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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市南寮地區的區域開發、聚落
及宗族發展之探討 *
Research of Regional Exploitation, Development of
Settlements and Patriarchal Clans in the Nanliao Region,
Hsinchu 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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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 st ra ct

In this paper, we investigate the formation of settlements, migration of families, and modes of manland interaction in the Nanliao region, Hsinchu City. References are made to the special ecological
environment and developmental progression traits unique to the western coastal area in Taiwan. Nanliao
is bordered by lagoons to the west and a plain to the east. The continuing disappearance of wetlands has
helped to form a special kind of man-land interaction. We found that the spatial structure in traditional
settlements is greatly influenced by the natural environment and kindred relationship. It is suggested a
study on patriarchal clans, family migration and development reflects the development of settlements
and man-land interaction along the western coastal line in Taiwan better than a study on an individual
pioneer or settl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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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本研究廣泛地蒐集南寮地區主要宗族的族譜、地方志、廟誌、牌匾及古文物、口碑傳說等鄉土資料，
及進行家戶訪問，加以彙整分析，希望從南寮地區主要宗族的移墾時程、移民的血緣及地緣性色彩、自然
及人文生態環境及其脈動趨向，重新探討臺灣西部沿海地區區域及聚落發展過程的人地互動機制。
* 本文之完成首先要感謝彭東烈老師提供南寮地區彭氏宗族相關資訊；也感謝兩匿名審查教授的斧正，使本文修正後更
為精簡、流暢。審查意見已參照修改，文責由作者自負。
* 1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地理學系講師
* 2 國立宜蘭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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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發現本區人地互動上呈現四個特色：1.從祖籍地及方言系統調查，同安籍及使用同安腔閩南語的
地緣性色彩十分顯著，此應與王世傑拓墾集團籍貫屬同安籍有關。 2.以同姓聚集及按照宗族之間血緣親疏
的差序格局，選擇定居地，應是早期移民所表現之血緣性人際網絡。 3.先驅拓墾者拓墾年代與主要宗族的
開基年代時間差的矛盾，係受本區獨特的地理環境變遷過程所影響。 4.沿海浮復地不斷地陸化，聚落多半
已不臨海岸，陸域生活空間持續地擴張，土地贍養力日益提昇，處於這種的具有發展前景的生態環境下，
各宗族隨之發展茁壯、開枝散葉，這是本區人地互動關係中的最大特色。
關鍵詞：區域開發、宗族發展、南寮地區、人地關係

一、前言
本文所謂「南寮地區」的界定，係以當地人對南寮地名認知上所指涉的空間意涵來界定，指涉之空
間範圍西臨臺灣海峽，東南界鄰新竹空軍基地，北接頭前溪等的阻隔。就行政區而言，包括新竹市北區的
舊港、康樂、南寮、中寮、海濱、港北等里，及香山區的港南里，合計面積約 11.5 平方公里，大致為南華
國中的學區範圍。(如圖 1 所示)

圖1

目前新竹市南寮地區的聚落階層與地名

資料來源：實地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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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橫在《臺灣通史》的〈拓殖列傳－王世傑〉提到「康熙 5 0 餘年，始墾( 竹塹) 海濱之地：曰大
小南勢、曰上下羊寮、曰虎仔山、曰油車港、曰南庄…」
(連橫， 1979：799-800)。後續的研究者根據各
類的史料，提出類似的論點，且蒐羅更為詳盡，若按「康熙 50 餘年，始墾海濱之地」為準，就是說新竹
市南寮地區(以下簡稱本區)的拓墾年代自康熙 50 餘年(約 1710 年)而始，這已經是公認的說法。然而，作
者廣泛地蒐集本區主要宗族的族譜、地方志、廟誌、牌匾及古文物、口碑傳說等鄉土資料，及進行家戶訪
問，加以彙整分析，卻得出本區主要宗族的入墾年代，均落在乾隆初年(約 1740 年)以後，這與「康熙 50
餘年」有 30 年以上的時間落差。以核心區到本區兩地間，完全無距離過遠(直線距離僅約 5 公里)、漢原
衝突、河川或山脈橫亙等空間阻隔因素牽制的情況下， 30 年開發時程的時間落差，不可謂不短。
本文的目的並不是要推翻既有的定論，而是在提出另一種觀點，本文認為在討論臺灣西部沿海、沿山
地區等邊陲地區的開發時程，不應籠統以文獻上所記載墾戶(業戶)請墾的年代為準，應落實比對田野調查
資料，即特別關注「先驅拓墾者」與「開基拓墾者」是否是同一批人？本處所謂的「先驅拓墾者」是
指最早進入當地拓墾的移民；「開基拓墾者」則是指最早定居當地且留下來開枝散葉的居民，往往成為
當地的主要宗族。開基拓墾者可以是先驅拓墾者，但也可能不是，因為先驅拓墾者可能會留下來，在當地
繼續發展成為開基拓墾者，也可能再次遷徙到臺灣島內他處或返回祖籍地(原鄉)。為何移民會有臺灣島內
遷徙的行動呢？根據學者的研究指出可能的原因有：
1. 地力耗盡或遭逢天災使得生產力遞減甚至田園全部流失，因而不得不遷地為良。
2. 競爭失敗，移民為生存而競爭，失敗者只好他遷。
3. 分類械鬥，械鬥的原因雖然複雜，然而失敗的一方經常被迫搬遷他處，或者為了保障身家安全而遷到同
鄉人口聚居的地方。
4. 由於分家，割裂了祖產，而部份子孫為了有更大的發展而搬遷。
5. 因為風水的關係，若是家中有人相繼生病或死亡，則可能因此認為是風水的問題，而導致再次遷徙。
6. 累積資本後，自願移往新開發或有發展潛力的地區創業 1 。
7. 追尋原鄉生活方式 2 。
本區確實呈現先驅拓墾者與開基拓墾者不一致(不是同一批人)的現象，此一現象將在本文中提出田野
證據。至於遷徙的原因以上述之第 2 點較為可能，甚至較為臨海的聚落，因耕作環境過於惡劣，呈現「請
而未墾」的狀態，以致造成先驅拓墾者與開基拓墾者入墾年代有 30 年以上的時間落差，這部分作者將在
文中以地理學的角度加以闡述。
本文最終的研究目的是：從南寮地區主要宗族的移墾時程、移民的血緣及地緣性色彩、自然及人文生
態環境及其脈動趨向，重新探討臺灣西部沿海地區區域及聚落發展過程的人地互動機制。

