, 22:1 (1878): 59.

42　瓦伯格（Otto Warburg, 1859-1938），德國植物學者，哲學博士。1885-1889年間，在德國皇家地理學會的經

費贊助下，展開了包含臺灣在內的東亞之旅。瓦伯格於1887年的聖誕節期間，從廈門搭船前來淡水，開始他

的福爾摩沙之行。瓦伯格抵臺年代是在1888年1-3月間。吳永華，《臺灣動物探險：十九世紀西方人在臺灣

採集動物的故事》，頁197-199。

43　O. Warburg, “Ueber seine Reisen in Formosa,” in English translation by Tina Schneider. Edited by Douglas 
Fix, “On His Travels in Formosa,” Formosa Nineteenth Century Images: http://cdm.reed.edu/cdm4/document.
php?CISOROOT=/formosa&CISOPTR=686&REC=4 (Retrieved 14th May, 2014), p. 4.

44　李仙德（Charles W. Le Gendre），出生於法國，曾參與美國南北戰爭。1866-1872年間擔任美國駐廈門領

事。1867年來臺，鼓動中國官員發動制裁殺害羅妹船號船員的原住民未果，1868年與必麒麟等人會晤原住

民首領卓杞篤，並與之達成原住民不再傷害漂流於此的西方船難人員之協議。曾將此行經歷寫成報告，於

1871年出版，其中詳述臺灣的資源。1874年鼓動日本出征臺灣。Otness, One Thousand Westerners in Taiwan; 
A Biographical and Bibliographical Dictionary, pp. 97-98. John Shufelt（蘇約翰）著，林淑琴譯，〈李仙得略

傳〉，收入費德廉、蘇約翰主編，羅效德、費德廉譯，《李仙得臺灣紀行》（臺南：國立臺灣歷史博物館，

2013年），頁lxxxvii-cii。

45　C. W. LeGendre, Reports on Amoy and the island of Formosa (Washington: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871), p. 
46.

46　萬巴德醫生（Dr. Patrick Manson），1866年受聘為中國海關醫員（Medical officer）駐打狗（旗後），負責

診療外籍人士及作氣象報告，1871年轉往廈門服務。賴永祥，〈史話229 熱帶醫學之父萬巴德〉，《教會

史話》，第1輯，收入「賴永祥長老史料庫」網站：www.laijohn.com/BOOK3/229.htm（2010年9月21日點

閱）。

47　P. Manson, “A Gossip about Formosa,” China Review, 2:1 (1873), p. 44；劉克襄，《後山探險：十九世紀外國人

在臺灣東海岸的旅行》（臺北：自立晚報社，1992年），頁144-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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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陸和臺灣都為自己力圖發展。48

一小部分人的祖先源自於中國北方的一個部落，他們後來遷

移到廣東省的一些地方，再從那裡橫渡至臺灣。這些人叫做Hak-

kas（strangers），他們具有獨特的生活及語言。49

必麒麟（W. A. Pickering）50以下對Hakka的認知，也明顯係受華南

Hakka概念所影響：

丘陵地、南岬和與原住民相鄰的邊界等地，住著另一種奇特

民族Hak-kas。……幾百年以前，他們的祖先離開北方的老家，前

往中國的南方逃離和發展，占據大半部分的廣東省，因而惹來廣

東本地人的厭惡。大約70年前，Hak-kas和廣東本地人之間發生爭

鬥，使整個廣東省陷入混亂狀態。最後，北京政府派兵救援廣東

人，歐洲人也出兵相助。之後，幾十萬Hak-kas被屠殺，不少人逃

到馬來群島，幾百戶人家也冒險渡海來臺。51

二、方言接近北京官話

除了以上與Hakka遷徙歷史有關的論述之外，英國駐臺副領事郇和另曾

48　Mackay, From Far Formosa: The Island, its Peoples and Missions (Taipei: Ch’eng Wen, 1972), p. 102.

49　Mackay, From Far Formosa, p. 93.

50　必麒麟（William Pickering），曾任新加坡華人護民官，為英國的海外冒險家，1862年任職於中國海關，

1864-1870年間在臺灣旅行，且曾擔任打狗海關官員、安平海關負責人，及英國行天利行（Messrs James & 
Neil MacPhail）和怡和記洋行（Messrs. Elles & Co.）臺灣分店店長等職。約在1863年末或1864年初，必麒麟

經由道明會神父的安排，經過埤頭和東港溪（應是高屏溪），初度訪問臺灣南部的番地。1865年11月與馬雅

各牧師從府城出發，先後訪問了新港社、崗仔林、南化、荖濃、六龜、桃源等地的原住民部落。必麒麟在

臺灣7年之久（1864-1870），後因樟腦事件和健康因素，被迫離開臺灣。Pickering（必麒麟）原著，陳逸君

譯，《歷險福爾摩沙》（臺北：原民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04年），譯述者序；黃郁彬，〈兩眼盯住臺灣的

人──政治探險家必麒麟的賭命生涯〉，收入劉克襄，《探險家在臺灣》，頁31；Campbell著，阮宗興譯，

《素描福爾摩沙：甘為霖臺灣筆記》，頁223。

51　Pickering, Pioneering in Formosa: Recollections of Adventures among Mandarins, Wreckers, & Head-hunting 
Savages (Taipei: Ch’eng-wen Publishing Co., 1972), p.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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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到一個瑯嶠（Lungkeaou）西南方的村莊，其人口主要是「廣東省北方來

的Hakkas，其中一些老人家說著  標準的北京官話」。52

三、暗指 Hakka 非漢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在許多西方人的著述中，雖然不乏將Hakkas視

為漢人的描述。如Panchow言Hakkas是臺灣漢人的組成分子之一。53費雪

（Adolf Fischer）54認為Hakkas是跟野蠻人住得最近的漢人。55另如Herbert 

J.Allen56、Wilhelm Joest、Stöpel等人都直稱「Chinese Hakkas」。57然而，

52　郇和並表示，這個Hakka庄曾保護在臺灣南方海岸失事的Larpent號的船員免於遭受野蠻人的威脅，因此獲

得一封來自荷蘭陸軍上尉的信，以及英國政府豐富的獎賞。Robert Swinhoe, “Additional notes on Formosa,” 
Proceedings of the Royal Geographical Society of London 10:3 (1866), p. 127.

53　Panchow, “Die Bevölkerung Formosas,” in “Annotated bibliography of 19th Century German articles concerning 
Taiwan (Formosa),” (retrieved 14th May, 2014)。

54　費雪（Adolf Fischer, 1856-1914），德國人，1898年2月來臺採訪各地，由基隆上岸後前往臺北、大稻埕、淡

水、艋舺，再南下新竹、苗栗、臺中、埔里等地。接著由基隆搭船前往澎湖，途經安平、臺南、打狗、東

港、枋寮，再由枋寮循山路經利利社、巴塱衛、太麻里抵達臺東卑南，並搭船前往綠島、蘭嶼然後回到基

隆，曾到淡水參觀馬偕所採集收藏的本島動物標本。吳永華，《臺灣動物探險：十九世紀西方人在臺灣採集

動物的故事》，頁268-270。

55　Adolf Fischer, “Formosa.” Kringsjaa 15 (February/March 1900): 241-49, 401-407, in “Annotated bibliography of 
19th Century German articles concerning Taiwan (Formosa),” Compiled by Douglas Fix, With summaries by Tina 
Schneider, Formosa Nineteenth Century Images: hap://cdm.reed.edu/cdm4/document.php?CISOROOT=%2Fformosa
&CISOPTR=1555&REC=1&CISOBOX=reclus (retrieved 14th May, 2014)

56　Herbert J. Allen，1873年起任英國駐淡水領事，曾於1875年與馬偕與李庥牧師進行一次內陸旅行。Otness, One 
Thousand Westerners in Taiwan; A Biographical and Bibliographical Dictionary, p. 3.

57　Herbert J. Allen, “Notes of a Journey through Formosa from Tamsui to Taiwanfu,” Proceedings of the Royal 
Geographical Society of London 21 (1877), pp. 258, 266; Wilhelm Joest, “Beiträge zur Kenntniss der Eingebornen 
der Inseln Formosa und Ceram,” [Contributions to the Knowledge on the Aborigines of the Islands of Formosa and 
Ceram]. Verhandlungen der Berliner Gessellschaft für Anthropologie, Ethnologie und Urgeschichte (1882): 53-76, in 
“Annotated bibliography of 19th Century German articles concerning Taiwan (Formosa),” Compiled by Douglas Fix, 
With summaries by Tina Schneider, Formosa Nineteenth Century Images: hap://cdm.reed.edu/cdm4/document.php?C
ISOROOT=%2Fformosa&CISOPTR=1555&REC=1&CISOBOX=reclus (retrieved 14th May, 2014); K. Th. Stöpel, 
Eine Reise in das Innere der Insel Formosa und die erste Besteigung des Niitakayama (Mount Morrison) [A voyage 
into the interior of the island of Formosa and the first ascent of Niitakayama (Mount Morrison)]. Buenos Aires: 
Compaòia Sud-Americanna de Billetes de Banco, 1905. Stöpel, K. Th. Eine Reise in das Innere der Insel Formosa und 
die erste Besteigung des Niitakayama (Mount Morrison) [A voyage into the interior of the island of Formosa and the 
first ascent of Niitakayama (Mount Morrison)]. Buenos Aires: Compaòia Sud-Americanna de Billetes de Banco, 1905. 
in “Annotated bibliography of 19th Century German articles concerning Taiwan (Formosa),” Compiled by Douglas 
Fix, With summaries by Tina Schneider, Formosa Nineteenth Century Images: hap://cdm.reed.edu/cdm4/document.ph
p?CISOROOT=%2Fformosa&CISOPTR=1555&REC=1&CISOBOX=reclus (retrieved 14th May,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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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有不少19世紀來臺的西方人，在記述時主觀地將Hakkas別於Chinese（漢

人，指閩南移民）之外，而這似乎也是緣於對華南土客衝突廣府人對客方

言人群非漢種貶抑之辭的影響。如E. Raoul將臺灣的人種分成negritos（矮

小黑人）、savages（野蠻人）、Pepohoans（平埔番）、Chinese（漢人）、

Hakkas五類。58或如Le Gendre走訪後壠（Oulan）東邊山腳的田地時，指出

那些土地的主人是Hakkas「雖然他們刮鬍子、留辮子，並過著漢人般的生

活，但他們大都不理會漢人的法規」。59Le Monnier談到：

Hakka是接近文明的部族，雖然臺灣的漢人認為他們是非我族

類。由於Hakka和半野蠻的原住民住得很近，並和他們通婚，採用

很多當地的習俗，因此和漢人幾乎不像了。60

Paul Ibis曾於1877年走訪六龜里（Lakuli），因此對當地Hakka的外貌特

徵、婦女及生業方式有清楚的描述，但顯然他也將Hakka別於Chinese之外：

在更高處，尤其是在最高的山區，我遇到一群特殊的人，既

不像漢人也不像原住民，漢人稱他們為Hakka。他們的外表不像蒙

古人也不像馬來人，甚至會誤認他們是吉普賽人，或誤以為他們屬

於一個印歐語系的種族。另外一個可能比較正確的說法，說他們是

58　E. Raoul, Les gages nécessaires: Yun-nan, estuaire du Yang-tse, Hainan, Formose. Première Partie, Formose [The 
necessary sacrifices: Yunan, estuary of the Yang-tse, Hainan, Formosa. Part 1, Formosa]. Paris: Challamel ainé, 
1885. Summary by Amy Heneveld, in “Annotated Bibliography of 19th Century French Articles Concerning Taiwan 
(Formosa),” Compiled by Douglas Fix, With summaries by Amy Heneveld, Formosa Nineteenth Century Images: 
http://cdm.reed.edu/cdm4/document.php?CISOROOT=/formosa&CISOPTR=1623&REC=2 (Retrieved 14th May, 
2014)。

59　LeGendre, Reports on Amoy and the island of Formosa, p. 46.

60　Franz Ritter von. Le Monnier, “Die Insel Formosa,” [The island Formosa]. Deutsche Rundschau für Geographie und 
Statistik 7:3 (1884): 97-103, 106-108; 7:5 (1885): 210-221, in “Annotated bibliography of 19th Century German 
articles concerning Taiwan (Formosa),” Compiled by Douglas Fix, With summaries by Tina Schneider, Formosa 
Nineteenth Century Images: hap://cdm.reed.edu/cdm4/document.php?CISOROOT=%2Fformosa&CISOPTR=1555&
REC=1&CISOBOX=reclus (retrieved 14th May, 2014), p.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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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中國山區的原住民，很久以前和廣東人一起來到臺灣。哪一個見

解是正確的很難斷定，因為客家人在生活方式和漢人（Chinese）

一模ㄧ樣了，他們忘記他們的語言，也不知道自己的歷史……。

Hakka大多體格強壯，比漢人和馬來人皮膚還黑。他們的臉形是橢

圓形的，額高，鼻子筆直平坦。雙唇薄而不厚，嘴巴不大。眉毛、

睫毛、鬍鬚濃密。二十歲的男子已經留個莊嚴的小鬍子了。下巴和

嘴部的鬍子很勤勞地剃乾淨。他們的表情精力充沛、通情達理，態

度嚴肅、高尚安靜，如同一位真正的印地安人。61

綜上觀之，西方人的記述中比較少清楚地將說閩南方言的福老另外標

示，多以Chinese稱之，如此一來，常常被另外提及的Hakkas與漢人身分

間的關係，就顯得曖昧而尷尬。自北方南來的遷移史、方言近官話，甚或

Hakka為非漢的說法，都是19世紀中葉後西方人對華南Hakka的片面理解，

也因此被投射在來臺西方人看待臺灣Hakka的視角之中。

肆、19 世紀西方人對臺灣 Hakka 的認識之二：

在地觀察的臺灣 Hakka 像

19世紀來臺的西方人記述中，除了前述可能直接受華南Hakka認知影響

的理解外，對於在臺漢人，其實有著比清代官員較為貼近實情的人群分類

認知，以及許多對於臺島Hakka實地走訪後的在地觀察。以下分述之。

61　Paul Ibis, “Auf Formosa: Ethnographische Wanderungen,” [On Formosa: Ethnographic Travels], in Christian Buss
譯，Douglas Fix編輯，“On Formosa: Ethnographic travels of Paul Ibis,” Formosa Nineteenth Century Images: 
http://cdm.reed.edu/cdm4/document.php?CISOROOT=/formosa&CISOPTR=1306&REC=8  (retrieved 14th May, 
2014), p.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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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臺灣漢人方言群分類

在現代族群分類概念未興起之前，籍貫一直是古老中國對人群分類的

主要原則。對於一個幅員廣袤的帝國而言，移民來自何屬是重要的，他的

方音則未必。然而究其實，清代來臺的閩粵移民之中，若就方言群與省籍

來分界，呈現的是兩條交錯的界線，藉此可以分隔出四個不同組合的人群

屬性，即以漳泉移民為主的閩省閩南方言移民、以汀州移民為主的閩省客

方言移民、以嘉應州移民為主的粵省客方言移民，及潮惠沿岸的粵省閩南

方言移民。62

雖然來臺漢人的人群屬性存在一定的複雜性，但就清帝國及其官員而

言，對來臺漢人的分類多依省籍或州府為界線，所以在文獻中常可看到

「粵與漳、泉又名為三籍，各分氣類」之類的記載，63雖然偶有如《安平縣

雜記》清楚表示，近山客莊之粵人「語音獨別，均是潮、惠鄉譯」，64或

有不少文獻在提及分類械鬥時，常有「閩潮合」、「汀附粵」等跨省界方

言認同的記載，但能透析省籍與方言界線交錯下的人群分類實態者，除了

康熙末年閩浙總督覺羅滿保〈題義民效力議效疏〉65外，仍屬少見。職是之

故，我們似乎很難從清代相關的中文文獻中理解省籍與方言界線交錯下人

群的分類模式為何？而19世紀中葉後來臺的西方人對Hakka的相關記述，卻

能讓我們更深入了解清代臺灣漢人的分類實態。

19世紀中葉以後來臺的西方人，多認為臺灣漢人主要是Hok-los、Hak-

62　林正慧，〈閩粵？福客？清代臺灣漢人族群關係新探──以屏東平原為例〉，《國史館學術集刊》，第6期
（2005年9月），頁1-60。

63　卞寶第，〈閩嶠輶軒錄〉，收入臺灣銀行經濟研究室編，《臺灣輿地彙鈔》，臺灣文獻叢刊第216種［以下

簡稱文叢］（臺北：臺灣銀行經濟研究室，1965年）。清代臺灣相關文獻中，此類記載相當多，諸如「漳

人與泉、粵民人，素分氣類」、「閩、廣之人，各分氣類」，不勝枚舉。〈兵部「為內閣抄出將軍公福康安

等奏」移會〉，收入臺灣銀行經濟研究室編，《臺案彙錄庚集》，文叢第200種（臺北：臺灣銀行經濟研究

室，1964年），頁167；《平臺紀事本末》，文叢第16種（臺北：臺灣銀行經濟研究室，1958年），頁1。

64　臺灣銀行經濟研究室編，《安平縣雜記》，文叢第52種（臺北：臺灣銀行經濟研究室，1959年），頁9。

65　覺羅滿保的奏文顯示，清代康熙末年的下淡水地區，人群呈現同方言人群的跨省結合。覺羅滿保，〈題義民

效力議效疏〉，收於王瑛曾，《重修鳳山縣志》，文叢第146種（臺北：臺灣銀行經濟研究室，1962年重刊

1764年版），頁343-3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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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as二類，即以方言為別分為福老與客家，此與官方文獻以籍別為閩、粵移

民相當不同。如1873年來臺的史蒂瑞（Joseph Beal Steere）66曾言，「外國

傳教士在福爾摩沙傳道時，所使用的是廈門的方言，他們不只在漢人中間

使用這種方言，也在原住民之中使用」。67換言之，19世紀中葉後來臺西方

人所接觸到的漢人，除了他們眼中的Hakka外，就是人數更多的說著閩南方

言的漢人。

來臺西方人能夠清楚地辨別福老或Hakka的不同，係因Hakka就是在廣

東省內與廣府、福老各方言群的爭持中生成的方言人群語詞，加上西方人

對於漢語各方言的差異感受較為直接而深刻。如必麒麟言，「中國是一個

龐大的帝國，由數十個省份組成，各省人民使用不同的方言，其語言相異

的程度，仿如法語和德語或英語與西班牙語」。68馬偕曾表示，「不同的環

境會造成不同的語言，臺灣各地漢人的語言也有類似的變化。大陸的漢人

和臺灣的漢人，很容易就能辨認出來」。69甘為霖亦表示，臺灣Hakka的方

言，和福爾摩沙其他漢人所說的語言相當不同。70

在以方言識別臺灣漢人的同時，少數西方人的記述資料顯示，已有人

能夠了解不同方言人群的跨省分布現象。如必麒麟曾言：

西部沿岸和從北到南的整個沖積平原，都由來自中國福建省

的移民們居住著，他們說的是歐洲人所謂廈門話的一些變體。除掉

66　史蒂瑞（Joseph Beal Steere, 1842-1940），曾為美國密西根大學動物學教授，1873年l0月初，以「美國密西

根博物館自然史採集員」的身分，經由香港、廈門，抵達打狗。之後在甘為霖牧師和英國駐打狗海關代理幫

辦T. L. Bullock的陪同下，由臺南北上，前往嘉義、日月潭、埔里、霧社、彰化等地進行採集工作，停留近

三個月；然後經苗栗、新竹、大溪，抵達淡水，拜會馬偕牧師。1874年3月16日，從打狗南下，經過鳳山、

潮州，抵達萬金庄、大武山區採集。同年6月離臺，前往菲律賓。Steere原著，林弘宣譯，《福爾摩沙及其住

民：19世紀美國博物學家的臺灣調查筆記》；吳永華，《臺灣特有植物發現史》（臺北：晨星，2006年），

頁43。

67　Steere, Formosa and Its Inhabitants, p. 164.

68　Pickering, Pioneering in Formosa, p. 50; 陳逸君譯，《歷險福爾摩沙》，頁61。

69　Mackay, From Far Formosa, p. 98; 林晚生譯，《福爾摩沙紀事：馬偕臺灣回憶錄》，頁92。

70　Campbell, Sketches from Formosa, p. 55; Campbell, An Account of Missionary Success in the Island of Formosa, p. 
4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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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東北部的潮州府之外，中國其他各省的人完全聽不懂這種話。這

些移民叫作「福老人」（Hok-los）。71

顯示必麒麟清楚地了解福老語群的分布是跨閩粵二省。而這也意味

著，不同於官方文獻皆以行政區劃分類人群，來臺西方人以其親身接觸聽

聞的語音來辨別漢人。

對19世紀帶著華南Hakka認知來臺的西方人而言，知道粵省內存在福老

語群，進而了解福老語群的跨省分布，似乎不是太難的問題。比較困難的

應該是跨出粵省之外，他們是否知道閩省內存在客方言群。這個部分，史

蒂瑞的記述資料裡留下了與此有關的敏銳觀察。史蒂瑞1876年曾言，臺灣

的漢人約有三百萬，大部分來自福建省，另有少數被認為來自廣東的Hak-

kas。72但後來史蒂瑞修正了他的說法，表示臺灣許多村落中的Hakkas，原

係分布於廣東省與福建省，但仍被當地的住民視為外來者。73這是19世紀的

西方文獻中，少見地不把臺灣的Hakkas僅視為廣東省移民者的觀察。

此外，來臺西方人的記述資料也顯示，Hakka並非臺島漢人慣用的稱

呼，無論是他稱或自稱。如必麒麟提到臺灣的Hak-kas時，表示「他們自

稱為客人（strangers），或如福老人（Hok-los）稱之為「客人」（Kheh-

lang）」；74或如史蒂瑞言Hakkas的「村落與其他中國漢人有些距離，被稱

為ke-lang（客人），或自己稱為「客人」（strangers）」；75萬巴德醫生亦

曾言「Hakkas──或如福建方言（Fokien dialect）稱之為Khaelang──人口

並不多，卻未為其他族同化，仍保有自己的語言，特殊的衣著與習性」。76

71　Pickering, Pioneering in Formosa, p. 66.

72　Steere, “Formosa,”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Geographical Society of New York, 6 (1876), p. 317.

73　Steere, Formosa and Its Inhabitants, p. 125.

74　Pickering, Pioneering in Formosa, p. 67.

75　Steere, “Steere’s Letter from Formosa,” http://cdm.reed.edu/cdm4/document.php?CISOROOT=%2Fformosa&CISO
PTR=642&REC=19&CISOBOX=ke- (retrieved 14th May, 2014), p. 20.

76　Manson, “A Gossip about Formosa,” p. 44；劉克襄，《後山探險：19世紀外國人在臺灣東海岸的旅行》，頁

144-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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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以上幾則例證可知，雖然19世紀中葉後來臺的西方人在提到臺灣的客方言

人群時，皆已一律稱之為Hakkas，但Hakka稱謂其實不是在地用語，島內漢

人可能甚至未曾聽聞，因為當時臺島的客方言人群是被另一個方言人群以閩

南方言拼音的Kheh-lang、Khaelang或Ke-lang（皆即「客人」之意）稱之。

若我們進一步參考民間文書資料，可以發現，以上所述19世紀西方人

觀察到的「客人」稱謂，其實應是清代臺灣民間沿用已久的習慣用語。如

〈臺南從軍義民紀略〉言「客人者，廣東嘉平鎮三州邑僑寓之人也，先是

臺灣，明亡鄭氏據有其地，康熙初始入版圖，內地流人僑寓者閩人謂之犵

狫，粵人謂之客人」，77或如道光年間一件民間古文書中，將「淡屬客人」

與「全淡粵人」並稱，78顯示出至遲到了乾隆末年，除了官方慣用的閩、粵

稱謂外，臺灣民間已存在另一種對人群的分類，互稱為客人與福老。以上

文獻與上述西方人記述相互參補，可清楚地了解，「客人」一詞應為清代

臺灣民間慣用的人群稱謂。

二、對臺島 Hakka 的在地觀察

關於19世紀中葉後來臺的西方人對於臺島Hakka的在地觀察，以下略以

Hakka的分布、生業方式、族群關係、天性風俗、對西方宗教的態度等面向

歸納說明之。

（一）分布

對於臺灣Hakka的分布，甘為霖牧師提到「主要分布於鳳山縣，及彰

化、竹塹的一部分」。79必麒麟則表示Hak-kas「在較低山脈之間的鄉村、

南角，以及在野人地區之邊界的各處地方」。80

許多來臺遊歷的西方人常會提到走訪過的Hakka聚落，若稍加整理，在

臺灣北部，有如甘為霖提到中壢（Tiong-lek）的居民「大多是來自福建的

77　〈臺南從軍義民紀略〉，《廣東文徵》（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78年），頁239-242。

78　黃榮洛，〈有關清代閩粵械鬥的一件民間古文書〉，《臺灣風物》，第40卷第4期（1990年12月），頁143。

79　Campbell, An Account of Missionary Success in the Island of Formosa (Taipei: Ch’eng Wen Publishing Company, 
1972), p. 441.

