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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姓太始祖比干夫人陳氏偕子的避難地長林乃河南省淇縣之南，位淇河

之西，因此林姓族人祠號稱為「西河堂」，是古今天下無人不知之名詞，

亦為林姓榮耀之代名詞。埤頭山『西河堂』為『必慶堂』派下十五世「林孔

灌」再分支出來的公廳，村民習慣稱為東邊公廳，西河堂供奉十三世仁芳公

→十四世學謨公→十五世孔灌公及其派下各世之祖先牌位。

西河堂公廳目前供奉牌位只到十七世慶字輩，十八世以後即不再入祀，

全部改採福佬人的「一人一家代，公媽隨人祀」方式在自家設立公媽牌位祭

祀。

西河堂在屋外門楣上有『西河堂』的牌匾標示，在公廳內的木作神龕上

方亦有一塊『必慶堂』的牌匾，象徵與大陸祖地源頭的連結，而在祖先牌位

上則是寫代表林姓圖騰的『西河堂』。

神龕兩側對聯正是千一公和陽樓系的輩序詩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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埤頭山西河堂將十五世孔灌公及其夫人的牌位單獨以特殊的金色龍頭火

焰造型，珠紅色的牌位供奉在神龕正中央的位置，牌位上寫著：十五世祖考

諡「鄉賓」敏達孔灌林公；及妣諡助得徐氏「大孺人」神位，這有其特殊的

道理。

清代鄉飲酒禮於每年正月十五與十月初一各舉行一次，由各府、州、縣

正印官主持。鄉飲賓也再細分為：已經退休的官員被選為鄉飲賓則稱為稱為

「鄉飲大賓」，年高有德者被稱作「鄉飲僎賓」，有特殊貢獻者稱作「鄉飲

介賓」，其他參加者稱作「鄉飲眾賓」，一般均統稱為「鄉飲賓」，鄉飲賓

西河堂的祖先牌位供奉位置比較特殊，主

要是將十五世孔灌公獨立用一個周邊有金色龍

頭火焰造型，珠紅色的牌位供奉在神龕正中央

的位置，祂的後上方祖先牌位則將十三世；

十四世；及孔灌公的十六世兒子們供奉在同一

塊牌位上，順序也是依中央 大左昭右穆左尊

右卑來記載書寫，然後在十五世孔灌公牌位的

左右兩側各有一塊牌位，全部是其派下十七世

慶字輩共 22位。

之人選由當地學官考察，並出具“賓約”，報知縣（或知州、知府）覆核。

覆核通過後還要逐級上報，由藩台轉呈巡撫，由撫院諮送吏部，其中以鄉飲

大賓 具殊榮必須由皇帝欽命授予。獲選為鄉飲賓的人，朝廷都要賞給頂戴

品級，地方政府還要贈送匾額以示祝賀。

若由西河堂的公廳懸掛的【年高德劭】匾額來看，孔灌公可能是獲選為

「鄉飲僎賓」，這是國家授與的一種榮譽封號，子孫特地請人幫孔灌公畫了

一幅穿著官服的畫像，同時也幫勞苦功高養育他的母親，十四世林媽賴氏孺

人也畫了一幅穿著官服的畫像，懸掛於必慶堂。而孔灌公的夫人林媽徐氏也

因孔灌公獲選為鄉飲僎賓，而特別以『大孺人』尊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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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河堂前大埕圍牆上也是

有客家特有的印記天公爐。

西河堂正後方原本亦有客

家講究風水的「化胎」結構為

斜坡堆石形式，後可能在不知

道化胎的情形下為了美化環境

開闢成花圃而整理成目前直角

坡坎的樣貌。西河堂的神龕下

方中軸分金線上，一樣有設凹

入牆內的土地龍神香位。

潭子林九牧公祠這間古屋當地人習慣稱它為林家古屋或九牧公祠，位在

潭子茄志角現址為台中市潭子區嘉仁里嘉豐路四十七號。建於光緒十七年

（1891），佔地面積有千餘坪，是一座建築宏偉古色古香的四合院古建築，

四合院內，正廳名為「衍支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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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特別的是「衍

支堂」祠堂內供奉的

林氏先祖不是單一族

系派下系統，而是分

佈在神岡、豐原、潭子

等地區來自閩粵各地的林姓

各族派先祖，共有 108位列名在牌位上，其中也

包括埤頭山林家的十四世林學謨∕時烈公，牌位

是以時烈為名用毛筆寫在木牌上的。

九牧公祠衍支堂除了這 108位各地林氏先祖的牌位外，祂的中央有一大

一小的兩塊主牌位都是供奉林姓入閩始祖林祿公（公元 325年東晉時期林祿

公出任晉安郡太守，即今福建省福州市）。

左邊的另一塊牌位上

則供奉德高望重的三位清

代與日據時期的林姓名

人，分別是潭子「摘星山

莊」的林其中；鄉飲大賓

林立生及神岡社口望族的

林振芳等三人。

「林九牧公祀」衍支堂組織成立於日治時期的明治三十年十一月

（1897），各族派林姓就是以這一百多位林姓先祖的名義出資合股的方式成

立的，這種組織類似現代的股份有限公司制度，只不過成員是以林姓為第一

要件，客家人將這種公同共有資產型態的團體口語上稱為「嘗會」，而法律

上則稱為「祭祀公業」。

當時是什麼動機促使中部地區閩粵各派的林姓先祖成立這個九牧公祠的

嘗會組織已不可考，僅知目前為止這個嘗會還在運作當中。現在政府立案的

名稱為「祭祀公業林九牧祀」。在當時的時空背景下藉著林姓族人成立的公

祠「嘗會」或「公業」組織，一方面可以共同累積資本，另一方面又可凝聚

林姓族人團結的力量，進而在地域性的農業社會中可以與他姓競爭並獲取更

多的資源與影響力。

九牧公祠成立之初設了簿冊，以出資多寡發放冊

數，「認簿不認人」是較特別的方式。持有簿冊的人

可以享有選舉「九公牧公祠管理委員」的權力，投

票的票數依簿冊分數來決定，除了選舉權之外，還

可以享有發放收益金的權力，公祠擁有不少田地產

業，基本上每年可以收到佃農承租所繳的租金。若

經過委員會同意賣掉部分產業後所賺的錢，可以利

用每年春冬兩次祭祀的聚會時間發放給持有人。

數年前台中市規劃興建捷運綠線，位於潭子區

頭家屋的捷運機廠徵收了「祭祀公業林九牧祀」的

部分田地，因此九牧公祠有一筆不小的收益，埤頭

山學謨∕時烈派下的必慶堂林五合嘗會也因持有簿

冊，當然也有分配到該有的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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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九牧公祠建築所用的杉

木、青石、磚瓦等建材都是從

大陸福建福州運來，並聘請

許多技藝超群的木工、雕刻師

傅，以精細的手藝，完成這座

精緻華麗的建築。不過也因年

久失修，地震後屋頂破損漏

水，現在勉強搭鐵皮屋頂用來

遮雨，林九牧公祠亟待各方重

視修復保存這個文化遺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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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入大門樓後即進到一個大庭院，右側有一個池塘，偌大的庭院闢有幾

處菜圃及花圃兩旁有房舍，再往前走即來到一座內門樓及其左右矮牆圍起來

的三合院，這內門樓上寫著『榮春堂』，左右門兩側有對聯：『蘋藻至微亦

可薦』、『子孫雖富不如賢』。這些字都是用交趾燒製作黏貼其上的，連同

裝飾框，壁與屋簷間的水車堵等皆是用精緻的交趾燒陶藝製作非常精緻。

烏牛欄田心林宅－榮春堂在拆除前是豐原知名的人文景點之一，在老豐

原人的腦海中講到“田心林”大概就會浮現一座巨大的橘紅色豪門院落，

一般外人以“田心林宅”稱呼她，林家人自己則以『榮春堂』稱呼這座大宅

院，很多外人不解以為榮春堂是林家的堂號或祠堂的堂號，或看到林榮春祭

祀公業時會以為林榮春是一個人的名字，其實不是這樣的，『榮春堂』確切

的說他就是代表這座大宅院的名字而已。

從外面要進入這座大宅院首先映入眼簾的

是一座懸山式屋頂的大門樓，大門樓左右兩邊

又各緊連著也是懸山式屋頂但較大門樓低的無

窗房舍，這大門樓兩旁的房舍是用閩南大片紅

磚牆建成的（作為倉庫使用），這三個建築主

體構成一個中間高，左右兩邊低的一座巨大橘

紅色建築物，早年聳立在田野間間，遠看煞是

美麗壯觀。

大門樓上用交趾燒製作的【問禮遺風】貼

於門樓上，問禮遺風典故出自論語的林家祖先

林放向孔子請教“禮”的根本，孔子讚美說：

「大哉問！」故後代子孫莫不以林放公問禮為

榮而成林家注重禮儀的遺訓。屋頂山牆與墀頭

還有水車堵階用交趾燒陶藝製作，裝飾非常精

美。

大門樓位於「問禮遺風」上端左右兩側開有兩個六角窗，平時作為倉庫

的透氣功能，若遇盜匪則可做銃孔使用，由左右兩邊倉庫即可上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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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榮春堂內門樓進入內院，有一個大稻埕及『必慶堂』正廳，左右有橫

屋屋，橫屋屋前又有一道矮牆隔開，『必慶堂』為林家的祠堂公廳與大陸

饒平祖地和陽樓的必慶堂一脈相承，進入必慶堂後抬頭可以看到掛於廳前的

『文魁』，這塊文魁匾是粵籍林氏宗親林洪香於同治十二年（1873）科中式

舉人第六十名所贈，但這塊文魁匾已於榮春堂拆除前被盜而不知去向了。

必慶堂公廳內正面牆上有一個大『壽』字，神桌上只供奉祖先牌位，神

桌下方設有一龍神香位，天公爐則安置在公廳外的榮春堂內門樓右側的矮牆

上，另外必慶堂公廳後面也有卵石鋪疊的化胎結構，由這些必慶堂的設置型

制皆一再表明是客家傳統無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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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榮春堂內門樓進到必慶堂公廳這個三合院，必慶堂的左右橫屋並非直

接面對大禾埕，而是各有一道矮牆隔起來，要進入這個空間必須再經由左右

兩邊的小門樓進入，進去後可以看到花圃及走道還有廂房。

林家整個宅院除了榮春堂門樓必慶堂這座內院之外，在內院的外沿左右

和後面以及進入問禮遺風大門樓後的大庭院左右都還是有房舍的，就算這麼

大的宅院事實上也是無法容納林家全部的人口，所以實際居住在這裡的僅僅

是十五世三房孔潺及五房孔浿這兩房的後裔居住在這裡，其他参個房親的後

裔則分散在田心子及豐原附近各處及鎌子坑口。

隨著時代巨輪前進，現代鋼筋水泥樓房建築成為當代主流，建築形式完

全跳脫傳統思維，烏牛欄田心子的榮春堂大院落在歷經 128年後也因院舍老

舊及都市化的衝擊而不得不退出而成為歷史的一部份。

在距離古榮春堂約 100公尺的田心路上新建的四層榮春堂大樓除了頂樓

必慶堂公廳還有一脊兩斜面樣式的傳統屋頂外幾乎已無任何傳統建築的樣

貌，頂樓的必慶堂公廳內祖先牌位與神桌的擺設也維持原來的形式，正中

央只有一塊新刻製的祖牌供奉十三世～十五世祖，祖牌上婦女照舊以『孺

人』尊稱之，這些傳統仍有傳承，唯神桌底下已無『龍神』香位，這也難

怪，因為公廳已離地四樓高，神桌牆壁後面是樓梯間，這土地龍神還有圍牆

上的天公爐到底要怎麼設置，恐怕也考倒了勘輿師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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鐮子坑口庄尾土地公廟由林慶通、曾盛方等為發起人於昭和三年

（1928）重新修建，此廟之樣式為中國傳統之建築形式（歇山式屋頂），又

於昭和七年（1932）立一類似鳥居式牌樓於廟前由時任豐原郡守熊井才吉題

字「自力更生」訓勉信眾。

金谷祠有由林慶通所寫的重修福德祠石刻碑記及自力更生牌樓「祠華表

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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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慶財在台灣的原籍是東勢校栗埔屬林仁蕣渡台祖派下，1894年林慶

財 16歲即跟隨輔佐父親林良鳳從事腦館事務，並在旗山郡甲仙埔經營腦

館，1909年又在豐原街鎌子坑口、集集庄社子、鹿谷庄龜仔嶺等三地設立

經營“振裕”糖廍工廠，1923年在神岡大社及豐原街（在現在的豐原高商

附近）開設“振豐裕”煉瓦工廠，資產十分雄厚為中部實業界巨富。1934

年登台灣官紳年鑑（日文）；1937登台灣人士鑑（日文）。

1913年林慶財在鎌子坑口興建一座傳統三合院磚造民居並取名“振

裕”與其振裕糖廍事業同名並刻石碑鑲於門楣上，林家“振裕”三合院位於

在鎌子坑口庄頭位置，是當時在地大家都通曉的富有大戶人家。後來傳到他

的孫子十九世益字輩林勉孜，林勉孜很早就出外創業，勤奮經營不鏽鋼金屬

事業，同時在台中及豐原擁有兩家工廠，因事業繁忙且都在都會區奔波，故

鮮少回鎌子坑口振裕老宅，經數十年振裕老宅沒人居住又乏人管理維護故久

而自然傾倒，聽說房子裡一些古老的的東西都不知不覺地被人偷走了，只剩

斷垣殘壁。直到兩年前 2018年因為處置振裕老宅土地才雇工拆除早已殘破

的老宅，並取回古老的梁柱等木料和“振裕”石碑回來收藏。

筆者訪問林勉孜時他並不知道自己原來也是客家人，問他以前正廳神桌

擺放情形他說中央是拜神明的神位，右手邊是祖先的牌位，神桌下有拜龍神

香位，天公爐在屋外圍牆上。由上述觀之當時十七世林慶財在蓋振裕時除了

祖先牌位像閩南式，其他的也是傳承客家的傳統形制。只不過可惜傳統三合

院建築又消失一座了。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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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日治時期 1930年代，鎌子坑口村民經常與豐原街仕紳交流，受皇

民化運動、經濟蓬勃發展影響，村民遂建造融合歐風或日式風格的土地公

祠。1932年林仁蕣元茂公渡台祖派下十七世林慶財、十八世林祚漢及林壬

癸等人發起並捐獻土地，重修後山腳福德祠，建築立面則跳脫傳統採用罕見

的巴洛克風格，正殿為閩南屋身卻不用交趾燒剪黏，廟後則保留原有客家建

築文化的化胎結構，這座巴洛克式後山腳福德祠為台灣罕見的土地公廟，確

實非常特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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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際上饒平和陽樓系林家至少有林仁芳、林仁蕣、林仁菖、林仁莢等四