1

以上 6 點引自黃朝進， 1995：17 。

2

施添福(1987：180)在其《清代在臺漢人的祖籍分布和原鄉生活方式》一書的結論中提出「決定清代在臺漢人祖
籍地分布的基本因素是：移民原鄉的生活方式，亦即移民東渡來臺以前，在原鄉的熟悉的生活方式和養成的生活技
能 」的 觀 點 ， 學 者 稱 為 「 原 鄉 生 活 方 式 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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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土地的拓墾與聚落宗族的發展
(一 ) 本區之土地拓墾

新竹古稱竹塹，原為道卡斯族竹塹社民所居之地。康熙23年(1684)，清朝在臺設臺灣府，下轄臺灣、
鳳山、諸羅三縣，本區隸諸羅縣。康熙 36 年(1697)郁永河到北投採硫磺，途經竹塹留下一段紀錄：
自竹塹迄南嵌八、九十里，不見一人一屋，求一樹就蔭不得。掘土窟、置瓦釜為炊。就烈日下，
以潤水沃之，各飽一餐。途中遇麋、鹿、麚、 逐隊行，甚夥。…既至南嵌，入深菁中，披荊度莽，
冠履俱敗，直狐貉之窟，非人類所宜居也。…故至今大肚、牛罵、大甲、竹塹，林莽荒穢，不見一
人，諸番視為畏途。(郁永河， 1996：22 、 36)
其次，康熙 56 年(1717)出版的《諸羅縣志》對竹塹到南崁的地理景觀也有所描述：
竹塹過鳳山崎，一望無蕪；捷足者窮日之力，乃至南嵌。時有野番出沒，沿路無 落，行者亦
鮮；孤客必倩熟番持弓矢為護而後行。野水縱橫，或厲、或揭，俗所云九十九溪也。遇陰雨，天地昏
慘，四顧淒絕；然諸山秀拔，形勢大似漳、泉。若碁置 落，設備禦，因而開闢之，可得良田數千
頃。(周鍾瑄， 1968：279)
上述兩文之描述，說明遲至康熙末年，竹塹地區大致是草原的景觀，除了竹塹社在此插竹為籬而居，逐獸
捕鹿與游耕之外，是一片荒蕪人煙稀少之景象地，而部分土地或是尚未陸化。
南寮的拓墾，分為頭前溪口兩岸與隆恩庄兩區敘述：
1. 頭前溪口兩岸
鳳山溪與頭前溪間下游平原，包括：船頭溪洲、白地粉、新庄子、溪州、麻園等 3 ，為雍正 7 年
(1729)汪東文(應為汪文東)所墾殖。(盛清沂， 1981：164；吳學明， 1986：13；施添福， 1989：4041 、 58)，其中只有船頭溪洲位於本區。頭前溪南岸的大店、苦苓腳相傳為汪淇楚墾戶於康熙末年所墾
殖的(黃奇烈， 1954：6；陳國川， 1996：150)，兩汪所墾之地在雍正 13 年(1735)以後稱為萃豐庄(施
添福， 1989：40)。
2. 隆恩庄(南庄之部份) 4
康熙 50 年(1711)前後，泉州府同安縣人王世傑率子姪鄉親百餘人，首墾竹塹東門街至暗街仔(以今
日新竹市東前街 36 巷為中心)一帶，繼向北、西發展，而於康熙末年，在今新竹市東勢以西，頭前溪以
南，客雅溪以北的新竹平原區，建立南庄 24 個聚落和北庄 13 個聚落。(盛清沂，1981：160；陳國川，
1996：17)南庄之地在康熙末年歸於王佐掌管，乾隆初年，王氏子孫因分管大租權發生糾紛，訴諸於官
府，經數年仍無法解決，最後將有爭端的大租權賣給臺灣城守備營，而更名為隆恩庄 5 。
臺灣城守營獲得竹塹南庄的大租權後，憑藉官營的優勢，持續擴張領域。乾隆末年時，隆恩庄已擴展
3

本處所列之聚落係以《臺灣堡圖》上之聚落名〔大、小字名〕為準，《臺灣堡圖》以下敘述逕以堡圖稱之。

4

臺灣地區取名「隆恩( 庄) 」的地名〔或水圳名〕，皆屬駐臺綠營之土地，供作部隊給養之需。字義上，「隆恩」
係取謝主隆恩，以為皇恩澤民之意。(韋煙灶， 2002b：94 、 350)

5

竹塹地區之隆恩庄或稱隆恩南庄、隆恩息庄，簡稱息庄或南庄。余文儀所著，乾隆 27 年(1764)出版之《續修臺灣府
志》，所列淡水廳的庄社中，已經出現隆恩庄(距廳城西五里)的地名，此與南庄在乾隆初年已經轉化為隆恩庄的說
法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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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為北起自頭前溪南岸的 榔，南至鹽水港溪(今鹽港溪)北岸間的沿海地帶。隆恩業戶在新竹沿海地區擴
張領域的事實與其所屬的領域，可由以下的史料得知：
虎仔山庄的隆恩租地本來為張合顯所有，因與相鄰地業主發生糾紛，結果被官府沒收充為隆恩租
地…。(陳金田譯， 1990：231)
臺灣城守營參將府，…於雍正十三年，向石邦瑞等置竹塹南庄水田三百一十一甲五分，旱田六
五甲五分，並草埔、山崙、港渡等處。…東至隙仔山口山上車，…西至海，南至黃顯郎屋南山腳；北
至上崙莊、下崙莊各厝前往港口渡頭車路為界。…前據管莊把總黃三達查稟，買息莊界內有鹽水港海
墘一帶荒埔，東至山，西至海，南至鹽水港溪，北至香山莊飯店前熟園止，堪以開墾。及南勢莊魚寮
厝溪畔有小港一口，土名中港仔堪築魚塭。…未具有人投墾。…茲據竹塹莊民陳璋琦具呈認佃，愿自
備資本傭工前往開墾。…。(乾隆三十七年二月 日給)。(臺灣省文獻委員會， 1991：992-993；臺灣
省文獻委員會， 1994：456-458)6
以堡圖上所列的小字名為準，本區的聚落中