80　Pickering, Pioneering in Formosa, p.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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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人，只有少數是原住民和來自廣東的Hakkas」；81馬偕提到霄裡（Siau-

li）「那裡的居民稱為客家人」。82此外並言「Hakkas大多住在新竹（Sin-

tiak）和苗栗（Biau-lek）」。83史蒂瑞則提到「我們經過數個村莊與有圍

牆的竹塹市（Tek-cham），大部分的人口為Hakkas」84；甘為霖提到，貓

裡（Ba-nih，今苗栗）「是個忙碌的市鎮，當地的居民大多是Hakka」。85

往近山一帶走去，馬偕提到，從竹塹往山區去約十哩遠處，有個稱為月眉

（Geh-bai）的Hakka村落；86必麒麟則曾走訪一個高山西麓下的Hak-ka聚落

南莊（Lam-tsng）。87

臺灣中部則有甘為霖提到東勢角（Tang-si-kak）「有許多聰明的

Hakka」。88或是臺灣中部靠近岸裡社域附近的大湳（Toalam或Twalam），

是史蒂瑞第一次接觸到臺灣Hakkas的地方：

因為大湳是生番經常前來交易的地方，所以我們希望在這裡

再次碰見生番。雖然福爾摩沙北部有許多Hakkas，但此時卻是我

第一次接觸到Hakkas。89

往楠梓仙溪流域一帶走，Francis White提到山杉林（Sua-sam-la）是個

熟番的村莊，不久就要越過一條河的支流，穿過Hakka定居的地方。90必麒

81　Campbell, Sketches from Formosa, p. 54.

82　Mackay著，王榮昌等譯，《馬偕日記，1871-1901》，I（臺北：玉山社，2012年），頁120-121。

83　Mackay, From Far Formosa, p. 102；林晚生譯，《福爾摩沙紀事：馬偕臺灣回憶錄》，頁95-96。

84　Steere, Formosa and Its Inhabitants, p. 65.

85　Campbell, Sketches from Formosa, p. 55.

86　Mackay, From Far Formosa, p. 157.

87　Pickering, Pioneering in Formosa, p. 118; 陳逸君譯，《歷險福爾摩沙》，頁125。

88　Campbell, Sketches from Formosa, p. 230.

89　Steere, Formosa and Its Inhabitants, p. 63; Steere原著，林弘宣譯，《福爾摩沙及其住民》，頁98。

90　Francis White, “A Visit to the Interior of South Formosa,” The Cycle: A Political and Literary Review 17 
(1870): 198, in Formosa Nineteenth Century Images:http://cdm.reed.edu/cdm4/document.php?CISOROOT=/
formosa&CISOPTR=792&REC=13 (retrieved 14th May,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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麟則提到，他在芒仔社（Banga）時，社人正跟一個叫Lim-ui-tsing的Hakkas

村莊，以及荖濃人打仗。91

如果遊歷的路線再往南前進，曾於1873年來臺的攝影家湯姆生（John 

Thomson）92提到南臺灣的主要居民為福建省民與Hak-kas。93過了當時稱為

下淡水溪的高屏溪，就進入六堆客庄的大本營。必麒麟提到，第1次遇到臺

灣Hakka是在下淡水的阿緱（A-kau）：

在這裡，我們受到埤頭的那位主人的一個親戚的慇懃招待，

他警告我們在經過那個好勇鬥狠的Hak-kas地區時所可能遭遇的危

險。……在群眾之中有幾位Hak-ka婦女，她們經過相當遠的距離來

到這個市集，她們的肩膀上放著一根棍子，挑著一些草和各種家庭

製造品。94

1867年美籍羅妹號船在恆春半島遭難，使得當時的恆春半島成為臺島

西方人的注目焦點。李仙德即提到：

當我們向東方前進時，經過了懸崖，來到Liangkiau的溪谷。

我們很快經過稻田，有漢人的田、Chasiang和Sialiao通婚後代的

91　Pickering, “Among the Savages of Central Formosa, 1866-1867,” The Messenger and Missionary Record of the 
Presbyterian Church of England n.s. 3 (1878), p. 31, in Formosa Nineteenth Century Images: http://cdm.reed.edu/
cdm4/document.php?CISOROOT=/formosa&CISOPTR=851&REC=12 (retrieved 14th May, 2014)。

92　湯姆生（John Thomson，1837-1921），英國蘇格蘭人，攝影家。曾有長達10年（1863-1872）的時間在遠東

地區旅行，其中6年在中國度過，一生中共出了10本書，皆與報導攝影有關，其中6本是描寫中國。1871年3
月湯姆生在廈門巧遇英籍傳教士馬雅各（Dr. James L. Maxwell），即決定隨他到臺灣遊歷。抵臺時，湯姆生

即在馬雅各牧師的陪同下，走訪府城東方山崗教會一帶的平埔族部落，之後往南遊歷靠近山區的荖濃溪、六

龜里一帶，約在5月底之前離開臺灣。湯姆生此行，為臺灣留下許多珍貴影像，也詳盡地記述臺灣的地理環

境、遇見的人種、服裝與居所，以及動物等。Otness, One Thousand Westerners in Taiwan; A Biographical and 
Bibliographical Dictionary, p. 157；王雅倫，《法國珍藏早期臺灣影像：攝影與歷史的對話》（臺北：雄獅圖

書，2006年），頁25-42；Chantal Zheng（白尚德）著，鄭順德譯，《19世紀歐洲人在臺灣》，頁86。

93　J. Thomson, “Notes of a Journey in Southern Formosa,” Journal of the Royal Georaphical Society of London 43 
(1873), p. 100.

94　Pickering, Pioneering in Formosa, p.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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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2：1873年的臺灣南部

資料來源：J. Thomson, “Notes of a Journey in Southern Formosa,” Journal of the Royal Geographical 
Society of London, Vol. 43 (1873), pp. 97-107.

說　　明：圖上紅線為Thomson與Maxwell牧師一行人走過的路線，由臺灣府出發，沿途經過Pao-be
（拔馬）、Balesa（木柵）、Kamana（柑仔林）、Kasanpo（甲仙埔）、Pa ah-liau（匏仔

寮）、La-lung（荖濃）、La-ko-li（六龜里），最後再回到柑仔林之原路返回臺灣府，約

花一個星期的時間。此路線必麒麟、馬雅各及日後的J. D. La Touceh等人都曾描述過，可

說是當時遊歷臺灣的觀光路線。參見呂理政、魏德文編，《經緯福爾摩沙》（臺南：國

立臺灣歷史博物館；南天書局，2006年），頁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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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保力Hakkas的田。95

           圖3：1875年的恆春半島

資料來源：M. Beazeley, “Notes of an overland Journey Through the South Part of Formosa, from Takow to 
the South Cape, in 1875, with an Introductory Sketch of the Island,” Proceedings of the Royal 
Geographical Society and Monthly Record of Geography, New Monthly Series, Vol. 7, No. 1 
(1885).

95　LeGendre, Reports on Amoy and the island of Formosa, p.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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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7年由臺灣南端岬角沿東海岸徒步約100公里前往卑南平原的泰勒

（George Taylor）96提到Shamalee（射麻里）有Hakkas分布，97並且在東部

鄰近排灣部落的Chen-a-mia發現11戶好客的Hakkas，「他們的房子組成方

形，周遭圍有竹柵」。98此外，余饒理（George Ede）99也接觸到了東部的

Hakkas：

沿著河谷到一個叫巴塱衛（Pa-long-ui）的村莊。在那裡他們

看見很多Hakkas的房子，漢人式的，因為土地肥沃，所以Hakkas

定居於此。100

除了Hakka分布的聚落之外，來臺的西方人也注意到Hakka的住地多介

於福老與原住民之間，如史蒂瑞言「Hak-kas主要分布在臺灣北部，且多在

近山接近生番的地區」；101湯姆生言「Hakkas的住地非常靠近生番，且以以

物易物的方式與原住民進行交易」；102李仙德言臺灣的Hakkas「大多定居在

96　泰勒（George Taylor），1887年5月從臺灣最南端的岬角北上，沿東海岸徒步約一百公里，前往卑南平原，隨

行的還有潘文杰與22名排灣族和Hakkas。在泰勒此行之前，西方人對臺灣東部少有記載。此外，與由打狗搭

船，經過南端，直接登岸，再深入卑南平原，或更北的地方宣教的基督教長老教會的李庥牧師（1875）、巴

克禮牧師（1881/04）的觀察紀錄多半局限在北邊不同，泰勒此行的觀察紀錄詳細描述東南部每一處溪流、海

岸河口與部落生活的狀況，被認為是19世紀中葉以後，西方人在臺旅行報告的代表作之一。劉克襄，《後山

探險：19世紀外國人在臺灣東海岸的旅行》，頁80-83。

97　G. Taylor, “A Ramble Through Southern Formosa,” The China Review 16:3 (1888), p. 137；劉克襄，《後山探險：

19世紀外國人在臺灣東海岸的旅行》，頁85。

98　Taylor, “A Ramble Through Southern Formosa,” p. 142；劉克襄，《後山探險：19世紀外國人在臺灣東海岸的

旅行》，頁95-96。

99　余饒理牧師（George Ede），英國長老教會傳教士，1883-1903年間在臺南傳教。Otness, One Thousand 
Westerners in Taiwan; A Biographical and Bibliographical Dictionary, p. 47.

100　G. Kurze, “Missionar G. Edes Reise durch das östliche Formosa,” [Missionary G. Ede’s Travels Through Eastern 
Formosa]. Mitteilungen der Geographischen Gesellschaft (für Thuringen) zu Jena 10 (1891): 22-32; 11 (1892): 
13-21, in “Annotated bibliography of 19th Century German articles concerning Taiwan (Formosa),” Compiled by 
Douglas Fix, With summaries by Tina Schneider, Formosa Nineteenth Century Images: hap://cdm.reed.edu/cdm4/
document.php?CISOROOT=%2Fformosa&CISOPTR=1555&REC=1&CISOBOX=reclus (retrieved 14th May, 
2014), p. 40.

101　Steere, “Formosa,” p. 317.

102　Thomson, China and its People in Early Photographs (New York: Dover Publications, Inc., 1982), vol. I., Plate XXI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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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著好客部族的平原和住著漢人的海岸之間」103；萬巴德醫生言，從屏東平

原往山裡走去，先「進入Hakka的鄉野，之後是平埔族，再過去則是山區土

著」。104

以上這些觀察，其實在清代中文文獻中也可以看到類似的記載。如林

豪《東瀛紀事》中言，「臺灣大勢，海口多泉，內山多漳，再入與生番毗

連則為粵籍人。」105吳子光《臺灣紀事》中言「至臺地人民，籍有閩、粵。

閩莊多依海堧，粵莊多近山而貧。故設隘禦番之舉、出險亨屯之役，粵民

頗有得力處」106。或如洪棄生《寄鶴齋選集》中言「臺灣之地，閩民居近

海、粵民居近山，而土番居深山。閩民日推廣，則粵民日深入；粵民日深

入，則土番日遠徙。」107顯示客方言人群位處於福老與原住民間的分布現

象，是清代臺灣顯著的聚落特徵，因此在中、西文獻中皆可看到許多類似

的記載。

綜觀19世紀來臺西方人對Hakka分布的描述，多偏重於中北部或恆春半

島，對於清代中文文獻中留下諸多記述的南部Hakka大本營的六堆地區甚少

提及。108

（二）生業方式

19世紀來臺西方人在提及Hakka生業方式時，最常被提及的是重視

農耕。如Panchow即言「Hakkas主要從事農業」；109萬巴德醫生亦言：

103　LeGendre, Reports on Amoy and the island of Formosa, p. 43.

104　Manson, “A Gossip about Formosa,” p. 44.

105　林豪，〈鹿港防勦始末〉，《東瀛紀事》，文叢第8種（臺北：臺灣銀行經濟研究室，1965年），頁16。

106　吳子光，《臺灣紀事》，文叢第36種（臺北：臺灣銀行經濟研究室，1959年重刊1875年版），頁79。

107　洪棄生，《寄鶴齋選集》，文叢第304種（臺北：臺灣銀行經濟研究室，1972年），頁54。

108　如言「粵民籍隸，百餘年來，生聚保養，丁壯累十數萬．自港西上界抵港東盡處，沿山麓八、九十里．美

壤膏腴，悉被占住．地據上游，村莊聯絡，聲息可通．大者幾萬戶，小亦不下三、兩千」。盧德嘉，《鳳

山縣采訪冊》，文叢第73種（臺北：臺灣銀行經濟研究室，1960年），頁433。或言「南路淡水三十三莊，

皆粵民墾耕。」劉良璧，《重修福建臺灣府志》，文叢第74種（臺北：臺灣銀行經濟研究室，1961年），

頁498。「鳳山所屬山猪毛係東港上游粵民一百餘莊」，臺灣銀行經濟研究室編，《福建通志臺灣府》，文

叢第84種（臺北：臺灣銀行經濟研究室，1960年），頁1009。

109　Panchow, “Die Bevölkerung Formosas,” in “Annotated bibliography of 19th Century German articles concerning 
Taiwan (Formosa),” (retrieved 14th May,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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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kkas和其他鄰居一樣務農，但能力更強」。110Allen提到，1875年11月

從北部的淡水出發，在艋舺留宿一夜之後再往南走，途中經過經過由廣東

省移民來的Hakka村莊，「田地主要種植稻米和蔗糖，生活好像過得十分富

裕」。111李仙德提及恆春半島一帶的Hakkas時表示：

他們從事交易和耕種，他們靈活運用知識促進農業。漢人和

平埔番在這方面較不專業，而原住民則更是完全不行。他們很多農

田散布在河谷中，但他們主要在保力耕種。112

泰勒則提到東部鄰近排灣部落的Chen-a-mia發現11戶好客的Hakkas，

「山谷附近平原伸展約一里，都栽種稻米，看來十分迷人」。113

對於當時臺島Hakka的生業方式，除了種植米、糖之外，來臺西方人

另外也特別提到樟腦和石油。如陶德（John Dodd）114說，「說到茶葉、木

炭，甚至樟腦，不得不歸功於Hakka Hillmen（山區客家人）」。115《福爾

摩莎考察報告》中也有提及Hakka與樟腦的關係：

他們大部分住在原住民邊界的鄰近地區，尤其是在苗栗廳和

南投廳，絕大部份開採樟樹的工人都是客家人。116

110　Manson, “A Gossip about Formosa,” p. 44.

111　Allen, “Notes of a journey through Formosa from Tamsui to Taiwanfu,” pp. 258, 261.

112　LeGendre, “The Country from Pong-lee to Kwa-liang Bay. The murder of the "Rover's" crew. British and American 
expeditions against the aboriginal tribes of Southern Formosa.” Foreign Adventurers and the Aborigines of Southern 
Taiwan, 1867-1874 (臺北：中研院臺史所，2005年重刊1874年版）, pp. 69-85.

113　Taylor, “A Ramble Through Southern Formosa,” p. 142；劉克襄，《後山探險：19世紀外國人在臺灣東海岸的

旅行》，頁95-96。

114　陶德在北臺定居長達26年（1864-1890），足跡遍及北臺東、西岸，以及廣泛的泰雅族區域。參見陳政三，

《翱翔福爾摩沙：英國外交官郇和晚清臺灣紀行》，頁75。

115　John Dodd, Journal of a Blockaded Resident in North Fomosa (Taipei: Ch’eng Wen Publishing, 1972), p. 154; 
Dodd著，陳政三譯，《泡茶走西仔反：清法戰爭臺灣外記》（臺北：臺灣書局，2007年），頁124。

116　Kann著，鄭順德譯，《福爾摩莎考察報告》，頁63、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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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威令醫生（W. Wykeham Myers）117亦言：

我們必須理解的是，絕大部分的樟樹是位於原住民領地，屬

於清朝政府控制的區域，因此只能藉由與原住民保持友好關係的

Hakkas 和邊疆的一半社會的合作，才可以買到位於野蠻人領地的

樟樹。118

李仙德也曾表示臺灣的樟腦要歸功「Hakkas的勤奮努力」。119他還進

一步提到在後壠（Oulan）東邊的山腳下，「看到很多田地，種了大量的煙

草、馬鈴薯、甘蔗，另外有很多樟腦蒸餾火爐正在運作」，120並對Hakkas煉

製樟腦的過程，詳細說明：

臺灣中部的Hakkas花費大量時間生產樟腦。生產過程非常簡

單。……，他們將樟腦樹切成小塊，每塊約1/4英吋厚，3英吋長，

並將其放置在陶器中，伴隨很多水蒸氣。水氣滲透進樟腦樹，並與

樹脂結合，之後將這些放入一個大的冷凝器，當遇見冷空氣時，樟

腦就會轉換成結晶體。121

臺灣的石油據說是陶德發現的，而地點就在Hakkas分布區域。李仙德

提到：

117　梅威令（W. Wykeham Myers）醫生，曾任旗后醫館醫師，之後在臺南募款建慕德醫院（David Manson 
Memorial Hospital），在院內推動醫學教育。Otness, One Thousand Westerners in Taiwan; A Biographical and 
Bibliographical Dictionary, p. 120.

118　W. Wykeham Myers, “An Historical and General Memorandum on the Camphor-trade in Formosa from 1868-
1895,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Foreign Relations therewith,” Natives of Formosa, British Reoports of the Taiwan 
indigenous People, 1650-1950 (臺北：順益臺灣原住民博物館，2001年)，pp. 190-200.

119　LeGendre, Reports on Amoy and the island of Formosa, p. 46.

120　LeGendre, Reports on Amoy and the island of Formosa, p. 46.

121　LeGendre, Reports on Amoy and the island of Formosa, p.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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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8年，山脈的煤礦就是在「基隆沙岩」發現的。這種油從

山腳的裂縫流出來，Hakkas用大木桶來接，並等它沉澱。

並言，當地居民將此油用於照明，或用於治療瘀青和受傷。122

此外，西方人也注意到，南臺灣的Hakka在武器製造上的能力。如李仙

德言，Hakkas在保力不僅有火藥倉庫，也有小規模的製造槍枝或鍛造竹製

弓箭上金屬的手工業，將之賣給附近的原住民。123萬巴德醫生亦言：Hakkas

「也造槍與刀矛給土著，任何人若熟悉這塊土地，不難體會他們物盡其用

的才能」。124

（三）族群關係

許多來臺西方人察覺到了臺島的福老與Hakka關係不睦。如Elisée 

Reclus提到「Hakka和其他從大陸來的移民，來到新的地方仍然繼續爭

吵」。125此外，對於Hakka在臺灣中北部散居福老之間的情形，馬偕注意到

新竹、苗栗一帶Hakka方言可能流失的情形：

他們大多住在新竹和苗栗的城鎮和鄉間，是漢人與原住民交

界地的開拓者。他們說的是廣東的一種方言，但是年輕一代都學福

老話，因此將來客家話恐怕會消失掉。126

而臺灣中北部的Hakkas與原住民的相處情形，陶德有較多的相關記

述：

122　LeGendre, Reports on Amoy and the island of Formosa, p. 41.

123　LeGendre, “The Country from Pong-lee to Kwa-liang Bay. The murder of the "Rover's" crew. British and American 
expeditions against the aboriginal tribes of Southern Formosa,” pp. 69-85.

124　Manson, “A Gossip about Formosa,” p. 44.

125　Elisée Reclus, “Formosa,” The Earth and Its Inhabitants, Asia. Vol. II, East Asia: Chinese Empire, Corea, and 
Japan, Edited by A. H. Keane (New York: D. Appleton, 1884), in Formosa Nineteenth Century Images: http://cdm.
reed.edu/cdm4/document.php?CISOROOT=/formosa&CISOPTR=649&REC=12 (retrieved 14th May, 2014), p. 3.