支渡台祖派下後裔遷來鎌子坑口發展，除了種植稻米外，鎌子坑口在日治時

期到 1960年代曾經是中部重要的菸葉產地，撐起當地重要的經濟命脈，鼎

盛時期菸田占比為八成的農村田地都是種植菸葉，鎌子坑口約有 100多座菸

樓，可說家家戶戶都靠菸葉過活。

菸葉屬於高經濟作物，於冬天採菸葉後要馬上要忙著整理，早期菸葉是

用日曬法將菸葉曬乾，用竹子夾著整排菸葉然後架著曬太陽，這種日曬菸葉

曬乾後會變成黑色的，所以叫做【黑菸】，但這種方法費時又費工還受制於

天氣變化，後來就改成蓋菸樓用薪火來烘乾菸葉，這種方法快速確實，烘乾

後的菸葉呈現咖啡紅色，因此稱為【紅菸】。目前已經沒有人種植菸葉，菸

樓也幾乎拆光了，但鎌子坑口還殘存一座美麗的大阪式菸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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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氏敦五堂位於豐原鎌子坑口是饒平千一公系在台灣的總祠堂，為什麼

祠堂會命名為“敦五堂”呢？因為林家從千一公始祖傳到四世祖林成五十九

公都是單傳，四世祖生了五個兒子開始開枝散葉，而來到台灣的後裔全都是

源自這五位兄弟的後代（目前已知只有三個兄弟有後代在台灣）。

1895年清廷將台灣割讓給日本之後即斷了與饒平祖地的聯繫，1904年

會成立這個凝聚整個千一宗族在台灣的祠堂組織，目的就是希望這五位兄弟

的後代在台灣都能敦睦團結在一起的意思，所以命名叫做“敦五堂”。

也因此祠堂主祀即為四世祖林成五十九公，祠堂另有一塊祖先牌位記載

了 78位從 13世到 16世的祖先的名或字，這些判斷都是渡台祖，在日據初

期這 78位渡台祖的後裔應該都還互有聯繫，所以能組織成敦五堂，但歷經

二戰等時代動盪及社會工商快速變遷，時至今日多已失聯，目前僅找回大約

9支的後裔。

921地震後的敦五堂，圍牆和主廳前

四角拜亭已倒塌，屋頂破損，現外罩

鐵皮屋頂防止漏雨。

大埕入口的踏石板，這裡兩旁原本有

一道圍牆，石板的位置就是大門樓出

入的位置，921地震已全部倒塌。另

入口大門樓前面原有一個半月形水

池，這個水池早在 921地震前就已經

被填平改種植果園。

要進入廳堂前這裡原本有一個四角拜

亭於 921地震倒塌了，注意四個角

落白色的地方，那是放石墩柱子的位

置。

四角拜亭內用的是象徵長壽吉利的龜

殼型六角地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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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角拜亭倒塌後被置放一旁的四個石

墩。

這是附近潭子九牧公祠的照片，它的

四角拜亭還在但屋頂會漏水也是用外

罩鐵皮屋頂防止漏雨，敦五堂的四角

拜亭大概就是如此型制，差別在九牧

公祠的柱子是用木頭，敦五堂的柱子

是用磚頭疊的。

從地上所鋪的菱形地磚中線對過去大

廳可以很清楚的看出來“分金線”分

金線是堪輿風水用語，簡單的說就是

房屋建築的中軸線及坐向。

敦五堂特製香爐，上面的“敦五堂林成五十九公暨孫

位”是燒製而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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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五堂除了祖先牌位形制像客家傳統

以外，其他的要素都已福佬化了，像

神案下沒有龍神香位，屋後沒有化

胎，現在的狀況是屋後緊連著另戶人

家的房屋，所以不會有化胎。

林家是客家人但墓碑上沒有孺人的尊稱，這墓碑是民國己卯年也就是民

國 88年（1999）由後人重修的，這個時候生活在豐原地區的原粵籍鄉親大

概全部都已經福佬化了，且大都不知道自己原來是客家人，甚至認為自己是

標準的福佬人，因此當後人在重修墳墓時找來豐原閩籍的堪輿師施作風水，

自然的會依照慣用的閩式方案，因此很明顯的可由墓碑、祠堂公廳等看出來

被福佬化的過程。

林良明是來台第四代（1849～ 1913），當時他聯繫分散各地的林千一

公系族人包括竹苗仍說著客家話地區的族人，號召團結成立敦五堂的祭祀公

業，並提供自己在鎌子坑口的房舍來成立敦五堂，所以推斷當時他應該知道

自己是客家人沒有問題的，但就算他知道自己是客家人，也不一定知道甚麼

孺人、龍神、化胎等等這些客家傳統的形制，當他去世後他的後代更是不懂

這些，很自然地就由找來的勘輿師包辦了，以致於良明墓碑上已經是用福佬

形制的了。

神龕對聯寫著：八閩望族家聲遠，十德聖名世澤長。這“八閩”就是指福建

省的意思，按理講林氏千一公系在粵（廣東），是強調林氏從中原南遷的過

程中曾經到過福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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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清康熙二十二年（1683）治臺以後，即對漢人實施了嚴格的管控規

定，清初期明鄭官員與移民大量的內渡回中國，在此時臺灣則呈現人口大量

流失之窘境，因此官員們都希望能透過招徠之政策，可以吸引內地人渡海來

台進行墾耕，但由於清政府的禁止攜眷之政策下，到臺從事墾耕的漢人，幾

乎都不輕易的定居於臺灣，大多數的人僅會在春耕的時節才渡海來臺，在秋

收之後就會回到本籍。

而呂家預移墾的區域為北臺中盆地，當時屬於彰化縣捒東上堡之一部

份，也就是大甲溪南側的盆地丘陵台地之間，即今豐原、神岡、大雅、潭

子、神岡、北屯、西屯等區，此地地質為古大甲溪沖積扇平原之一部份，土

地相當肥沃，地形由東北向西南方向傾斜，斜率約 4％，如此之地質即地勢

再加上亞熱帶的臨海盆地氣候，再加上由東北方向引入水源灌溉，是條件極

佳的農作生產區域。

本區域在漢人尚未大量開發前，即是岸裡社巴宰海平埔族之聚落，原住

於大安溪及大甲溪之間的區域。康熙五十四年（1715），岸裡社受官方之

招撫，歸化於清政府，於隔年在張達京的建議之下，向清政府請墾〈貓霧捒

之野〉，其範圍東至大山，西至沙轆地界大山，南至大姑婆，北至大溪，東

南至阿里史，西南至拺加頭。爾後此區域即以岸裡社與張達京為主導開墾力

量，展開了大規模的墾荒時代。而拓墾時期本區 重要的灌溉水源系統為葫

蘆墩圳，其發展之成果與過程，與本地有著極為密切的關係。

下埤圳：原名稱為貓霧捒圳，於雍正元年（1723），張達京以通事間墾

戶之身份，以〈張振萬〉墾號之名義，與岸裡社、掃拺社、烏牛欄社和舊社

據呂家祖譜所載：先祖來自汀州府寧化縣石壁鄉，宋熙寧間，呂萬春

的兒子秉仁、秉翟到詔安秀篆河尾居住，後秉翟移居他處，故秉仁成為秀

篆呂家之始祖 6。對呂家而言， 早來台的是第十世呂華喜，他早於康熙

三十八年（1699）就已來台，他兩個兒子第十一世發俊、發現因為家境

貧寒，必須跟著母親江氏改嫁。雍正元年（1723），呂華喜三弟呂華經

之子呂發效，由詔安渡海來台居住於彰化縣燕霧堡北勢庄。《族譜》：俊

發次子祥碟生於雍正七年已酉壽十七歲卒在臺灣彰化深坑仔庄外公家中

6

等社土官潘敦仔簽訂〈割地換水〉之合約，共出資九千三百兩興建，取大甲

溪水，圳成之後，〈漢八番二〉之比率分割水權，並換取臺中盆地阿河巴草

埔之地權，灌溉區域為神岡區及大雅區之一部份，面積達一千餘甲。

上埤圳：原名為貓霧捒上埤，建於雍正十年（1733），當時下埤水源不

足，故張達京又和岸裡社訂定墾約，並邀集六館業戶秦登鑑、姚德心、廖朝

孔、江又金、陳周文，共出資六千六百兩，在下埤 取水口之上游，即朴

子籬口處再開圳，圳成之後江水分為十四份，每戶兩份，剩餘兩份為岸裡社

番所有，並將原有岸裡社番領有芝草埔地業權，割讓給六館業戶開墾，此上

埤圳於雍正十二（1734）年竣工。乾隆二十八年（1763），六館業戶將上

埤圳之主權讓與六股埤長，從此上埤圳主權一再轉移，但到了乾隆五十年

（1785）時，灌溉農田面積已達三千餘甲。

下溪洲圳：始於道光三年（1823），由興化府福佬人陳五協（陳天

來、陳奎、陳漢、陳策、陳荐），共同出資一千六百兩銀創建，灌溉面積

達兩百甲。直至清末，以上三圳主權則悉歸阿罩霧林烈堂等八人所有，日

治時期明治三十五年（1902）又有公共埤圳組合之成立，並以日幣二萬

六千九百二十九元七角七分收購三埤圳，始合併稱為葫蘆墩圳，初期灌溉面

積約 4275甲，經幾次修建後，現已達 13299公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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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來雖免除了在臺回籍者之照單，但仍嚴格把關嚴禁渡臺者之申請，尤

以攜眷渡臺一項，是一直到乾隆五十三年（1788），欽差協辦大學士陝甘

總督協辦將軍事務福康安才上奏要求放寬渡臺限制 10。若以此歷史背景來判

斷，當時乾隆三十六年（1771），呂祥省攜眷渡海來臺，應是透過偷渡方式

才有可能將家人帶至臺灣。

9

據《呂家族譜》所載：清乾隆三十六年（1771），當

時年四十九歲的呂祥省攜帶家眷渡過黑水溝來臺開墾。又

據《族譜》記載：呂家渡臺祖為第十二世祖呂祥省，號選

京，于雍正元年十一月二十五日生，至四十九歲，係乾隆

三十六年（1771）搬遷渡海來臺，由嘉義布袋港登陸，

後至彰化縣捒東上堡瓦瑤仔庄（今臺中市潭子區嘉仁里一

帶），以從事打棉織被為業，壽五十八 11。得知呂家起初

是住在彰化縣捒東下堡瓦磘仔庄（今潭子區福仁里），至

乾隆四十四年（1779）左右，呂家又從瓦磘仔庄搬遷到朴

子籬庄（今豐原區朴子里），隔年呂祥省卒於乾隆四十五

年（1780）十一月十八日己。而至於呂家何以在居住瓦磘

庄七、八年後又遷居朴子籬，文獻資料闕如，但若從中部

的開發史來看，此地 早開發者為張達京家族，其祖籍為
7
8
9
10 11

後聞遠公到庄查無墓無人之。也就是說，第十二世開臺祖呂祥省攜帶家眷

渡臺之前，其堂兄弟即外公早就已居住在台灣了 7。而當時到達葫蘆墩開

墾拓荒的其他姓族為游姓及林姓 8。若從當時福建巡撫鍾音向高宗所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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呂家在遷居朴子籬約兩年之後，也就是乾隆四十五年（1780）十一月

十八日，呂祥省便過世享年五十八歲，遺留兩子光明、光宗（過嗣給祥省

三弟祥碟），那時光明僅十五歲。乾隆五十五年（1790），開臺第二代呂

12
13

廣東省大埔縣赤山鄉，也就是說以粵潮移民為主，呂家 初選擇於瓦磘

庄，應是該處為粵籍人士所建立 前線開墾聚落之一，之後過了七、八年

後，其家族漸了解此地狀況生活狀況而欲加入開墾之行列，故而再次遷居

於朴子籬庄，且此地區始開發於乾隆初年，也就是與呂家同籍的詔安人廖

舟，其向平埔族人租耕葫蘆墩地區未開墾荒地，幾經拓墾之後創建聚落，

被稱為「岸裡新庄 12。之後葫蘆墩圳沿岸鄉村聚落，才陸陸續續的發展成

為街肆，因此閩粵移民先後接踵而來，而分別居住於潭仔墘、瓦磘仔、員

寶、頭家屋、甘蔗崙、大埔厝、茄至角、校栗林、聚興…等地 13，據推測應

是呂家欲投入開墾之行列，因為此地早已有原籍詔安同鄉廖姓族人開墾，

亦已有葫蘆墩圳開發，且位於水源之上游，有利於水稻農業的拓墾生產。

光明、呂光宗跟著叔叔祥炮一家人搬移到三角仔定居，此時呂光明已二十四

歲，可能已是呂家的領袖了。呂藩煥號光明，生於乾隆三十一年（1766），

卒於道光二十三年（1843），享年七十八歲。由呂家祖先神牌位中可知，呂

光明曾被封稱〈鄉飲大賓〉一職。若依《清史稿校註》得知，鄉飲大賓之任

命依據，早期為敬老尊賢，之後才選為〈耆紳碩德者〉擔任，其社會地位頗

尊崇，且獲此頭銜族人皆沾光，皆視為一種榮耀，與考中功名一樣，都會特

別的書寫在族譜或家譜上。

當時三角仔仍屬於岸裡社平埔族之口糧地，在當時漢人早在北台中開墾

多年，且已趨於飽和之狀態，呂家卻選擇了較少漢人開發的岸裡社土地開

墾，以取得較有利的拓展開發空間，而此時距離開臺祖呂祥省渡臺已有十九

年時間了。

三角仔庄當時為岸裡大社之社番口糧田區域，當時附近重要的聚落尚

有：東鄰烏牛攔社、東南近阿里史社、西方毘張振萬業戶地、南方接六館業

戶地、北方臨近社口、北庄、及岸裡大社潘家私地，三角仔在社皮支線尚未

開發之前，應就可天然溝渠可以灌溉及耕作農田，但因當時尚無設置控制水

門，故只要洪水來臨，則極易泛流成災而成為險地，顯示出當時開拓初期，

對環境有限掌握的狀況。

而當時三角仔庄的灌溉系統，主幹是由葫蘆墩圳西汴幹線供給水源，主

要的供排水骨幹為：西汴幹線之茭白筍溝、社皮支線與南門支線。茭白筍溝

及三角溝：為天然溝所改建而成的圳溝，主要是灌溉三角仔東南角之農田，

亦擔任社皮支線東側區域的排水幹線。社皮支線：西汴幹線流至岸裡大社南

下分出，流經社皮之後，貫穿三角仔中央地域，是灌溉面積幾達全庄，是此

處 重要的圳溝。南門支線：為社皮支線西側支灌溉排水幹線。

而呂家初期入墾三角仔的居住狀況：呂祥炮與其子孫居住在第一公屋，

而呂祥省之後代則居住於瞻雲宮附近，也就是茭白筍溝下游三角溝水系之南

側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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葫蘆墩街開漳聖王廟，起源自嘉慶十三年（1808）捒東堡葫蘆墩街的漳