榔、鳧湖、田庄、萬興、南寮、十塊寮、蟹仔埔、草

7

厝、樹林仔、外湖、雙瓣竹圍 、北油車港、南油車港、下罟寮、海口等聚落均屬南庄管內 8 ，只有頭前溪
口的船頭溪洲及其南岸的大店、苦苓腳隸萃豐庄。
依黃奇烈(1954)與盛清沂(1981)的說法，南庄24個聚落包括：小南勢、拔仔林、瓦厝、浸水、中庄、
虎仔山、樹仔腳、上下羊寮(羊寮)、田庄、雙寬竹圍、南、北油車港(油車港)、下罟寮、海口、外湖、
榔、十塊寮、蟹仔埔、南寮、大南勢、上、下九甲、沙崙、上、下六甲、蘆竹湳、吉羊崙(楷書體字者位於
本區)。然而，黃文與盛文中所列舉的 24 個庄名，可能由臺灣堡圖上的小字拼湊出來的。儘管如此，其分
佈的範圍應與上述聚落相去不遠。故基本上，本區可以視為「南庄之地」，整個發展與後來之隆恩庄的
脈動息息相關(韋煙灶， 1998：70)。
(二 )傳統聚落的血緣性分類與分析

往昔新竹平原曾經有「崁頂曾」、「新社郭」、「魚寮戴」、「

榔彭」、「虎仔山楊」，

以地名冠上姓氏的稱呼，以顯示特定宗族在該地之昌盛。令作者好奇的是這些較大的宗族，何時遷居當地？
如何在當地立足，進一步開枝散葉？以下的任務就是利用日治時期留下的戶口資料，整理出本區各自然村
的主要姓氏，作為分析比對的基礎。然而，在比對之前必須先為「主要姓氏」下一個明確的操作型定義：
林美容(1991)以日治時的小字名部落為空間單位，來瞭解小字內部的血緣關係，以小字部落內各姓氏
的戶數分布 % 為指標，將小字部落歸類為：一姓村、主姓村或雜姓村。此種分類的目的在瞭解聚落血緣性
的高低；其中：一姓村(亦稱同姓村、單姓村)是指小字部落中有一姓，而其戶數所佔全村的比例大於50%；
主姓村是指小字部落內無一姓戶數的比例超過 50% ，但前五大姓氏戶數合計大於 50% ，且其中有一姓的
比例比下一姓多出一倍以上者；雜姓村(多姓村)是指不符合上述條件者。(施添福， 1996：16-19；林美
容， 2000：298)本文的「主要姓氏」即以一姓村的主體姓氏及主姓村前 5 大姓氏為的依據。
6

按地名、方位、地形與《臺灣私法物權篇》中另兩篇字契的內容推斷(臺灣省文獻委員會， 1994：936-939)，「中
港仔」之座落似為今新竹市虎山里罟寮一帶。也就是說陳璋琦所請墾之地，是兩處不連續的地區。(韋煙灶， 1998：
71)如果說中港仔在罟寮一帶，則罟寮聚落之請墾年代應當就在乾隆 37 年(1772)。

7

堡圖上寫成雙寬竹圍；南寮國小後方之〈開鑿烏瓦窯塹誌〉內文寫成雙圈竹圍，當地人的發音為 "hun 1 " 。

8

本文所用之拼音均按教育部公告之臺灣語拼音系統(TLPA)拼寫，調號以上標形式標註(0 為輕聲弱讀)，且均註本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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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多研究聚落的學者都知道，堡圖之小字(土名)的聚落位階很接近於臺灣地區聚落地理研究所定義的
「自然村」，是構成臺灣社會的的基本空間單位(施添福， 1993：152-153)。然而，堡圖上僅標小字名及
其概略位置，但卻未標示出其彼此的分界，只有地籍圖尚可以清楚辨識小字界線(施添福，1996：20)；其
次，聚落會隨著時間的演進，地理環境的變遷，不斷地發生量變與質變現象，當量變與質變到一定的程度，
將使得聚落地名發生分化或重整(多半是分化)狀況，原有堡圖上的小字行政區劃在日治期間，並未更動，
故在討論自然村時，必須以適當的指標介入，加以檢視其變動情況。
本文所謂之「自然村」，基本上是以堡圖上的小字地名為準(圖 2)，並參酌自然環境變化及本區居民
對聚落地名範圍指涉認知的變化。如本區居民常常在具有指涉地標作用的名詞之後加上接尾詞「兮
(e)」，如海埔兮、漁港兮、大橋兮等角頭級地名(圖 1)，這種具有位置詞功能的地名用法，可能是偏海腔
閩南語的習慣用法 9 ，這些聚落均未發展出莊頭土地廟，故不視為自然村。至於聚落界線的區隔，主要是