126　Mackay, From Far Formosa, p. 102; 林晚生譯，《福爾摩沙紀事：馬偕臺灣回憶錄》，頁96。



139

19世紀西方人眼中的臺灣Hakka

他們在山區落地生根，逐漸開發蠻荒之地，經過一、二代，

也漸染半野蠻的習性。他們的勢力壓過山區原住民，據山為王，成

為原、漢仲介者、緩衝器。有的受僱於政府或大地主（當隘丁），

以保護墾戶、佃戶不被原住民出草。127

Hakka是福爾摩沙的開拓先鋒，沿著西海岸山區邊界，與原住

民有頻繁的接觸。他們從廣東南方來臺拓墾，逐漸將原住民趕出

未開發的美麗山林。Hakkas他們戰鬥時像足半個原住民，不論狡

詐、堅強或勇氣方面，都不輸原住民，而且喜著原住民服裝。128

在臺灣南部，Francis White提到，山杉林（Sua-sam-la）的熟番與附

近的Hakkas處於緊張關係，「在田裡工作的人，武器也都放在手可觸及

處」。也提到鄰近的「生番」認為，「只要能得到一個Hakka的頭殼，付出

兩、三天不進食來監視的代價是很值得的」。129

此外，來臺西方人也注意到，恆春半島的Hakka與「生番」存在通婚與

交易的密切關係。李仙德曾言，恆春半島一半的Hakkas在漢人與原住民之

間，具有雙重聯盟的身分，130並這麼形容當地的Hakka：

他們很快和原住民有密切的往來，並為原住民取得外國或中

國製的武器、火藥、彈丸、衣服，以及銅和銀的裝飾品、鹽，原住

民則回報以鹿角、熊皮、豹皮、獸皮、乾鹿肉、薑、鳳梨、麻布

衣、樟腦（他們開始大量生產）。他們之間的關係奠基在互惠原

則，雖已非常堅固，但之後關係更加長遠，因為Hakka娶了原住民

127　Dodd, Journal of a Blockaded Resident in North Formosa, p. 154.

128　Dodd, Journal of a Blockaded Resident in North Formosa, p. 22.

129　White, “A Visit to the Interior of South Formosa,” p. 198；費德廉、羅效德編譯，《看見19世紀臺灣──14位
西方旅行者的福爾摩沙故事》（臺北：大雁文化，2006年），頁67-71。

130　LeGendre, “Adventures of Messrs. Pickering and Horn in Southern Formosa, in search of the remains of Mrs. And 
Captain Hunt,” Foreign Adventurers and the Aborigines of Southern Taiwan, 1867-1874, pp. 93-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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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女子，並繼承大量山丘的土地。131

必麒麟則提到：

Hakkas逐步向野蠻人蠶食，又同時跟平埔番與福老（Hok-

los，即廈門的漢人）打仗。Hakkas娶生番部落的婦女為妻，給部

落間引進許多奢侈品與需求，而逐漸影響到他們儉樸又耐勞的習

性。132

這些西方人的實地觀察，無疑是十分貼近事實的。據近年的相關研

究，可知恆春原屬「瑯嶠十八社」地盤，當地客家人與原住民關係甚為密

切，福老人與原住民的關係卻極其對立。恆春地區由於族群移墾條件不

同，有不同的族群合縱連橫策略，客家與原住民聯盟以對抗福老人，是臺

灣其他地區所罕見的現象。133

（四）信教態度

由目前已有的記述資料來看，清代臺灣Hakka似乎傾向反教。就新教而

言，馬偕在中北部Hakka聚落的傳教較有收穫，在客庄地區創立中壢、獅

潭、月眉和苗栗等四間教會。134馬偕曾提到月眉接受信仰的情形：

從竹塹往山區約十哩處，有個稱為月眉的客家村落，我們是

由數個到竹塹市參加禮拜的Hak-kas帶到這裡的。……位於丘陵高

地的這間Hak-ka村落的教會，是個很興旺又自立的教會。135

131　LeGendre, Reports on Amoy and the island of Formosa, p. 46.

132　Pickering, “Among the Savages of Central Formosa, 1866-1867,” p. 31.

133　黃啟仁，〈恆春地區客家二次移民之研究──以保力村為例〉（臺南：臺南大學臺灣文化研究所碩士論

文，2007年），頁25-27。

134　David J. Bosch，〈風起雲湧：歷史的啟示〉，收入曾政忠、邱善雄等著，《客家宣教新浪潮：在所定的日

子，達到倍加》（臺北：中華福音神學院，2008年），頁74。

135　Mackay, From Far Formosa, p. 157; 林晚生譯，《福爾摩沙紀事：馬偕臺灣回憶錄》，頁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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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教在中部的傳布，甘為霖牧師提到，李豹（Li Pa）在Hakka居住的東

勢角傳教，「在那裡賣掉了119本小冊子，其中有一個富裕的人買了54本，

要送給他的親朋好友」，136顯示傳教稍有進展。

新教在南部的傳教，是由李庥牧師於1875年開創了第一個Hakka教會

（南岸教會），後來由於信教人數平平，根基不固，乃於1894年遷至建功

庄，但直至清治結束，傳教成果一直無法有所進展。137甘為霖牧師曾提到，

他們原本打算在下淡水地區六堆客庄興建教堂，但引發當地村民的不滿，

因此在一次路經該地時，為避免正面衝突而趕緊折返逃離。138並言：

我們一直希望能定期在那個地區傳教，但是當地桀驁難馴

的Hakka讓我們的努力落空，並且不許族人參與基督教的禮拜聚

會。139

1885年嘗試在六堆聚落內的二崙開設教會的巴克禮牧師，則曾遭到

當地Hakka攻擊，而發生遭潑糞的衝突事件，被稱為傳教史上的「二崙事

件」。140

天主教的部分，天主教傳入屏東平原的萬金，主要是以平埔族為主要

對象，即如唐贊袞〈洋人引誘社番入教〉中所言，附近「閩、潮、粵莊之

人，均不信從入教。」141由於清代下淡水地區的客方言人群在經濟能力、教

育程度、社會地位或政治實力上，形成一個相對強勢的族群，而平埔族聚

136　Campbell, Sketches from Formosa, p. 230; Campbell著，阮宗興譯，《素描福爾摩沙：甘為霖臺灣筆記》，頁

218。

137 賴永祥，〈史話155 竹仔腳教會起源〉、〈史話427 南岸客庄設教緣由〉、〈史話428 南岸教會史事補

述〉、〈史話429 從南岸遷去建功庄〉，《教會史話》，收入「賴永祥長老史料庫」網站：www.laijohn.com
（2010年9月21日點閱）。

138　Campbell, Sketches from Formosa, p. 130; 阮宗興譯，《素描福爾摩沙：甘為霖臺灣筆記》，頁121。

139　Campbell, Sketches from Formosa, p. 145.

140 吳學明，《近代長老教會來臺的西方傳教士》（臺北：日創社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07年），頁97-98；
Edward Band著，詹正義編譯，《巴克禮博士與臺灣》（臺北： 長青文化，1976年），頁51-58。

141　唐贊袞，〈洋人引誘社番入教〉，《臺陽見聞錄》，頁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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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在不適耕的貧瘠土地上，傾向福老化，加上彼此信仰不合，使萬金的平

埔族與客家在清代幾乎以械鬥為主。142是以當地客家人對站在敵對陣營的天

主教會，一開始的接觸就是衝突不斷。也因此當地天主教神父對Hakka相關

的記述皆十分負面，常在往來書函中慨嘆當地Hakka之冥頑不靈：

客家人是臺灣老百姓中最大膽無禮的，也是我們的致命對

頭，他們捏造各種謠言，說服臺南的官吏，公布了一道法令，使我

們的傳教工作陷入極大困境，可以說是全島基督徒的喪鐘。143

……經過一些對我們懷有敵意的村莊，真希望有一天能向那

兒的居民傳布福音。144

為此，基督徒必須加倍小心，如果他要到溝仔墘──漢人、

客家人大本營，就得提高警覺，否則，一定會遭遇不幸。145

雖然史蒂瑞曾經表示，漢人來臺後由於所受到的傳統家族束縛大大減

少，因此較容易接受全新的信仰，146但這顯然並不包括臺灣的客方言人群。

如上所述，就新教而言，各地Hakka似乎有不同的接受態度，而北部的馬

偕，即使意識到客家可能同化於福老，或因受限於人力物力，其向客家地

區宣教的成果也相當有限。

西方宗教未能在清領臺時期於Hakka聚落獲得支持，另一個重要原因，

或是因為長老教會或天主教會皆無心積極學習客語向客家地區傳教。即如

甘為霖所言：

142 黃子寧，〈天主教在屏東萬金的生根發展（1861-1962）〉（臺北：臺灣大學歷史研究所碩士論文，2004
年），頁139-140。

143　Pablo Fernandez原著，黃德寬譯，《天主教在臺開教記：道明會士的百年耕耘》（臺北：光啟文化事業，

2003年），頁69。

144　Fernandez原著，黃德寬譯，《天主教在臺開教記》，頁54。

145　Fernandez原著，黃德寬譯，《天主教在臺開教記》，頁64。

146　Steere, Formosa and Its Inhabitants, p. 162；Steere原著，林弘宣譯，《福爾摩沙及其住民》，頁258-2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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令人遺憾的是，到目前為止，本島上仍沒有傳教士能夠學會

客語。Hakkas之間充滿了傳福音的機會，希望我們在不久之內得

以掌握這些契機。147

雖然甘為霖如此期許，但臺島的客家福音運動，一直被認為是塊難耕

的硬土，長期受一般基督徒的忽略。148

（五）風俗天性

19世紀來臺西方人對於Hakka風俗天性的評價，批評贊譽皆有，負面的

說法，如T. F. Hughes認為恆春半島的Hakkas「狡猾、陰謀而貪婪」，149甘

為霖也說「Hakkas是一個有些奸巧、卻富進取心的一群人」。150比較正面的

看法，則如Panchow認為，Hakkas與其他漢人不同，是喜愛自由的人群，過

著更簡單而自在的生活，並且喜愛唱歌。151湯姆生也認為混雜於福建省漢人

之間的Hak-kas「是個吃苦耐勞、勤奮、愛冒險的種族（race）」。152甘為

霖則曾言「這些廣東來的移民是個聰明、繁盛又有奮鬥心的民族」。153《福

爾摩莎考察報告》中則特別提到，「由於不停地與原住民對抗，養成了他

們勇敢的性格，經得起疲勞和貧苦」。154史蒂瑞亦嘗言Hakkas「是能吃苦耐

勞、勤奮的民族，且似乎比一般中國人更勇敢」。155

與臺灣Hakka相關的風俗，讓來臺西方人最為印象深刻的，是Hakka婦

147　Campbell, Sketches from Formosa, pp. 249-250.

148　夏忠堅，〈莊稼已經熟了〉，《客家宣教新浪潮：在所定的日子，達到倍加》，頁13。

149　T. F. Hughes,, “Visit to Tok-e-Tok, chief of the eighteen tribes, southern Formosa,” Proceedings of the Royal 
Geographical Society of London 16 (1872), p. 265.

150　Campbell, Sketches from Formosa, p. 249.

151　Panchow, “Die Bevölkerung Formosas,” in “Annotated bibliography of 19th Century German articles concerning 
Taiwan (Formosa),” (retrieved 14th May, 2014)。

152　Thomson, China and its People in Early Photographs, vol. I., Plate XXIV.

153　Campbell, Sketches from Formosa, p. 55.

154　Kann著，鄭順德譯，《福爾摩莎考察報告》，頁63、227。

155　Steere, “Steere’s Letter from Formosa,” http://cdm.reed.edu/cdm4/document.php?CISOROOT=%2Fformosa&CIS
OPTR=642&REC=19&CISOBOX=ke- (retrieved 14th May, 2014), p.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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女不纏足的現象，因此留下頗多記述資料，如Paul Ibis言Hakka婦女「比漢

人更健美，比例像男人一樣棒，並且她們不會綁小腿」。156Arthur Corner則

表示Ba-li-keh（貓里街，今苗栗市）一帶的Hak-kas婦女不綁小腳，他們看

來非常精明，充滿幹勁。157法國出版的《福爾摩莎考察報告》稱Hakkas「不

吸食鴉片，婦女不纏足」。158或如必麒麟言：

Hak-ka的婦女們都留著天足，所以享有比一般中國婦女所未

能享受的自由，結果他們在精力和事業方面幾乎都能和男人相抗

衡。159

馬偕也提到Hak-kas婦女：

因為不纏足，因此比福老（Hok-lo）婦女更為強健。她們幫助

丈夫耕田，也做各種戶外工作，非常勤奮。因此，在福老人無法經

營而原住民會餓死的地方，Hak-kas卻能興起並致富。160

甘為霖亦曾提及：

Hakka婦女不纏足，總是忙碌於農事或作生意。161

與福建女性不同，Hakka女性放棄了裹小腳的惡習，所以她們

156　Ibis, “Auf Formosa: Ethnographische Wanderungen,” in “On Formosa: Ethnographic travels of Paul Ibis,” (retrieved 
14th May, 2014), p. 32。

157　Corner, “A Journey in Formosa,” The Chinese Recorder and Missionary Journal 7, ii (1876), p. 127；劉克襄，

〈1876年：走過紅土地──英國商人柯勒的西海岸紀行（從臺南到淡水）〉，收入氏著，《橫越福爾摩

沙：外國人在臺灣的旅行（1860-1880）（臺北：自立晚報社，1993年），頁147-178。

158　Kann著，鄭順德譯，《福爾摩莎考察報告》，頁63、227。

159　Pickering, Pioneering in Formosa, pp. 67-68.

160　Mackay, From Far Formosa, p. 102.

161　Campbell, An Account of Missionary Success in the Island of Formosa, p. 4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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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夠在外頭，靠背負重物或做苦力，來賺取不錯的收入。162

Panchow甚至表示：「Hakka婦女多在她們丈夫身邊工作，不纏足，很

少一夫多妻的情形」。163

此外，甘為霖特別注意到，臺灣Hakka注重教育的特質。他表示，

Hakkas通常會讓孩童接受教育，也勤於訓練讀寫，所以跟其他族群的人比

較起來，客家婦女和孩童在這方面取得了領先。164

以上對於臺灣Hakka天性、風俗方面的描述，在清代臺灣相關文獻中，

僅見一二例，如《安平縣雜記》言「近山之莊曰客莊，粵籍人也。風俗與

漳、泉之移民小異。女不裹腳，男喜沐浴」。165相較來看，19世紀來臺西

方人的記述，相當程度地填補了中文文獻的不足，有助於我們更了解臺灣

Hakka的諸多面向。

（六）客家與中法戰爭

陶德在他的日記中，對中法戰爭中所謂的「山區客家人」（Hakka 

Hillmen）甚感興趣，花了相當多的篇幅描述他們的槍法，以及在中法戰爭

中的角色：

1884年9月17日，據說基隆港停泊五艘法國軍艦，淡水則聚

集了很多政府招募的Hakka hillmen（山區客家人），拿著火繩槍

（matchlock）準備抵抗法人的入侵，他們無知的認為火繩槍優於

洋槍，對近距離固定目標倒稱得上是神槍手，而且是肉博戰的使刀

好手。166

162　Campbell, Sketches from Formosa, p. 249.

163　Panchow, “Die Bevölkerung Formosas,” in “Annotated bibliography of 19th Century German articles concerning 
Taiwan (Formosa),” (retrieved 14th May, 2014)。

164　Campbell, Sketches from Formosa, p. 249; Campbell著，阮宗興譯，《素描福爾摩沙：甘為霖臺灣筆記》，頁

239。

165　臺灣銀行經濟研究室編，《安平縣雜記》，頁9。

166　Dodd, Journal of a Blockaded Resident in North Fomosa, p.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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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以上陶德對所謂「Hakka hillmen」的描述，被證明可能只是誤

解。因為據陳政三的考證，陶德誤以為是臺灣「Hakka hillmen」的那一群

人，應該是協守淡水的民間團練首張李成所募的土勇。而陶德所說的那些

穿原住民服飾的人可能也不是客家人。陳政三經查清末在廣州發行的《述

報》，認為那些應是文山堡張李成所募之五百名土勇，「多是熟番」。167

圖4：遭法軍圍攻的基隆（1884）
資料來源：M. Beazeley, “The French Attack on Formosa,” Illustrated London News [London, England], 11 

October, 1884.

（七）其他

此外，還有一些與臺島Hakka相關，但有違目前認知的說法，在此一併

說明。其一是認為Hakka比福老較早到臺灣開墾。如跟隨法國將軍孤拔征戰

臺島的小兵Stephane Ferrero就說道：

167　Dodd著，陳政三譯，《泡茶走西仔反》，頁25-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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說到客家人呢，有人很肯定說他們是較早的居民，而且不太

喜歡漢人。168

此立論係基於何種資訊來源，尚難追溯論定，但如前所述，Hakka是19

世紀中後期生成的族群語詞，用之論述19世紀中葉以前的臺灣史事，就中

國官方可能只能了解移民係由何省何府州移出，當時對漢人族群關係尚陌

生的西方人，又如何可以論斷來墾者為Hakka，故此說實難成立。

其二，認為平埔係Hakka與「生番」的混血種。如德國植物學家

Wilhelm Joest認為：

平埔番是由臺灣女子（Formosan women）和中國Hakkas通婚

所組成。這種族主要是通商，他們的生計主要靠樟腦的交易。他們

控制了土地，並向漢人收過路費。169

此一觀點不知是基於何種推論，但至少就今日的了解，應非這麼一回

事。

伍、結論

由華南Hakka的生成歷史來看，在1850年代之前，西方世界應沒有將

Hakka指涉廣東省某一方言人群的認知，因此在此之前的西方文獻，記述自

華南移墾臺灣的漢人時，率皆以官方視角的「閩粵移民」稱之。1860年臺

168　Stephane Ferrero著，帥仕婷譯，《當Jean遇上福爾摩沙──一名法國小兵的手札（1884-1885）》（臺北：

玉山社，2003年），頁44。

169　Joest, “Beiträge zur Kenntniss der Eingebornen der Inseln Formosa und Ceram,” in “Annotated bibliography of 19th 
Century German articles concerning Taiwan (Formosa),” (retrieved 14th May, 2014), p. 37; Otness, One Thousand 
Westerners in Taiwan; A Biographical and Bibliographical Dictionary, p. 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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灣開埠，臺灣在荷治時期結束後，再一次對西方開放，來臺的西方人士有

傳教士、商人、外交官、動植物採集家、探險家等。由當時來臺西方人士

的著述中，我們可以了解，臺灣開港之後，西方人幾乎直接以Hakka一詞稱

述臺灣客方言人群，而藉由當時西方人對臺灣Hakka的描述來看，有幾個部

分值得進一步留意。

其一，Hakka一詞對清代的臺灣而言，完全是外來語詞，清代臺灣的客

方言人群實係被福老人稱為Kheh-lang、Khaelang或Ke-lang（皆即「客人」

之意）。Hakka語詞的外來性不僅止於用語本身，由當時許多西方人直接

表述與Hakka相關的遷徙歷史、廣東省經歷、方言近北京官話，甚或暗指

Hakka別於漢人等諸多說法，其實也不是緣於他們對臺島Hakka的觀察，而

係受到華南Hakka知識觀的影響。這些觀點的誤植與援用，是利用這批西方

人著述資料研究臺灣Hakka時所需特別理解的歷史脈絡。

其二，由19世紀中葉以後來臺的西方人遊歷記述可知，他們分別臺灣漢

人的界線在方言，與清代文獻屢以行政界線分別來臺移民的表述方式相當不

同。少數的記述資料甚至注意到客方言與閩南方言跨省分布的現象，西方人

的這些觀察紀錄，對我們了解清代臺灣漢人的分類實態有很大的幫助。

其三，除了部分因移植華南Hakka知識觀而產生的誤解之外，19世紀來

臺西方人對於Hakka的記述，也有許多在地的觀察，諸如Hakka的分布、生

業方式、與其信教態度、風俗天性等。由於外國人來臺各有不同目的，或

採集動植物，或傳教，或單純的遊歷探險，因此他們所能提供的面向可能

有所侷限，例如羅發號船事件，讓他們特別關注恆春半島的族群生態，但

似乎對同位於南臺灣的六堆聚落甚少提及。但是，若我們將這些西方人對

於臺灣Hakka的記述，與清代臺灣相關文獻相互參照，可以發現，在Hakka

的分布或生業方式部分，中、西文獻呈現頗為一致的看法；但是西方人對

於Hakka信教態度，乃至風俗天性的論述，則是中文文獻中相當缺乏的部

分。由此可知，這些19世紀西方人留下的臺灣Hakka圖像，可在不同側面補

充清代文獻的不足，進而豐富我們對清代臺灣客方言人群的了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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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iwan-Hakka in Westerns’ eyes in nineteenth century

Cheng-hui Lin*

Abstract
Westerners use the term Hakka, began around the mid nineteenth century. 

Not long after that, Taiwan was opened, many Western explorers, businessmen, 

missionaries, diplomats and so on came to Taiwan, and left a lot of travel records, 

including the descriptions of Taiwan Hakka.

Account of the existing literature data, Westerners described Taiwan Hakka 

in two ways, one is the knowledge of the Hakka of Southern China, one is 

Taiwan’s site observation.

Former is referred to as the Hakkas originally came from north China, or the 

Hakka dialect near fair Mandarin.

In addition, there are some of the more acute in observation. 

For example, on the distribution of Hakka, the Westerners refer to Tiong-lek, 

Tek-cham, Ba-nih, Geh-bai, Twalam, Poliac, Pa-long-ui, and so on. They also 

referred to the way of living of Taiwan Hakka, in addition to rice and sugarcane, 

but also charcoal, tea, oil and camphor.

They also observed that The Hakkas are encroaching on the savages 

gradually, and they are continually fighting also with both the Pe-po-hoan and 

Hok-los. As well as the  Hakka in Fomosa toke women from the savage tribes as 

wives, and introduced many luxuries and wants amongst the savages tribes.

Keywords: Southern China, Formosa, Hakka, Hoklos, nineteenth century

* Associate Researcher, Academia Histori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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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過去的町名改正研究中，多以《臺灣總督府公文類纂》為素材，探討

其脈絡。而隨著《臺南廳公文書》的發現，本研究嘗試利用新史料，再探

此議題。由公文書的內容可知，早期草案擬定的臺南市町名，幾乎取自當

地地名。但在20日內的兩次臺南廳內部會議之後，全盤改為純粹日式。傳

統上認為町名是執政者的片面決定。但本研究則發現，這也可能是為了回

應當地人的訴求。

由於《臺灣總督府公文類纂》的研究限制，若以其為素材，探討時難

以避免侷限在「總督府－地方廳」的二元對立觀點。而在本文中則證明

《臺南廳公文書》能夠反應過去不為人知的地方廳內部歧異。期盼這樣的

觀點，可作為未來研究的一個思考方向。

關鍵字：町名改正、臺灣總督府公文類纂、臺灣日日新報、臺南市、臺南

廳公文書、島田宗一郎、地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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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劉澤民在《臺灣市街町名改正之探討》中，運用《臺灣總督府公文

類纂》，完整探尋各市街町名制訂的脈絡。然而臺南市的部分，提到：

「……整個臺南町名改正相關文件，目前最早只找到大正5年（1916）9月

26日臺南庶第4419號《臺南市新町名ニ關スル件》……」。1而這份1916年

臺南庶第4419號2所提報的町名，與三年後臺南廳告示19號正式實施的町

名，3差別只有一個町名不同。

易言之，由於公文類纂缺乏更早的內容，臺南町名擬定的濫觴尚不能

釐清。雖然能從其他史料，例如《臺灣日日新報》，得知一些官衙透露的

消息，唯仍覺不足。在一次偶然巧合下，筆者尋得一批日治時期的史料，

均出自大正年間臺南廳。其中兩本題名「臺南市町名說明書」的文件，依

內容推斷，正是臺南庶第4419號附件「臺南新町名按定說明書」的草稿。

而這兩本說明書所載的草案町名，迥異於後來公告町名，但又能與《臺灣

日日新報》的報導相互印證，實教人有空谷跫音之感。本研究的宗旨，即

以這份新史料，並配合報刊內容，再探臺南市町名制訂過程。

貳、島田宗一郎與新發現的《臺南廳公文書》

這批新史料現稱為《臺南廳公文書》，係筆者2010年在日本古文物拍

賣市集發現。得標攜回臺灣後，又蒙中研院臺灣史研究所協助鑑定、保

1 劉澤民，〈臺灣市街町名改正之探討──以臺灣總督府檔案相關資料為範圍〉，《臺灣地名研究成果學術研

討會論文集》（南投：國史館臺灣文獻館，2008年），137頁。

2 「台南市新町名に関する件」（1916年），〈臺南市通稱町名ノ件〉，《臺灣總督府公文類纂》，南投，國

史館臺灣文獻館藏，影像典藏號：000063910020027-000063910020034。

3 〈告示〉，《臺南廳報》，第423號，1919年4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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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命名。現時已全部數位化，可在線上自由閱覽，4原件由筆者蒐藏。

臺史所整理時，以其業務性質，分為：「建設類」4件（包括『橋樑調

查記錄』、『市區計畫土地建物與收用規則』相關文件、『土木係事業概

要』、『町名說明書』）、「人事類」1件（『履歷書』）與「財政類」1

件（『公共埤圳聯合會歲入出預算表』），一共3類、合計6件，時間橫跨

明治43年（1910）至大正6年（1917）。

當中數份文件皆以「島田宗一郎」為受文者，顯然他正是《臺南廳

公文書》的原主。根據《臺灣總督府職員錄》，島田宗一郎籍貫為愛知

縣，明治14年（1881）出生，畢業於東京帝國大學工科大學。明治42年

（1909），就任臺南廳技師。5島田在臺時，曾參與新建臺南公園，職稱為

監督。6在臺南公園於大正6年（1917）6月17日7正式開園後不久，《臺灣日

日新報》記載他由於健康因素，20日晚間即從臺南搭乘夜車，返回日本內

地。8臺灣總督府則在稍後，發布島田轉任臨時臺灣總督府工事部技師的人

事案。9然而，島田離開臺灣一年後，即在大正7年（1918）8月27日去世，

得年38歲。10

筆者推測如下：《臺南廳公文書》是島田在臺南任職之際，曾經手的

公文。因此其任職的時期，與公文書的起訖年代一致。在他因病離職後，

《臺南廳公文書》可能同時被攜返日本內地，並由親友保管一段時間，再

流入古文物市集，後又因緣際會回到臺灣。

4 〈大正5年9月8日臺南市町名說明書〉（1916年），《日治時期臺南廳公文書》，臺北：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

究所藏，識別號：4TGD_01_0004。檢索自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臺灣史檔案資源系統」：tais.ith.sinica.
edu.tw/sinicafrsFront/index.jsp（2014年6月9日點閱）。

5 檢索自「臺灣總督府職員錄系統」：who.ith.sinica.edu.tw/mpView.action（2014年6月9日點閱）。

6 臺南公園造營管理者，《臺南公園造營要覽》（臺南：臺南公園營建管理者，1917年）。

7 6月17日即「始政記念日」，係刻意挑揀之日子。

8 〈島田宗一郎氏（臺南廳技師）〉，《臺灣日日新報》，1917年6月22日，版2。

9 〈敘任及辭令〉，《府報》，第1325號，1917年6月30日。

10　〈彙報〉，《府報》，第1648號，1918年9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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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臺南市町名說明書」的前言