人所組成，以崇祀開漳聖王陳元光的神明會〈中和季〉。中和季原始的會份

有七十五份，每分祀銀三銀元。道光十七年（1837），呂世芳被神明會祀有

推舉為經理人，歷經道光十九年～咸豐六年（1839～ 1856），總算中和季

之於呂世芳手內祀底金，由 503元生息為 13600元，也因世芳的貢獻，往後

呂家後代皆被祀友推舉為經理人。

咸豐七年（1857），炳南續任，同治初年，中和季於葫蘆墩街東門籌建

開漳聖王廟，開始轉型為寺廟的型式。同治三年（1864）開築，直到同治八

年（1869）竣工。開漳聖王亦有呂炳南設立的〈草昧經綸〉匾額。惟葫蘆

墩街聖王廟依據明治三十九年（1906）臨時台灣舊習慣所作之調查，聖王

廟所有權屬於神明會〈中和季〉所有組織成員。同治九年（1870），炳南

往大陸，回程時所搭船隻遭遇颱風而亡於梧棲外海，後〈中和季〉續由汝玉

繼任，一直到大正六年（1917）神明會解散，共達四十七年之久。日治初

期，日人不准神明會新成立，希望舊神明會逐漸清理並解散，呂汝玉遂逐一

收購中和季剩餘會份權，僅剩吳鮮、魏番、陳老聰、陳火源、魏孔經、蕭三

元、李萬得等七會份的持有者尚未讓購，在取得多數會份股權後，汝玉依當

時法令清理神明會〈中和季〉，而此時葫蘆墩街的聖王廟則成為呂汝玉派下

之家廟 14。

開漳聖王廟原址位於今豐原區中正路與仁愛街的漢忠醫院及彰化銀行豐

原分行處，廟門面向橫街（即今富春街），據老地圖可知，現在的仁愛街，

以前就叫聖王街，大正九年（1920）間豐原市街改正，街道拓寬（至少至

1926年 8月文化協會集會時仍在），其廟前的一對碩大石鼓，被移往神岡

三角仔的呂家筱雲山莊門樓前兩側，其他仍有一些石構、柱珠…散放在筱雲

山莊中各處。日治時期開漳聖王廟在慈濟宮尚未修繕竣工之前，是葫蘆墩地

區 重要的廟宇之一，當時蔣渭水、林獻堂所領導的〈臺灣文化協會〉全台

巡迴演說時，開講的地點就是在葫蘆墩街的開漳聖王廟前。

依據大正十五年（1926）舊仝十一月十八日，新仝元月二日由張麗俊

《水竹居主人日記》中載曰 15：

16



140 141

另外在同年的舊三月初九日，新四月二十日的《水竹居主人日記》中又

載曰：

同年舊六月二十三日，新八月一日中又載：

綜合以上《水竹居主人日記》所載，可知當時的葫蘆墩街在慈濟宮尚未

完成之前，仍是以開漳聖王廟為主要的活動中心，當時由蔣渭水及林獻堂所

領導的臺灣文化協會，都是以開漳聖王廟為主要講演場地。如今開漳聖王神

尊，已遷移到神岡區三角里的舊活動中心供信眾祭拜。而在漢忠醫院的庭園

中，尚存有一對石獅子，據說是原聖王廟的遺物。

咸豐十一年（1861）二月間，〈中和季〉會眾議預建廟，但同治元年

（1862），發生了四張犁戴潮春抗清事件，致使得建廟工作遭受延宕。戴

潮春又名戴萬生，祖籍為福建省漳州府龍溪縣。後遷居於彰化縣四張犁（今

台中市北屯區），家境富裕，且世為北路協稿識（武職人員書吏，其兄戴萬

桂因與阿罩霧人爭奪財產，遂招集殷商富戶共結八卦會，立約有事彼此互相

支援。起初戴萬生因怕受牽連而尚未參與，但於咸豐十一年（1861）冬，

北路協副將夏汝賢知萬生家中富有，羅織其罪加以勒索，萬生遂辭職回鄉，

而當其兄萬桂已過世，萬生為求自保，乃招其兄之舊黨並加以擴黨稱為〈天

地會〉，並借團練之名，自備團練三百名隨官府緝盜。戴潮春雖是大家共認

的會首，但是其位於會眾對鄉里的橫行卻無力管理。同治元年（1862）三

月，臺灣兵備孔昭慈聞天地會眾茲漫，地方官員無法管轄，甚至有會員揭竿

起義之傳聞，故召淡水同知秋曰覲前往查辦，三月十七日，秋曰覲會同營汛

千餘名及勇首林日晟、林奠國抵達大墩，林日晟突然倒戈戴萬春，秋曰覲被

殺，林奠國則率勇回防阿罩霧，二十日，天地會攻下彰化縣城，孔昭慈飲

藥自盡，夏汝賢亦受辱後含恨而亡戴潮春則在鼓樂中騎馬入城，自稱為大元

帥。同年四月，戴潮春與林日晟共同糾眾攻擊阿罩霧前屋莊，林奠國與林家

族人竭力抵抗，並展開了莊與莊的械鬥。同治二年（1863）十月，新任臺道

丁日健與兵勇三千自福建渡海抵竹塹（新竹），與林占梅的義勇配合南下，

十一月三日收復彰化縣城，而戴潮春也在十二月被抓，立即就地正法。同治

三年（1864）元月，福建陸路提督林文察偕其弟林文明率眾攻打四塊屋，

將林日晟等擊斃。此臺灣中部大規模反清的戴潮春事件，一直到同治六年

（1867），方陸陸續續的將主要領導人緝獲或安撫。

此時的三角仔呂家領導人呂炳南， 初是採取觀望態度，但由於戴潮春

黨羽垂涎於呂家之財產，故呂炳南不得不聯合劉衍梯及東勢角義勇首羅冠英

及翁仔社廖細元、廖廷鳳、林傳聲為莫逆之交，而大社與社口皆是翁仔社之

要衝、因此社口的〈大家長〉林振芳也參與了戰鬥之行列，因此葫蘆墩地區

透過了羅冠英的串聯，結合了東勢角、翁仔社、社口、三角仔的勢力結合，

並響應候補通判張世英之官兵，而成為一股堅實的力量，期間呂炳南的中和

季，還曾資助張世英官兵之米糧 17。待戴潮春事件結束之後，中部地區參與

討伐戴案的大家族，幾乎都得到清廷的賞封或功名，也因此提高了各大家族

的身份地位。然而三角仔呂家及前述之合作成員，地方官並未將其列入功名

簿中。由於同治初年（1862）的戴潮春事件發生，故而使得〈中和季〉建廟

工程停擺，根據《中和季新訂日清簿》中所載，一直到光緒三、四年後，中

和季才又有買茅草及角仔等建材之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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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呂氏家族十二世呂祥省於乾隆三十六年（1771）帶著眷屬海來臺，先

暫居瓦磘仔庄（今潭子鄉瓦磘村），之後在乾隆四十三年（1778）從瓦磘仔

庄遷移到朴子籬庄，在呂祥省過世後的乾隆五十五年（1790）呂氏家族搬到

了三角仔定居，也就是現今筱雲山莊所在的台中市神岡地區。

「筱雲山莊」由呂家十五世呂炳南於同治五年（1866）斥資興建，家族

稱之為「新屋」，此為呂家在三角仔地區興建的第三棟屋舍，在此之前有乾

隆年間興建的「第一公屋」及可能於道光年間興建的「頂屋」等二棟屋舍。

也曾於光緒四年（1878）筱雲山莊藏書室落成時，題對聯曰：

由此可知筱雲山莊當年建築其堂皇富麗，藏書籍多達二萬一千多卷，成

為全台藏書 豐富的書齋，遂有促成台灣中部文風益加鼎盛之美譽，更記

錄臺灣仕紳書香傳家的傳統。本小節將依下列項目依序說明年代、地址及內

容、營建沿革、建築特色。

筱雲山莊為目前台灣少數保存狀態良好的清代私人宅第，而呂氏家族是

清朝時代台灣文人士大夫的典型代表家族。根據學者研究筱雲山莊具以下特

色：

第一、有書齋筱雲軒，藏書豐富，以文會友聞名；

第二、同時擁有中國風格與日式風格的庭園，有山有水，風水佳，

是二進六橫屋的四合院建築；

第三、建有兼具防衛、登高望遠、壯觀和風水功用的獨立門樓；

第四、保存良好的交趾陶、彩畫、木刻和磚雕等裝飾藝術；

第五、文物珍貴，水墨畫與詩句、聯對的書法藝術俯拾皆是。

由筱雲山莊建成後，其時廣東嘉應州鴻儒吳子光客寓呂家，呂家聘為西

席。吳子光在岸裡文英社講學。吳子光曾經這樣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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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名稱：筱雲山莊建築除了清代建築本體之外，周邊亦有日治時期建

築，且亦保留初建時期風貌，因此於民國 97年 6月 24日，公告

指定南庭洋風日治建築（原名：筱雲別館）增列併入古蹟本體，

民國 99年 12月 20日公告指定「筱雲山莊北庭建築」增列入古

蹟本體。民國 109年 3月 25日公告將「筱雲山莊」、「筱雲山

莊 – 南庭洋風別墅」及「筱雲山莊北庭建築」，變更為「筱雲山

莊」。

二、類別：古蹟

三、等別：直轄市定古蹟

四、種類：宅第

五、地址或位置：臺中市神岡區大豐路四段 178、201、203、209號

六、公告日期：2019∕ 03∕ 25

七、評定基準：1. 具歷史、文化、藝術價值

2. 重要歷史事件或人物之關係

3. 各時代表現地方營造技術流派特色者

4. 具建築史上之意義，有再利用之價值及潛力者

八、指定理由：筱雲山莊內有豐富的水路系統、完整的防禦設施，整體

建築跨越了清代、日治與民國三個時期，建築上巧妙的結合不同

文化風格的特色，對於歷史演變的過程是非常具有歷史文化之價

值，可謂臺灣民宅發展的縮影，具稀少性。符合古蹟指定及廢止

審查辦法第 2條第 1項第 1、2、3款所列基準。

九、所在地地號：

臺中市神岡區三角東段地號 594、604、614-1、624、694、744、
934、934-2、1055、1065-1、1076、1076-1、1090、1090-1、
1094、1121、1121-1、1125、1125-1、1125-2、1125-3、1135、
1135-1、1154、1160、1160-1、1181、1181-1、1181-2、1204、
1214、1221、1221-1、1224、1234、1297、1297-1、1297-2、1297-
3、1303、1303-1、1303-2、1324-1、1357、1357-2、1371、1375、
1383-1、1397-1、1405-1、1432-1、1468-1等
共 52筆地號

十、所有權屬：呂忠治

十一、管理人使用人：呂忠治

十二、主管機關：臺中市政府文化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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呂炳南於同治五年（1866）開始斥資興建筱雲山莊，直至光復之前

（1945）的期間，歷經多次不同時期的增建修建，由原先僅有篤慶堂為兩落

單護、門樓的規模擴建為現今所見的兩落左右各三道橫屋之中大型宅第，並

有筱雲軒、迎賓樓及附屬等之建築群規模。由沿革過程依增修建情形大致可

區分為四個時期：

第一期 – 清代創建

1. 創建年代：清同治五年（1866）

2. 創建主負責人：呂炳南（潮朗）（十五世）

3. 創建原因：

A. 奉母孝親

B. 可能原因：另立長房別業、防範載潮春可能之餘亂

4. 主要建築：篤慶堂為兩落單護、門樓、庭園及簡單附屬建築

第二期 – 清代增建修建

1. 年代：光緒年間，約在光緒元年（1875）到光緒十年（1884）之間

筱雲軒整建於光緒四年（1878）

2. 增修建主負責人：呂汝玉、呂汝修、呂汝誠（十六世）

3. 增建原因：

A. 確立士紳地位及文教領袖地位

B. 滿足家族成員成長

4. 增修建築：

A. 增建：a. 篤慶堂左右第二道外護

b. 筱雲軒、樓仔（迎賓樓）

c. 埕右建築、門樓右建築

B. 修建：篤慶堂及門廳內修

第三期 – 日治前期增修建

1. 年代：明治年間為主

2. 增修建主負責人：呂汝玉、呂汝誠（十六世）

1. 選址：基地座落在三角村中央部偏東南處，地形由東北略向南傾，

與習俗中的「龍邊進水虎邊出水」吻合。地勢略高，比前方

及左右側均高出約二到三尺。基地四坦均有水圳，東邊及南

邊圳闊丈餘深度約達 3米，在左前方有農業灌溉極重要之大

水門，其他有小水門數處（目前已廢置，無跡可尋）。

2. 定向：篤慶堂座向屬座北朝南的（乾山巺向）

3. 格局：

A. 主體建築篤慶堂座落在基地中央，為兩落左右各三道橫屋之中大

型宅第，前有十餘丈的大埕，其前方有一座半月池，池子前方

約二、三丈有圳溝，圳溝之前為呂家田地。

B. 篤慶堂之左前方為兩層之門樓，門樓外即為外埕，埕前為深約 3

米之圳溝，早期需要走過小橋才能越圳溝進入呂家。

C. 篤慶堂之東側有筱雲軒，此處為基地中 高處，軒前方為樓仔

（迎賓樓）。堂的右前方早期曾有藥房及炮臺。

3. 增建原因：應為家族成長及局部原有建築之老舊損害之修理

4. 增修建築：

A. 增建：篤慶堂 外橫屋、筱雲軒後之建築

B. 修建：筱雲軒及樓仔（迎賓樓）第一次修建

第四期 – 日治後期增修建

1. 年代：昭和年間（1926～ 1945）為主

2. 增修建主負責人：汝玉、汝修、汝誠之兒子輩及孫子輩

3. 增建原因：分家、和化（日式化）、家族成長

4. 增修建築：

A. 增建：篤慶堂後側大房廚房、筱雲軒附屬建築第二次增建

B. 修建：篤慶堂左內護；樓仔（迎賓樓）二樓

C. 新建：篤慶堂南側、北側之日治洋風建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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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主體建築：

A. 篤慶堂兩落左右各三道橫屋

B. 門樓及右側前建築

C. 筱雲軒及樓仔（迎賓樓）

D. 南庭洋風別墅

E. 筱雲山莊北庭建築

F. 筱雲軒增建建築

G. 大廚房

5. 庭院：

A. 大埕、半月池

B. 外埕

C. 左側園林

D. 後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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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二間六架出簷廊三架、屋面現為日式文化瓦歇山頂