圖2

南寮地區的傳統聚落分布與海岸變遷

資料來源：改繪自臺灣堡圖〈新竹〉圖幅
9

關於這一點，本人曾與陳國章教授私下討論，兩人看法一致。偏海腔之定義將於後文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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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對新竹市北區戶政事務所所編之《日據時期所住番地與現行行政區域對照表》10 ，不明之處，配合田
野調查加以確認。其次，本區居民對地名的特殊用法如：內垣(un5)與外垣，指先後開發之海埔地的對稱，
透過其指涉的空間範圍，可確認不同時程開發的海埔地界線(圖 1)。
因此利用堡圖、《日據時期所住番地與現行行政區域對照表》、新竹市北區及香山戶政事務所抄錄
的 1946 年戶籍檔案，配合田野調查，彙整出表 1 作為統計、分析的基礎。 1946 年前後，船頭聚落已經沒
入溪中消失、鳧湖地名為牛埔所取代 11 ，船頭溪洲改稱溪州(或稱舊港)；萬興降為角頭級聚落，且為新興
之「王爺宮」聚落所包含；鄭厝已經具體發展成獨立的自然村 12 。在聚落消長之下，本區在 1946 年時共
有 17 個自然村級聚落。
表 1 所列的 17 個自然村中，一姓村與主姓村各半，沒有雜姓村，而主姓村中前兩大姓加起來的百分比
大多超過 50% 了。各自然村的姓氏結構相對單純。然而，重要姓氏中最突出者為彭姓，一姓村中以彭姓為
主的自然村有 4 個；主姓村中以彭姓為首者也有 4 個；彭姓排名在五大姓的有 11 個，這是相當特殊的聚落
姓氏結構。此外，草厝之彭姓及鄭厝之鄭姓其同姓比例均超過 90% 。因此，本區聚落的血緣特徵相當顯
著。
除聚落結構不完整的雙瓣竹圍外，表 1 所列的小字整體而言，當時戶數的平均數為 46.75 戶、平均人
口數為 329.75 人、每戶平均人數為 7.05 人，本區平均人口密度約為 880 人

平方公里 13 ，在以農漁為基

礎的維生方式下，人口飽和的壓力不可謂不大。
就個別而言，溪州之戶數及人數均最多，但(人數

戶數)之數卻相對偏低，如果從圖 2 上觀察，溪州

所在為頭前溪河口的河中洲，地形侷限，單靠農業是無法贍養眾多的人口。溪州曾為竹塹港主要泊地所在，
至昭和 7 年(1932)廢港。期間貿易行、裝卸貨物搬運、其他服務業均需要勞工，此外溪州在 1920-1940 年
間為舊港庄役場所在，也應帶來少數服務業及公部門就業人口，是造成其人口密集的主因 14 。

10

新竹市北區戶政事務所內部資料，未具編者及年份。 1946 年臺灣在戶政上仍是沿襲日治時期舊有的簿冊(包括：戶
口調查簿及除戶簿、寄留簿)及表格，所登載的內容可反映 1946 年年底的實況。(林聖欽， 1995：30)

11

牛埔聚落在陳朝龍所著之《新竹縣采訪冊》中已有頂牛埔及下牛埔的聚落名(陳朝龍， 1968：69-101)(早於堡圖繪
圖年代)，相似地點在堡圖上所標的聚落卻是鳧湖而無牛埔，現今卻只有牛埔而沒有鳧湖聚落。南寮國小後方之彭氏
祖祠旁〈開鑿烏瓦

塹誌〉(1966 年彭振玉及彭炳章撰)在記述族內聞人前清歲貢彭廷選之生平事蹟時提及：「…

彭公廷選字祖澤，竹塹 榔莊人…生於清道光甲申(1824)年，三月卅日，同治丙寅(1866)年八月二十五日去世…著
有《鳧湖居筆記》四卷及《傍榕小築詩文集》傳世…。」據此推論，鳧湖在咸豐年間已經存在了。
12

萬興已不復為「外莊」之年輕人所知曉，惟表 1 仍採用「萬興」名稱；鄭厝之作為自然村的證據有：1. 有自己的
莊頭土地廟；2.鄭厝之名已廣為本區居民所知曉。

13

1946 年本區之陸域面積約 6.0 平方公里，其餘約 5.5 平方公里是其後陸續開墾海埔地而得的。

14

整理昭和 11 年(1936)舊港派出所《除戶簿》中溪州之除戶之戶長，其職業結構如下：水旱田耕作 16 人(37.2%)、
苦力 6 人(14.0%)、手工業及製造業 8 人(18.6%)、商業及服務業 12 人(27.9%)、公職人員 1 人(2.3%)、俳優 1 人
(2.3%)，這種職業結構可反映溪州地理位置特殊性。其次，必須附帶說明的是：昭和 16(1941)年舊港庄取消，舊港
大字併入竹北庄，溪州仍歸舊港大字管轄， 1945 年溪州改稱舊港村， 1953 年舊港村併入新竹市，改稱舊港里，戶
政資料撥歸新竹市戶政事務所。而昭和 11 年之除戶人數偏多，不甚合理，因此這份資料應非單年的資料，可能是受
撥交時資料發生錯置所造成的。但應當不致對其職業結構之趨勢有太大的扭曲，仍是可用之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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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南寮地區各自然村的姓氏及戶口數結構

大字名
榔

聚落名
大店

戶數 人數(人數 / 戶數)
26

187(7.19)

聚落類型
主姓村

重要姓氏(%)
林(30.8)、彭(19.2)、曾(15.4)、蔡(11.5)、
莊(7.7)

榔

26

158(6.08)

一姓村

彭(57.7)、謝(15.4)、陳(11.5)、洪(7.7)、
莊(3.8)、郭(3.8)

牛埔

76

459(6.04)

主姓村

莊(25.0)、彭(22.4)、林(17.0)、謝(6.6)、
許(5.3)

萬興

43

265(6.16)

主姓村

彭(27.9)、吳(16.3)、林(16.3)、蔡(9.3)、
陳(7.0)、曾(7.0)

舊港

溪州

104

622(5.98)

主姓村

彭(35.6)、王(8.7)、陳(7.7)、許(6.7)、林
(3.8)、方(3.8)、呂(3.8)、

十塊寮

南寮

52

353(6.79)

主姓村

彭(40.4)、陳(9.6)、許(9.6)、孫(7.7)、蔡
(5.8)、戴(5.8)

蟹仔埔

55

389(7.07)

一姓村

彭(76.4)、蔡(5.5)、陳(3.6)、黃、張、林、
馬、蔣、鄭、葉、戴(均為 1.8)

草厝

28

211(7.54)

一姓村

彭(92.9)、蔡(3.6)、曾(3.6)

十塊寮

47

327(6.96)

主姓村

彭(44.7)、許(34.0)、馮(8.5)、孫(8.5)、廖
(2.1)、蔡(2.1)、趙(2.1)、葉(2.1)