《臺南廳公文書》中的「臺南市町名說明書」共有2本，皆以棉紙對折

裝訂成冊，便利起見，分別稱A本（圖1）、B本（圖2）。A本為手寫，字

跡較草，有多處塗改、浮貼，文末夾附1張會議通知單；B本則為複寫，字

跡較工整，塗改較少。

圖1　町名說明書A本首頁

資料來源：〈大正5年9月8日臺南市町名說明書〉（1916年），《日治時期臺南廳公文書》，臺北：

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藏，識別號：4TGD_01_0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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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2　町名說明書B本首頁

資料來源：〈大正5年9月8日臺南市町名說明書〉（1916年），《日治時期臺南廳公文書》，臺北：

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藏，識別號：4TGD_01_0004。

                 圖3　臺南庶第4419號附件「臺南市新町名按定說明書」

資料來源：「台南市新町名に関する件」（1916年），〈臺南市通稱町名ノ件〉，《臺灣總督府公

文類纂》，南投，國史館臺灣文獻館藏，影像典藏號：000063910020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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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與B兩本的內容體裁，皆與臺南庶第4419號附件「臺南新町名按定說

明書」（圖3）相似。3本的開頭，都是前言簡介，篇幅約4頁，詳述對於町

名改正的原因、以及町名來源等。

說明書中將臺南市區劃的起源，推崇至明鄭時，翁天佑以竹仔街、上

橫街為界，所劃分的「四坊」。而當時臺南僅45街上下，但隨著市區擴

張，彼時已增加至178街，且其區域甚為錯綜複雜，不利於稱呼。其次，提

及土地調查時，雖將臺南市分為甲、乙、丙、丁、戊、己、庚、辛的「八

區」。但由於各區面積太大，仍不得不與舊街名交互使用，因此造成諸多

不便。

需特別指出的是：當時行政、地籍的區劃，是並行存在的兩套系統。

說明書雖然用了「八區」這個字眼，但正確來說，這裏的「區」指的是地

籍系統中，稱為「街庄」的基層區劃，11源自明治36（1903）年土地調查；

另一方面，行政系統則是以明治30（1897）年5月3日敕令第157號為法源，

所設置的「區」作為基層區劃。關於日治初期臺南市地籍與行政的沿革，

詳見圖4。過去的研究常混淆兩套系統，例如《臺灣地名辭書臺南市》一書

提到「…明治42年（1909）臺南市轄區再度變更，原來的五區分為甲乙丙丁

戊己庚辛八境區，再合併為東西二區。」，便誤將兩套並行存在的系統，

錯認為是「5→8→2」依序出現。

綜合上述，導入町制的動力，正是因為地籍系統的8個天干街庄面積太

大，而自古以來的178街又錯綜複雜，皆不利於日常使用，因此需要數量適

中的新區劃。另一方面，市區改正後，闢建現代化的道路及公園，更亟待

全新的地籍系統，用以配合都市紋理的改變。因此，來自殖民母國，具濃

濃和風色彩的「町」便被賦與重任：也就是在臺南城中，以新闢的道路為

中軸，重新切割比既有8個街庄更縝密的新區劃。

11　街庄在1920年改為「大字」，戰後再改為「段」並沿用至今。而市區的「町」，也是屬於這個層級，戰後同

樣改為「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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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區（行政）　　　　　　　　　　　　街庄（地籍）

1897年縣令第10號：設7區12                              1903年土地調查

1900年縣令第22號：設5區13                              分為8個天干街庄

1909年廳令第4號：設2區14

1919年告示第23號：　　　　　　　　　1919年告示第19號：

調整轄區，以配合町制15　　　　　　　　正式實施31町制16

圖4　日治初期（1897－1919）臺南市地籍與行政區劃沿革

資料來源：改繪自黃偉嘉，〈以歷史GIS觀點重建臺灣日治時期行政區域〉（臺北：國立臺灣大學地

理環境資源學系碩士論文，2012年）。

12　〈縣令〉，《臺南縣報》，號外，1897年12月28日。

13　〈縣令〉，《臺南縣報》，第83號，1900年11月13日。

14　〈廳令〉，《臺南廳報》，第544號，1909年5月15日。

15　〈告示〉，《府報》，第1764號，1919年2月22日。

16　〈告示〉，《臺南廳報》，第423號，1919年4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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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A本中，有一節闡述町名來源，寫道臺南為著名古都，為了保存舊

跡，街名多取自舊跡，或取自發音容易的舊街名。B本中這節文字仍然保

留，但在臺南庶第4419號中，這段文字幾乎全刪，僅提到町名曾參酌舊

跡。當中的轉變，反應著町名的消長，以下即從三個版本呈現的町名沿

革，回顧決策的過程。

肆、「臺南市町名說明書」呈現的町名沿革

在前言之後，即為「町名命名書」的部分（圖5）。這裏以表格形式呈

現，分為「町名」、「舊街名」、「摘要」3欄。除了原本的文字之外，上

方還有藍筆、紅筆的手寫刪改墨跡。這應是參加會議時，順手所記下的備

忘。

           圖5　町名說明書中的「町名命名書」B本（左）與A本（右)。

資料來源：〈大正5年9月8日臺南市町名說明書〉（1916年），《日治時期臺南廳公文書》，臺北：

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藏，識別號：4TGD_01_0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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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本原本的町名，不少是取自在地的古地名。例如：府東町源自舊街

名「府東巷街」。令人注目的是：有一些町名被劃掉，再用手寫填上新的

町名，這些新的町名往往又成為B本原本的基礎。例如：府東町在A本被手

寫刪改為「老松町」，而在B本中，老松町就以正文的姿態，出現在說明書

中。

B本也同樣有手寫刪改，例如前述的老松町，再次被劃改成為「壽

町」，且B本的刪改幾乎就是後來呈報的版本。因此綜合A、B本，除了可

以確定時序外，也可以歸納其沿革為：府東町→老松町→壽町。關於町名

擬定的沿革，整理如表1。17

表1：臺南市擬定町名沿革一覽表

町名說明書A本 町名說明書B本
臺南庶第4419號

原本 手寫刪改 原本 手寫刪改

1 朝日町 旭町 旭町 旭町

2 竹園町 竹園町 竹園町

3 東門町 東門 東門町

4 北門町 北門町 北門町

5 府東町 老松町 老松町 壽町 壽町

6 榮町 榮町 榮町

7 末廣町 花園町 花園町 花園町

8 北町
總爺町（合併） 總爺町 老松町 老松町

9 總爺町

10 大銃町 大銃町 寶町 寶町

11 大正町
大正町（合併） 大正町 大正町

12 鄭府町

13 清水寺町 清水寺町 清水町17 清水町

17　除了去「寺」字，讀音亦由seisuiji改為shimiz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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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岳帝町 岳帝町 高砂町18 高砂町

15 馬公町 馬公町 綠町 綠町

16 開山町 開山町 高砂町 開山町

17 赤崁町 赤崁町
城町
台町

臺町

18 白金町 白金町
白金町（合併） 白金町

19 上橫町 上橫町

20 竹仔町 竹仔町 本町 本町

21 開仙町 仙石町 仙石町 錦町 錦町

22 下橫町 下橫町 白川町／大宮町 大宮町

23 五帝町 末廣町 末廣町 末廣町

24 大成町 本町 本町 幸町 幸町

25 南門町 南門町 南門町

26 下太仔町 泉町 泉町 泉町

27 西門町 西門町 西門町

28 媽祖樓町 媽祖樓町 福住町 福住町

29 北勢町 水仙町 水仙町 永樂町 永樂町

30 安海町 安海町 港町 港町

30 泥江町 汐見町 汐見町 田町 田町

32 入�町 入船町 入船町

33 玉皇町 魚行町
鹽町（合併） 濱町 濱町

34 埕町
新町19

35 新町 新町 新町 新町

1819

町名之後，接著還有「小園ノ名稱」。由於市區改正闢建西式圓環，

故在町名查定時，也一併討論圓環的名稱。從A本來看，原先打算賦與園

名以高官、府城四坊的典故命名──例如棲霞園，名稱顯然來自後藤新平

（號棲霞），因園內有後藤像。在手寫刪改時，棲霞園曾一度考慮更名

「鎮北園」，以與其他三坊相稱。不過這類「硬湊」畢竟悖離史實，決策

18　原寫了高砂町但刪掉，疑似躊躇未定要將岳帝或開山更名為高砂。

19　一度將塩埕町改為南町，最後改為併入新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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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或許也考量到這點，故最後的定案，是將町名直接冠在園名之上。

表2：臺南市擬定園名沿革一覽表

町名說明書A本 町名說明書B本
臺南庶第4419號

原本 手寫刪改 原本 手寫刪改

棲霞園 鎮北園／榮町園 北門公園 榮町公園 榮町公園

兒玉園 中央園／大正園 大正公園 大正公園

西定園 西北園／西門園 西門公園 西門公園

東安園 東南園／東門園 東門公園 東門公園

寧南園 西南園／ 町公園 町公園 濱町公園 濱町公園

最後，A本另附一張會議通知單（見圖5），B本則無。通知單係以土木

調查委員會長枝德二的名義，在大正5年（1916）9月8日發文，邀集委員島

田宗一郎，10日出席於廳長官邸舉行的町名查定會議。

                                    圖6　說明書A本所附的會議通知單

資料來源：〈大正5年9月8日臺南市町名說明書〉（1916年），《日治時期臺南廳公文書》，臺北：

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藏，識別號：4TGD_01_0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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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結合《臺灣日日新報》、《臺南廳公文書》再探臺南市町名改正

根據《臺灣日日新報》以及新發現的《臺南廳公文書》，現在可以再

探臺南市町名改正過程。

如同劉澤民所指出的，由臺南庶第4419號《臺南市新町名ニ關スル

件》一件可知，臺灣總督府地方部曾在大正5年（1916）9月6日照會臺南

廳，請其提出町名命名的理由書。

臺南廳的反應相當迅速。由開會通知單可知，同月8日臺南廳就通知了

島田在內的土木調查會委員，並決定在10日於廳長官邸舉行「町名查定會

議」。

《臺灣日日新報》記者似乎也在被通知的範圍內，隨即在9日就刊出了

報導20，翌日漢文譯版的報導如下：「臺南市現在街名。有百四十餘之多。

其中有二三軒為一家。稱名且極難讀者亦不少。當局夙定以內地風町三十餘

改稱之。現其原案調濟未。正與官廳內關係各掛磋商。然欲期無遺漏。諮間

于民間側。故尚須多少時日也。」21

11日的《臺灣日日新報》再次提到此會議預定在10日下午2時開會，22

而記者則提到兩項會議重點：首先是提到要將原178街整併成35町，這個數

字，正好與A本的町名數一致，足以獲得印證。而另一個重點，是記者歸納

町名起源有3類：第1類是「純然內地風」，例如朝日町、南新町。第2類是

取自舊街名，並以開仙町為例。第3類是「和漢折衷式」，例如魚行町。這

些報導中提到的町名，也能與A本互相參照。23

20　〈臺南と町名改正〉，《臺灣日日新報》，1916年9月9日，版7。

21　〈臺南及町名改正〉，《臺灣日日新報》，1916年9月10日，漢文版，版6。

22　〈新町名調查打合會〉，《臺灣日日新報》，1916年9月11日，版1；然而，公文書的開會通知單是寫「午前

8時半」。

23　南新町、魚行町：雖然A本原本寫的是南町、玉皇町，但手寫刪改也出現新町、魚行町，可見確實是當時考

慮過的名稱。推測應是其他委員屬意的町名，再透露給記者；另外，玉皇（gyokukō）與魚行（gyokō）日語

音近，諧音通假或許即是記者所稱的「和漢折衷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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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B本由內容研判，時序在A本之後，可見町名查定會議後來又開了

一次。那第二次的會議，究竟是在何時？所幸《臺灣日日新報》留下了紀

錄。21日的報導提到：「該地市區近被廣張。在百七十八街之區域。以便

宜上併合之。而附以內地風之新町名。既再三登報十六日復于臺南市開諮問

會。其謂原案于新町名不適切。加修正者。竟續出無所決。廳當局亦欲再

考。」24

由此可確定，第2次町名會議是在16日。而第2次會議後，廳當局似乎

一度仍在斟酌，但最後一字未改。於是在26日，以臺南庶第4419號，將第

二次會議的結論回覆給臺灣總督府，前後僅歷時20日，可謂神速。

陸、小結

新文獻的發現，也讓我們可以窺見一些有趣的花絮。據《臺灣日日新

報》的報導，福住町與寶町的名稱，是根據本島人的要求而改的。25而據

《臺南廳公文書》，現在就可以知道原來擬定的町名，分別是「媽祖樓

町」與「大銃町」。

這是一個耐人尋味的花絮，或許可以試著將之放在整個脈絡中探討。

由筆者自繪的圖7至圖9，代表3個町名案中，和風與傳統町名的消長。26很

明顯地，一開始仍是傳統名的天下。然而這樣的設計，卻在第2次會議中全

盤崩潰。而報導卻指出有可能是臺人的要求，這是比較令人驚訝之處。

從1920年人口調查來看，臺南城的東北與西南，本島人的比例都9成以

上（如圖10所示）。在這地區在A、B本中，幾乎為傳統街名。或許決策者

腦中，隱隱約約有著族群分布的概念，因此賦予町名時秉著空間思考，而

24　〈臺南新町名〉，《臺灣日日新報》，1916年9月21日，漢文版，版6。

25　〈臺南新町名と丁目數〉，《臺灣日日新報》，1916年9月22日，版1。

26　圖7至10町界與人口統計資料之重建，係參考黃偉嘉，〈以歷史GIS觀點重建臺灣日治時期行政區域〉（臺

北：國立臺灣大學地理環境資源學系碩士論文，2012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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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現這種「因地制宜」的特色。又例如「高砂町」，雖其為和風地名，但

由於高砂為臺灣之別稱，所在的區域正是純粹本島人社區，便足以明證。

         圖7　說明書A本原本町名（數字對映表1町名，下同）

         圖8　說明書B本原本町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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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9　臺南庶第4419號公文中町名

圖10　臺南市1920年各町本島人比例

資料來源：第一回臺灣國勢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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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個值得深入探究的問題，是「町名查定會議」與會者的背景。說

明書中提到「曾徵詢本島人及內地人民間有力者的意見」。亦即是除了地

方廳官員，民間也有代表曾列席町名會議。惟目前仍可考者仍不多，其中

可確定的一位，是著有《臺灣紀要》、《南部臺灣誌》的村上玉吉。

村上自日軍入臺南城以來便定居臺南，活躍文史界，今臺南開元寺仍

留有其奉納之大鐘。他在昭和13年（1938）為《科學の臺灣》「臺南特輯

號」所寫的一篇文章，提及與會者是「在廳長公室聚集官民數十位」。而

在文中，村上更提到自己在會中大力批評舊案不成熟。以實施後恐招後人

之罵名為由，「盡可能選擇喜慶町名，將不成熟者悉數排除」，最後才成為

現在的町名。27

村上寫這篇文章，已距町名會議達22年之久，是否老王賣瓜？已無從

對證。但可以肯定的是，在過去的論述中，傾向將町名改正以「總督府－

地方廳」二元對立觀點來解讀，這是以《公文類纂》為素材的研究限制。

但這樣一來，便忽略了在地的內部歧異。而這次新文獻的發現，再結合既

有的資料，則讓我們得以窺見地方廳的決策過程，同時也冀望新史料所呈

現的觀點，能成為未來研究的一個思考方向。

27　村上玉吉，〈臺南の地圖と町名〉，《科學の臺灣》，第6卷第1-2號（1938年4月），39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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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home-kaisho in Tainan: Re-exploring the introduction of 

Japanese cadastral systems in Tainan Prefecture Archive

Wei-chia Huang*

Abstract
The past literature had clarified the introduction of Japanese cadastral 

systems in a city (i.e. Chome-kaisho) in Taiwan Soutokufu Archives. With the 

recent discovery of Tainan Prefecture Achieve, this paper tries to re-explore its 

context. 

Traditional Taiwanese place names were selected as chome, the system's 

subdivision name, in draft proposals of Chome-kaisho. However, chome twisted 

into Japanese style after two prefectural conferences in three weeks. It have been 

found that this might be a respond to local's request, not only rulers' one-sided 

decision.

References to Taiwan Sotokufu Archives may result in the limitation of 

research. In most of cases, only binary opposition (Sotokufu and prefectures) is 

available in the achieve. Tainan Prefecture Achieve is expected to offer a new 

approach for researchers since it has proved to be able to reveal the inner variety 

in the local prefecture from this study.

Keywords: Chome-kaisho, Taiwan Soutokufu Archives, Taiwan Daily New 

Newspaper, Tainan City, Tainan refecture Archive, Shimada Soichiro, 

Name place

* Substitute Civilian Serviceman, Social Affairs Section, Eastern District Office, Tainan 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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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費驊為上海交通大學23級畢業生，對臺灣國府遷臺後的早期公共工程

建設與財經發展之貢獻甚多。在初期政府推動環境保護的工作上，他扮演

著重要的角色，特別是有關國家公園的建設。

本文分析中研院近史所檔案館典藏的《費驊日記》檔案，歸納其內容

係以費驊「對家人、對交大校友、對公務與個人志趣的紀錄」等三大部

分，為主要的書寫焦點。費驊日記內的文字書寫相當簡約，有關公務的記

載不多。整體而言，是以「費驊本人、妻子、兒女」等家人，為日記書寫

的同心圓，也顯示當時來臺科技官僚圈的社會交往關係。

費驊是一位對戰後臺灣社會有重要貢獻的科技官僚，閱讀《費驊日

記》，可以發現：在當代臺灣史人物中，他個人對待事功、家庭的態度與

紀錄的方式，別具風格與特色。

關鍵字：費驊、交通大學、臺灣、日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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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自1999年起，在國科會永續會專題計畫資助的基礎上，本人執行了為

期兩年的「臺灣國家公園與生態永續發展」的研究；而在之前與之後，也

持續對國家公園體系相關人物，進行多年的口述資料採集。在這段過程

中，我瞭解「費驊」是臺灣環境保護史上一位重要推手。自2000年底起，

我恰好擔任交通大學建制校史館（正式名稱為「交大發展館」）的文案規

劃組長與審議委員會委員之職務，使我對交大「校友」在臺灣當代史上的

角色更加注意。2004年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舉辦「日記中的近代史學

術研討會」，促使我思考以典藏在近史所的《費驊日記》做為研究對象。

本人在「國家公園」主題上的研究，主張設置國家公園是臺灣1980年

代最具有代表性的資源保育工程之一；1而在口述史料的採集過程中，發現

費驊的角色頗為重要，因為他在臺灣國家公園建制的過程中，除了促使營

建署改制外，並且是1980年代墾丁、玉山、陽明山與太魯閣等4座國家公園

設置的催化人物；而且他曾親臨新中橫公路考察，對停建玉山玉里段工程

的議題，扮演關鍵性的角色；另在太魯閣和崇德工業區「生態保育與經濟

生產」的衝突中，他的立場傾向維護景觀。

上述事蹟，攸關臺灣1980年代生態保育運動的發展甚巨，我認為值得

探討。2因此，我當初擬訂的會議題目是：「初探費驊與臺灣近代資源保育

運動之發展」，論文的摘要是這樣寫的：

* 本文初稿於2004年10月16日發表於臺北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日記中的近代史學術研討會」，感謝當年

臺大歷史系兼任助理白銘仁與助理吳憶雯的協助；修正稿亦感謝兩位匿名審查人意見及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

檔案館授權資料。

1　曾華璧，國立編譯館主編，《戰後臺灣環境史：從毒油到國家公園》（臺北：五南，2011年）。

2　費驊的相關事蹟，受到前內政部營建署長張隆盛、已故觀光局副局長游漢廷、已故行政院經建會副秘書長張

祖璿的肯定。參見曾華璧，〈戰後臺灣環境保育與觀光事業的推手：游漢廷先生訪談錄〉，《臺灣文獻》，

第64卷第4期（2013年12月），頁225-276。張隆盛口述，曾華璧訪問，〈張隆盛訪問記錄〉，2001年7月9日
（未刊稿）。曾華璧，〈戰後臺灣都市建設與環保工作的參與：張祖璿先生訪談錄〉，《臺灣文獻》，第65
卷第1期（2014年3月），頁203-2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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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驊為上海交通大學土木系23級畢業的校友，來臺之後至

1984年車禍逝世止，一生對臺灣公共工程事業的發展、積體電路工

業的建立、以及國家公園的設置等，都曾經扮演推手的角色，可說

是理解臺灣現代發展史的媒介人物之一。

1970年代末80年代初期是臺灣在環境保護行政組織體系的變

革和相關政策的制訂上，值得關注的轉型階段，舉凡行政院環境保

護局和營建署的改制、區域計畫的推動、國家公園的設立等，都發

生在此一時期，因此1980年代前後可以說是臺灣現代環境運動發展

的關鍵時期，故擬以費驊的日記做為探討這段歷史的史料。

簡言之，這篇會議論文設定以費驊擔任行政院政務委員時期的日記為

主要史料，以其參與臺灣國家公園設置的角色、理念與貢獻，為研究的重

心。

《費驊日記》檔案保留了1951年起到1984年止的日記，歷時三十餘

年，正好是國民政府遷台後、與1987年解嚴之前的階段，在時序上，有其

重要性；不料，當我開始閱讀之後，不由得心生緊張，因為這整份日記的

「留存」，實際上卻並不「連續、完全」。3

令我感到緊張的更根本原因是，這份日記記載的形式（字數）非常

「簡要」，常常只有一行字，例如寫著「我生日」寥寥數語而已。4閱讀

後，我知道我提交給大會的研究目標，可能無法完成；容或尚有可以落筆

之處，應該也只有從「臺灣資源保育史、國家公園創建的意義」為背景，

再透過其他文獻，凸顯費驊的角色而已，這與原來預計研究的重點：「費

3　詳細年份，請見中研院近史所費驊檔案，其題名為：「費驊（W.H.F.）日記」。（本文附件4）

4　例如1966年5月26日，僅寫著：「我生日。」，「1966年5月26日」，〈費驊（W.H.F.）日記4〉，《費驊

（W.H.F.）日記》，臺北：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檔案館藏（以下省略全宗名稱與館藏地），檔案號：65-01-01-
004-083。不過，在自己生日的部分，也偶有較詳細的記載，例如：1976年5月5日，是費驊65歲生日，該日的

內容寫著兒女及其配偶為他慶生，並記錄出席家宴的名單。「1976年5月5日」，〈費驊（W.H.F.）日記11〉，

檔案號：65-01-01-011-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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驊在相關政策中的理念與決策過程」，可以說有頗大的差距，簡言之，根

本無法採用日記資料來加以驗證，因此2004年的研討會論文，我被迫修正

論述的主題，改成〈閱讀費驊發現費驊：日記、人物風格與歷史研究關係

的探討〉。5

以往歷史人物之所以會被研究，不外乎是因其豐功偉業而受重視。費

驊的事功很重要，但若「日記」的內容無法提供佐證其功時，是否研究者

可以將這份日記當成1份研究「人」的文本，並藉此呈現該「偉」人的另一

種「生活面貌」？記載這麼簡要的日記和其人真實的人生與事功相比，看

來實在不成比例，但除了簡要之外，這份檔案文件還具有哪些特色？這些

特色能否歸納出該人物的特質與風格？而且藉著這份資料，世人得以見到

文字記錄與人物之間所結合而成的歷史圖像，並非如我們所想像的那麼一

致化，它本身其實也具備了另一種多元性的面向？

事隔已十年之後，我再次檢視當年的會議論文，依然難忘這份檔案的

特殊性。這次本文作者重新梳理該會議論文，改以分析「費驊日記的內容

特色」，兼及「人和日記」所蘊含的「生命行旅圖像與風格」，做為書寫

的主旨，藉以凸顯一位對臺灣的工程建設、科技發展、與自然保育頗有貢

獻的科技行政官僚，他的「清簡」日記究竟透露怎樣的圖像意涵？日記主

人在這種圖像中的情感與價值是什麼？

費驊，字之驊，生於民國元年陰曆4月7日（1912年陽曆5月23日，費驊

習慣以陰曆紀念生日，故日記中的陽曆日期常有差異），江蘇省松江縣人

（今上海市松江區），原籍安徽省合肥縣。6他的日記中，最為清晰的圖像

是「人物」的部分，尤其以「家人」佔最多的篇幅；記錄中「交大校友」

的地位也頗為明顯；另外，若是費驊將日記做為「自我對話」的一種形

式，則這份日記檔案不時出現自我反省和勵志之文字，我們從中略可窺見

5　「日記中的近代歷史研討會」，臺北：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2004年10月16日。