B. 主構造：抬樑木架、木格扇

C. 主裝修：格扇花窗（現為日式窗扇型式，入口處門扇崁彩色玻

璃）、收脊瓦（印有呂字）

A. 為兩樓建築，底層二間十架、出前檐廊四架、後檐一架，二樓二

間十一架、出前後檐各一架，屋面現為文化瓦歇山頂

B. 主構造：土鑿磚承重牆、一樓為擱樑架板、二樓為和室、抬樑木

架

C. 主裝修：出歩架（木雕）、收脊瓦（印有呂字）

1. 正身後落（大廳及左右房）

2. 正身前落（門廳）

3. 左右內橫屋

4. 左右第一道外橫屋

5. 左右第二道外橫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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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宅營建之初，如何選擇一處適合的基址以適其所，為營建時首要考

量。過往有關民宅擇址選定仍是注重於風水擇址上，但由當時時代背景及社

會狀況觀之，呂氏家族渡海來臺時，臺灣尚處於開發階段，面臨開墾時的

土地、水源之爭仍然熾烈，且有民變及盜匪出沒，生命及財產安全仍備受威

脅，故在風水考量外，基址所處位置是否具備防禦條件也是一大考量。

A. 風水擇址

陽宅首重「向法」，次觀砂水四周建築物的形勢以尋出天地生氣凝

聚的地點，講究的是「龍、穴、砂、水」以「前敞背實」、「環抱

圍護」，進而藉由宅形來達到藏風納氣之象。在聚落及民宅興建過

程中，基地的位置、方位、形狀、尺寸、甚至興建的時間皆須詳加

考慮，以達到趨吉辟凶，獲致福運的目的。在臺灣中部地區聚落與

宅屋的建構過程中，融合形法與向法的原則用於聚落及宅屋坐向的

扶擇上。陽宅選址上，山谷陽宅以藏風為美，且以山之何方論吉

凶，平支陽宅則以得水為佳（若為兩水相交為上），並以水之方論

吉凶，若山水兼備，則以近者為主論之。

以風水面向來檢視筱雲山莊在擇址上的實踐。地理區位上屬“平支

陽宅”，且有兩條埤圳交會於基地旁，於風水上的大吉之地。地形

上，其地勢由後往前微傾，背有小丘隆起，前置半月池，左側有溝

渠環護。俯局上，其引大甲溪之水由北向南流，經門樓前再轉彎向

西南流出，水道形如玉帶水環抱，風水法中即有宅前有水屬吉之

說，所謂「門前有水，財源茂盛」。由以上論述可知筱雲山莊係為

臺灣民宅選址的典型佳例。

B. 族群防禦

檢視筱雲山莊的地理區位及地形、地勢觀之，其地勢北高南低，東

高西低，背有小丘隆起，前置半月池，左側有溝渠環護，周圍恰成

佈局是由自然環境中依風水、安全防禦因素考量下選定基址後，根據擇

址條件及所處地理位置，以人為方式進行構築所形成的實體空間、非實體空

間場域。而佈局型式與規模反應當下時空背景、社會環境、經濟能力、社會

聲望等因素影響。

A. 防禦系統

以筱雲山莊初創期的形制分析，山莊以篤慶堂為核心，入口建門樓

護衛，二樓不僅具眺望的功能，並設有銃孔可構成強力防禦火網。

筱雲山莊有水圳由左側而前方環繞，周圍以莿竹環繞成牆。篤慶堂

前落兩側房配有銃孔，再加上第一道橫屋北側的銃樓，山莊之防禦

能力堅實。可見其於創建初期在防禦上的用心（或許是受戴潮春事

件影響），也體現了在當時的時代背景下百姓自保的需求。

B. 配置及坐向

在方位上，臺灣傳統建築大抵皆取背山面水之坐向，在風水論述中

的美地，背山（藏風）面水（止氣）是 基本的條件。筱雲山莊在

此風水論述的影響下，篤慶堂大廳的坐向取坐北朝南但略偏東南，

此即八卦中的乾山巽向。門樓則建在東南角，卦位上取巽卦，在八

宅派的風水論述中其東南方屬生氣，貪狼屬木大吉，故門樓於此方

位有其生氣蓬勃之象徵。依據八宅四書所述，篤慶堂的方位正好位

於基地中之坤、兑、乾吉方之位置。建築物的高度上，門樓樓高兩

層，建在東南角，迎賓樓亦在此方位，符合青龍在上的原則。

一極佳的防禦體系，地理位置具易守難攻之優勢。就產業經濟而

言，水門位於筱雲山莊南側的圳溝，掌控著水圳灌溉的要點。就適

居性而言，其以第一公屋、第二公屋的選址經驗為戒，不僅避免了

第一公屋取水雖易，但實則於大雨來時便成險地，且腹地狹窄不利

家族發展的隱憂 ; 亦解決了第二公屋點位於水文、地理、交通上的

絕佳中樞要地，卻過於端正明顯及視野開闊、不利防守的缺憾。故

而，由筱雲山莊的選址可發現其已充分掌握三角仔庄之地理環境，

進而選出此利於攻防、產業並可世代傳衍的巧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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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所見門樓形式之建造年代經專家推測可能性有二：一為與篤慶堂同

時興建，係由防禦的觀點判斷，因筱雲山是於戴潮春事件之後興建，故提升

了宅第的防禦性。二為原形式為一樓，於清光緒十年（1884）前後增建為

二樓，是以門樓左側身堵的交趾陶落款「歲在強圉單閼」、筱雲山莊的營建

變更（清光緒十年前後曾進行修繕装修）及摘星山莊門樓形式影響為判定依

據。門樓為山莊對外之主要門户，為三開間之二樓式門樓，屋脊為翹脊。除

具有門面象徵與風水意涵外，同時又兼備防禦功能。

篤慶堂係筱雲山莊之主屋，其創建期的格局為兩落單橫屋的形制。前落

明間為門廳，右側前落房據說曾供吳子光講學之用，惟其原始功能則已不

可考，至於左側前落房及兩側巷路之用途則因年代久遠，故而在屋主記憶所

及之外。後落明間為大廳，係呂氏家族的精神中心所在，由其目前所供奉的

祖先牌位觀之，建造主呂炳南的牌位之上，尚見呂氏列祖列宗的牌位，由此

得見其建造之初即將筱雲山莊視為呂氏家族的重心所在。當時，呂氏五兄弟

及其母張氏皆住在筱雲山莊，由大廳名之為「五常堂」即可見其對兄弟和睦

的期望，惟其各房居住於何空間已不可考。正身兩側為巷路，其用途亦不可

考，惟由篤慶堂的空間組成觀之，其中一個巷路應作為廚房之用兩側橫屋八

開間，其中，南側第一間房突出於門廳正面，使前落形ㄇ成字形的平面，此

作法常見於臺灣中部地區的民宅，至於其原始形貌即如是或經過增建還有待

考證。空間使用上，明間供作私廳使用，北側房則樓高兩層，作為銃樓之

用，具防禦性。依當時筱雲山莊的家族成員看來，兩側橫屋應供晚輩或五兄

弟中年齡較小者所居住。

内埕（深井）外埕（大埕）係民宅的生活中心所在，傳統社會中的諸多

活動常因應其私密或開放的需求而發生於內、外埕。內埕的私密性較高，其

活動形態以家族性的娛樂、儀式為主。外埕的活動則開放性較高，除一般的

家族活動外，於農收時尚具曬穀場的角色。由篤慶堂大埕的空間構成觀之，

創建期的大埕除了正前方的魚池及左側的大樹與玉蘭花外别無一物，足見其

當時尚有著曬谷的功能 ; 再者，筱雲山莊建造於戴潮春之亂後，當時社會狀

況仍紛爭迭起，故而大戶人家僱傭民壯兵以自保遂成常態，據訪談呂家後人

所得，當時呂家即設有兵勇，呂炳南就常親自檢視其戒備狀況，故而大埕在

創建期應亦有著練兵的功能。

篤慶堂正前方的魚池近似半月形，按半月池一般僅見於廟宇、祠堂或書

院等公共建築，民宅是不得僭用的，故而其形狀大抵呈不規則形。至於臺

灣地區部分民宅之所以亦見半月池的使用，主要係因地處邊陲，故而諸多規

制未必被絕對奉守。空間尺度上，中部地區的民宅因較北部、南部的民宅為

之寬廣，故而深井亦較為寬敞，因此，如何襯托堂屋、控制其空間尺度、以

及因應其生活需求遂為宅第規劃時的重要考量。篤慶堂的深井一如中部地

區的幾個大型宅第，在第一道橫屋與深井間以正身次間的山牆為界加上一道

圍牆，將深井分為三部分，中間的部份用以連接門廳與大廳，兩側「深井

仔」則歸橫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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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況臺基高度與門樓前埕地坪高差一級台階（約 10cm），與門樓後埕

地坪高差三級台階（約 28cm），經比對《台中縣縣限定古蹟筱雲山莊調查

報告》書內門樓老照片中的抱鼓石基座與台階，明顯可見原有前、後埕地坪

高度均較低於現況，應為配合不同時期的翻修與材料的改變所造成。

門樓一樓之明間現況為水泥粉光，臺基邊緣以寬約一尺一的凹壽砛收

邊，凹壽砛以花崗石為材，由五條石砛鋪設而成。次間則維持原貌，以砛鋪

設而成。二樓之地坪係以寬一尺一的矩形木板鋪設而成。後大埕現已改鋪石

材（原為夯土），臺階的部分則改以水泥粉光，可通往南側日治洋風建築。

門樓樓高兩層，其屋身作法屬「火庫起」，構造方式為「承重牆構

造」。一樓次前牆厚達 167.5公分，如此厚度應為因應當年防禦需求所致，

而於初即加強牆厚及穩定度屋身。正立面明間為凹壽作法，有強化入口的視

覺效果。門樓之牆體材料主要以磚、石材、卵石、土鑿為材。前檐牆以平台

為界分為二段，第一層由地面至平台，其明間及凹壽堵皆以堵面分割，由下

而上依序為櫃台、裙堵、腰堵、身堵、水車堵。材料上，櫃台腳、裙堵皆採

磚雕，其中以櫃台腳採磚雕在臺灣較為少見。身堵以交趾陶為飾，為正面壁

的裝飾重點所在。水車堵僅見於凹壽堵，明間正面壁則以紅磚斗砌收頭。次

間以卵石基座、紅磚斗砌牆面、水車堵分為三段，除水車堵外無其他裝飾

性。第二層由平台至檐口，明間延續一樓凹壽作法，局部退縮以強化視覺上

之中軸線關係。立面開口部僅中央的拱門及兩側之螭虎團爐圓窗；次間亦以

紅磚斗砌，牆體厚度退縮，有竹節綠釉書卷窗裝飾。

門樓背立面（後檐牆）以一、二樓間的磚砌線腳為界分成兩段，第一段

由地面至磚砌線腳，第二段則由磚砌線腳至檐口出磚。一樓兩旁次間為房，

次間外牆面置直櫺窗扇於中央。第二段其明間兩側置以圓形套錢紋花磚窗，

次間中央則置八角形螭虎團爐綠釉窗。二者之牆體皆以泥磚為材，表面白灰

粉光。

山莊中的交趾陶製作精巧細緻，為筱雲山莊中 具代表性的作品，由大

陸泉州晉江名匠蔡騰迎所作而聞名。蔡匠師在中部地區的作品尚包括四張犁

的文昌廟、社口大夫第、潭子摘星山莊等。若由興建年代的順序，以及匠師

落款的完整度分析，筱雲山莊應是其中 早的作品。

筱雲山莊的交趾陶以藍色為主調，其間並綴以較為鮮豔的紅色及黃色。

門樓的交趾陶主要分布在對外的正面部分，包括正面壁的頂堵、身堵，凹壽

壁的頂堵、身堵及左右次間向埕壁的挥頭及水車堵等處。

正面壁的身堵為進入宅第前的第一眼印象所在，匠師係以多種仙境飛禽

走獸及吉祥象徵的花卉、樹木為題材，藉此傳達祥瑞的宅第意象。圖案安排

上，左為獅、錦雞、月李、芙蓉、水仙；右為麒麟、鳳凰、松樹、牡丹、靈

芝。正面壁的頂堵因現況已呈脫落，故而僅見瓶花之圖案。若與摘星山莊現

存的交趾陶比對，原圖樣可能為瓶花、玉鼎與多種雜寶的組合。

凹壽壁的身堵係以人物故事為主，左側為《三國演義》中〈孔明獻空城

計〉的場景，在精神層次上傳達了其強化防禦的心態。「空城計」的圖樣

上提有「歲在強圉單閼」六字，「強圉單閼」語出《爾雅》，係指「歲次丁

卯」，清楚記錄了門樓交趾陶完成的時間為清同治六年（1867）。右側目前

已脫落，僅存「晉水一經堂造」的字樣。頂堵主題為「招多子」，左以蕉葉

諧「招」，右為象徵多子的金瓜。門上方置以門頭堵，其上飾以書寫「筱雲

山莊」亦為交趾陶，邊框則以彩繪為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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屋頂亦為民宅的裝飾重點，具有基本防風、避雨的功能之外，亦成為屋