北油車港

樹林仔

32

320(10.0)

一姓村

彭(62.5)、洪(12.5)、蔡(6.2)、郭(6.2)

北油車港

68

588(8.65)

一姓村

陳(54.4)、張(30.9)、彭(7.4)、呂(5.9)、龔
(1.5)

雙瓣竹圍

3

10(3.33)

不討論

興建機場遷村，僅存黃、許、洪三戶

外湖

32

223(6.97)

主姓村

彭(34.1)、黃(31.3)、蘇(12.5)、李(9.4)、
陳(6.3)

楊寮

鄭厝

32

245(7.66)

一姓村

鄭(90.6)、陳(3.1)、洪(3.1)、韋(3.1)

南油車港

61

482(7.90)

一姓村

陳(62.3)、楊(16.4)、蔡(9.8)、黃(6.5)、何
(3.2)

下罟寮

44

296(6.73)

主姓村

韋(40.9)、鄭(18.2)、何(11.4)、吳(9.1)、
郭(4.5)

海口

19

141(7.42)

一姓村

黃(52.6)、王(15.8)、林(10.5)、卓(10.5)、
曾(5.3)

總

計

17

748

5276(7.05)

資料來源：整理自新竹市北區戶政事務所及香山戶政事務所日治時期<戶口調查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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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彭姓宗族的移入與發展

彭姓宗族稱得上是本區最大的宗族，以個別聚落而言，彭姓構成溪州、蟹仔埔、南寮、草厝、十塊
寮、萬興、

榔、樹林仔、外湖等聚落的主體姓氏。這種不尋常的宗族發展優勢，足令研究者好奇。為解

開這個迷團，本研究試圖從田野口碑、戶政資料及族譜內容彙整三方面著手。可能彭姓宗族散布的範圍太
廣，居民本身對自已祖先的來源說法混淆了，田野訪問的結果僅得零碎、片段的資訊，但其中最為有價值
的莫過於：「我們蟹仔埔彭姓在福建與楊姓宗族械鬥，落敗之後，為逃避楊姓宗族及官府追殺，以三艘
船載著親族及家當，逃難到本地落腳，故有彭姓子孫，不得與楊姓通婚的習俗」15 。如果這段口碑具有真
實性，則眾多來自同一個祖籍地的彭姓宗親，當會在某一段特定的時間內，散布到各個聚落中，表 2 的資
料確實呈現彭姓宗族散布在本區各個聚落中，且構成本區許多聚落的主要姓氏。然而，這樣的證據是否能
證明本區彭姓「系出一脈」呢？就之前研究者已經調查新竹沿海許多血緣性聚落如：竹北市

兒錠(鳳岡)

曾姓有曾廷及曾肇珠兩支派、竹北市魚寮的戴姓有兩個支派以上、油車港(南、北油車港)的陳姓至少有四
個支派、新竹市香山南部南港里蚵寮及海口的林姓有林大目及林潘兩支派，這些均是非源自同一祖籍地
的單一宗族的例證。(莊英章， 1994：20-21；韋煙灶， 1998：91-93)
因此，最後的檢驗工作就必須是依賴族譜的核對了，本區的彭姓宗親編輯了相當完整的《彭氏族譜》
(以下簡稱族譜)，有別於一般閩南人只記載本支直系祖先的「生庚簿」形式，內容以開閩始祖天祿公派
下之「汝」字輩為世系分割單位，〈世系事略〉中世系所屬成員之昭穆、生卒八字脈絡清晰；其次，
〈家世〉小傳，由各世系子孫撰寫，通常會描述其所屬世系、遷徙過程、定居地及移入年代，族譜是本區
區域研究上不可多得的寶貴資料。(彭氏族譜編修委員會， 1965)
其次，開閩之彭姓始祖可能為彭子安而非彭天祿。族譜中雖標示彭天祿為開閩始祖，但仔細檢視內文
各分項內容，許多相關敘述卻可清楚發現，彭子安可能才是真正之開閩始祖。( 彭氏族譜編修委員會，
1965：24；27；29；60)這一點有必要加以提出說明。如第 60 頁的〈譜圖傳〉中記載：
…二世子安公諱紹祖，生於廣東潮州府海陽縣西門內第三巷，兄弟以五爵列行，早年喪父母。兄
伯福公元末出漕貢，任福建興化路宣差，子安公隨之。兄嫂俱歿，母舅馬氏任泉州府同安縣浯洲鹽場
司令，遂超托焉，兵亂不歸，僑居鳳翔里十七都後學村… 16 。
本文在處理族譜之系譜資料時，先將〈世系事略〉中成員之生卒八字之干支年資料轉換成清朝皇帝
年號及西元年代，來臺開基年代以〈世系事略〉記載為準；若未有清楚記載，則以開基祖 30 ± 10 歲之
年為準(也就是假設 20-40 歲間來臺)；至於各房開基祖之定居地，以〈世系事略〉所載為準，若無，則
從各「世家」的文字描述中尋找；若兩者均無記載，則拿〈世系事略〉的成員資料，比對 1 9 4 6 年底
戶口調查簿的戶長資料(含姓名、出生年月日、前戶長姓名)，若有相和者，則將該戶長視為某世系的成員，
將其居住地視為開基祖之定居地，如此建立表 2 ，資料解析如下：
15

械鬥資料在《彭氏族譜》中完全沒有任何相關的文字記述。

16

「兄弟以五爵列行」，按即公、侯、伯、子、男，故子安排行老四。引文中之浯洲為金門之別稱，鳳翔里十七都後
學村現址在今金門島沙尾村。其它族譜中可資論證子安為開閩始祖的相關資料如：1.天祿公派下字輩排序：天子用孔
敬克欽甫大堯君禹汝榮煌培鍾洵楷炳垂銘淑(共 23 世)，若天祿為開閩始祖，則與子安同輩之公、侯、伯、男其他 4
房之字輩要如何訂定？ 2.圖 3 的系譜圖中子一輩除了子安一房外，均未見到其他四房之資料；3.族譜 36 頁〈金門島
尋獲子安公墓記〉記述著南寮彭姓長老囑咐至金門服兵役之後輩尋找彭氏祖墓的事蹟，也只交代追尋至子安公之
墓，而不及於天祿公；4.作者曾就此事訪問彭東烈老師，他也持相同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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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彭氏族譜所載各世系開基祖相關資料