6　費驊的日記中，常出現「之驊」，是即費驊之「字」。歷史上，區域的生活環境（特別是貧窮與憂患），常

是個人成就的重要推力。近代中國歷史名人中，不少出身於合肥者，如李鴻章、段祺瑞（各有李合肥和段合

肥的稱號）；費驊承續李、段，在現代史上，為合肥書寫了另一頁的名人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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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人之特質，故本文從「人物記錄：家人與費驊」、「交大校友圖像」與

「費驊筆下的公務人生與個人志趣」等三項，分別分析日記的內容。

貳、日記內容

一、人物記錄：家人與費驊

在日記檔案中，「費驊家人」的影像十分明顯。舉凡兒女親事、妻子

的生活（旅行、病痛、夫妻郊遊、與友酬酢等）、思念亡母與敬重岳母的

情懷，幾乎是最重要的篇幅，這個親屬圖像可說是本檔案的「重頭戲」。

費驊在日記中曾經書寫不喜歡官場的應酬文化，覺得團拜無聊，但日

記資料卻顯示他相當重視「家庭聚會」，而且習慣將聚會者的名字，一一

列出。這是他的一項書寫特色。

由於費驊成長於寡母孤兒的環境中，其思母之情，常常流露在簡短的

日記文字中，例如：

昨日為母親60冥壽，忘未祭祀，昨日竟因為有所失，亦不能

想起為何事，今晨醒來甚早，故想起。中午備案致祭，無母之兒亦

已40，自母之死忽忽亦24年，思之極痛。7

他於1 9 7 6年5月9日記載：「今日為母親節，去母死之年已4 9年

矣。」81983年5月16日記曰：「我母今日冥誕，母長我20歲，今年應為92

歲，但母死於民國16年，今已56年矣，嗚呼哀哉。」9此外，費驊對岳母亦

具深情，例如他寫著：「今日為母親節。晨偕心漪往懷恩堂禮拜，後往岳

7　「1951年5月10日」，〈費驊（W.H.F.）日記1〉，檔案號：65-01-01-001-042。

8　「1976年5月9日」，〈費驊（W.H.F.）日記11〉，檔案號：65-01-01-011-013。

9　「1983年5月16日」，〈費驊（W.H.F.）日記13〉，檔案號：65-01-01-013-0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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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處拜慶。」10有時在這紀念日，他會為岳母寄上賀卡，也會記錄岳母的生

日和宴會。

費驊日記所入列的「家庭事項」，也包括兒子的服役與工作，而最特

殊之處，當推他詳細記錄兒女婚慶的過程和細節。其女兒宗清的婚事首先

登場，記載如下：

琲兒與丁善理君訂婚於大同之家（正月24日）。丁君為陸軍

官校第30期（民60年）畢業生，奉派赴美留學，在哥倫比亞大學讀

習。於去年10月間與琲兒認識來往頗密，相愛至深，前後返國後始

締姻。下午3時，呼介紹人陳公亮夫婦陪善理來我家，為琲兒戴訂

婚戒指，女方介紹人徐人壽夫婦亦在座，予及心漪回贈禮物四色，

計亞米加手錶1只，派克75金筆1對，11西裝料1套，領帶夾1只，由

宗浩隨善理送往富周旅館（丁氏暫住旅館）。晚在大同之家設喜宴

兩桌。12

接著是婚禮的記載：

琲兒與丁善理結婚（今日為農曆四月初十）。琲兒與善理今

日下午4時在台北市新生南路3段90號浸信會懷恩堂結婚由周聯華

牧師證婚。到來賓五百餘人。婚禮進行，先由張令達殷NITA二女

孩前導至台前燃燭，後由張蓓蒂為Junior Bridesmaid，徐長明捧結

10　「1968年5月12日」，〈費驊（W.H.F.）日記6〉，檔案號：65-01-01-006-071。費驊之妻張心漪女士，1916年
生於上海，曾任職於臺灣大學外國語文學系，係曾國藩外曾孫女。

11　由於費驊筆跡不易辨識，以「（？）」標示者，表示「疑似某字」；以下同。

12　「1966年2月13日」，〈費驊（W.H.F.）日記4〉，檔案號：65-01-01-004-030。陳公亮是丁善理訂婚禮上的介

紹人，他是「中國航運公司」常務董事，而中國航運公司創始人，是有「船王」之稱的董浩雲（首任香港特

首董建華之父）。徐人壽是上海交大土木系23級畢業生，來臺後曾任職基隆港務局局長。因與費驊同班，交

情匪淺，故擔任費驊女兒訂婚典禮的介紹人。見國立交通大學同學會編，《交通大學旅臺同學錄》（新竹：

交通大學同學會，1961年），頁48。其相互之間的密切交往關係，可參見鄭會欣編，《董浩雲日記：1948-
1982》（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4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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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戒，顧韞為女儐相，江心美女士唱歌Lord’s Prayer，及Be Thor?? 

theme兩首，婚禮莊嚴隆重半小時禮成。禮成後在樂民館茶會，晚

在統一大飯店金蘭廳，至親及工作人員12桌。13（見下圖1）

                                圖1：琲兒與丁善理結婚

                                          資料來源：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館藏（授權使用）

費驊關懷他的兩位兒子的婚事，其和記錄的方式，一如女兒，例如：

「瑋兒與趙珊訂婚，今晚在國賓大飯店長春室與趙信公合請兩桌，計張老

太太、□□夫婦、14□夫婦、孫夫婦、善理夫婦、宗浩因在成功嶺未能參

13　「1966年5月29日」，〈費驊（W.H.F.）日記4〉，檔案號：65-01-01-004-085。

14　以「□」標示者，表示該字無法辨識，特此存疑留待未來增補更正；以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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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趙家有吳祖坪夫婦、陳宣誠夫婦、魯名傑夫婦、趙午官夫婦、趙璋、

趙珊。」15「宗浩安蜜今日在University of Houston Religion Center結婚。

臺北亦於今晚設喜筵8桌於統一大飯店金蘭廳，到親友九十餘人，筵開8

桌。」16

費驊對「女兒生產」的記載，比較詳細。他記錄1967年4月5日其女宗

清生育第一胎的情況：「宗清於今日下午4時20分生1女，重八磅半。臺大

婦產科主任魏炳炎教授親自接生。自晨2時起，時肚痛，久不有動狀，魏教

授診斷產兒面向上尚未轉或須開刀，至為迫急，□至下午3點半，魏教授決

用箝子協助取胎兒出，母子平安，小兒面頰上因用箝子稍有劃破，□1天

即可好。小兒面圓胖與一般瘦骨者不同，生下即能開眼。親家太太自臺中

來，二時餘到醫院。」17孫女周歲時，費驊夫妻於1968年3月22日先南下臺

中轉日月潭，他記載過程：「再度往看澳洲芭蕾舞。晨六時半起，湖光山

色絕佳，今日陽光更燦爛。10時離日月潭返臺中。廣儀今日週歲，丁家約

筵兩桌，到楊源夫婦、蔣家3位太太及其他親友。午前廣儀『抓周』取書1

本，女孩長大時必喜讀書。下午3時離臺中返臺北，6時到臺北。」18

相對於整份檔案的清簡型態，日記中有一個極為特殊的部分，那就是

費驊以「頗」多的文字，記載其妻「張心漪」的生活點滴。舉凡其生日、19

出國旅行、生病、夫妻共遊、打高爾夫球、宴請朋友（由記載上，似乎偏

向以小型的聚會居多）、觀賞電影等活動，都不斷出現。更特別的是，

「心漪」生病時，費驊的日記詳細的記錄下她的病情，包括發燒度數、健

康檢查情況、服藥狀況、住院、以及醫生的電話地址等等。例如：

15　「1966年7月30日」，〈費驊（W.H.F.）日記4〉，檔案號：65-01-01-004-109。

16　「1971年1月30日」，〈費驊（W.H.F.）日記9），檔案號：65-01-01-009-014。

17　「1967年4月5日」，〈費驊（W.H.F.）日記5〉，檔案號：65-01-01-005-054。

18　「1968年3月24日」，〈費驊（W.H.F.）日記6〉，檔案號：65-01-01-006-044。張心漪家族的關係特別，據載

蔣宋美齡曾擔任張心漪「四姨爹周仁婚禮」的伴娘，張心漪是花童。見請見張心漪，《心漪集》（臺北：典

藏藝術家庭，2007），頁164。

19　例如1965年10月8日記載：「心漪五十初度（陰曆九月十四日）」，參見「1965年10月8日」，〈費驊

（W.H.F.）日記3〉，檔案號：65-01-01-003-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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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漪下午2時發大汗，4時起熱度退至37.6度。」20（見下圖

2）

「心漪下午熱度已退，但傍晚又有半度。繼續服Acromycin 

V。」21（見下圖2）

「陪心漪去中心診所診治，今日最後一次已痊癒。」22

「上午11時與心漪赴公保門診中心，與內科范京璜醫師（任該

醫院內科主任）接洽身體檢查，定自明日起檢查。」23

「8時30分赴公保門診中心檢查身體，心漪亦同往，均未

進早餐及水，空腹往。我檢查血（rontine, PBI, cholesterol, Loer 

freuchen），chest x-ray, ECG. G-I series，小便。心漪檢查血（與我

同但無PBI因前已查過），chest x-ray, ECG, 未檢查胃腸。因張副理

安排，1小時即畢。」24

「心漪去熊大夫視診，心臟無病。」25

「心漪檢查大腸及血液、小便。」26

20　「1966年 3 月17日」，〈費驊（W.H.F.）日記4〉，檔案號：65-01-01-004-048。

21　「1966年 3 月18日」，〈費驊（W.H.F.）日記4〉，檔案號：65-01-01-004-048。

22　「1967年10月21日」，〈費驊（W.H.F.）日記5〉，檔案號：65-01-01-005-164。

23　「1968年 2 月27日」，〈費驊（W.H.F.）日記6〉，檔案號：65-01-01-006-028。日記中所指之醫院，應是臺

北鐵路醫院。

24　「1968年 2 月28日」，〈費驊（W.H.F.）日記6〉，檔案號：65-01-01-006-028。

25　「1968年 5 月 3 日」，〈費驊（W.H.F.）日記6〉，檔案號：65-01-01-006-066。

26　「1969年 9 月25日」，〈費驊（W.H.F.）日記7〉，檔案號：65-01-01-007-0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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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詳細記錄妻心漪的病情變化

資料來源：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館藏（授權使用）

此外，日記中多次記錄夫妻兩人的體重，如：「之驊體重160磅。心漪

體重125磅。」27「查民國51年日記，5月2日體重143磅（連衣鞋），現重

164磅（仝上）。六年內增21磅。」28

上述引用的紀錄，大多是該日的全文內容，並非摘錄；顯示這些「事

情」，就是該日記主人關心的焦點。下表列出1966至1968年對「心漪」的

部分記載，其內容風格，前後一致：

27　「1966年12月19日」，〈費驊（W.H.F.）日記4〉，檔案號：65-01-01-004-180。

28　「1968年12月23日」，〈費驊（W.H.F.）日記6〉，檔案號：65-01-01-006-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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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費驊記錄張心漪                                                          
日期 紀事 檔案編號

1966年10月27日

心漪生日。晚在家慶生，到老太太、(心
浩夫婦因有約未來)大綱夫婦、徐人壽夫
人(人壽去高未來)及常明、顧伶德夫婦、
陳濟劭(陳夫人因小孩未來)、唐太太、
□珉夫婦、□及佩申夫婦、宗清善理夫
婦，宗浩及安蜜，李思明，連余夫婦共
20人。菜由□□□做，甚好。

〈費驊（W.H.F.）日記〉4，
65-01-001-004-010-138。

1966年11月13日
與心漪同遊花蓮及太魯閣。晨7時45分搭
中華航空公司班機，8時30分抵花蓮，天
氣晴明……。

〈費驊（W.H.F.）日記〉4，
65-01-001-004-011-154。

1966年12月11日 上午與心漪坐車至陽明山森林公園，返
途又至後山公園。

〈費驊（W.H.F.）日記〉
4，6 5 - 0 1 - 0 0 1 - 0 0 4 - 0 1 2 -
171~184。

1967年7月4日 我與心漪結婚38週年紀念，同往馬來亞
飯館晚餐後赴豪華觀Mery Poppins電影。

〈費驊（W.H.F.）日記〉5，
65-01-001-005-007-103。

1967年8月20日
中午偕心漪去圓山飯店游泳，2點返。下
午4時偕心漪赴濱江路國賓高爾夫練習場
打高爾夫球1小時。

〈費驊（W.H.F.）日記〉5，
65-01-001-005-008-120。

1967年10月17日 心漪生日，晚在家宴……。
〈費驊（W.H.F.）日記〉5，
65-01-001-005-010-153。

1968年1月7日 偕心漪同往觀電影“To Sir With Love＂
極感動，2人俱流淚。

〈費驊（W.H.F.）日記〉6，
65-01-001-006-001-002。

1968年1月14日

上午10時偕心漪同往歷史博物館參觀德
國文化等員所提供之Walten Gropius建築
上□，太少，無甚可觀。又往電子展覽
會（在科學館）。

〈費驊（W.H.F.）日記〉6，
65-01-001-006-001-002。

1968年4月18日 心漪約臺大學生10人來家晚餐，皆為其
導師制度下的學生。

〈費驊（W.H.F.）日記〉6，
65-01-001-006-004-049。

1968年7月4日
我與心漪結婚39年紀念。宗浩今晨動
身赴高雄，特自高雄搭軍艦赴金門服
役。……

〈費驊（W.H.F.）日記〉6，
65-01-001-006-007-096。

1968年7月5日 心漪今晨去臺中東海大學參加S i n o -
British Scholarship考試，當晚返臺北。

〈費驊（W.H.F.）日記〉6，
65-01-001-006-007-096。

1968年7月6日 「Sino-British fellowship Trust今日自臺中來
信，心漪已通過□筆試，囑即填申請書。

〈費驊（W.H.F.）日記〉6，
65-01-001-006-007-096。

1968年11月4日
心漪生日。晚在家設宴，來客有岳母、
心浩夫婦、大維夫婦、大綱夫婦、人壽
伶德濟劭夫婦□珉等。

〈費驊（W.H.F.）日記〉6，
65-01-001-006-011-140。

資料來源：筆者依據費驊日記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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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驊夫婦的結婚紀念日是7月4日，由其記載可以讀出其伉儷情深。他

曾多次記載結婚紀念日，如：「今日為我與心漪結婚27年紀念。琲兒及善理

自臺中發來賀電及花籃。瑋兒自紐約發來賀電。晚在家靜度此紀念日。中午

與心漪宴程威廉於金龍廳，程來臺開會已旬日，言明日離臺北返美。瑋兒之

新婚戒托程威廉帶美。」29並在1976年結婚37週年紀念日時，描述了這段夫

妻的情分：（見下圖3）

                       圖3：結婚三十七週年紀念日

                               資料來源：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館藏（授權使用）

29　「1966年7月4日」，〈費驊（W.H.F.）日記4〉，檔案號：65-01-01-004-0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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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婚37週年紀念日。我夫婦於民國28年7月4日在上海德國教

堂結婚，37年來艱辛備嘗，但相愛之忱與年月而增，一女及二兒均

已成家，有外孫4人孫3人，九月間又將添1孫，老境彌足快慰。宗

浩夫婦早日寄賀卡來，外孫女盧儀盧 各自繪製賀卡1張又合繪畫1

幅其孺慕之愛彌足感動。今晚善理夫婦及宗澄夫婦在圓山俱樂部設

宴慶祝並邀主友十餘人作陪。30

費驊以相當多的筆墨記錄其妻張心漪的生活訊息，對自己的部分，相

對而言是比較簡單扼要，從這批數十年的資料中，可以鮮明地感受到這是

費驊寫作日記的特色。

除了上述他對母親（岳母）、家人與妻子的感情之外，他喜歡紀錄重

要年節，特別是除夕、端午、中秋、教師節（或記錄為「孔子誕辰」）、

國父誕辰；也偶而會記錄黨政人物的訊息（如陳誠）；31對於天氣變化敏

感，尤其是天冷的時候。

他對自己的部分，著重在紀錄運動和健康狀況，曾經做過「吳神父腳

底按摩」，日記中記錄前往按摩的次數與時間，有時候全篇只有「按摩第

幾次與約定時間」幾個字而已。日記中對自己的健康狀況看來僅有過一次

較為詳細的敘述而已，包括為病狀繪圖。此外，對練習太極拳、游泳等運

動的紀錄，也大都詳細記下次數。例如：「每星期六下午3時1刻學太極拳1

小時，已有1月。」32「太極拳今日學畢全套（計費時3個月共14次），下星

期起做姿勢校正。」33下面以表格形式，呈現其對「自己」的記錄：

30　「1976年7月4日」，〈費驊（W.H.F.）日記11〉，檔案號：65-01-01-011-032。

31　1968年3月5日記載：「陳副總統逝世3週年。上午9時在泰山鄉墓前公祭，由嚴副總統主祭讀祭文，並由嚴報

告。陳夫人亦於此時前來墓地。」「1968年3月5日」，〈費驊（W.H.F.）日記6〉，檔案號：65-01-01-006-
033。

32　「1966年10月8日」，〈費驊（W.H.F.）日記4〉，檔案號：65-01-01-004-142。

33　「1966年12月23日」，〈費驊（W.H.F.）日記4〉，檔案號：65-01-01-004-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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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費驊的健康紀事                                                     

日期 紀事 檔案編號

1967年10月19日 去中心診所驗血，身上常發癢，疑有糖
尿病。

〈費驊（W.H.F.）日記〉
5，65-01-001-005-010-153

1967年10月21日 我中心診所驗血結果，均正常，無糖尿
病。

〈費驊（W.H.F.）日記〉
5，65-01-001-005-010-153

1967年12月2日 今日起又恢復打太極拳。
〈費驊（W.H.F.）日記〉
5，6 5 - 0 1 - 0 0 1 - 0 0 5 - 0 1 2 -
186~200。

1967年12月31日

晨起遲，上午往中山北路散步半小時，
散步為我一年多來最佳之運動，對身體
甚有益，每工作過忙覺身心均極度疲乏
時，即往中山北路散步半小時。即覺身
心舒暢。打太極拳亦有益，每星期六下
午關炳祥先生來教1小時，每晨打1遍，
不過10分鐘自覺精神健旺，亦得力於太
極拳之功。

〈費驊（W.H.F.）日記〉
5，6 5 - 0 1 - 0 0 1 - 0 0 5 - 0 1 2 -
186~200。

1968年1月10日 傷風頭痛喉痛，下午在家休息。
〈費驊（W.H.F.）日記〉
6，6 5 - 0 1 - 0 0 1 - 0 0 6 - 0 0 1 -
002。

1968年1月11日 傷風仍未愈，今日開始服Achromycin。
〈費驊（W.H.F.）日記〉
6，6 5 - 0 1 - 0 0 1 - 0 0 6 - 0 0 1 -
002。

1968年1月12日 服Achromycin後，傷風漸好，喉痛大
減。

〈費驊（W.H.F.）日記〉
6，6 5 - 0 1 - 0 0 1 - 0 0 6 - 0 0 1 -
002。

1968年1月13日 服特效藥後傷風已大部痊癒。
〈費驊（W.H.F.）日記〉
6，6 5 - 0 1 - 0 0 1 - 0 0 6 - 0 0 1 -
002。

1968年5月21日
牙痛去省立醫院請薛副院長診視，無
病，右上牙因牙肉縮而痛，大下牙因上
次填補未磨，病，一磨即好。

〈費驊（W.H.F.）日記〉
6，6 5 - 0 1 - 0 0 1 - 0 0 6 - 0 0 5 -
065。

1968年7月5日
黃雲□大夫來電話，我驗血後一切均正
常，怕仍病繼續服Niacinancide 一個半
月。

〈費驊（W.H.F.）日記〉
6，6 5 - 0 1 - 0 0 1 - 0 0 6 - 0 0 7 -
0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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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8年12月25日

天氣晴暖，上午去中山北路步行1小時。
最近兩個月來每日Stationary running 約半
小時，計2,000步，中間休息數分鐘，身
體似較前健，精神亦好。要持之以恆。
下午攜廣儀赴兒童樂園坐木馬。

〈費驊（W.H.F.）日記〉
6，6 5 - 0 1 - 0 0 1 - 0 0 6 - 0 1 2 -
150~161。

1968年12月27日
今日重磅體重，之驊157磅（脫鞋、穿薄
衣），心漪122磅（連鞋）、盧儀38磅
（連鞋）、盧 16磅。

〈費驊（W.H.F.）日記〉
6，6 5 - 0 1 - 0 0 1 - 0 0 6 - 0 1 2 -
150~161。

資料來源：筆者依據費驊日記整理。

二、交大校友的圖像

「交大校友」的圖像是日記中，另一值得注意的部分。由於費驊對交

大的感情深厚，使得交大人也成為他日記中的另一群鮮活的「人物」。綜

觀全部的日記檔案，其內容大都以交大的校慶或相關活動的紀錄為主；34或

者他所屬的交大23級班會。35比較特別的人物有3位，分別是尹仲容、王章

清和朱蘭成。

尹仲容是費驊的長輩級交大校友，他在早期的日記中，有多次的紀

錄，包括自己在思考轉換工作時，尋求尹仲容的意見諮商等。至於他對尹

仲容的觀點，可在1951年5月30日的記載中尋獲，他寫著：

李景遽來家談尹仲容處境困難，各方攻擊甚烈。深嘆今日做

事之毫無是非。仲容為人正直有才，今日生產事業之有若干進步，

皆為其主持之生管會領導有方，惜仲容為人性燥，常與人以當面難

堪，因之得罪人不少。36

34　1966年4月8日：「交大70周年校慶。上午9時鐵路壽車赴新竹，共有一百數十人在新竹交大校所舉行紀念

會，凌鴻勛主席到閻振興沈悅及校友來賓及本校學生，禮成後實驗館破土典禮建館經費由校友募得128萬
元。」參見〈費驊（W.H.F.）日記4〉，檔案號：65-01-01-004-060。1966年7月10日：「交大同學會歡迎回國

工程師及教授，茶會於自由之家。趙曾玨、潘文淵、聶光坡、凌宏璋、吳幼良、丁善生、程心一、董道儀、

夏世棟等。曹友德、楊裕球已先返美不及參加。」參見〈費驊（W.H.F.）日記4〉，檔案號：65-01-01-004-
100。

35　1983年1月23日：「交大23級班會在臺大聯誼社召開」，〈費驊（W.H.F.）日記13〉，檔案號：65-01-01-013-
013。

36　「1952年1月20日」，〈費驊（W.H.F.）日記1〉，檔案號：65-01-01-001-0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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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也是整份日記中，極少數涉及人物評論的一次；又在1983年1月24