主身份地位的表徵，筱雲呂氏具有官宦背景，所以門樓採用翹脊以示其身

份地位，也是筱雲山莊唯一一棟採翹脊的建築。屋頂為硬山式，屋脊採三川

脊，以明間、次間之間的隔斷牆為界分為三段。脊堵有剪黏、泥塑、錢紋鏤

空磚及柳條磚為裝飾。屋頂為前、後坡屋面鋪以紅色板瓦，總瓦槽數在明間

為 10槽，次間則為 6槽。屋坡的作法上，亦守著「陰陽坡」的禁忌，前檐

口的高度亦大於後檐口。在桷仔及總瓦槽數也未犯「天地人富貴貧」之貧

字，瓦槽數亦未觸犯「歸中笑」的禁忌。

A. 剪黏

門樓的剪黏主要集中在於屋脊的脊堵，其色彩以藍、綠兩色為主調，剪

黏底材為灰泥，表面黏綠釉陶片及青花瓷片。正面中央脊堵分上較寬，

下層較窄。題材安排上，上層堵內之剪黏以寒山、拾得組合之「和合二

聖」為題材。寒山、拾得為一感情甚篤的朋友，後世常以二人為和睦之

象徵。此題材與「篤慶堂」、「五常堂」所欲強調之兄弟情感和睦的意

義相通。下層堵內以馱獅為題材，左右相對共有四隻，此形式與摘星山

莊屋脊馱獅形態及作法相近，可推測筱雲山莊與摘星山莊的剪黏極可能

為同一批匠師所作。左、右次間的脊堵剪黏以花卉為題材，其題材極可

能為象徵春、夏、秋、冬花卉為「大四季」的組合。中脊背面脊堵亦置

有剪黏，其題材左側為瓶花，右側則為香爐，左、右兩側中脊之剪黏題

材亦秉創建主極欲強化的書香氣息，採用文雅象徵的琴、棋、書、畫。

B. 泥塑

門樓的泥塑主要出現在屋頂中脊及歸帶頭尾、左右山牆的脊墜、以

及正面壁二樓的書卷窗等處。屋頂中脊的泥塑主要作為堵頭、堵框

及翹脊尾端下方的收頭，其中堵頭、堵框的題材為螭虎卷草及屈

曲（回紋），翹脊尾端下方為泥塑蝴蝶收頭以象徵福運。歸帶頭

以泥塑獅子為題材，作成獅子吐歸帶的形象，尾端以如意收頭。

左、 右山牆脊墜以屈曲回紋團成如意圖樣為題材， 有「如者連

連」的象徵。書卷窗四周以泥塑框收邊，窗內窗櫺以竹節為飾。

「臺基」為即地面之上，柱、牆之下的基座，其功能為防止室內遭雨水

漫淹、潮溼。構造上，其則扮演者將構架或牆固定在基地上的角色。臺灣中

部地區傳統民宅的臺基並無中國傳統官式建築雄厚寬舒的基座以象徵屋主的

身份地位，卻以其高度隱含空間位序的觀念。筱雲山莊創建期之基高度共有

四種，依次為後落、前落、後落巷路、前落巷路、第一道橫屋。若以門口埕

的高度為界，後落臺基高 41公分，前落高 33公分，後落巷路 30公分，前

落第一道橫屋等高為 21公分。中軸線上的主建築之臺基高度乃依空間位序

排列，後落因供奉祖先、神佛的大廳所在，故而臺基 高，以突顯其地位。

橫屋的臺基高度亦較中軸線上的主建築為低，在突顯了後高前低、內高外

低、正高偏低的規制。

篤慶堂係筱雲山莊之主屋，創建於清同治五年（1866），創建期的格局

為橫屋的形制，空間內容包括前落、後落、第一道橫屋、深井、門口埕、半

月池。

C. 磚雕

門樓的磚雕分成軟雕、硬雕二式。軟雕主要集中在正面壁及相向壁的櫃

臺腳、裙堵、腰堵等處 ; 其中，櫃臺腳的樣為「吞腳」，表面並飾以卷

草紋 ; 正面壁裙堵為套錢紋，相向壁裙堵為龜甲文，二者象徵財富及長

壽；腰堵圖樣與櫃臺腳相同，亦是吞腳表面飾交草（卷草紋）的圖樣。

硬雕出現在左、右次間向埕壁斗砌磚的四個岔角，圖樣為如意紋。

櫃台腳以磚雕為飾僅見於臺灣中部，廟宇的案例有元清觀、民宅包括筱

雲山莊門樓及後落、霧峰林家宮保第門廳、龍井林宅西庚獻瑞。其中，

筱雲山莊門樓櫃台腳的磚雕為平雕，霧峰林家宮保第門廳則為外突的立

體雕。其門廳建於光緒年間，筱雲山莊門樓則建於同治五年（1866），

故而筱雲山莊磚雕櫃台腳極可能是臺灣現存的傳統民宅中 早的作品，

亦可能是開民宅使用磚雕櫃臺腳之風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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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外埕：大埕、門口埕

外埕以第一道橫屋突出門廳的一間為界區隔為門口埕及大埕兩部分，其

間處以 6公分的落差，材料及鋪面形式各異其中。門口埕以紅磚為材，

地坪依門廳、前落房、巷路為界，以排水溝溝槽分為五堵，中堵寬而兩

側些堵窄，其形式共三種有中堵為人字紋（四人字），前落房前的邊堵

鋪以回紋，前落巷路前的過堵铺以丁字，有著「人丁旺盛」之寓意。大

埕地坪為夯土。

B. 前落：門廳、前落巷路

門廳步口為六角磚，鋪面以兩側房之邊柱為界分為三段。凹壽為六角磚

人字鋪，兩側房前改為六角磚直鋪，至兩側巷路前改為尺磚橫鋪。門廳

亦以六角磚為材，鋪面形式人字鋪，邊緣以尺二磚（兩側及後緣）及水

泥粉光（前緣）收邊。兩側前落房之鋪面材料有二，邊框為九寸方磚水

平鋪設，中央磚人字砌。門廳後側步口以尺二磚水平横鋪以花崗石石矽

收邊。

C. 後落及深井

後落深井鋪六寸條磚，其鋪面形式特殊，地坪由中央核心向四角發散，

形成四角形及菱形蝶圖圖案。在深井暗藏太極或四向、八卦的圖樣，其

具有生生不息之意涵。步口（砛墘）以四角形、長六角形紅磚與紅色水

泥為材，鋪面以大廳為界分為三堵，大廳前以四角形、長六角形紅磚兩

側則為紅色水泥灰刻丁砌。大廳以紅色水泥灰刻而成，鋪面形式為八角

形與菱形組砌，其原貌已不可考。後亦以紅色水泥灰刻而成。左、右兩

側房皆以紅磚丁字砌，無灰縫，係原貌。左、右巷路過道以尺磚水平鋪

設。

D. 第一道橫屋及深井仔

第一道橫屋之屋身作法採「出屐起」，觀音廳（右側橫屋）及私廳（左

側橫屋）退縮以強化空間。地坪鋪面各空間各異，右側橫屋觀音廳為尺

一磚丁字砌；觀音廳右側房尺磚丁砌；左側橫屋私廳以尺一磚人字砌。

前檐廊以尺一磚十字縫砌。深井仔中堵以的紅磚人字砌，邊堵以紅磚丁

字砌，四周則以兩排的紅磚丁字砌收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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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前落

前落之屋身作法屬「出屐起」，構造方式為「混合構造」。其屋身未作

檐廊，為強化入口，故而於明間作凹壽處理。前落之牆體材料主要以

磚、石、土罊及木板為材，前檐牆分為二段。第一段由地面至窗底，採

石板條牆，牆腳處為花崗石櫃台腳雕以螭虎腳。第二段由窗底至屋檐，

包括牆堵、窗及水車堵。由立面的構成觀之，前落前檐牆因凹壽處牆面

內縮，故而明顯地分為垂直三段，中央為正面壁，左、右次間向埋壁的

窗户位於正中央，兩旁牆堵砌成斗子牆，上部水車堵以交趾陶為飾。正

面壁中央為大門，兩側牆堵及廊牆同樣以交趾陶、磚雕為飾。其中，

中門兩側牆堵之裙堵為抹白灰，因由其上痕跡觀察原貌係以螭虎團爐紋

為飾，但實際圖樣與材料無法臆測。門上方置以門頭堵，其上飾以書寫

篤慶堂的交趾陶。檐口以疊斗出挑，牆面以水車堵承接，內凹處飾以交

趾陶。因應防禦需求而增，其並在門兩側置以鐵環，以供門扇關閉時插

入木條以利防禦。篤慶堂之銃眼位於前落房凹壽相向壁，左、右房各一

處。

B. 後落

後落的屋身作法屬「出步起」，在兩側房前另置隔牆，以步口廊分隔

房與深井，以增其私密性，構造方式則採「混合構造」。後落前檐

牆以檐柱垂直分為三段，中央為廳，兩旁為步口廊及房。廳門及房

門置於各段的中央，廳門大門兩側為格扇，格扇上下分為為四段，格

心處多作櫺子狀或透空雕花板以通風，現況為玻璃分隔窗應是受時

代潮流變遷影響而更迭。房的立面採木屏牆，其下置以三勻磚以避水

氣，房門左、右兩側則各置一木窗。步口廊的隔牆裙堵原為磚砌（背

面可見部分為燕子磚），早期表面以綠色釉面磚為飾，現況則以洗石

子飾面；身堵為木屏牆，中央開六角形窗（上以仕女彩繪為飾已不

可考），窗框四個角飾以蝙蝠木雕圖樣。後落後檐牆之牆體以泥磚為

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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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巷路

巷路以泥磚為材，表面粉灰後

以灰刻作斗砌紋理，中央置有

一門。後落右巷路為編竹泥

牆，觀察立面構成及材料，應

非原貌，巷路廊前的隔牆亦

然。其門置於右側與第一道橫

屋之前檐廊接續。於昭和十年

（1935）的改建中更迭，中央

設有一門，兩側開窗以窗下緣

為界，下半段為水泥粉光，上

半段則為木屏牆。巷路廊前的

隔牆立面構成一如左巷路立面，

異於右巷路廊前的隔牆立面。

D. 第一道橫屋

第一道橫屋共八間房，其以南三房、中三房、北二房之組合為形成三個

單元。橫屋前牆原係「出屐起」，其自檐口退縮形成少許出檐，中三房

之明間私廳（左側）、觀音廳（右側）則再退縮之以強化空間。立面構

成上，私廳、觀音廳之中央置以板門，兩側為格扇，左右兩側房立面開

窗，入口則置於私廳或觀音廳內。南三房入口位於與前巷路接續的中央

房，其內以門相通。北二房為銃樓層，樓高二層，入口位於與後巷路之

巷路廊接續的南側前室。橫屋後牆目前置有二門四窗，惟由其形式及使

用材料研判，皆非原創期的作品；再者，篤慶堂原創期僅單橫屋的格

局，第一道橫屋外牆扮演著重要的防禦角色，故而不可能於此設置門窗

以降低其防禦力，通風及採光則由面向深井仔的前牆以及後牆的高窗負

責。牆體以泥磚為材，因應其防禦的需求，並防止牆基遭入侵者挖空進

入，故而創建期第一道橫屋對外的壁體以一塊半泥磚砌築，厚度達二尺

二。南三房及南側山墙則以窗下緣為界分為兩段，下半段厚達二尺二，

上半段則以一塊泥磚砌築，內縮為一尺四寸；右一橫屋因山牆面壁體毀

損，已於五〇年代拆除改建，現厚 24公分的磚壁，左一橫屋則維持原

貌前牆則因非對外的牆面，防禦性銃樓二樓皆僅厚一尺四。泥磚牆與臺

基間以石材隔斷以防潮，外壁以三層卵石疊砌而成，室內則置以條石。

第一道橫屋之南側山牆面現況以水泥粉光飾面，惟由老照片觀之，

左、右橫屋之山牆面皆以鳥踏為界，其山尖為紅磚斗砌，基座為三層卵

石，壁體則因右一橫屋經過改建，故而表面粉灰，左一橫屋則以穿瓦衫

飾面，其因位於建築物之正立面，故而穿瓦衫間置有灰縫，作工頗為細

緻。右一橫屋北側山牆面維持原貌以穿瓦衫飾面，左一橫屋則因經過數

次增改建，故而原貌已失。

第一道橫屋之北側銃樓係篤慶堂對外防禦的重點所在，與門樓及門廳兩

側房的銃眼共同肩負護衛筱雲山莊的責任，右一橫屋銃樓之銃眼共有 10

處，其中，南室 4處，包括西側牆 2處，西南角 1處，東南角 1處；北

室 6處，銃樓之主要火力係置於對外的北側牆及西側牆上，惟東北角及

東南角的銃眼亦發揮遏止匪徒來自屋頂及深井的攻擊的功能。左側第一

道橫屋銃樓於昭和十年（1935）的墩仔腳大地震中毀損，其二樓拆除改

成今貌，原貌則與右一橫屋之銃樓相同，惟銃眼的位置左右相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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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宅山牆的高低與屋頂高低有關，篤慶堂後落山牆高於前落，後落間夾

一分割深井的隔牆，隔牆將深井分為三部份，中間部分連接門廳與大廳，兩

側部分歸橫屋。前、後兩落之山牆面因與巷路接續，外露的部分僅頂部，故

以穿瓦衫飾面，具防潮性，但裝飾性不高，山尖無脊墜為飾，僅置釉面磚通

氣窗。

筱雲山莊篤慶堂之構造形式即屬「承重牆與柱樑混合構造」的，其内部

門廳為「疊斗式」大廳為「穿斗式」，外部則為承重牆構造，符合了臺灣

清代宅第的通則。木構大抵使用於大屋身的隔斷牆及檐廊，其以立柱、瓜筒

（瓜柱）通、束仔、橢、雞舌、板堵等所組成。依據洪文雄先生的研究，臺

灣現存民宅之採穿斗式及其衍生形式者，篤慶堂大廳的作法即屬於大屋形。

桁檁又稱為屋架，依楹仔數分為五架、七架、九架、十一架。架數的多寡

與屋頂的高度有關，亦間接影響了深度的配定，故架數在民宅營建時 先決

定。臺灣傳統民宅一般以七架、九架 常見，構架中央 高的楹仔為「脊檁

（中脊楹）」），其下依次為三、五、七架（楹），檐廊以屐承挑檐檁。楹

上鋪排桷仔成人字兩坡，後坡至後檐牆或檐板。

A. 前落

前落隔斷牆構架屬「疊斗式」之七架屋，架內為「二通三瓜」，即二枝

通樑，三個瓜筒。牆面以板壁入堵，分割為數個堵面。檐廊以屐承挑檐

檁，凹壽出檐之七架檁及挑檐檁置於實牆上，後檐牆之挑檐棟則自虎口

柱出屐承檐。

B. 後落

後落隔斷牆構架屬「穿斗式」之十一架屋。中樑下直立一根將軍柱，瓜

柱皆呈簡潔的「方筒開鼻」，三架檁與五架檁間置以六角形的燈樑，用

以懸掛天公爐、天公燈、字姓燈及新娘燈。牆面以板壁入堵，以柱樑分

割為數個堵面。檐廊置以雙楹及一枝挑檐檁，並以十一架標檁為界於次

間以板堵分割檐廊以別内外，充分反映了空間的公私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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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前落