大字輩 汝字輩 來臺始祖

生、卒年份(壽命)

遷臺年代

定居地

備註

大美

生康熙 54 年(1715)，

1744 ± 10 年

不詳

竹圃房派下，以

汝簡

汝列

汝簡

榮化

榮澤

卒乾隆 20(1755)年(41)

下同。

生乾隆 19 年(1754)，

汝簡、汝列、汝耀

卒年不詳

為兄弟

生乾隆 24 年(1759)，

1783 ± 10 年

外湖、牛埔

1764 ± 10 年

蟹仔埔

1764 ± 10 年

不詳

1771 ± 10 年

萬興

1783 ± 10 年

萬興

1784 ± 10 年

蟹子埔

卒道光 21 年(1841)(81)
汝耀

榮芳兄弟

生雍正 13 年(1735)，
卒年不詳

汝得

榮羨

生雍正 13 年(1735)，
卒年不詳

汝寬

榮揖兄弟

生乾隆 7 年(1742)，

汝寬及汝美為兄弟

卒嘉慶元年(1796)(55)
汝美

榮茂

生乾隆 19 年(1754)，
卒年不詳

汝幸

煌夢

生乾隆 20 年(1755)，
卒嘉慶 21 年(1816)(62)

汝府

榮文兄弟

生乾隆 6 年(1741)，

為兄弟。現任中央
1770 ± 10 年

草厝

卒嘉慶 21 年(1816)(75)
汝伍

榮安兄弟

生雍正 6 年(1731)，

榮家兄弟

生乾隆 13 年(1748)，

銀行總裁彭淮南為
汝府房派下

1760 ± 10 年

卒嘉慶 4 年(1799)(69)
汝決

汝府、汝伍及汝決

蟹子埔、
十塊寮

1777 ± 10 年

草厝

1767 ± 10 年

蟹子埔

1767 ± 10 年

蟹子埔

1770 ± 10 年

十塊寮

卒嘉慶 15 年(1810)(48)
汝聯

榮堯兄弟

生乾隆 3 年(1738)，

汝聯及汝膳為兄弟

卒嘉慶初年(1796 以後)
汝膳

榮運

生乾隆 3(1738)，
卒乾隆 54 年(1789)(52)

汝梧

榮章

生乾隆 6 年(1741)，
卒年不詳

汝俊

榮成

生乾隆 11 年(1746)，

汝梧、汝俊及汝脂
為兄弟。榮建為汝

1775 ± 10 年

草厝

1816 ± 10 年

外湖、

脂嗣子

卒嘉慶 17 年(1812)(67)
汝脂

榮建

生乾隆 52 年(1787)，
卒道光 28 年(1848)(62)

大著

汝信

榮創兄弟

生雍正 6 年(1728)，

蟹仔埔
1750 年前後

榔牛埔

卒乾隆 22 年(1757)(30)
汝基

煌藩

生乾隆 42 年(1777)，
卒道光 14 年(1834)(58)

汝基、汝圭及汝信
為兄弟。煌藩及煌

1806 ± 10 年

榔牛埔
(務農)

首為榮君第3、4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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煌首

生乾隆 43 年(1778)，
卒年不詳

汝圭

煌貫

生乾隆 32 年(1767)，

1796 ± 10 年

新竹

1776 ± 10 年

十塊寮

卒年不詳
汝魁

榮健

生乾隆 12 年(1747)，
卒乾隆 53 年(1788)(42)

汝進

榮籌兄弟

生雍正 10 年(1732)，

1761 ± 10 年

榔牛埔

汝進及汝全為兄弟

卒嘉慶 18 年(1815)(84)
汝全

榮能

生乾隆 11 年(1746)，

1775 ± 10 年

不詳

1762 ± 10 年

不詳

卒年不詳
大進

汝盛

煌煥兄弟

生雍正 11 年(1733)，
卒嘉慶 15 年(1810)(78)

汝則

榮猶

生雍正 13 年(1735)，

汝盛、汝則及汝文
為兄弟

1765 ± 10 年

不詳

1756 ± 10 年

十塊寮

1876 ± 10 年

新竹市虎林里拔子林。初居彰化

卒乾隆 56 年(1791)(57)
汝文

榮昌兄弟

生雍正 5 年(1727)，
卒乾隆 46 年(1781)(55)

鍾讚

生道光 26 年(1847)，
卒光緒 22 年(1896)(50)

汝級

汝級

生康熙 55 年(1718)，

二林，後遷新竹市拔子林
1747 ± 10 年

不詳

卒年不詳
汝旦

汝旦

生康熙 60 年(1721)，

汝級、汝旦、汝題
及汝明為兄弟

1765 年

榔田庄

1776 ± 10 年

榔

1758 ± 10 年

不詳

1799 ± 10 年

舊港里

卒嘉慶 19 年(1814)(94)
汝題

榮紹兄弟

生乾隆 12 年(1747)，
卒嘉慶 22 年(1817)(71)

汝明

汝明

生雍正 7 年(1729)，
卒乾隆 41 年(1776)(48)

汝德

煌禮

生乾隆 35 年(1770)，
卒道光 8 年(1828)(59)

煌敬

生乾隆 5 年(1740)，

煌禮及煌敬為堂兄
弟

1769 ± 10 年

舊港里

卒乾隆 53 年(1788)(49)
大判

汝勳

汝勳

生乾隆元年(1736)，

乾隆末年

榔牛埔

汝勳及汝宗為兄弟

1798 ± 10 年

榔牛埔

煌遠曾孫彭廷選為

卒嘉慶 15 年(1810)(74)
汝宗

煌遠

生乾隆 44 年(1779)，
卒道光 23 年(1843)(65)