日，記錄尹仲容逝世20週年。37

此外，日記似乎顯示費驊與交大的學弟王章清，關係密切，因為一向

不太記載單一人事物的費驊，於1965年8月28日，記錄：王章清獲得WHO獎

學金，將赴美國Johns Hopkins University讀書1年；後來凡和工務工程事務

有關的事項，費驊常會聯繫王章清一起討論；當費驊辭去交通部政務次長

職務之後，該職位由王接任；王章清生病時，亦會前往探視。這一類的內

容和性質，都是本份日記中較少出現的情節，但王章清在其中，有持續出

現的狀況，由此或許可以推斷他們之間的公私情誼比較特別。

另一位可以顯現費驊與交大關係密切的記載，是有關「朱蘭成」到訪

的資訊。朱蘭成是協助交大以半導體科技做為學校重點發展方向的最重要

人物，他也是前交大張俊彥校長的恩師。以1967至1968年的紀錄為例：

1967年1月2日：「朱蘭成於年底前來臺，今晚在家餐聚，另

有莊蘭鼎夫婦，顧伶德夫婦及其余即韜，余若陶父女，唐勤浩及宗

浩安蜜，連余夫婦共13人。」38

1967年7月30日：「交大同學會在中國之友社茶會歡迎最近自

國外返臺之同學。朱蘭成、黃煇、劉承樹、薛履坦、楊發一、鄭

鈞、楊超植、陳榮淦、張澤仁、鄭海柱、董培社、黃為棟。」39

1968年1月13日：「朱蘭成又來臺。……」40

有時候朱蘭成出現的形式更為簡單，且可能只有「朱蘭成到訪」、或

者朱訪問臺灣數月即將返回美國的記載而已。雖然每一次的日記，都只提

37　「1983年1月24日」，〈費驊（W.H.F.）日記13〉，檔案號：65-01-01-013-014。

38　「1967年1月2日」，〈費驊（W.H.F.）日記5〉，檔案號：65-01-01-005-002。

39　「1967年7月30日」，〈費驊（W.H.F.）日記5〉，檔案號：65-01-01-005-119。

40　「1968年1月13日」，〈費驊（W.H.F.）日記6〉，檔案號：65-01-01-006-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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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朱蘭成」幾個字，而未記載實際內容，但在一份清簡的日記中，這樣

的紀錄，間接的說明了兩人之間，應該有著相當程度的親密聯繫，所以也

是本份檔案值得注意的一個特點。

費驊的愛校情懷，也流露在他對交大未來應有何種發展方向的展望

上。他曾經撰寫專文，討論反攻後交大的發展方向，主張：除了專門技術

人才外，應以企業管理人才的培養為要，其文曰：

這個需要，十多年來，大家都感覺著，……交大是被外人譽

稱中國的MIT的，我希望也能在反攻後創辦1個專門研究企業管理

的學院。如能實現，將對於我們的建設工作，有極大的供量。最後

引用司樂安氏的一句話：「良好的企業管理，是決定有效生產的坐

大力量。」41

1983年費驊應當時交大校長郭南宏之邀，在交大中正堂對交大學生進

行1次週會演講，講題為：「交通大學之傳統精神」。當日他的日記寫著：

……根據我在交大10年（本科、□科及附屬小學）之體認，

分下列五點：(1)交大自1896年創辦至民47年在新竹復校後，87年

來，始終與我國科技發展及經濟建設有密切關係，且居主導地位。

(2)交大對中等學校之科技教育，產生重要之領導及改進作用。(3)

交大重視圖書館之教育功能，並藉圖書館發展通才及人文教育。

(4)交大一直維持小校區制度，重質不重量，畢業人數雖不多，但

對國家影響力甚大。(5)交大重視體育運動，更重視運動員精神

（sportsmanship）。42

41　費之驊，〈創立企業管理學院〉，收入《交通大學同學會特刊》（40年2月12日），錄自「1951年2月12
日」，〈費驊（W.H.F.）日記1〉，檔案號：65-01-01-001-020。

42　「1983年2月23日」，〈費驊（W.H.F.）日記13〉，檔案號：65-01-01-013-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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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演講的內容，應屬他生前對交大情感與精神傳承的最後與最佳的

紀錄了。

三、費驊筆下的公務人生與個人志趣

閱讀費驊日記之後，大致上可以發現他是1位耿直、念舊、有意志力、

愛家與愛國的人。費驊曾經觀看「八百壯士」影片而落淚，他記下這段經

過：「在實踐堂觀『八百壯士』（首映）極動人。對國內人心有振奮作

用，四行倉庫內升起青天白日國旗時不禁淚下。」43費驊也曾因為加拿大

奧運會受到中共打壓，加國屈服，而決定拒絕出席。44費驊這種對國家的情

感深厚，是他那個世代交大人共同的人格特質，所以他的日記會出現類似

這樣的記述：「蔣院長於今日分函謝主席、張市長、及臺省各縣市長賀春

節，並強調行政人員應該以下列四句話互勉：公忠體國、平心靜氣、穩紮

穩打、貫徹到底。」45

費驊畢業於上海交大土木系，當年曾經有許多23級同學和他一起到臺

灣，成為臺灣早期公共工程界的主要生力軍。他曾函邀對臺灣環境衛生發

展有貢獻的同班同學劉永楙來臺，其信函內如下：

永楙吾兄大鑒：

一日函誦悉。所提問題茲條陳如下：

一、工作甚多，此可聽兄選有興趣者做（自來水廠甚多，衛生工

程亦重要，因多癘疾等病）

二、由筑來渝旅費，可由公家負擔，俟領到後即匯奉

43　「1976年7月7日」，〈費驊（W.H.F.）日記11），檔案號：65-01-01-011-033。

44　他對過程記載如下：「加拿大因受共匪之壓迫利誘，起初不准我運動員入境，不准升國旗及唱國歌，不准我

以『中華民國』名義出場，最後因受全世界輿論之指責，讓步至同意用我國旗及唱國歌，但不同意用我國

號。我政府最後決定國號國旗國歌三者不可缺一，在與其他會員國受同樣之待遇之原則下，如不獲同意，即

不參加本屆奧運。我代表團隨即於今日下午再加宣佈退出奧會，及起程回國。」「1976年7月16日」，〈費

驊（W.H.F.）日記11〉，檔案號：65-01-01-011-038。

45　「1975年2月6日」，〈費驊（W.H.F.）日記10〉，檔案號：65-01-01-010-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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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伯如在滬，自以先往探視為佳。兄可（攜眷）先赴滬，再赴

榕轉臺

四、重慶房屋弟負責想辦法

五、現定本月底或下月初，分批搭機飛閩及搭輪赴滬轉閩在閩集

中後再赴臺兄可加入坐輪之一批

六、請速辦交代月底前來渝以便趕上第一批輪船因以後搭輪或無

此次之方便此次之輪係招商局之輪直放南京以後恐須分渝宜 

宜漢 漢京三段航駛也

七、上海之自來水及污物處理等廠將來仍發還洋人辦理恐無工作

可言

八、張源焜兄之應弟請偕赴臺灣擔任工程材料工作

九、搭機飛閩不能多帶行李搭輪可多帶內人及人壽兄之夫人等均

擬搭輪  勿煩

　　　　双安

　　　　　　弟驊手上9、1146

46　信函內張源焜、徐人壽皆費驊上海交大同班同學。來臺後，徐任基隆港務局局長。第1屆交大同學會（民國

36年度）費驊任常務理事，徐為理事之一。參見淩鴻勛編，《交通大學旅臺同學錄》（新竹：交通大學同學

會，1965年4月），頁167。另見霍有光、顧利民，〈《南洋公學—交通大學年譜》—1927年—丁卯年（民國

16年）〉（2007年6月15日），「西安交通大學檔案館」網站：archives.xjtu.edu.cn/?p=4791（2014年12月8日
點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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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費驊邀請對臺灣環境衛生發展貢獻甚鉅的同學劉永楙來臺 (共三頁)。
資料來源：劉永楙之子臺灣大學劉可強教授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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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過，公務生涯的過程中，挫折難免。1951年4月29日的日記，費驊曾

經寫出遭逢挫折的原因和個人的志向：

近來對工作不滿意，頗有捨去別謀之意。已近四年，過去我

所表現的成績，自問不差，但以一個莫衡來主持路政，敷衍，顢

頇，遷就現實，不能善善惡惡：志play politics，對事業根本不明

瞭，使得每一個路局年青有為的人都感到消極與失望，應見應舉的

事，不能放手去做。平心而論莫衡對於我已盡他最大的tolerance，

凡我要做的事一部份總可以去做，但是仍有很多不能實現，不免心

中常感消極。自己本是very ambitious，對於這個環境好是籠中的鳥

不能展翅飛揚，是最大的痛苦。我考慮了好幾天，決心找一個另外

發展的機會，儘管臺灣是很小，我這個位置的工作，也許有很多人

羨慕，但是如果不能實現我的理想，滿足我的ambitious，勉強留下

去，實在是一種痛苦。47

這段記錄是瞭解「早年費驊」的重要依據。該日記原件手稿如下圖5：

費驊一生的事功有不少值得稱述之處。整體上，我們可以看出他對通

訊科技（telecommunication technology）、公共工程、管理人才的培育等

部分，有很持續的關懷；在交通部政務次長任內（1966年至1969年）對亞

太觀光、中越合作等事務，也在日記上留下簡要的、持續的「流水性」記

載；48惟接續李國鼎擔任財政部長的時期（1976年6月至1978年6月），則相

對記載較少。

47　「1951年4月29日」，〈費驊（W.H.F.）日記4〉，檔案號：65-01-001-001-004-037。此時，費驊擔任臺灣省

鐵路管理局副局長。

48　本文有鑑於費驊日記對交通部的任職經過，有比其他時期更為詳實，而製作了1份年表，限於篇幅，在此省

略不現。



205

閱讀《費驊日記》發現費驊

                           圖5：費驊1951年4月29日的日記內容

                                    資料來源：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館藏（授權使用）

在公務上，本檔案顯示費驊對某一特定議題，頗有一貫性的關懷，那

就是他對於如何成為1位稱職的管理人，甚為注重。早在1951年1月14日他

曾記載：「竟日讀 "The Growth and Development of Executives"，書中數段頗

有價值，記之以備忘……」；4919日寫下長篇的感想：

經常想到俞部長大維在南京語我云：「現在鐵路主管多數缺

乏現代企業管理的學術及能力，查現在各路局局長多是工程師尤其

是土木工程師，這是不對的，鐵路局應該由管理人才做。不過工程

師如能注意 “管理”，則比一般管理人才成績更好。」

49　「1951年1月14日」，〈費驊（W.H.F.）日記1〉，檔案號：65-01-01-001-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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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自於三年前聽到這句話後深深感動，年來常注意此問題，

多讀此類書籍，尤其關於Harvard Business School出版的書。

自己常常訓練自己要努力關於management方面，要培養自己

成1個Competent execuctive，朝Dean David所說四個目的去做。

（記1月14日記）即1. 能領導別人工作。2. 能有判斷和決斷。3. 

負責任。4. 認識環境與適合工作。再參二個人的意見，尚有下列

條件：1. 要有遠大眼光（far sightedness）。2. 要實際，不尚玄虛

（practical）。3. 要有理想（have ideals & ideas）。50

費驊重視「管理」，與前述他在思考交大未來的發展展望，涉及管理

人才，都有密切關係。

費驊在臺灣資源保育工作上，扮演過重要的角色，但有關的決策、事

件的發展、與其個人內心感想和評論等資料，在日記上幾近空白，很難逐

一覓出相關的軌跡。本文特將他日記中記錄有關都市計畫和資源保育有關

的「人、事」等資料，依序列下；這樣的史料，所提供的資訊，大概也僅

能顯示費驊確實對這些事情有一定程度的關懷，只可惜後人無法直接由本

檔案獲取詳細的內容：

表3：費驊和「都市計畫與資源保育」相關人物的面晤記錄

日期 紀事 檔案編號

1968年11月8日 約游漢廷來談野生物保護事。
〈費驊（W.H.F.）日記〉
6，65-01-001-006-011-
140。

1971年1月3日 下午王章清來家談都市計畫及營邊區規劃
工作。

〈費驊（W.H.F.）日記〉
9，65-01-001-009-001-
002。

1975年1月27日 約張祖璿、□如南來談土地利用計畫，請
二人研擬具體可行，改進土地利用計畫。

〈費驊（W.H.F.）日記〉
10，65-01-001-010-001-
002。

50　「1951年1月19日」，〈費驊（W.H.F.）日記1〉，檔案號：65-01-01-001-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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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年7月10日 約楊卓成來談中正紀念堂設計工作進行
事，張隆盛亦來參加。

〈費驊（W.H.F.）日記〉
11，65-01-001-011-004-
032。

1983年2月1日

9AM後張隆盛來談，建議內政部洽請下列
三個美國顧問短期來臺提供改進意見：
1. 建築之能源節約
2. Condominium apts & offices之融資及售後

管理
3. 國家公園

〈費驊（W.H.F.）日記〉
13，65-01-001-013-002-
019。

1983年2月4日

9:45AM見孫院長建議聘請美國專家協助內
政部營建署解決下列： 
1. 建築業輔導管理方案，有關
  （1）分期付款預售房屋之管理
  （2）Condominium房屋售後之服務及管理
2. 建築物之能源節約（修正建築技術規則）
3. 國家公園
環境保護與資源開發為何並行？蒙其同
意即將與內政部協商辦理。

〈費驊（W.H.F.）日記〉
13，65-01-001-013-002-
019。

1983年2月9日
9:30AM林務局許局長啟祐來院作林局業務
簡報…張委員豐緒及一三五組長參加（李
組長因檢查身體請人代表）

〈費驊（W.H.F.）日記〉
13，65-01-001-013-002-
019。

1983年2月10日

9AM院會我在院會建議請內政部檢討國民
住宅計畫進行情形並提出改進意見。孫院
長同意即請內政部辦理
院會通過國家公園管理處組織通則。
很多人對國家公園之觀念甚模糊不清。

〈費驊（W.H.F.）日記〉
13，65-01-001-013-002-
019。

1983年3月9日
6:30PM張隆盛邀宴於其夫人所經營之西
餐廳，客人有張繼正張豐緒王章清張祖璿
等，許水德未食先去。

〈費驊（W.H.F.）日記〉
13，65-01-001-013-003-
033。

1983年5月9日 聽取CEC墾丁國家公園範圍內遊樂設施發
展規劃綱要計畫草案之簡報。

〈費驊（W.H.F.）日記〉
13，65-01-001-013-005-
053。

1983年7月12日 9AM山坡地保育利用第2次會議。
〈費驊（W.H.F.）日記〉
13，65-01-001-013-007-
083。

1983年7月22日

與林洋港趙耀東兩部長即內政部營建署同
仁及學者（另立法委員2人）同赴花蓮勘察
太魯閣國家公園內被採礦及水力發電工程
破壞情形。當日返臺北。（見圖6）

〈費驊（W.H.F.）日記〉
13，65-01-001-013-007-
083。

資料來源：筆者依據費驊日記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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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6：1983年，內政部長林洋港（前排右2）、經濟部長趙耀東（前排右
3）、政務委員費驊（前排右1）、立法委員謝深山（前排右4）等官
員視察立霧溪水力發電計畫，並針對崇德水泥工業區的設置，進行勘
察。

資料來源：內政部營建署國家公園組典藏

除了公務紀錄之外，費驊在日記檔案中，常引用《聖經》〈荒漠甘

泉〉的詩篇，自我勉勵，也常有讀書摘記和勵志之言。1951年4月6日，他

記下閱讀貞觀之治的讀書札記，內容有兩大要項：（1）親近士卒。（2）

大公無私。511965年3月31日他在日記本的「上月反省錄」上，記錄兩段文

字，其一是有關做人修養，他記載：

自家好處掩藏幾分，這是涵蓄的養深。別人不好處，要掩藏

51　「1951年4月6日」，〈費驊（W.H.F.）日記1〉，檔案號：65-01-001-01-038、65-01-001-001-0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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幾分，這是渾厚的養大。率真者無心過，殊多躁言輕舉之失。慎密

者無口過，不免厚貌深情之累。心事為青天白日，言動如履薄臨

深，其惟君子乎。大事難事看擔當。逆境順境看襟度。臨喜臨怒看

涵養。辟行辟止看識見。氣忌盛。心忌滿。才忌露。52

其二是費驊對七種任才型態—「繁任、重任、急任、密任、獨任、兼

任、疑任」的處理之道，他指出：

任有七難，繁任要提綱挈領，宜綜核之才。重任要審謀獨

斷，宜鎮靜之才。急任要觀變會通，宜明敏之才。密任宜藏機相

可，宜週慎之才。獨任要擔當執持，宜剛毅之才。兼任要任賢取

善，宜博大之才。疑任要內明外朗，宜駑奴之才。天之生人，各有

偏長，國家之用人，備用群長，然而技之所向，輒不（？）濟事

者，所用非所長，所長非所用也。53

通觀費驊日記的內容，既有部分屬於公務，卻不少屬於人生勵志的紀

錄。1976年7月他在日記本既有設計的「本星期預定工作課目」之項下，寫

著： 

障礙可以鍛鍊忍耐之心，正是幫助你我成功的條件。

試煉的意義，不是試驗一件東西的價值，並且是增加這東

西的價值，正如橡樹不僅是風雨的考驗，風雨也增加了橡樹的堅

韌。54

姑且不論這是費驊個人自我的感言，還是嘉言摘錄，這份日記檔案中

52　「1965年3月31日」，〈費驊（W.H.F.）日記3〉，檔案號：65-01-01-003-054。

53　「1965年3月31日」，〈費驊（W.H.F.）日記3〉，檔案號：65-01-01-003-053；65-01-01-003-054。

54　「1976年7月11日」，〈費驊（W.H.F.）日記11〉，檔案號：65-01-01-011-0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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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記載，清楚地呈現了費驊的某種生命風格。55

參、費驊日記的特色

「日記做為歷史研究材料」究竟能為歷史研究者提供多少功能呢？它

所提供的線索，能給閱讀者帶來什麼歷史想像或研究的驗證呢？在凡事論

究證據效力的史學訓練下，雖然《費驊日記》沒能達成我預定史料的資料

蒐集目的，卻意外地讓我感受到1位「交大人」的個人特質。這份「家常」

的日記，點點滴滴地留下了濃濃的思憶母親之情與夫妻深情，著實令慣常

閱讀理性文獻的史者，有不同的感受。這一點可以視為《費驊日記》的特

色之一。

《費驊日記》的特色之二是文字簡要。他是1984年在陽明山因車禍逝

世，當時他擔任政務委員之職。從日記中看得出來，他和夫人張心漪女士

時常前往做禮拜的教堂是懷恩堂，而時常外遊之地，則以陽明山和淡水為

主。不過，由於記載簡要，因此，無法得知他們喜愛這兩個地方，究係因

為地緣的關係，或是因為兩地有特殊的景觀？抑或是個人的偏愛所致？而

且在閱讀可及的日記檔案中，發現僅有少數幾篇對遊歷自然山水的「過

程」，有較為詳實的著墨，其一是花蓮太魯閣，另外是日月潭和烏來。56整

體觀之，簡約記錄是本日記檔案的特色。

《費驊日記》的特色之三是鮮少記錄「公務」。費驊在臺灣自然資源

保育的工作上，有重要的貢獻，張心漪翻譯當代生態保育之父Aldo Leopold

55　費驊的讀書與勵志的日記內容，詳如附件一。

56　以太魯閣紀事為例：「與心漪同遊花蓮及太魯閣（晚與克新夫婦在國賓川菜館宴）。晨7時45分搭中華航空

公司班機，8時30分抵花蓮。天氣晴朗，段局長孝晨兄偕其公子鴻書（段太太有事去臺北）來接，即坐段兄

車至清水，往蘇花公路較奇麗之清水斷崖，上有削壁下為太平洋，抵清水後折返至太魯閣，經長春祠並子口

九曲洞抵天祥，在中國旅行社天祥招待所午餐，餐後遊文山家園。歸途參觀榮工處之大理石工廠，至段府小

憩後搭4時30分機返臺北。由□馬處長來送接盛意可感。」參見「1966年11月13日」，〈費驊（W.H.F.）日記

4〉，檔案號：65-01-01-004-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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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名著A Sand County of Almanac時，在序言中，描述他在國家公園建制時

期，勤於閱讀相關的國外典籍，讓人可以體會費驊在此一公務上的用心甚

多。57以他對國家公園和觀光事業的重視，我們容或可以推論，這種關懷可

能是因為主管業務的關係，但也可能有其他因素使然—例如和上述親近自

然的「心態」有關，或是曾經受到某些人、事、物的啟發或影響；但以日

記資料而論，我們實在無法有足夠評斷的基礎。本文認為無法詳細探索可

能狀況的因素，主要是受限於記錄者的習慣，致使日記檔案無法成為可以

協助研究者對其人與事功做出適宜詮釋的史料。從《費驊日記》的特色，

讓我們瞭解一個現象，亦即：日記是否能夠成為可用的資料，關鍵之一，

在於日記主人的記錄習慣，當然，史學的規範告知我們：記錄後的資料，

在使用時，仍有待我們仔細琢磨、謹慎以對。

如果以時間為序，將《費驊日記》仔細對比之後，仍發現不少可資討

論之線索，鮮少出現個人心裡感受，應是本日記的第4項特色。我們在1951

年（也就是本檔案最初期的年份）讀到的「費驊」，其實是充滿理想與鬥

志的科技官僚，日記的字數較後來為多，也時時有自我勉勵的嘉言錄、聖

經章節、讀書心得等摘錄。這時候的費驊，偶而會表達對工作的挫折感、

對公務長官的評論，但數量極少；不過在較晚的時期（1960年代起），

則幾乎不見這類型的記述，涉及人物者，內容多以「約見某人談某事」為

主，幾乎不見事情內容或是他自己個人的觀點；而且所有公務經歷，大概

以1966年元月至1969年9月任交通部政務次長期間的紀錄，較為完整。我

們可以在1966年元月，該年度日記一開始之時，看到他在每一頁簡要的記

下交通部主管的每一項業務；由這樣的記載，我們大致可以推斷他對該項

職務任命的慎重態度。不過，那幾年的公務紀錄，依然保持「簡潔扼要」

的特色。基本上，費驊除了對母親和妻子的情感外，他沒有在日記上寫出

太多可供探索的內心世界，這一點是費驊日記的特色，這也使得研究者難

以分析他的深層心理。簡單歸納，他在「公務」上記載是「前繁後簡」，

57　參見Aldo Leopold原著，張心漪譯，《砂地郡曆誌》（臺北：十竹，1988年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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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者稍有涉及人物品評，後來則完全不見此類「感言」；但為何有這種轉

變？而且為何他的日記幾乎完全沒有某些和他一起共事者的蹤跡？為何只

重交通部任內的紀錄，而幾乎沒有財政部時期的日記？58這些現象無法從

「日記」的內容中，探析緣由。

《費驊日記》的特色五在於它記錄的日期並不連貫。臺灣現代史的研

究者在閱讀本份日記檔案時，或許應該注意1個現象，亦即：為何本日記起

於1951年？這一年有何重要性？目前我閱讀之後，似乎看不出該年份到底

存在著什麼特殊的意義。當然費驊撰寫日記的最初歷史，始於何時，也值

得進一步探索。另外，這位看來不甚重視自己事功的人物，為何獨對交通

部任內時期的經過，有著比其他職位更為詳細的記載？如果是一位有寫日

記習慣的人，是什麼情況使他會在某些年份「從缺」？為何某一年份是齊

整的紀錄，卻在另一年份中僅有寥寥數頁資料而已？這是後人保存上的問

題，抑或是日記主人選擇留白？無論是前者或是後者，背後的原因何在？

這些缺漏的年份、月份和日子，是受什麼特殊的狀況影響所致的嗎？抑或

根本就只是記錄者自然而然選擇下的結果呢？ 

我在閱讀時，從費驊記錄體重的資訊中，意外的發現「可能」另有其

他時期的日記存在，因為費驊在1968年12月23日記載：

查民國51年日記，5月2日體重143磅（連衣鞋），現重164磅

（仝上）。6年內增21磅。59

我對這段文字深感興趣，因為我很好奇為什麼費驊會一直對體重這麼

重視，不但隔段時間就會記錄，還會進行前後的比較，所以我回頭翻閱該

年的資料。豈料一查之下，竟然發現在檔案中，不見1962年5月的日記；進

一步查對，也發現1962年的檔案中，中研院檔案館僅有1月1日到1月24日
58　財政部任內時期（1976年6月至1978年6月）的日記，目前僅見：1976年4至9月、1977年1、2月與6月的部

分、1978年至1982年全缺，日記跳至1983年。

59　同註28，「1968年12月23日」，〈費驊（W.H.F.）日記6〉，檔案號：65-01-01-006-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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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限內的文件。這條資料或許隱藏著一種歷史的想像，也由此可見，日記