前落正面牆為黑色雙開板門木門框，門葉堵紅底，其上文字已佚失，據

考據為「詩書濟業、蘭桂騰芳」。門扇上置八卦門環及門釘，廳門上方

有四方形門印，下方為木製門檻及門臼，前面設有福州門。左、右次間

向埕壁置以方形綠釉花磚窗四只，邊框以紅磚組砌，內為木製拖窗。後

檐牆明間置以屏門，凡遇紅白大事時可取下，使大埕廳、深井、大廳連

成一氣。屏門以板門為之，其上無裝飾貌已不可考。據呂氏家族表示，

重要節日時其板門會置換為有木質雕刻板門。次間置以矩形窗，其上有

窗頭堵，下有窗座，惟窗扇以改為玻璃窗，已非原貌。由窗扇之材料及

形式觀之，其與門廳格扇之格心作法相同，因此二者極可能在同時間改

建，其原貌及改建時間現在已不可考。

B. 後落

後落明間三等分，中為門，兩側置以格扇，廳門為黑漆雙開板門，門葉

堵紅底黄框，書以「文章華國、忠孝傳家」門扇上置八卦門環及門釘。

隔心為格扇的上段，分等成三段，置以玻璃，裙板為格扇的下段，以兩

種不同的木料鑲嵌組合成（俗稱茄冬入石榴）外，表加彩漆壽字紋樣。

頂板位於於隔心上端，施以花鳥透雕，虎口堵則施以浮雕螭虎紋。隔心

原貌與修改時間已不可考。房門左、右兩側各置一九只直櫺木密，窗分

內外兩層，內層為拖窗。房門為雙推板門，內側置以門臼，後檐墙開有

四窗，二在大廳，房則各具一扇。四者皆經更易，已非原貌。

C. 第一道橫屋

第一道橫屋前檐牆明間中央為板門、兩側為格扇，格扇之上段採直櫺，

下端為邊緣帶線腳的平滑薄木板，僅中段施以浮雕，裝飾性較大廳為

低。右一橫屋中三房左右房為矩形窗，其形式及開窗方式研判，日治時

期應曾改建。後牆因具防禦考量，故而原貌未設門窗，僅因應其通風採

光的需求而於中三房置以氣窗，其中，觀音廳及私廳設有兩個綠釉花

窗，兩側房則各有一個紅磚組砌文字窗，其左、右橫屋之文字各異，右

橫屋為「壽」字，左橫屋為「嘉」字，各具其象徵意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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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統民宅的屋頂形態，基本上可分為懸山及硬山兩類。為前後成兩坡而

桁檁突出於山牆之外的屋頂，其大抵用於穿斗式屋架及多雨的地區。硬山

外形與懸山相似但側面與山牆密接，為臺灣民間建築的主要暦頂形式。台灣

傳統民宅之屋脊之原始功能在壓住屋坡邊緣之瓦片及增加屋頂重量，以防止

二者被風掀掉。台灣傳統的屋脊形式有三，一為小脊，二為大脊，三為西施

脊。傳統民宅的屋脊大多以小脊、大脊為主，小脊常以退凹的線腳收邊，

多用於橫屋等次要空間；大脊則常於脊堵的部位置以鏤空花磚或以剪黏、泥

塑、彩繪瓷磚為飾，多用於正身等主要空間屋脊的收頭為脊頭，其作法包括

翹脊（俗稱「燕尾」）及圓脊（俗稱「馬背」）兩種。在社會制約力量的影

響下，翹脊僅見於官宦之家、廟宇及宗祠，成了身分地位的表徵；圓脊則廣

用於一般民宅，其形式使用上並常因地域、社群背景之不同而有異，其形式

取之於「五行」。

屋頂的高低有其位序存在，作法上，中部地區傳統民宅與臺灣閩式傳

統建築相同有著「陰陽坡」的禁忌。其將屋崠由屋中心線前移，稱為「拖

棚」。再者，前檐口的高度需大於後檐口，謂之「起向」，橫屋屋頂亦向前

微升。以及桷仔及瓦槽數總數不得為六之倍數、中軸線上需為笑槽、總槽數

（俯槽）需為偶數等禁忌規定。

A. 前落

前落屋頂為硬山式，屋脊採大脊，脊堵以交趾陶、泥塑、柳條磚及錢飾。脊

頭呈高聳圓弧屬五行之「木」形，屋頂雙斜鋪以黑色板瓦。與老照片對照，

包括頂馬路、下馬路，現況下馬路已不存，其上的交趾陶裝飾雖與舊貌相

似，但相呈現局部差異，依此推斷屋脊應曾大修過，其在當時修建時，將脊

堵上的交趾陶取下，屋脊完成後再將其復原。前落巷路屋脊採小脊，屋頂瓦

作則左、右巷路不一。右側巷路仍維持原貌採黑色板瓦，左側巷路則在民國

50年由呂峻嵩匠師將其改置以水泥瓦。

B. 後落

後落屋頂為硬山式，中脊採大脊，脊堵以泥塑及壽字鏤空花磚為飾。脊頭呈

八角形，屬五行之「火」形。屋頂雙斜，屋面明間鋪以黑色（俯槽）及紅色

板瓦（笑槽），次間則皆改置紅色板瓦，總瓦槽數為 30槽。據呂峻嵩匠師

表示，屋面瓦作原皆為黑瓦，後因黑瓦的取得不易而將次間易以紅瓦。明間

則收集可用的舊料仍鋪以黑瓦。再者，屋頂因曾大修過，僅以泥塑及壽字鏤

空花磚為飾，與前落的比較，後落裝飾度略顯不足。

C. 第一道橫屋

第一道橫屋寬達八間，屋頂分為三段，其採外低內高的形制，由南而北依次

增高。其中，第一段在南三房前室，脊頭為水形；第二段包括南三房中、後

室及中三房，脊頭為金形；第三段在北二房（銃樓），脊頭為土形，目前右

一橫屋屋頂瓦作仍為原貌，屋脊採小脊；左一橫屋屋頂瓦作已改為水泥瓦，

脊頭亦一併更易為水泥。

檢視篤慶堂創建期「兩落單橫屋」的脊頭形式，其大廳為火；門廳為高聳圓

弧，屬木；第一道橫屋則北側土形、中段金形、南側水型。由五行的觀念觀

之，篤慶堂由大廳而橫屋北側而橫屋中段而橫屋南側而門廳，脊頭形式依

序為火形、土形、金形、水形、木形，全然依照五行的生剋行之。呂氏祖籍

福建省漳州詔安縣，筱雲山莊之所在區位則位於原籍潮州與漳州的移民族

群交接處，故其大廳採潮州、詔安一帶常用之八角形火形式樣，反映其不忘

本、承傳祖籍地建築文化的意圖。

筱雲山莊的脊頭使用傳達的意義有二：一為其不忘本而善待：二為於拓墾之

初藉由五行在脊頭上的應用以滿足其精神上的需求，完成其安居的的企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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篤慶堂之交趾陶裝飾較門樓為多，其主要出現在門廳正立面、背立

面、以及大廳正立面三處。門廳正立面的交趾陶出現在正面壁、凹壽壁的頂

堵、水車堵、身堵、裙堵、次間壁面的水車堵、以及屋頂屋脊的脊堵等處，

門廳背立面出現在揮頭及屋頂屋脊的脊堵，大廳正立面的交趾陶則分布在

左、右相向壁的身堵、頂堵及墀頭等處。

A. 門廳

正面壁交趾陶的裝飾題材，主要在傳達創建主對耕讀生活之怡然淡泊心

性的嚮往。頂堵題材為四季花卉，其左為牡丹、梅花，右為荷花、螃

蟹，藉花卉之餘，亦傳達太平、平安的寓意。水車堵以亭臺樓閣及靜態

人物為主，畫面中老者閒坐、童子弄荷，一派「桃花源」的悠然意境。

身堵是正面壁的視覺焦點所在，其題材左為「漁樵耕讀」、右為「琴棋

書畫」傳達出創建主的期望。作品中漁、樵、耕、讀、琴、棋、書、畫

之人物裝扮及姿態各異，表情生動而豐富。畫面中並題有交趾陶落款，

其左為「同治丙寅年時在夏月之初」，右為「晉水一經堂造於五常堂之

所」。下方尚有落印，詳細交代了施作時間、地點及匠師，彌足珍貴。

其中，左側身堵（漁樵耕讀）有一近似橢圓的落印，印中文字為「綠滿

窗前草不除」的反字。按「綠滿窗前草不除」係出自宋朝翁森「四時

讀書樂」一詩中，此文字所傳達意涵與「漁樵耕讀」之耕讀樂趣兩相輝

映，極可能是創建主呂炳南為傳達其所響往生活情境所安排的題材。身

堵下方之裙堵原亦以交趾陶為飾，惟目前已損毀。

相向壁頂堵為文字題材，左側為楷體，書以「銀燭吐青煙 金樽對綺離思

琴瑟 別路繞山川 明月隱高枀 書於城西 小築書齋」右側為篆體，內容

為「上士愛清輝 開門向翠微 抱琴看鶴去 枕石待雲歸 野坐苔生席 高眠

竹掛衣 山舊東望遠」，前者為初唐詩人陳子昂「春夜別友人」一詩的

內容；後者為唐代才子盧綸的「崔瑞公園林」一詩的內容。落款者為炳

榮，且其下方有落印「希美」二字，希美依大廳書法之落款，此應是黃

人彥的作品。身堵以吉祥物題材之組合為主，左為獅駄香爐弄繡球、如

意、雜寶、以及月季、梅等瓶花，右為飛魚（金吾）、白象駄三多果

（佛手、金瓜、石榴）、芭蕉等圖案，具太平祥瑞的象徵。身堵下方裙

堵題材為璃虎圍爐，四岔角並飾以蝙蝠取其「趨吉辟凶，平安納福」之

寓意。題材安排上，創建主別具用心的將「漁樵耕讀」、「琴棋書畫」置

於正面壁的視覺焦點所在，反將一般民宅中常見的祥瑞的題材置於左右

相向壁，其內心的嚮往及期盼不言而喻。次間向埕壁之水車堵因年代

久遠，其上人物皆已脫落，僅存部分亭臺樓閣及山景樹木，故而主題不

明。

門廳背立面墀頭分成上、中、下三堵，上堵為泥塑，中堵及下堵則以交

趾陶為飾。中堵左右構圖不相同，二者皆以亭臺樓閣及山水景緻為裝飾

題材，意境飄渺如仙境。下堵呈長矩形，堵內以各式雜寶的組合裝飾

之，左為書、畫、筆、金蟾、孔雀翎等，右為荷花、香爐、如意、墨盒

及筆等，皆為傳達文雅氣質、功名官祿及祥瑞的的題材。

屋頂中脊脊堵亦以交趾陶為飾，惟其是否為原貌仍待查證。由老照片

觀之屋脊形式原與門樓相同，具頂、下馬路雙層，上馬路以交趾陶及

泥塑為飾，下馬路則一如門樓，亦為駄脊的剪黏獅子。再者，據《呂

家三房公財產清冊及民國五十一年議案》所載，民國 48年（1959）

門廳屋頂曾進行整修，其屋脊亦在此次修建工程之列。據呂理寅先

生所說，舊屋脊之交趾陶在於新作屋脊完工後再重新組裝復原，故

今日所見的交趾陶應為原物，惟是否為原位、原貌仍待釐清。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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篤慶堂的泥塑不多，其主要出現的部位在堵框的堵頭，題材則以屈曲回

或卷草紋為主。而較具特色的作品為位於門廳背立面及大廳正立面的墀頭上

堵，其以「琴、棋、書、畫」為題材。

A. 門廳

門廳的木雕主要分布在大門的門印、壽樑的插角、斗座、以及門廳左等

處。大門的門印以文字題材為飾，其左書「詩禮」、右題「傳家」，明

白的點出創建主對家風的期盼。此外，創建主的內斂心態可由壽樑上方

斗座的裝飾見其端倪。斗座位於前落正立面中軸線兩側，就區位而言，

係門廳的視覺焦點之一，故而創建主及匠師以魚化龍為裝飾題材，藉以

傳達其對「科舉及第」的期盼。惟因其尺度較小，又以線雕的作法為

之，由地面的視角蔑之，該題材不僅不易直接發現，表面裝飾亦不甚明

顯，除了避開過於直接的唐突之餘，亦免落於汲汲營營的俗套，作法內

斂而婉轉。

B. 廳下

廳下是筱雲山莊諸空間中木雕 繁複的空間，其不僅在左、右木構架上

具有装组龕、壽屏及檐口下方的格屏、格扇、窗扇亦均有精美的木構架

有雕飾的部份包括正立面壽樑上的斗座、壽樑下的插角，檐口出檐構架

上的束橢、通橢、瓜筒，廳內左、右木構架上的頭巾、東橢、雞舌及棋

木等。斗座的作法與門廳相同，亦以具「科舉」「官祿」象徵的題材為

飾，其左為「魚化龍」右為「一品鶴」，裝飾「隱而不彰」，與創建主

內斂的作風相應合。插角以蓮花為装飾題材，傳達清廉文雅的象徵。瓜

筒表面雕如意紋，越爪上並置有貝殼鑽嵌彩縮。檐口出檐的束橢、通橢

皆以花鳥為裝飾題材，具有四季的象徵。大廳左、右木構架之雕飾較門

廳為少，題三架楹與五架楹間的束橢刻螭虎卷草；五架楹與七架楹間則

以琴棋書畫說為主題。

祖龕裝飾華麗，其以較尊貴的神靈瑞獸為裝飾題材，藉此傳達對祖先的

崇敬。龕座採螭虎吞腳的形式，腳座間以草仔為飾。龕身裝飾繁複，其

中脊脊堵正面分為為麒麟、牡丹、鳳凰所組成的三王圖，中左為梅

花、錦雞，中右為菜， 右為瑞獅及雜寶。各堵皆設有堵頭及堵框，

其中，左右堵頭為蝴蝶，取諧音「福」，取其「福氣」的象徵；左

右兩側為屈曲（回纹）團成的如意圖紋，其寓意不言而喻。堵框左

右以較簡單的捲紋為飾，中央則以螭虎曲為主。脊堵背面亦分四堵，

左右兩側以花卉、雜寶及吉祥花卉瓜果左為鰲魚、三多果、拂塵、如

意、孔雀翎，右為萱草、磬牌、靈芝、珊瑚、香宣。孔雀翎、鱉魚

等象徵科舉及第的題材一再的在宅第中出現，屋主對科舉及第的期

待不言而喻。中央兩堵之題材以獅象為主題，獅子配以芭蕉、蝙蝠

及紅色的太陽，取其紅色太陽旭日東昇、生機勃勃的象徵。白象則

配以具文雅之徵的月季、佛手等題材。堵頭的裝飾上，中央以蝴蝶

為題材，左右兩側配以蝙蝠及如意彎曲，堵框則為簡單的卷草紋。

B. 大廳

大廳正立面左、右相向壁頂堵交趾陶為山水及亭臺樓閣景緻，身堵則為

交趾陶製的書法文字，其左題「文章光世德鰲占本遺風詒厥」，右書

「鷹揚垂偉績繩其武業大京觀」，堵內

並有「莊俊元題」之落款痕跡。墀頭的

作法一如門廳背立面，其堵面三分，中

堵以山水及亭臺樓閣為題材，下堵則左

側置以諧音「招祿」的蕉葉、鹿，右側

置以象徵「子孫綿延」的南瓜、藤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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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牆板堵表面亦以書法、彩繪為飾，其左、右兩側作法相對，左側中央