大仰

汝科

榮得

生雍正 3 年(1725)，

前清生員
1745 年前後

卒於臺灣

卒乾隆 14(1749)(25)
煌倫

生乾隆 29 年(1764)，
卒道光元年(1821)(58)

榮得與煌倫為伯姪
關係

1793 ± 10 年

草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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汝奮

煌作

生乾隆 42 年(1777)，

1806 ± 10 年

蟹子埔

1737 ± 10 年

初居蟹子埔而後遷吉羊崙務農維

汝奮及汝 為兄弟

卒道光 15 年(1835)(59)
汝

大用

汝良

汝

生康熙 47 年(1708)，
卒乾隆 16 年(1751)(44)

生，不得其所子孫又遷新竹市內

福順

生卒年不詳(以其子春藤

約 1890 年前後 出居十塊寮 松山房派下，以下

(鍾字輩)

生於 1891 年來推測，福

後遷基隆

同

十塊寮

汝良、汝為、汝灝

順應生於 1865 年前後)
汝為

鍾院

生道光 17 年(1837)，

1867 ± 10 年

卒光緒 25 年(1899)(63)
汝翼

鍾高

生乾隆 21 年(1756)，

及汝翼為兄弟
1785 ± 10 年

十塊寮

1785 ± 10 年

十塊寮

1787 ± 10 年

十塊寮

卒嘉慶 17 年(1812)(57)
汝灝

培認

生乾隆 21 年(1756)，
卒嘉慶 22 年(1817)(62)

大章

汝祐

培講

生乾隆 23(1758)，
卒嘉慶 13 年(1808)(61)

培匹

生乾隆 40 年(1775)，

培講及培匹之曾祖
同為汝祐

1804 ± 10 年

十塊寮

1775 ± 10 年

十塊寮

嘉慶年間

舊港

1797 ± 10 年

不詳

1774 ± 10 年

十塊寮

1786 ± 10 年

南寮

卒道光 11 年(1831)(57)
汝綸

煌信

生乾隆 11 年(1746)，
卒嘉慶 3 年(1798)(53)

大讓

汝坤

煌智

生乾隆 48 年(1783)，
卒咸豐 3 年(1853)(71)

大賓

大棋

汝器

載仲

生乾隆 33 年(1768)，

(汝順)

(煌字輩)

卒道光 27 年(1847)(80)

汝王來 煌固

生乾隆 10 年(1745)，
卒嘉慶 20 年(1815)(71)

大鵬

汝萬

煌丁

生乾隆 22(1757)，
卒年不詳

汝量

天賜

生乾隆 51 年(1786)，

汝萬及汝量為堂兄
弟

1815 ± 10 年

蟹仔埔

天賜與培套為叔姪

1808 ± 10 年

新竹市

僅知為用乾公派下

1852 ± 10 年

榔→

卒道光 2 年(1822)(37)
培套

生嘉慶 5(1800)，

1830 ± 10 年

卒光緒 13 年(1887)(88)
大、汝、榮、

玉仁

生乾隆 44(1779)，

煌輩俱不詳

(培字輩)

卒道光 28 年(1848)(70)

鍾沛兄弟

生道光 3 年(1823)，

汝德

卒光緒 25 年(1899)(77)
大祐

汝順

榮低

生雍正 11(1733)，
卒嘉慶 17 年(1812)(80)

沙尾房派下

大肚鄉
1762 ± 10 年

新埔鎮
田新里

西溪(安溪)房派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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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詳

汝柏

汝柏

生康熙 61 年(1722)，

1751 ± 10 年

舊港

咸豐年間

新竹市

1852 ± 10 年

新竹市

約 1868 年

十塊寮

卒乾隆 35 年(1770)(49)
汝字輩失詳

洵雁

生道光 19 年(1839)，
卒光緒 25 年(1899)(61)

培金

生道光 3 年(1823)，
卒同治元年(1862)(39)

培岸

生道光 5 年(1825)，
卒同治 8 年(1869)(44)

煌念

生嘉慶初年(以其次子生於 1830 ± 10 年

舊港里

道光 10 年(1830)推算)，
卒年不詳。
煌諒

生康熙 59 年(1720)，

1749 ± 10 年

榔牛埔

1852 ± 10 年

南寮(捕魚)

卒乾隆 28 年(1763)(44)
鍾唱

生道光 3 年(1823)，
卒同治 10 年(1871)(49)

鍾錠(定)

生嘉慶 14 年(1804)，

1833 ± 10 年

榔

卒光緒 8 年(1882)(79)
培綿

生約嘉慶中葉，卒年不詳 約 1840 年

十塊寮

資料來源：整理自《彭氏族譜》及新竹市北區戶政事務所 19 46 年之戶政資料。

1. 彭子安開基之地為金門沙尾(沙美)，裔孫分散至閩南各地，包括：竹圃房、松山房、后肖房、坵胡沙尾
(美)房均在同安縣，其他如安溪四口圳房及詔安徑口鄉房，其中以竹圃房及松山房最為昌盛。「族譜」
上所列可考的彭氏來臺始祖大部分移自馬巷彭厝前埔社之「竹
圃房派下」；其次為「松山房派下」，汝字輩失詳的部分，
從字輩上來看，也均屬於開閩始祖彭子安派下所傳。(系譜圖請
參見圖 3)子安派下各房開基始祖在南寮地區分布範圍，大致涵
蓋：溪州、

榔、牛埔、萬興、田庄、南寮、十塊寮、蟹仔

埔、草厝、樹林仔等自然村，分別隸屬於舊港、康樂、南寮、
中寮、海濱、港北等 6 里。
2. 最早移居本區年代可能是 1737 年前後的汝 ，但族譜卻記載：
「初居蟹子埔，而後再遷吉羊崙務農維生，不得其所，子孫又
遷新竹市內」，其未定居本區，不知是否與蟹仔埔的土地尚未
熟化到足以令其安身立命有關？其次為 1744 ± 10 年的汝簡及
1947 ± 10 年的汝級，但無法確認其定居地點；再其次為 1749
± 10 年的煌諒。族譜中明確交代定居本區年代的只有 1765 年
的汝旦，汝旦派下也是南寮彭姓唯一成立祭祀公業的一個支
派，南寮公墓可找到其塋地(照片 1) ，族譜中的〈汝旦世系事 照片 1