是否可以成為提供歷史研究的史料，要件之一和該日記留存的內、外在因

素，有著絕對密切的關係。

當代歷史資料的保存形式，已經進入了電子化的時代，這將有利於未

來研究的進行。不過「日記」本身所能呈現的奧秘，卻也因為研究者不能

親手翻閱、親眼檢視，而失去了對某些可能是相當重要線索的探討機會。

做為檔案的保存機構，若能適度的允許研究者對「日記」留存的實際樣

貌，進行「親視檢驗」，將是極為重要與必要的。以費驊日記而言，他慣

用已經列有中西曆日期的制式日記本，且先後用過橫寫與直寫兩種形式，

因此，若能親見該檔案送交保存時的原來狀態，或許有助於研究者檢驗

那些「實存」與「空白」的月份、日子等的狀態，以做為論述和推斷的依

據，也能進一步檢視資料的「銜接」是否資料無誤。

最後一項特色是費驊日記中出現的「人物」，顯示出戰後初期至解嚴

前臺灣社會，延續著中國大陸民初以來的政商交流關係。費驊的夫人張心

漪生於1916年上海，是曾國藩的外曾孫女，清末「清流黨」張佩綸的孫

女。張心漪的外婆，就是頗具盛名的「崇德老人」曾紀芬。其父是張其

煌，其母聶其德，而此一張家，亦即是張愛玲、張小燕的家族。張心漪大

學就讀於燕京大學（後來併入北大），曾任臺大外文系教授，是白先勇、

陳若曦、王文興等人的老師。她小時候在上海「聶家花園」長大，生活的

回憶可以參見其著作《心漪集》。已故裕隆企業總裁吳舜文是她在上海

「中西女子學校」高一屆的學姊；周聯華牧師是她的學弟。由於張心漪的

身份和早年的生命歷程，60以及費驊來臺之後出任公職的地位，如省府俞

鴻鈞擔任經濟安定委員會的時代，費驊是下屬的「工業委員會」交通組組

長；又如蔣經國時代他是財經五人小組成員，也曾出任財政部長職務，費

60　張心漪高齡九十餘，由其女費宗清蒐集編輯出版的《心漪集》中，可以窺見她的生命經歷與創作，同時可以

看出民國以來至戰後初期臺灣官場的人物關係與生活。請參見張心漪，《心漪集》（臺北：典藏藝術家庭，

2007年）。另見註18。



214

66卷第1期

驊的政治與社會的地位，61在日記中，多少透露了費、張家族社交名流的關

係。

肆、結論

本研究不能從「費驊日記」中，進一步瞭解當年國家公園建制過程時

的某些重要決策內容，個人認為是一缺憾，也是臺灣環境史研究上難以彌

補的失落。費驊個人對國家公園、資源保育等的理念、心路歷程、以及在

決策上的角色，恐怕只有留待未來的檔案、或者相關人物的口述史料，來

進行補充。

對一位研究人員來說，費驊「清簡型態」的日記，令我有著「某些寶

物」被埋沒在歲月裡而永遠無法尋獲的惋惜感。「從缺」是很簡單的詞

彙，但對歷史而言，卻是一種無止盡的遺憾。不過，慶幸的是，我們至少

從可閱讀的檔案上，能夠清晰的感受到1位以「自己、妻子、兒女」為親屬

同心圓的親密關係與強烈情感的存在，以及對母校上海交大與交大人的明

顯情懷。交大校友在戰後臺灣的地位，不容忽視，而費驊正是承續尹仲容

之後，在臺灣的交大人之從政關係中（如劉永楙、徐人壽、張祖璿、王章

清等），最核心的1人。如果進一步追尋人物間的關係，可以見出「清簡」

記載的背後，隱含了菁英家族與同學的社交關係和情誼，那是當時臺灣社

會另外一種人際網絡的展現，有興趣於民國創建至遷臺初期的政商交流關

係者，可以從中窺見部分線索。62或許正因為這個特色，使得這份日記檔案

成為一份別具風格的史料。63

61　余慶俊，《臺灣財經技術官僚的人脈與派系（1949-1988年）》（臺北：國立政治大學臺灣史研究所碩士論

文，2008年），頁65-67、132。

62　董浩雲在日記中的記載，或可見出某種社群相互交流的網絡關係，如1965年3月15日條（頁505），提及徐人

壽等人名。參見《董浩雲日記：1948-1982》（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4年）。

63　誌：本文於參與2004年會議，撰寫即將完成之際，忽於2004年9月24日驚見報紙頭版登載：「丁善理跳樓身

亡」之消息；丁善理為費驊的女婿，人稱「越南王」，也是拍攝「八百壯士」丁善璽導演的弟弟。我在閱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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末階段，詢問張心漪對交大發展的看法。她連說：很棒很棒；接著她又說：如果我先生能夠有機會看到今日

交大發展的情況，他應該會很高興，因為他太愛這個母校了。張心漪言畢時，我清楚的看見她的眼中閃爍著

淚光；當時的情境令我感到動容。

  我有機會閱讀費驊日記，並在其中發現了他們夫婦的深厚情感，與費驊對家人的深情，2011年我和張心漪女

士的簡短對話，以及她的淚光，至今依然鮮活，而我相信，那淚水飽含了她對費驊極深的情感和懷念在內。

我對張心漪的淚光記憶，加上2004年閱讀過程中的諸多感受和發現，使得「閱讀費驊」成為當年夏末最難忘

的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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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1　費驊先生重要大事年表

費驊曾經擔任行政院秘書長、行政院政務委員、交通部政務次長、財政部

長、經濟合作委員會副主任委員兼秘書長

日期 紀事

1934年
上海交通大學土木系23級畢業。同班同學計有：張光斗（中國三峽
大壩規劃者）、劉永楙（臺灣市政、衛生工程與自來水推動者），
錢學森則為同一級機械系校友。

1965年
參加中越經濟合作會議，與會者有經合會技術合作處處長曹嶽維、
中信局副局長林芳伯、交通部次長費驊、經濟部長李國鼎、韋永
寧、越南代表工商部長Tran Van Kien、駐越南經濟參事劉永理等人。

1968年 參加第5屆中越經濟合作會議，與會者有經濟部長兼經合會副主任委
員李國鼎、越南代表團團長經濟總長張泰宗、副團長交通部政務次
長費驊等人。

1969年

內政部完成「國家公園法草案」草案，報請行政院核轉立法院審
議。經行政院觀光政策審議小組，並由費驊先生召集相關機關及森
林、生物、地質、資源保育、建築觀光等有關專家學者組成小組再
度予以審查， 

1970年 3月「國家公園法草案」草案經行政院討論決議：「修正通過報請立
法院審議」。

1972年6月1日至
1976年6月10日 任行政院秘書長。

1974年

任行政院秘書長。當年行政院長為蔣經國，有感於國家發展科技產
業的急迫與重要，指示行政院秘書長費驊邀集海內外專家評估，決
定發展電子產業。在一次重要的早餐會報中，當時經濟部長孫運璿
與行政院秘書長費驊、交通部長高玉樹、經濟部電子工業諮詢小組
召集人方賢齊、TAC召集人潘文淵等海內外專家，規劃建立積體電
路工業，發展半導體產業。

1974年 任中國工程師學會第39屆會長。

1976年6月至1978
年6月 任財政部長。

1978年6月1日至
1984年2月29日 任行政院政務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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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2　費驊「個人閱讀、立志與反省」：日記文字謄錄（5件）

一、引用《聖經》〈荒漠甘泉〉的詩篇

「經常想到俞部長大維在南京語我云：『現在鐵路主管多數缺乏現代企業

管理的學術及能力，查現在各路局局長多是工程師尤其是土木工程師，這

是不對的，鐵路局應該由管理人才做。不過工程師不能注意“管理＂，

則比一般管理人才成績更好。』我自於三年前聽到這句話後深深感動，

年來常注意此問題，多讀此類書籍，尤其關於Harvard Business School出

版的書。自己常常訓練自己要努力關於management方面，要培養自己成

1個Competent execuctive，朝Dean David所說4個月的去做。（記1月14日

記）即1. 能領導別人工作。2. 能有判斷和決斷。3. 負責任。4. 認識環境

與適合工作。再參二個人的意見，尚有下列條件：1. 要有遠大眼光（far 

sightedness）。2. 要實際，不尚玄虛（practical）。3. 要有理想（have ideals 

& ideas）。」（「1951年1月19日」，〈費驊（W.H.F）日記1〉，檔案號：

65-01-01-001-011。）

二、「讀書札記。貞觀之治。（1）親近士卒。上曰引諸衛將數百人，習射

殿庭，諭之曰，朕不使改曹穿池築苑，專習弓矢，居閒無事，則為汝師，

突厥入寇，則為汝將，庶幾中國之民，可以少安，群臣多諫曰，於律以兵

刃玉御在所省絞，今使將卒習射殿庭，萬一狂失竊發，出於不意，非所以

重社稷也。上曰，王者視四海為一家，封域之內，皆朕赤子，朕一一推心

置其腹中，奈何宿衛之士，亦加猜忌乎，由是人思自勵，數年之間，皆悉

為精銳。（2）大公無私。上面言勳臣爵色，令陳叔達喝名示之，且曰，

所敘未當，宜各自言，於是諸將爭功，往往不已。淮安王神通曰，臣舉兵

閩西，首度義旗，今房玄齡杜如晦等，專弄刀掌，公居百上，臣竊不服。

上曰，叔父雖首倡舉兵，蓋亦自黨脫禍，即竇建總吞噬山東，叔父全軍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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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劉黑闥再合餘燼，叔父望風奪北，玄齡等運籌帷幄，做安社稷，論功

行賞，固宜居叔父之先，叔父國之玉親，朕誠無所愛，但不可以撫恩，濫

與勳臣同賞耳。諸將乃相謂曰，陛下玉出，淮安王尚無所私，無儕何敢不

安其分，遂皆悅眼。房玄齡嘗言秦府萬人，未遷官者，皆嗟怨，上曰，王

者王出無私，故能服天下之心，設官分職，以為民也，當擇賢才而用之，

豈以新舊為先後者，必也，新而賢，舊而小肖，安可捨新而取舊乎，今不

論其賢不肖，而直言嗟怨，是為政之體乎。」「1951年4月6日」，〈費驊

（W.H.F）日記1〉，檔案號：65-01-001-01-038、65-01-001-001-039。

三、「近來對工作不滿意，頗有捨去別謀之意。已近四年，過去我所表現

的成績，自問不差，但以一個莫衡來主持路政，敷衍，□□，遷就現實，

不能善善惡惡：志play politics，對事業根本不明瞭，使得每一個路局年青

有為的人都感到消極與失望，應見應舉的事，不能放手去做。平心而論莫

衡對於我已盡他最大的tolerance，凡我要做的事一部份總可以去做，但是仍

有很多不能實現，不免心中常感消極。自己本是very ambitious，對於這個

環境好是籠中的鳥不能展翅飛揚，是最大的痛苦。我考慮了好幾天，心找

一個另外發展的機會，儘管臺灣是很小，我這個位置和工作，也許有很多

人羨慕，但是如果不能實現我的理想，滿足我的ambitious，勉強留下去，

實在是一種痛苦。」「1951年4月29日」，〈費驊（W.H.F）日記1〉，檔案

號：65-01-01-001-041。

四、「自家好處掩藏幾分，這是涵蓄的養深。別人不好處，要掩藏幾分，

這是渾厚的養大。率真者無心過，殊多躁言輕舉之失。慎密者無口過，不

免厚貌深情之累。心事為青天白日，言動如履薄臨深，其惟君子乎。大事

難事看擔當。逆境順境看襟度。臨喜臨怒看涵養。辟行辟止看識見。氣忌

盛。心忌滿。才忌露。」「1965年3月31日」，〈費驊（W.H.F）日記3〉，

檔案號：65-01-01-003-0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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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任有七難，繁任要提綱挈領，宜綜核之才。重任要審謀獨斷，宜鎮

靜之才。急任要觀變會通，宜明敏之才。密任宜藏機相可，宜週慎之才。

獨任要擔當執持，宜剛毅之才。兼任要任賢取善，宜博大之才。疑任要內

明外朗，宜駑奴之才。天之生人，各有偏長，國家之用人，備用辟長，然

而技之所向，□不濟事者，所用弗所長，所長弗所用也。」「1965年3月31

日」，〈費驊（W.H.F）日記3〉，檔案號：65-01-01-003-0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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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3　費驊與費張心漪夫婦之家族關係圖

資料來源：作者改繪謝錦芳整理，〈曾國藩家族簡表〉，收錄於《中時電子報》網站：forums.
chinatimes.com/report/people_story/20081019/images/04.gif（2014年12月8日點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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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4  《費驊（W.H.F.）日記》文件號與起訖時間

全宗號 系列 宗號 冊號 題  名 產生者 時間(起) 時間(迄)
資料

型式
語文 版本 頁次

65 01 01 001 費驊(W.H.F)日記1 費驊 1951-01-01 1951-01-28 日記 中 手稿 2-16

65 01 01 001 費驊(W.H.F.)日記1 費驊 1951-02-04 1951-02-27 日記 中 手稿 17-26

65 01 01 001 費驊(W.H.F.)日記1 費驊 1951-03-01 1951-03-30 日記 中 手稿 28-35

65 01 01 001 費驊(W.H.F.)日記1 費驊 1951-04-01 1951-04-29 日記 中 手稿 37-41

65 01 01 001 費驊(W.H.F.)日記1 費驊 1951-05-10 1951-05-12 日記 中 手稿 42-43

65 01 01 001 費驊(W.H.F.)日記1 費驊 1952-01-01 1951-01-29 日記 中 手稿 44-56

65 01 01 001 費驊(W.H.F.)日記1 費驊 1952-02-01 1952-02-19 日記 中 手稿 57-60

65 01 01 001 費驊(W.H.F.)日記1 費驊 1952-04-02 1952-04-03 日記 中 手稿 61

65 01 01 001 費驊(W.H.F.)日記1 費驊 1956-09-25 1956-09-29 日記 中 手稿 62

65 01 01 001 費驊(W.H.F.)日記1 費驊 1956-10-03 1956-10-25 日記 中 手稿 63-68

65 01 01 002 費驊(W.H.F.)日記2 費驊 1962-01-01 1962-01-24 日記 中 手稿 3-15

65 01 01 003 費驊(W.H.F.)日記3 費驊 1965-01-01 1965-01-31 日記 中 手稿 3-21

65 01 01 003 費驊(W.H.F.)日記3 費驊 1965-02-01 1965-02-28 日記 中 手稿 22-37

65 01 01 003 費驊(W.H.F.)日記3 費驊 1965-03-01 1965-03-29 日記 中 手稿 38-52

65 01 01 003 費驊(W.H.F.)日記3 費驊 1965-04-03 1965-04-29 日記 中 手稿 55-68

65 01 01 003 費驊(W.H.F.)日記3 費驊 1965-05-02 1965-05-31 日記 中 手稿 69-82

65 01 01 003 費驊(W.H.F.)日記3 費驊 1965-06-01 1965-06-22 日記 中 手稿 83-95

65 01 01 003 費驊(W.H.F.)日記3 費驊 1965-07-03 1965-07-31 日記 中 手稿 96-105

65 01 01 003 費驊(W.H.F.)日記3 費驊 1965-08-01 1965-08-30 日記 中 手稿 106-113

65 01 01 003 費驊(W.H.F.)日記3 費驊 1965-09-01 1965-09-29 日記 中 手稿 114-128

65 01 01 003 費驊(W.H.F.)日記3 費驊 1965-10-01 1965-10-21 日記 中 手稿 129-140

65 01 01 003 費驊(W.H.F.)日記3 費驊 1965-11-10 1965-11-29 日記 中 手稿 141-146

65 01 01 003 費驊(W.H.F.)日記3 費驊 1965-12-07 1965-12-31 日記 中 手稿 147-154

65 01 01 004 費驊(W.H.F.)日記4 費驊 1966-01-01 1966-01-30 日記 中 手稿 6-21

65 01 01 004 費驊(W.H.F.)日記4 費驊 1966-02-01 1966-02-28 日記 中 手稿 22-38

65 01 01 004 費驊(W.H.F.)日記4 費驊 1966-03-01 1966-03-31 日記 中 手稿 39-56

65 01 01 004 費驊(W.H.F.)日記4 費驊 1966-04-02 1966-04-30 日記 中 手稿 57-71

65 01 01 004 費驊(W.H.F.)日記4 費驊 1966-05-01 1966-05-31 日記 中 手稿 72-86

65 01 01 004 費驊(W.H.F.)日記4 費驊 1966-06-05 1966-06-27 日記 中 手稿 87-94

65 01 01 004 費驊(W.H.F.)日記4 費驊 1966-07-02 1966-07-30 日記 中 手稿 95-109

65 01 01 004 費驊(W.H.F.)日記4 費驊 1966-08-04 1966-08-31 日記 中 手稿 110-122

65 01 01 004 費驊(W.H.F.)日記4 費驊 1966-09-02 1966-09-30 日記 中 手稿 123-137

65 01 01 004 費驊(W.H.F.)日記4 費驊 1966-10-02 1966-10-31 日記 中 手稿 138-153

65 01 01 004 費驊(W.H.F.)日記4 費驊 1966-11-01 1966-11-29 日記 中 手稿 154-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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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01 01 004 費驊(W.H.F.)日記4 費驊 1966-12-01 1966-12-31 日記 中 手稿 171-184

65 01 01 005 費驊(W.H.F.)日記5 費驊 1967-01-01 1967-01-31 日記 中 手稿 1-18

65 01 01 005 費驊(W.H.F.)日記5 費驊 1967-02-03 1967-02-28 日記 中 手稿 19-33

65 01 01 005 費驊(W.H.F.)日記5 費驊 1967-03-01 1967-03-31 日記 中 手稿 34-51

65 01 01 005 費驊(W.H.F.)日記5 費驊 1967-04-01 1967-04-30 日記 中 手稿 52-68

65 01 01 005 費驊(W.H.F.)日記5 費驊 1967-05-01 1967-05-31 日記 中 手稿 69-84

65 01 01 005 費驊(W.H.F.)日記5 費驊 1967-06-01 1967-06-29 日記 中 手稿 85-102

65 01 01 005 費驊(W.H.F.)日記5 費驊 1967-07-01 1967-07-31 日記 中 手稿 103-119

65 01 01 005 費驊(W.H.F.)日記5 費驊 1967-08-01 1967-08-29 日記 中 手稿 120-135

65 01 01 005 費驊(W.H.F.)日記5 費驊 1967-09-01 1967-09-30 日記 中 手稿 136-152

65 01 01 005 費驊(W.H.F.)日記5 費驊 1967-10-01 1967-10-31 日記 中 手稿 153-170

65 01 01 005 費驊(W.H.F.)日記5 費驊 1967-11-01 1967-11-30 日記 中 手稿 171-185

65 01 01 005 費驊(W.H.F.)日記5 費驊 1967-12-02 1967-12-31 日記 中 手稿 186-200

65 01 01 006 費驊(W.H.F.)日記6 費驊 1968-01-01 1968-01-31 日記 中 手稿 2-17

65 01 01 006 費驊(W.H.F.)日記6 費驊 1968-02-01 1968-02-29 日記 中 手稿 18-29

65 01 01 006 費驊(W.H.F.)日記6 費驊 1968-03-01 1968-03-31 日記 中 手稿 30-48

65 01 01 006 費驊(W.H.F.)日記6 費驊 1968-04-01 1968-04-29 日記 中 手稿 49-64

65 01 01 006 費驊(W.H.F.)日記6 費驊 1968-05-01 1968-05-31 日記 中 手稿 65-79

65 01 01 006 費驊(W.H.F.)日記6 費驊 1968-06-01 1968-06-30 日記 中 手稿 80-95

65 01 01 006 費驊(W.H.F.)日記6 費驊 1968-07-01 1968-07-28 日記 中 手稿 96-109

65 01 01 006 費驊(W.H.F.)日記6 費驊 1968-08-02 1968-08-31 日記 中 手稿 110-120

65 01 01 006 費驊(W.H.F.)日記6 費驊 1968-09-02 1968-09-30 日記 中 手稿 121-128

65 01 01 006 費驊(W.H.F.)日記6 費驊 1968-10-02 1968-10-31 日記 中 手稿 129-139

65 01 01 006 費驊(W.H.F.)日記6 費驊 1968-11-01 1968-11-29 日記 中 手稿 140-149

65 01 01 006 費驊(W.H.F.)日記6 費驊 1968-12-02 1968-12-31 日記 中 手稿 150-161

65 01 01 007 費驊(W.H.F.)日記7 費驊 1969-01-01 1969-01-31 日記 中 手稿 2-16

65 01 01 007 費驊(W.H.F.)日記7 費驊 1969-02-01 1969-02-28 日記 中 手稿 17-29

65 01 01 007 費驊(W.H.F.)日記7 費驊 1969-03-01 1969-03-29 日記 中 手稿 30-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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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i Hua and His Diaries

Hua-pi Tseng*

Abstract
Fei Hua graduated from Shanghai Chiao-Tung University. He majored in 

civil engineering. Being a Taiwan technic bureaucrat, he devoted himself to 

public constructions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had great contributions 

after 1950s. He also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works, 

especially in the establishment of Taiwan National Parks.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contents of Fei Hua’s Diary reserved in the 

Archieve, Institute of Modern History at Academia Sinica. The style of Fei’s 

writing is very plain and he didn’t note too much information about his official 

work. Fei’s diary draws a picture of personal network with “himself, his wife, 

and family members”. It demonstrated Fei Hua’s personality. This paper focused 

three parts of Fei’s diaries: his love towards his wife and family members, his 

friendship with the colleagues at Chiao-Tung University, and his opinions and 

personal interest to the official work and daily life. 

After reading Fei’s diary, the author realizes that this archive is so useful 

in understanding a person who had great contributions to Taiwan development 

after 1950s. The way he wrote his diary can be regarded special, nonetheless it 

particularly reflects his attitude towards his own achievement and family.

Keywords: Fei Hua, National Chiao-Tung University, Taiwan, Di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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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作者簡介及本書學術定位

作者宋怡明（Michael Szonyi）現為美國哈佛大學東亞語言與文明學

系教授，專治明清時代中國歷史。作者一貫的研究關懷，是在「國家與

民眾日常生活之關係」的研究主軸下，回答「人們如何與規範他們但不限

制他們之國家制度互動？」的問題。1本書即是作者基於此一研究關懷，

探討軍事化（militarization）、地緣政治（geopoliticization）、現代化

（modernization）、記憶（memory）等概念在20世紀中期臺灣、金門地方

社會生活中之內在連繫，以釐清國家政治、全球政局變遷與民眾日常生活

互動過程的研究成果。2

自2008年出版以降，目前已有3篇中英文書評從不同學科角度切入討論

本書學術定位。麥志坤（Chi-kwan Mark）從外交史的角度，指出作者以口

述、村級文書建構出的金門地方史，為展示冷戰時期全球政治影響個人生

活的「非傳統外交史」研究。3 Steven Phillips著重本書以軍事化解釋金門地

方社會每日生活之書寫手法，認為作者是將冷戰經驗去浪漫化、去意識型

態，回歸到民眾日常生活掙扎。4徐大易由本書與華南學派的地方社會歷史

關懷之學術聯繫出發，點出作者利用口述史料體現冷戰、軍事化如何影響

金門地方社會生活的研究途徑，提供了金門研究在外交史以外的新對話可

能，也示範了冷戰歷史研究與當代議題連結之取徑。5

* 本書評寫作過程中，承蒙呂紹理老師、許佩賢老師、宋怡明老師、羅士傑老師之指教，以及曾令毅、陳世芳

等前輩指教，謹此致謝。

1　Michael Szonyi, Cold War Island: Quemoy on the Front Lin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8), pp. xi-
xii.

2　Michael Szonyi, Cold War Island: Quemoy on the Front Line, p. xii.

3　Chi-kwan Mark, “M. Szonyi, Cold War Island: Quemoy on the Front Line”, Diplomacy & Statecraft 20:2(2009), 
pp.361-363.

4　Steven Phillips, “Cold War Island: Quemoy on the Front Line.”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69:1 (February 2010), 
pp. 237-238.