為書法，左、右為彩繪，右側中央為水墨彩繪，左右為書法，飾題材上，左

側屏牆中央書以「中庭地白樹棲鴉 冷露無聲濕桂花 今夜月明人盡望 不知

秋思在誰家」，該詩出唐代王建〈十五日夜望月寄杜郎中〉，落印處有「狀

元及第」四字，落款者為韓菼，其生平早於筱雲山莊之興建，故而此書法應

為仿作。

左右彩繪共四幅，依題材由内而外依序為梅、荷、菊、茶，象徵

春、夏、秋、冬四季，圖上不具落款。右側屏牆中央繪以捧壺老者之水墨彩

繪，上題「丙寅春秋 玉壺蔡催慶」。按丙寅初秋為筱雲山莊興建時間，蔡

催慶則為清朝享譽彰化地區的傳奇名士，其能吟咏、亦擅水墨，惟蔡催慶生

頂端外部雕花板以騎鶴仙人為飾，左右以持扇及持卷的仙女護持之；内

部雕花板則以斗栱出檐，作成三層疊斗的形式。龕身中央置扁額，內書

「五常堂」，藉以傳達兄弟和諧的期盼。

屏以立柱分為中、左、右三段，各段各以橫楣分堵 ; 横楣上方為組柿

蒂紋 ; 中段柿蒂紋與屋頂楹仔接續處有如意形裝飾，內刻麟、鳳，子

孫」之寓意。中段横楣下方有門罩及格扇，門罩內刻牡丹，左、右魚

護衛祖龕。格扇裝飾繁複，主要以花鳥及博古圖樣為題材。左、右段

横楣下方設有門扇，門扇分頂堵、身堵、腰堵及裙堵。頂堵以屈曲（回

紋）團成，上題「竹苞」（左）「松茂」（右），傳達希冀子孫繁盛之

期盼。身堵四周以蝙蝠及雜寶為題材，場蝠置於四個岔角，雜寶則分置

上、下、左、右四方，其一扇門配六種寶物，共計十二種寶物。腰堵以

螭虎及屈曲為主題。

廳門分六扇，中央為板門，左、右為格扇。格扇上頂板以象徵四季的花

卉為題材，由左至右依序為梅花、荷花、菊花、茶花。裙堵之現況為白

底綠字之團壽紋，惟由破損處可見其原貌為木料鑲嵌，其為瓶花、香爐

及博古架組成之博古圖樣・底材為肖楠，嵌入材為茄冬，為典型的「茄

冬入肖楠」的裝飾作法，此種以兩種不同色澤的木料鑲嵌為一的作法，

常見於神龕、佛桌等家具中，將其運用於門板裙堵的作法十分少見。

平亦早於筱雲山莊的興建，故此處水墨彩繪應是仿作。左、右板堵為剔勵人

格的文字，其以齊桓公之盛業，在葵邱之會微有振矜，而遭致九國叛的歷史

典故，告戒人不可驕矜自傲。若將左、右兩側中央堵面之裝飾題材一併討

論，其一為狀元韓菼的詩辭，一為聞名彰邑的水墨名家之畫，题材的使用不

僅傳達著創建主的個人品味，亦藉由作者的身分將創建的期盼隱含其中。門

廳大門正面置以門葉堵，堵內原題有「詩書濟業 蘭桂騰芳」八字，惟其在

民國 48年（1959）之後的某次整修中以油漆覆蓋，故原貌已不復見。

A. 大廳

大廳之書法及彩繪分布於壽屏門柱、大門門葉堵以及左、右木構架的屏

堵上，其中，壽屏門柱、大門門葉堵的書法應係創建期的作品，至於

左、右木構架屏堵的書法及彩繪，依其落款推測應為光緒十年（1884）

整修的作品。壽屏門柱書以「五位同居日富日壽不外箕疇五福 常行大道

為孝為恭敢忘庭訓常規」，由其內容研判，彼雲山莊初創時的居住成員

除呂炳南及炳南的母親之外，其四位弟弟炳章、炳謀、炳貞及炳山亦在

其列，為紀念兄弟和睦之情，故而門廳稱「篤慶」（兄弟和睦之意），

大廳稱「五常」門葉堵上書以「文章華國 忠孝傳家」筱雲呂氏的家風盡

呈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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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廳左、右木構架下方板堵表面的彩繪及書法係筱雲山莊第二期的作

品。板著以中柱分前後，前後各有兩堵，堵內或題書法，或繪水墨。左

構架前外堵書「梅花半樹鼻功德」其與右構架前外堵之「竹屋三間心太

平」成一對，落款為曹振鏞。曹振鏞為清道光年間的大臣，頗受道光

皇帝的倚重，其卒於道光十五年（1835），故應為取其詞或仿作的作

品。左構架前內堵為畫作，作者為汀州寧化客籍畫家黃慎，乃揚州八

怪之一。右構架前內堵為書法，書以「耕地桑拓間 地肥花常熟 為問葵

英姿 何如廟堂内」，落款為董其昌。董其昌為明江蘇華亭人，善畫，

尤擅行草。此處法亦應是畫師仿作，惟若將之與董其昌的真蹟相較之，

其氣韻、筆法十分神似，尤其是落款簽名幾乎相同，令人不得不欽佩畫

師仿作的功力。左構架中柱以内為書法，作者為黃人彥（又稱希米或希

美），書法內容主要討論寫字作畫之理。中柱以內則為水墨畫，內容為

春夏秋冬四季景色，作者為汀州長汀客籍畫家上官周，乃上述黃慎的老

師。

筱雲軒的坐向為坐北朝南，但略偏東南，此

即八卦中的乾山巽向，與篤慶堂相同（但較之篤

慶堂略偏東 6度）。與筱雲軒間隔著園林遙遙

相對。筱雲軒以單開間的短向朝向園林，主入口

遂置於南向的山牆面迎賓樓，北向面對園林的部

份置以檐廊，與園林及筱雲軒的互動性甚佳，南

向背立面的開口部較少，未若北向立面之具開放

性。

筱雲山莊的屋主被公認為清代 大的藏書

家，其多達二萬冊的藏書如何安置，當在營屋的

考量之列，筱雲軒的營建即是因應藏書的需求而

生。可發現於仕紳期建造的筱雲軒在形制上較為

簡單，筱雲軒樓高一層，面寬兩開間，四面檐

廊，屋頂為歇山頂，入口的處理上，以單開間的

短向朝向園林，主入口遂一反傳統的置於山牆

面，說明了園林中非正式建築在形制上會因應

其需求而有其權宜作法；至於為何規模僅具兩

開間，未依傳統奇數開間的形制，則可能與農

人、仕紳階層轉換之初在空間的經營上傾向「空

間從簡」的作法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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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基高 18公分，置以一級臺階。檐廊深 135公分，鋪面以尺一磚為材

人字鋪，臺基邊緣以內為紅磚、外覆水泥的砛收邊。室內以尺磚為材，南室

鋪面為人字鋪，北室為十字縫，灰縫甚小。

筱雲軒之構造方式為「柱樑結構」採抬樑式木屋架。牆體材料以杉

木、檜木、木板、泥磚、以及編竹泥牆為主。其立面於日治時期已遭更易，

加上曾屢遭宵小侵入，故曾以水泥封住，部分加裝鐵窗，目前形貌已參考日

治時期留存的老照片中尚可獲致日治時期的部分形貌。由日治時期留存的老

照片觀之，其前檐牆立面三等分，中央為門，兩旁為窗。廳門雙扇，分為上

下兩段，上為格子分割，置以玻璃，下半段以木板為材，未作分割。左、右

兩側以窗下緣為界分為兩段，上半段置以木窗，窗扇係採水平、垂直分割之

花格窗，形式簡單。下半段則為木板面，表面作對角分割。頂堵分為三段，

置以木櫺組砌以通風。東側立面面寬兩間，惟南北兩室的立面構成不同。南

室未開門，其以窗下緣為界分為兩段，下半段為紅磚斗砌上半段則為編竹泥

牆及窗扇，窗扇置於立面中央，共四扇。北室亦以窗下緣為界分為二段。北

側檐廊納入室內的部分之牆體一如原牆面，目前亦採下半段斗砌，上半段編

竹夾泥牆的作法。惟斗砌的磚材雖與南、北室相同，但磚之紋理並未接續，

更係後來增建的推論。

筱雲軒的屋頂形式不變，屋頂瓦作因應當時的時代背景及政治體系而改

為日本瓦，民國 83年（1994）則因屋頂漏水嚴重而改為水泥瓦。屋頂採用

日本傳統建築的黑瓦形式，門窗圖樣亦改垂直水平的分割形式，惟壁體窗下

緣仍為傳統斗砌方式。筱雲軒西側增建的九房居室，其地坪雖模仿日式建築

抬高的作法，然牆體材料仍為傳统的泥磚，南向立面並以穿瓦衫飾面。

筱雲軒的形貌十分素淨，除正立面入口及屋頂鬼瓦外，木構架、壁面上

迎賓樓位於筱雲軒南側，呂家人稱其為「樓仔」。據屋主所云，迎賓樓

之構築主要為供招待賓客之用，以呂家當時交遊之廣（文士雲集），提供造

訪賓客交流及客居的場所亦成其第二期建築營建時的考量之一。迎賓樓樓高

兩層，其中一樓的兩間房為供賓客住宿之用，二樓的空間則供賓客聚會之

用，以其居高臨下之勢與園林及筱雲軒呼應，園林美景盡收眼底。

園林一般多附屬在宅第之後，除了可調劑佈局嚴肅工整的四合院建築

外，其主要在怡情養性、宴請賓客、以及遊園享樂。筱雲山莊之園林卻因應

書齋而生，為臺灣罕見且唯一的案例，由此可見筱雲呂氏在其文人角色上的

均為垂直、水平之俐落線條，未見裝飾圖樣的存在。正立面入口之裝飾出現

在門楣上方的木料組砌花格窗。花格窗之構成配合下方門扇分成三段，中

段為花辦圖樣的四方連續，其整體構成近似傳統的套錢紋：左、右段的構成

方式一如中央，日治時期整修時翻修，可於門扇之幾何分割處理的方式可得

印證。

鬼瓦立於日治時期屋頂整修時，其位於屋頂中脊兩側及屋頂四角。中脊

兩側的鬼瓦是「雲形丸張 跨鬼」的形式，其左、右兩側為雲形紋，中央單

層外框，框邊有近似回紋的圖樣，框內中央印有「呂」字，瓦為「菊花丸

張 切据」的形式，左、右兩側為菊花紋，中央亦為呂字。就日本傳統鬼瓦

的作法而言，二者中央的「呂」字似乎傳達其為呂氏家族的意味，家紋是日

本作為家族辨識的一種特有的符號系統，此手法在意味著呂家在此時期已漸

融入日本文化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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迎賓樓一樓檐廊的鋪面為原貌，未經更易。一樓室內鋪面則在大正十一

年（1922）的整修工程中將其更易為錢紋的紅色水泥面，目前泥飾面，惟東

側房之鋪面紋理已改為丁字砌。二樓地坪以寬 15公分的矩形木板為材鋪設

之，其上原鋪設榻榻米，民國 82年（1993）因榻榻米受潮腐爛而去除。二

樓樓板及地坪之構成由下而上依序為楹仔、桷仔、木條、木板、榻榻米。據

呂佛池的日記所載，筱雲山莊於昭和五年（1930）開始送電，迎賓樓的改建

工程則於大正十一年（1922），故而線路的埋設係在改建之後，足見在筱雲

山莊送電後為埋設線路，迎賓樓之二樓地坪尚進行過一次整修。

A. 構架

大正十一年（1922）迎賓樓的改造工程中，二樓屋頂曾進行拆除重建的

工程，其構架為配合室內的和風式樣亦進行更動。改造過程中，其留置

大正十一年（1922）迎寶樓的改造工程中，二樓屋頂曾進行拆除重建的

工程，由老照片觀之，此時期之屋頂形式近似歇山頂，屋頂瓦作則為日本

瓦，其後，民國 83年（1994）又因屋頂漏水而改鋪以水泥瓦，當年卸下的

瓦片堆置於園林西側及筱雲軒後，已於後期修復復原日本瓦形貌。

迎賓樓的裝飾不多，其主要出現在一樓檐廊木構架，一、二樓屋頂的鬼

瓦與軒瓦，火及二樓和室拉門板堵表面等處。一樓檐廊木構架為傳統形式，

其裝飾圖樣出現在束隨、通隨、以及出屐等處。束隨、通隨為「虎口」形

狀，表面無雕飾。出屐末端為捲草圖紋，與傳統作法相比，其手法已有簡化

的趨勢。

一、二樓屋頂的鬼瓦形式不同，二樓鬼瓦與筱雲軒相似，亦為「雲形

丸張 跨鬼」的形式，左右兩側有雲形紋，中央為單層外框，框內中央印有

「呂」字家紋，框邊則為渦捲線。一樓鬼瓦中央為「呂」字家紋，左、右則

刻意經營。園林內佈置水池石山，並有水道蜿蜒於山石之間，頗有曲水流觴

之境，其不以亭臺樓閣取勝。

迎賓樓則建在筱雲軒南側，其坐向與筱雲軒相反取坐南朝北（偏西 19

度），迎賓樓則極可能由原址之防禦性建築改建而成。樓高兩層，面寬一如

筱雲軒為兩開間，屋頂為歇山頂。由老照片觀之，其原貌係傳統的樓閣式

樣。

立面構成上，其北向面對園林的部份開放性較高，初建時一、二樓皆設

有檐廊以呼應園林的景緻，二樓檐廊並置有欄杆，與左側的樓梯連成一氣。

大正十一年（1922）改建工程中雖因應屋主欲造就的和風式樣而修改立面，

惟其於二樓檐廊加置的窗扇可依使用需求而拆卸，故而與園林及筱雲軒的互

動性不變。南向背立面雖面對山莊外圍，具有門面效應，因防禦的考量而封

閉性較高。再者，由其怖局與建築形制觀之，迎賓樓的所在區位與二樓式的

樓閣作法恰與門樓相呼應，對於筱雲山莊的防禦性具有加乘的效果，驗證了

迎賓樓原址曾置有防禦性建築的推論。惟日後防禦的原因逐漸消失後，遂因

應其交遊日廣的需求，而將原址的建築改建成接待賓客的空間。

上半段屋架，再由下以橫樑接續，故而遂呈現不同時期的構架混置接續

的形貌。由於天花板的設置，構架遂隱藏於其內。

B. 開口部

迎賓樓面寬兩開間，其一樓前檐牆兩室各置一門，門為單開板門，板門

漆以藍色，門扇上別無裝飾。窗扇為長矩形，窗面分割為上下兩段，上

段較長，為左右拉窗，下段長約上段的一半，採下推的形式，二樓雨户

分割為八扇，其中，東側因需置推拉過來的門扇而處理成屏牆，其略

突出於窗扇面，以供放置門扇之用，極具機能性。檐廊內的窗扇為日式

拉門（障子），其亦分割為八扇，門扇之立面分割係典型的日式作法。

後檐牆之窗扇為横長形，就其形貌觀之，應屬日治時期的作法，故而極

可能係於大正十一年（1922）的改建工程中增設或改設。再者，由二樓

「床」後的縫隙觀之，其原有二個窗户，惟右側的窗扇亦此次改建工程

因「床」的設置而封閉。東、西立面一、二樓的窗戶皆為長矩形，窗面

分割一如一樓前檐牆，惟二樓窗扇另置内層，其以木料組砌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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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道橫屋之屋身作法採「出屐起」，正立面設有檐廊，背立面檐口則