5　徐大易，〈書評：Michael Szonyi：Cold War Island：Quemoy on the Front Line.〉，《考古人類學刊》，77期
（2012年12月），頁141-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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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書評，各從外交史、冷戰史、人類學等角度評論本書。本文擬回

到作者關心之地方社會歷史研究角度──亦即自地方社會民眾視角觀察地

方社會日常生活與國家權力的互動──來評介本書學術價值，並提出後續

可再深入討論之議題。

貳、內容簡介

本書作者以軍事化、地緣政治、現代化、記憶四個主軸貫穿全書敘

事，而將1949-1990年代的金門地方社會發展，放回中國國共內戰、冷戰時

期東亞形勢與全球政情等大背景中討論。透過縱向的時序背景建立，以及

橫向之社會生活多層面探討，作者呈現了地緣政治、軍事化如何形塑金門

地方社會的現代化歷程。

第一部分「地緣政治化支配」，敘述1949-1950年代古寧頭之役、兩次

臺海危機，將金門地方帶入地緣政治影響之過程。

第二部分「軍事化與地緣政治變遷論述」，概括地探討1960年代「三

民主義模範縣」、1970年代戰鬥村等軍事化下的社會生活。兩部分綜合鋪

陳1949-1970年代金門在冷戰情勢下從臨時軍事化統治逐漸轉向常規軍事化

統治的過程，為讀者建立地緣政治與軍事化生活交織之背景認識。

第三部分「冷戰時期之生活」，分以軍人經濟、女性生活、鬼神信仰

等主題，使用口述訪談做為佐證，深入考察1960-1980年代金門民眾日常生

活各個層面，與戰地特別統治、國際情勢變遷等之互動。

第四部分「去軍事化和後軍事化」，經由呈現1990年代金門軍事化時

期結束的後續發展，討論「地方社會如何對應去軍事化」之普遍問題。同

時，也探究金門人操作不同類型的戰時經驗論述以爭取現實政治利益之策

略，以瞭解冷戰生活經驗在當代政治中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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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論著評析

本書的學術價值，計有三個層次。首先，透過與既有政治學與人類

學、歷史學等學科之理論對話，建構清楚論述主軸。接著，再在此一論述

主軸下，開展「冷戰政治與地方社會互動」之具體討論。最後，在主軸建

立、具體論點的研究鋪陳下，全書得以呈顯出地方社會史研究跨越學科之

普遍性意義。以下分點陳述。

第一，理論應用上，作者透過和政治學與人類學者James C. Scott

「反抗的日常形式」（Everyday Forms of Resistance）、「地方知識」

（Local Knowledge），以及歷史學者E. P. Thompson「道義經濟」（Moral 

Economy）等相關理論對話，6建立「為統治者和被統治者在日常生活中的

權力互動」之分析主軸。

有關地方社會與國家權力的衝突，James C. Scott在1985年出版的《弱者

的武器》一書中指出，農民很少在法律或稅收問題上和政府直接對抗，也

不一定有辦法常常發起大規模暴亂。他們的反抗更多表現為偷懶、偷竊、

暗中破壞、毀謗等「低姿態」且平常之形式。這樣的日常反抗需要某種共

同世界觀，定義什麼是「越軌」、「可恥」、「無禮」。7 E. P. Thompson在

1991年《共有的習慣》一書中，指出James C. Scott上述討論暗喻著地方社

會有一條「弱者對強權施加壓力的界線」，亦即「道義經濟」。不過，在

Thompson看來，道義經濟更接近不平等社會力量間的討價還價。也就是統

治者與被統治者有一個默契，雙方不停探索、試驗，找出服從與不服從的

界線。8

「道義經濟」概念從James  C.  Scot t的下對上反抗界線，到E.  P. 
6　關於本書作者理論應用之瞭解，承蒙臺大歷史系羅士傑老師指點，謹此致謝。

7　James C. Scott著，鄭廣懷、張敏、何江穗譯，郭于華、郇建立校，《弱者的武器》（南京：譯林出版社，2011
年譯自1985年英文版），頁2-5。

8　E. P. Thompson著，沈漢、王加丰譯，《共有的習慣》（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年譯自1991年英文版），頁

346-3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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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ompson的統治者與被統治者一同找出服從與否界線，說明了地方社會對

國家權力之容受和反抗標準。那麼，地方社會民眾在決意反抗統治時，如

何有能力對抗國家權力？James C. Scott認為「地方知識」即是地方社會抗衡

國家統治力量之重要籌碼。他舉1920-1930年代的蘇維埃農民反抗政府措施

為例，主張政府之鎮壓、威脅無法根除農民的反抗。因為中央政府對地方

經濟、社會的實際情況知之甚少，這對農民展開公開、非公開反對國家索

求之行動，提供了戰略優勢。9

本書作者以「道義經濟」、「地方知識」等理論建構分析主軸，而深

入刻畫金門地方社會容受、抵抗國家權力之行動主體性。例如當地民眾

敘述自己對軍政統制「不服從」的抵抗趣談（anecdote of resistance），10

並不只是無法報以武力反抗之消極對應，而是利用自己比官方熟悉地方環

境的優勢畫出「反抗界線」，當政府權力超過界線時便採取「不服從」策

略之主動性。相對於此，國家權力進入地方社會時，也不是憑威勢一味施

加壓力，而是試著從民眾對政策的反應找出「服從」界線，讓統治順利成

立。

第二，透過說明冷戰地緣政治如何影響人們的日常生活，以及地方民

眾在國家軍事統治下之能動性，本書具體呈現了全球冷戰政治如何影響現

代國家權力「從上到下」的在地方社會成立，以及地方社會民眾對政策之

反應如何「從下到上」的影響國家統治政策修正的雙向互動過程。本書各

章常以數個金門民眾的戰時經歷故事開頭，再切入探討故事背後代表之軍

事現代化意涵。例如1950年代的「以老鼠尾巴換取搭船證明」（頁 86-87）

一事，表面上是軍事化管制與推廣衛生習慣之結合，實則有一個更深層的

問題──為什麼出現鼠患？作者一轉「鼠患等於衛生習慣不好」的官方論

述，從「老鼠突然大量增生」之現象反推回「老鼠增生必有相應增加的糧

9　James C. Scott著，王曉毅譯，胡博校，《國家的視角──那些試圖改善人類狀況的項目是如何失敗的》（北

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2年譯自1998年英文版），頁274。

10　諸如民兵不堪餓著肚子服役而偷竊搬運物資或偷吃東西（頁61）、民眾交老鼠尾巴時以蘆葦騙過衛生檢查員

（頁86-87）、透過送魚讓指揮官嚐鮮而使之改變禁止捕魚命令（頁231-232），不一而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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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再將增量糧食與駐軍暴增連結起來，得出「金門鼠患可能來自駐軍

暴增帶來糧食增加、地景改變（防空洞可供棲息）」之推論。11 1950年代的

鼠患，於是成為衛生、軍事動員、政治問題的複合體，反映了現代政府權

力機制在金門建立、影響地方日常生活形態之過程。

金門地方民眾對軍事化統制的接受和應用，也使地方社會面臨軍事現

代化不只是歷史問題，更延續到現今、成為政治議題。作者用了許多口述

訪談紀錄，呈現金門人自己回憶的戰時經驗，以討論敘事策略與當代政治

需求之連結。第四部分指出，金門人回憶戰時經歷時，常用「苦難論述」

（discourse of suffering）、「英雄論述」（discourse of agency）、「懷舊論

述」（nostalgia）等論述形式，分別符合爭取補償、誇耀英勇及美化過去等

複雜的現實需求。有時候甚至還會並用多種論述，例如以苦難論述強調過

去為國犧牲多辛苦，同時用英雄論述表明自己的英勇，藉以建立金門人的

英雄形象，強調金門的國內與國際地位。12多種敘事策略的並用，一則因應

當代政治需要，一則反映金門人自身對戰時經歷的複雜情感，在在反映過

去歷史記憶與現實政治利益之連結。

第三，本書以冷戰局勢下金門地方社會的事例，提示了地方社會史研

究的普遍意義。全書描寫金門民眾面對現代化統治機構、動員機制、社經

發展，是被冷戰國際情勢、中國國共內戰、臺灣軍事統治、金門地方特別

戰地政務所規定，而是個人、社會生活從屬於軍事利益之「軍事化烏托邦

現代主義」（militarized utopian modernism）。13這樣的軍事化現代化並不

是金門地方所獨有，而可以和冷戰時期「鐵幕」內外之地區比較，14探討

「冷戰對人們日常生活的影響」，進一步成為瞭解現代國家權力和社會群

眾間複雜互動關係的開端。15要之，作者一方面揭示國際政局變換之影響如

11　Michael Szonyi, Cold War Island: Quemoy on the Front Line, pp. 86-90.

12　Michael Szonyi, Cold War Island: Quemoy on the Front Line, pp. 227-240.

13　Michael Szonyi, Cold War Island: Quemoy on the Front Line, p. 6.

14　Michael Szonyi, Cold War Island: Quemoy on the Front Line, p. 244.

15　Michael Szonyi, Cold War Island: Quemoy on the Front Line, pp. 254-2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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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刻劃在地方社會人群的認知中，展示全球外交、政治脈絡與社會生活之

密不可分，另一方面又超越地方史的區域限制，將地方社會研究提升到與

全球性歷史變遷連結之更高層次。

肆、問題與討論

介紹過本書內容及其研究貢獻後，本節接著提出一些本書未盡討論的

議題，以期延伸為後續研究之可能方向。

首先，作者為了瞭解軍事現代化對金門地方社會日常生活的影響，在

行文中穿插大量口述訪談，以強化地方社會民眾日常生活經驗和全球地緣

政治之連結。但是，透過口述訪談資料所呈現國家與社會的關係，卻也為

訪談人個人感知範圍所限制，而較少呈現超越個人或村落的地方整體意

識，比如地方社會勢力活動跟冷戰地緣政治之關連。關於這點，作者在本

書中其實已揭示許多議題，後續還可以深入探討。以小金門的王玉蘭信仰

（第11章）為例，王玉蘭信仰除了被用來提示軍方與村民的信仰詮釋差異

以外，信仰背後有什麼樣的地方人群活動？有沒有本地或跨村地方勢力之

連結？又如戰時記憶與當代政治的關係（第13章），作者已經指出戰爭經

驗被用以爭取國家賠償、避免金門邊緣化之政治作用，若能再探討相關論

述在金門地方政治中怎麼被利用，便可以更清楚說明冷戰遺緒如何影響金

門地方社會生活中之集體意識形成。

其次，本書著重軍事化、地緣政治對金門當地社會生活的影響，而較

少探討軍事化、冷戰經驗之外的其他地方社會脈絡。江柏煒關於冷戰時期

華僑網絡對金門國家與地方社會關係的影響之研究指出，1949-1970年代華

僑之所以能在冷戰軍事化社會中保持原鄉連結，與金門自19世紀以來形成

之僑鄉傳統有關。而金門的僑鄉傳統，又是被包含在清末以降中國華南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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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的華僑、現代化歷史發展中的。16綜合本書和江氏研究來看，冷戰時期地

方社會面臨的現代化脈絡，並不只有現代化國家帶來之軍事化力量，而是

地方社會本身可能原來就蘊含一些現代化網絡，在國家權力進入後與新力

量產生互動，才形成當地社會之現代化。

在關切本書呈現之地方社會脈絡深廣度的問題之外，本文第三個問題

是關於作者對金門地方社會軍事化、現代化的研究，如何與近代中國地方

軍事化研究對話。17在本書中，作者主要是把金門地方軍事化放在20世紀中

後期中國現代化歷程的脈絡中，而和全球冷戰、中國內戰、中共外交政策

連結。18不過，金門的地方軍事化並不只受冷戰地緣政治與中國內戰、東亞

情勢互動之影響，還與19世紀以降中國國家、社會轉型過程裡之地方軍事

化現象有關。如同孔復禮指出的，清末白蓮教叛亂到太平天國亂事平定的

這段期間，中央政府為了應對全國性的軍事、行政危機，賦權予地方士紳

從事團練、抵禦動亂，同時仰仗之協助主持地方行政、經濟事務。這是中

央政府控制地方權力旁落、傳統王朝秩序崩解之始。19到了1930年代，蔣介

石亟欲以軍隊紀律訓練民眾、動員民眾「抗匪」，從對全民軍事化之理念

到組織民兵、建碉堡等具體作法，20依然是承繼清末「政府動員民眾」之發

想。從清末延續到中華民國時代的「國家對平民軍事化動員」概念，在一

定程度上影響了國民黨的國家建設思維，而成為金門地方社會於冷戰時期

面對軍事現代化政策的另一背景。

16　華僑與金門原鄉之聯繫，是金門社會在軍事現代化之外的另一股重要社會脈絡。當時因為國際政情及臺灣國

內局勢動盪，華僑無法再自由地進行僑匯、返鄉等聯繫，卻也因華僑身份是國民黨政權爭取正統性之重要象

徵，而能扮演將現代性知識、緩解軍事政權壓迫帶入金門的角色。江柏煒，〈軍事治理下的地方社會：以金

門華僑網絡為中心之考察（1949-1970s）〉，《考古人類學刊》，71期（2009年12月），頁7-46。

17　本段關於近代中國地方軍事化問題之發想，承蒙臺大歷史系羅士傑老師指點，謹此致謝。

18　Michael Szonyi, Cold War Island: Quemoy on the Front Line, pp. 99-100.

19　孔復禮（Philip A. Kuhn）著，謝亮生、楊品泉、謝思煒譯，《中華帝國晚期的叛亂及其敵人：1796-1864年
的軍事化與社會結構》（北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0年）。

20　1933年10月2日在南昌行營演講：「……軍隊所到的地方，凡百經濟政治與整個社會或者就說全體民眾，都

能夠用軍事部勒，來協助剿匪。」見蔣介石，〈軍事化的要義及其方法〉，收入秦孝儀主編，《先總統蔣公

思想言論總集》，卷7專著（臺北：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1984年），頁85-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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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結語

整體而言，作者對冷戰金門的研究，連結了地方社會發展與國際外交

政策變遷，而擴大地方社會史之研究意義及應用範圍。本書的成果，不只

是對深入瞭解冷戰時期日常生活經驗、冷戰記憶與當代政治等層面有所貢

獻，也在中國近代國家建設、臺灣國族意識形成、現代政府權力建立等議

題上具有參考價值。

從本書基礎出發的後續研究可能，一方面可以針對前文提及之地方社

會研究問題，進行更深入、廣泛的考察，或是在理論上與既有研究對話。

另一方面，冷戰時期金門地方社會面對之軍事現代化，跟臺灣在日本統治

時代接受之殖民近代化，本質上都是經過統治者選擇、帶有某種政策意

圖，並且以強制權力加速其實行的現代化歷程。這樣的現代化歷程，對社

會的政治、經濟、文化各層面產生了哪些影響？透過比較臺灣、金門在不

同政權及相異時空背景下經歷之現代化過程，也許可以更深入地釐清現代

化之複雜內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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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所列之參考書目（bibilography），應以確實參考於文稿中者為限，未

參考於文章中之書刊不得列入。

六、引用他人文章應詳列出處；譯稿請附原文及翻譯授權書；若有與文稿

相關之圖片請隨文附上，圖片取得與使用權由作者自行負責。

七、投稿由本館依程序初閱，通過後送請2位專家學者審查（書評類送1位

專家學者審查），如欲撤回稿件者，請在投稿後15日內以電子郵件來

函聲明撤稿，如本刊已送審查來不及取消者，將繼續完成審查程序，

並在1年內不受理同1人之投稿。本刊並保留修刪內容之權利，如不願

更動，請事先聲明；無法刊出之稿件將儘速退稿。

八、來稿一經採用刊出，按相關規定致贈稿費，稿費最高以2萬字，圖片最

高以10張為限，並贈當期《臺灣文獻》季刊1冊及抽印本20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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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著作權與版權歸屬

一、著作財產權及著作人格權屬著作者本人，第三者若欲轉載、翻印、翻

譯，請先徵得著作者及本刊同意後始得為之。另本刊保有日後推展公

益及文教業務所需之刊登發行權。

二、本刊除採紙本發行外，將由本館自行或與其他機關進行數位化典藏、

重製、透過網路公開傳輸、授權用戶下載、列印等行為，或以連接網

路或製作光碟方式發行，為符合本館之需求，並得進行格式之變更，

經採用之文稿不另支付其他報酬或費用。

參、稿件寄送（投稿前後請再電話確認）

一、郵寄：54043南投市中興新村光明一路254號

　　　　　國史館臺灣文獻館編輯組《臺灣文獻》季刊 收

二、E–Mail：ccj@mail.th.gov.tw（張家榮編纂）

肆、聯絡電話

一、聯絡電話：049-2316881轉403（蕭呈章編纂）

　　　　　　　049-2316881轉406（張家榮編纂）

二、傳真：049–2329649

伍、撰稿體例詳下，不足處請參考《國史館館刊》寫作格式

《臺灣文獻》季刊寫作統一格式

一、請用橫式（由左至右）寫作。內文及表格中「年、月、日」請採用阿

拉伯數字；英文及阿拉伯數字請採用Times New Roman字體。

二、標點符號

 請用新式標點符號。「」用於平常引號；『』用於引號內之引號；

《》用於書、報、期刊；〈〉用於論文及篇名；（）用於夾註。唯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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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中，古籍書名與篇名連用時，可省略篇名符號，如《史記．項羽

本紀》。

三、子目篇內各節，如子目繁多，應依各級子目次序標明，其次序為：

壹、一、（一）、1、（1）。

四、分段與引文

 每段第1行第1字前空2格。直接引原文時，短文可逕入正文，外加引

號。

 如所引原文較長，可另行抄錄；第1行之第1字空4格，第2行起空2格，

每行後空2格。

五、註釋

 註釋在正文之中，置於標點符號之後，在引文則置於引文標點符號之

後。

 隨頁附註，每註另起1行。註釋號碼採橫式阿拉伯數字上標法，如1 2 

3，均置於標點符號之後。

 註釋內之引用文獻第1次出現時，須列舉全部出處資料，第2次以後可

用簡略方式表示之。中外文並存時，依中文、日文、西文順序排列。

六、引徵專書請依序註明著者姓名，次列書名、出版地、出版者、出版

時間、版次及頁碼。常見古書可免作者，唯涉及版本者請特別註明。

如：

中文專書

 龍瑛宗，《龍瑛宗集》（臺北：前衛出版社，民國80年2月），頁15。

日文專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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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喜安幸夫，《臺灣史再發見》（東京：秀麗社，1992年1月），頁19–

21。

英文專書

 Akira Iriye,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American Foreign Relations, Volume 

III：The Globalization of America, 1913-1945（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3）, p.107.

七、論文須加列論文集名稱或期刊名稱及卷期數；如係期刊，出版地點及

出版人名稱可以省略。如：

中文論文

 蔡元培，〈論大學應設各科研究所之理由〉，《東方雜誌》，32卷1號

（民國24年1月），頁13–14。

日文論文

 西田龍雄，〈西夏語音再構成的方法〉，《言語研究》，31卷（1956

年），頁67–71。

英文論文

 The Chinese Social and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12：4（October 1928）, 

pp.582-596.

八、徵引報紙文章，須列明作者姓名、篇名、報名、出版地、出版時、版

（頁）次，如：

 王之春：〈覆武昌保電〉，《華字日報》，香港，1905年1月20日（光

緒30年12月15日），版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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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徵引檔案文件，須列明文件名稱、時間、檔案名稱、收藏機構、類

號、文件性質，如：

 「外交部函覆行政院秘書處」（民國34年10月11日），〈澳門問

題〉，《外交部檔案》，國史館藏，檔號：172–1∕2260。

 「外交部呈行政院」（民國35年1月11日），〈中葡簽訂平等新約〉，

《行政院檔案》，國史館藏，檔號：0641.20∕5044.02，微捲：53–

1874。

十、參考書目（bibilography）請列於全篇論文之後，書目形式仿註釋體例

（唯需將出版項之括號去除，並在書名後附加句號）。中、外文書目

資料並存時，中文在前，外文在後。中、日文以著編者姓名筆劃，英

文以著編者姓名字母排列。參考書目格式如下：

中文部分：

 檔案、史料彙編

 《外交部檔案》（臺北：國史館藏）

　　　　　172–1–2259，〈澳門引渡漢奸戰犯等案〉。

　　　　　172–1–2260，〈澳門問題案〉。

 《國民政府檔案》（南京：第二歷史檔案館藏）

　　　　　1–1–4613，〈各方關於懲治漢奸戰犯建議〉。

 《中執會秘書處檔案》（臺北：中國國民黨黨史館藏）

　　　　　特030–400，〈港澳工作卷〉。

年鑑、辭典、工具書

上海通志館年鑑委員會編，《民國二十五年上海市年鑑》。上海：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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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通志館，1936年8月。

王卓然、劉達人主編，《外交大辭典》。上海：中華書局，1937年10

月。

文集、日記、回憶錄

高平叔主編，《蔡元培文集》。臺北：錦繡出版公司，1995年5月。

宋選銓，《宋選銓外交回憶錄》。臺北：傳記文學社，1977年7月。

期刊、報紙、公報

 《中央日報》，民國26年至35年。

 《華商報》，香港，民國34年至36年。

 《復興日報》，澳門，民國34年至36年。

專書

陳榮傑，《引渡之理論與實踐》。臺北：三民書局，民國74年1月。

軍事委員會委員長廣州行營參謀處，《廣東受降紀述》。廣州：編者

自印，民國35年6月。

期刊論文

陳錫豪，〈抗日戰爭時期的澳門〉，華南師範大學歷史系碩士論文，

1998年6月。

羅久蓉，〈歷史情境與抗戰時期「漢奸」的形成－以一九四一年鄭州

維持會為主要案例的探討〉，《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

刊》，第24期下冊（南港：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國84

年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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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部分：以作者姓氏排序，分類請比照中文方式。

Issacs, Harold, The Tragedy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 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1.

Mast, Herman & william Saywell, “Revolution Out of Tradition：the 

Political Ideology of Tai Chi-t'ao,”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34：

1,1974.

十一、其他注意事項

（一）如有謝詞，請於文章審查完畢後，另行於修正稿篇名後打*

號，加註謝詞，以利編排。

（二）表格與內文之間需留空間，其標題應在1頁之首。除長表

外，盡量不要切割為2頁。表號用表1形式，表號與表目間以

「：」相接。如：表1：中儲券發行數額表。在表格後應附資

料來源，寫法同註釋。

（三）如用及前引書、前引文、同上註者，請均改為作者，篇名，

頁碼，重覆出版項得省略。如：于恩德：《中國禁煙法令變

遷史》，頁230–231。

（四）英文稿件的左右邊界請用齊頭形式（justification），1行未完

文字請以hyphen隔開。

本刊園地公開，所載言論僅代表作者個人

本刊圖文，非經同意，請勿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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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文獻》季刊作者資料表

論文題目
（中）

（英）

作者資料 姓    名 服務單位

第一作者
（中）

（英）

共同作者一
（中）

（英）

共同作者二（不

足者自行增加）

（中）

（英）

文稿類別

1、□研究論文  

2、□書評與研究討論   

3、□田野調查與史料介紹

通訊方式

電話

公：(   )                         行動電話：

宅：(   )                         傳        真：(   )

E-mail：

地址

郵遞區號：

地        址：

單位名稱與聯絡人：

　以上投稿之稿件，內容未侵害他人之著作權，且未曾投稿、刊載或已接

受刊載於其他刊物。如有不實而致使 貴論文集刊違反著作權或引起糾紛，

本人願付一切法律責任。

作者簽章：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年____月____日(如有兩位以上作者，每位作者均需簽名)
備註：1.郵寄前請再檢查稿件，是否已符合本刊稿約各項要求與格式：

　　　   □中英文摘要    □中英文關鍵字    □徵引書目      □註釋

　　　2.稿件中請勿出現任何作者姓名，及可以辨識作者身分之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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