以走磚出檐，未置檐廊足見第二道橫屋與第三道橫屋非同時期建造，甚者，

其亦未再增建第三道橫屋的打算，故二、三橫屋間並未考量其空間的接續及

使用上的互動。空間格局上，其與第一道橫屋間於前、中、後各置一處巷路

以接續，一、二橫屋間的深井仔因此被中巷路分成二段空間層次上，因中巷

路係採巷路亭的開放式設計，南向僅置雙柱，北向則置以可隨季節需求而拆

卸的木屏，故前后深井仔雖自成空間場域，惟整體空間仍得以連成一氣。其

中，右橫屋前巷路原貌尚存；右橫屋中巷路目前僅臺基為原貌，原址則由

三房局部增建為廚廁；右橫屋後巷路作為廚房使用，南向置以壁體成室內空

間。左橫屋前巷路於大正年間改建為廚房，後因應其空間需求而於前深井仔

緊鄰著廚房增建浴廁。左橫屋中巷路仍係原貌，其北向的木屏雖已改建，但

構件接續痕跡尚存。

二道橫屋之臺基依屋頂高度為序分為三段，第一段包括北二房，第二包

括中三房及南三房之中、後房，第三段僅南三房之前房，其間落差約 9公

分，臺基高度則因深井仔之地坪高度亦依序遞降，故三段高度相當。巷路高

度與橫屋齊高，二者皆因非篤慶堂中軸線上的主空間，故而較主體建築之臺

基高度為低，藉此反映其空間位序。

右二橫屋的部分，三房使用的中三房前、中室曾經過整修，地坪鋪面已

更換為瓷磚；南三房中室為尺磚人字砌，北室為尺磚丁砌。前檐廊深 80.5
公分，臺基邊緣以花崗石砛收邊，鋪面為紅磚丁砌。背立面未設檐廊，基座

卵石三層。左二橫屋的部分，其室內空間部份保存原貌，前檐廊則以紅磚丁

第二道橫屋之屋身作法採「出屐起」，正立面設有檐廊，背立面檐口則

以走磚出檐，未置檐廊。前、後山牆面皆有鳥踏，表面以紅磚斗砌飾面，山

尖飾以圓形綠釉氣窗。結構系統屬承重牆構造，故而木構僅見於檐廊，其以

屐出檐為原貌。

壁體以泥磚為材，厚度皆為 42公分。立面構成及材料近年來因應其需

要而屢經更易，除了部份窗户加大尺寸以利於通風採光外，正立面上半段以

灰飾面，下半段改以水泥粉光，背立面則下半段維持紅磚斗砌及卵石砌，上

半段亦一如正立面改以水泥粉光。但左、右二橫屋背立面下半段之作法有

異，右二橫屋基座置以三層卵石，其上收一層紅磚後再以斗砌接續，且其斗

砌為一連斗；左二橫屋則於基座置以七層卵石，其上的斗砌則為三連斗。

左、右二橫屋正立面之開口部作法亦不同，其中以氣窗的設置差異 大。左

二橫屋未置氣窗，右二橫屋則於南三房後、中三房前後室、以及北二房前室

則置以八角形紅磚砌築的氣窗。可能因第二道橫屋構築時，汝修、汝玉、汝

誠三兄弟已分家，第二道橫屋雖同時構築，因各自的財力、社會地位及需求

的不同而於建築形式、材料、工法上有所差異。

右橫屋前巷路其正立面牆體以泥磚為材，表面以紅磚斗砌飾面，中央置

有一門。內部屋架採抬樑式，北向僅置雙柱。後巷路正立面分為兩段，下半

為菊花圖紋，依其形貌推測，其應屬「菊花丸張 切据鬼」之形式。檐口軒

瓦的圓形表面的圖紋中，亦安排有「呂」字的圖樣。二樓室內裝修為純日式

風格，其拉門及窗扇均以薄木條依水平垂直的方式組砌，左、右二房中央拉

門上方並有山景圖樣裝飾，其係在染色的木料上刻出山景、樹木紋路，作法

甚為特別。

字砌，已非原貌，基座邊綠則以花崗石砛收邊。

背立面未置檐廊，檐口以走磚出檐，基座卵石 高者達七層，高約 65.5
公分。右橫屋前、中、後巷路地坪鋪面部分維持原貌，部份更易，前巷路改

為水泥粉光，中巷路為尺磚人字砌，後巷路原鋪面為的紅磚丁砌。中巷路為

紅色水泥粉光，北巷路則為水泥粉光。左、右深井仔以紅磚丁字砌，無灰

縫，鋪面四周置有溝槽，除了收邊外，並有排水的功能。

地坪下的高度以排水機能為主要考量，故而第二道橫屋及巷路之地坪高

道橫屋及巷路〉深井仔〉埕，符合了後高前低、（室）內高（室）外低的原

則，基於洩水的要求，於第二道橫屋檐廊及巷路處理成向外微傾斜的坡度，

深井仔之地坪亦由後（北）向前（南）微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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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道橫屋之屋頂一如臺基分為三段，分段位置亦同，其第一段包括北

二房，第二段包括中三房及南三房之中、後房，第三段僅南三房之前房。橫

屋屋頂為硬山式，中脊採小脊，脊堵無裝飾。屋頂雙斜，右橫屋除南二房後

室為紅色板瓦外，其餘皆已置換為水泥瓦；左二橫屋則除了南三房中、後室

為水泥瓦外，其餘皆為紅色板瓦。其創建期的各空間屋頂瓦作已更易者可用

者仍持續使用而呈現黑瓦、紅瓦混置的現象（笑槽：紅色，俯槽：黑色），

第二期之第二道橫屋尚保留傳統瓦作的屋面則僅見紅色板瓦，故而其瓦作原

貌極可能因應當時黑色板瓦的使用漸少而改用紅色板瓦屋脊的部份，因應

其使用瓦片的不同，作法亦有所差異，目前僅維持原屋頂瓦作的部份尚保留

傳統的小脊作法，餘皆改為水泥屋脊。脊頭的部份，左、右二橫屋南向山牆

面皆呈「圓」形（五行上屬金），惟左二橫屋北向牆面脊頭為八角形（五行

上屬火），右二橫屋則因屋頂瓦作更異為水泥瓦，故而脊頭形式亦隨之變更

為日式水泥脊頭。

段以磚為材，上半段則為木屏牆。由其現況及使用材料觀之，該空間應原係

開放性空間，日後因使用機能的需求（廚房）而將立面封起，僅餘兩側檐廊

的部份為出入口。其內部與檐廊接續處置以抬樑式木屋架以支撐屋頂重量。

左橫屋前巷路正立面維持原貌，惟內部已改建為廚房，中巷路則維持原貌，

其屋架採抬樑式，北向的木屏雖已改建，但巷路正立面改以水泥粉光，中央

開窗，內部構架已更動為桁架，其原貌應與橫屋後巷路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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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的大臺中客家長期處在福佬人聚落中，使得客家的文化特性多隱藏

不易發現文化傳承正面臨福佬化之過程，走進臺中客家是我們在生活中實

踐客家文化傳承的開始，這樣的進程不會是唯一，也不會是終點。「地方

感」的文化思維，建築的呈像只是生活過程與文化意涵的總和，更重要的

是背後所蘊含人與空間、人與時間密不可分的情感連結，而「祖在堂、神在

廟」的觀念一直是客家人對「家」的觀念與歸屬，家園的建立是宗族、聚落

與建築的形塑過程，先民墾拓、經營與生活的足跡，更是在地人與外地人對

話的開始。

雖然「臺中文化圈」的概念包含了從歷史向度來看客家文化所帶來的地

方特色，包含語言、聚落、建築、信仰及產業等，試圖跳脫受到現今行政區

域規範的地理空間限制，客家與土地拓墾、發展的關係是漸進式，而「大豐

原客家文化」的概念已漸漸成了新的圖像；而承載生活與歷史發展的聚落紋

理與建築特色，成了理解臺中客家發展脈絡的敘述依據，也是訴說客家生活

故事的情境場域；聚落的探尋與建築的描繪，期待觸動你我心中的省思，重

新喚醒這塊土地上的族群認同與文化意涵。

以「共同來源」及「共同祖先」的家族作為書寫地方的開始，不單單只

是家族自我認同的情感凝聚，從空間向度的整體詮釋，透過家族長時間在

聚落發展所存留的影響力與有形構造物，藉由這些實質空間的圖像與情境詮

釋，作為深化在地客家後裔的文化認同，也期盼外地人理解在地方生活節奏

的歸屬感，定著在這塊土地上生活故事的地方感；大臺中原本就豐富的多元

族群文化，彼此將更了解文化意涵而相互認同。

透過大埔張家、饒平林家和詔安呂家的客家所關聯的不同生活議題，聚

落建築、產業建築、信仰空間、史蹟場域、構造物、文物……等，當一個個

與客家相關的建築或場域放回整體聚落的空間脈絡裡談論，用「聚落與土地

發展」作單位，會發現豐原福佬客的豐富性，以其背後所隱含的文化意義，

隨著時間的作用已漸漸在轉變，族群對彼此生活的影響是漸進式，從清雍正

年間來自廣東省潮州府大埔縣的客籍人士張達京號召六館業戶開闢葫蘆墩

圳開始，影響了許多客家族群在此墾拓生活定居，舉凡臺灣常見的客家族群

「四海大平安」、汀州客及漳州客、河婆客等 , 皆在豐原區安居立命 , 各得

其所。

對於開發甚早的豐原而言，高度的族群交流與學習是日常生活的一部

分，然而，也因其位於東勢山區及中部平原的交接處，地理區位特質，多了

山城客庄聚落裡的獨立與樸質，保留了些許客家建築元素與表徵；也多了隱

身都市街區商業往來的熱絡與機靈，模仿了其他族群的建築思維及空間使用

方式。這些客家族群在這裡發展，不但促進了豐原地區社會經濟及人文的發

展，也保留了許多客家先人的習俗與空間觀。



192 193

文化的產生與該地方人民的生活息息相關，包括了人事時地物各種因

素，每一棟建築與空間的形成皆有其特有的歷史、文化、自然條件等；而族

群文化的互動、社經發展的變革，影響了豐原客家的過去與未來。

截至 2020年 9月大豐原、神岡地區指定古蹟及登錄歷史建築已經有 16

處，建築具體的形貌承載了豐原、神岡地區的生活記憶，也串連了世代之間

的情感認同與歸屬。

流過這塊土地的葫蘆墩圳又稱貓霧捒圳，是臺灣清領時期的重要水利工

程，包括上埤、下埤與下溪洲三個獨立水圳，是豐原地區重要的灌溉水源，

更是臺灣中部 老的灌溉水圳之一，是臺中地區河川的主要源頭，影響了農

業生產，宛如母親之河，與這塊土地上人事物的深刻連結，流過歲月、沖淡

了族群的衝突，葫蘆墩圳依然動人的流淌著，原葫蘆墩圳入水口、豐榮水利

之碑皆已登錄為歷史建築，碑文記載著葫蘆墩圳開設始末，為日治時期水利

工程開發的歷史見證，勾勒出的多元客家融合的新圖像，早已是超越族群與

聚落界線的新地圖。

聚焦聚落紋理及建築空間特色的描繪，現今仍保存在豐原的客家建築文

化，將會是回溯豐原客家歷史價值重要的依據，也是回到地方生活裡尋找豐

原客家新定位的開始。

豐原的聚落多與水圳、農田、地貌等景觀交織而成，磚紅色的客家伙房

與聚落樣貌形成的歷史背景，訴說著客家族群融入昔日政治、經濟、社會

所展現的智慧。翁子 – 朴子口（大埔張）的萬選居、上南坑 – 下南坑 – 鎌

子坑口（饒平林）的必慶堂、問禮堂、敦五堂等民居、社皮 – 三角 – 社口

（詔安呂）的筱雲山莊，雖然在客家建築元素上漸漸少了明顯與明確的表

徵，但隱藏在建築構件意喻裏的空間觀，仍可理解客家子孫一方面保有祖先

傳承智慧，一方面透過與其他族群微妙的交流互動過程，相互消長與影響。

客家先民在豐原地區，長時間面對優勢的經濟、社會及文化的壓力之下

造成福佬化，後代子孫以多元的方式傳承生活習俗與建築文化，雖然不易

維持及保存原鄉的特色，仍有客家建築的精神靜靜地在聚落中傳承著。在外

觀形制上的化胎、五行石、內外埕、柱對、棟對、燈樑、土地龍神及天公

香位等仍保有原鄉的建築特色；在阿公婆大牌位序、墓葬、字輩、族譜、堂

號、祖訓及祭祀習俗等細節，對於宗族與公廳的重視，更保存了客家重視祖

先的傳承意涵。

回到豐原客家在臺中歷史脈絡的角色扮演，才能理解與重新定位福佬化

的客家新文化，文化的產生與該地方人民的生活息息相關，包括了人事時

地物各種因素，每一棟建築與空間的形成皆有其特有的歷史、文化、自然條

件等；而族群文化的互動、社經發展的變革，影響了豐原客家的過去，本

書從現在存留的有形標的物來訴說生活脈絡，一方面提供再現歷史記憶的線

索，一方面讓現存的地方資源價值回應當代生活、當代場域，並以「生活故

事」的方式進行對話與傳承，讓書寫與閱讀的影響力交織出多樣對話的可

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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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書由六位學者與地方文史工作者（吳中杰、詹宇涵、黃莉芸、林滄

海、王陸森、江佳泓）參與文史收集、田野調查工作，甚至有客籍青年學子

的投入，為再現客家及地方的文化圖像努力，傳達對客家、對土地的深刻情

感認同， 後再由計畫主持人吳中杰副教授彙整編輯，以「學界與地方」協

力方式共同完成整本專書。

讓歷史走進日常生活之中，是本書 深的企盼，也是提升臺中客家文化

的能見度的另一種方式。

我們從現在存留的有形標的物來訴說生活脈絡，一方面提供再現歷史記

憶的線索，一方面讓現存的地方資源價值回應當代生活、當代場域，並以

「生活故事」的方式進行對話與傳承，讓書寫與閱讀的影響力交織出各種對

話的可能。

雖然平原上的福佬客地區因不講客語而備受忽視，但對大臺中客家仍有

不可磨滅之重要性。我們選擇三大區域及家族作為書寫範圍。對於客家建

築文化的書寫，以「家族與地方的歷史淵源」、「家族在地方的定居與影

響」及「生活過程形塑的建築與文化意涵」為敘述方式；希望這只是完備大

臺中客家新藍圖的一個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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