榔彭姓開基始祖汝旦之墓

圖3

彭姓始祖彭天祿派下系譜關係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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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附有小傳，汝旦派下系譜旁註記載：「汝旦於 1765 年攜三子(榮寶、榮行、榮直)來臺，開拓田
園，秉正忠厚治家勤儉，置下祭祀公田分三大房輪流祭祀」。故彭姓宗族移居本區的年代應不致早於
1740 年。
3. 若以彭汝旦移居年代為準，「竹圃房派下」之彭氏大宗的移民年代約在 1765 年前後，以定居蟹仔埔
居多，其次為 榔，彭姓移民者間的親等關係密切(可由圖 3 判識)，符合上述的口碑傳說。可見在祖籍
地的異姓械鬥中落敗，應是主導馬巷彭厝彭氏宗族在 1765 年左右大批移居南寮的「推力」，表 2 中
兄弟一起遷居本區的個案大部份落在這個時間範圍，應當不是偶然的現象，故 1765 年也應是本區以彭
姓為主體之聚落的創建年代。相對地，「松山房派下」的彭姓移民者間的親等關係則較為疏遠，來臺
時間亦較不一致，移居地以十塊寮為主，與「竹圃房派下」在空間上是有些區隔的。另外， 1946 年
時苦苓腳大字居民中沒有一戶姓彭，可見彭姓宗族在 1765 年初來乍到之時，苦苓腳以東似已無其立足
之地，故只得向西發展。
4. 1765 年至 1876 年間持續有彭子安派下宗族移居本區，可見在 19 世紀末葉，在當時的維生技術水準之
下，本區之土地贍養力可能尚未達到完全飽和，韋煙灶(2003a：68)認為本區居民的半漁半農的維生方
式也有助於吸納過剩的勞力，農業生態環境不斷地改善，以致陸續有人移入。這個過程也顯示：聚落可
能會隨著特定姓氏宗族的立足，藉由人際紐帶(personal ties)的運作，有助於吸引更多同姓人氏移入，
這些自然及人文環境特徵均有助於強化聚落的血緣性色彩。
5. 清代南寮彭姓立足的 100 年間只出過彭廷選這一位歲貢，也未出現殷商大戶，〈開鑿烏瓦
文中對彭廷選的讚頌，除了功名、孝悌外，開鑿烏瓦

圳最為彭氏後人所追頌

17

塹誌〉碑

。《土地申告書》中

18

倒是可普遍找到本區彭姓作為隆恩業戶下的小租戶 。就整體而言，南寮彭姓從初墾到清末的百年間，
應一直維持著以「農業為主，漁鹽為副」的維生方式，涉足科舉及商業活動者應是有限的。
(四 ) 其他宗族的移入與發展

從 1946 年的戶政資料，大致可以統計出各聚落的主要姓氏戶數及其百分比(表 1)。除了彭姓宗族之
外，本處試圖以否證(falsification)的態度，透過田野調查方式，儘量以表 1 所列的主要姓氏為訪查對象，
進行家戶訪問，觀察祖先牌位及核對族譜，調查本區主要宗族之祖籍地、定居時間及 1900 年左右的維生
方式 19 。這種研究調查方式，在資料蒐集上固然無法做到滴水不漏，只能且戰且走，但長期下來，已經累
17

南寮國小後方之〈開鑿烏瓦

塹誌〉碑文對彭廷選開鑿烏瓦

圳之貢獻有詳細的記述：「烏瓦 塹之開鑿乃彭公

廷選之德，澤我海口宗親至今感念。…公既絕仕途之念，乃一心捐輸造福桑梓，時海口一帶常苦乾旱，種植匪易，
公於縣北四里處鳩工開鑿烏瓦 圳，自金門厝溪引水瀦為陂，南行一里至過溝仔莊，又二里至田莊，二里至雙圈竹
圍。又於故溝仔莊分圳西北行一里許至萬興莊，折而南行二里許至頂油車港莊，灌溉田畝 96甲。自此荒埔曠野變
易為沃土良田，海口鄉親之有今日，皆公之恩惠，特為文誌之以為後人存念。
書
18

19世孫玉振謹識

20世孫炳章敬

民國甲寅年十月十日」

參考竹北一保之《土地申告書》：《 榔土地申告三冊內一》、《 榔土地申告三冊內二》、《 榔土地申
告三冊內三》、《十塊寮土地申告四冊內二》、《十塊寮土地申告四冊內三》、《十塊寮土地申告四冊內一》、

《 十 塊 寮 土 地 申 告 四 冊 內 四 》 、《 油 車 港 土 地 申 告 三 冊 內 一 》 、《 油 車 港 土 地 申 告 三 冊 內 二 》 、《舊港土地
申告二冊內一( 下) 》、《舊港土地申告二冊內二》等冊。
19

本研究彭氏宗族以外各聚落宗族的定居年代，基本上仍以各姓氏族譜、家譜及生庚簿所記載內容為準(族譜來源均於
內文或註釋交代)，配合口碑傳說來確認；若無族譜資料，則以訪問資料為準，少數受訪者能清楚交代該家族移居年
代，自然以受訪者所說的年代為準。若無法交代確切的移居年代，則採用下列方式推估：假設一代為 25 年，移居本
區之時間＝〔(不含受訪者之移居代數× 25 年)+(受訪者之年齡)〕，移居之時間概略取整數說明。這樣的估算方
式，基本上不會絕對準確的，但仍可相當程度地反映各聚落主要宗族定居的時間與聚落的發展特色。

106

積相當的資料。此外，也可以觀察南寮公墓墓碑主人之地望，取得本區居民祖籍分布的梗概 20 。配合表 3
之家戶調查，顯然本區早期移民之祖籍地以同安為絕對優佔。
以下分別以自然村為單位，略述所調查到本區各聚落的重要宗族及其祖籍地、定居時間、維生方式，
以及聚落的發展概況：
1. 大店之林姓及莊姓
大店原為日治 榔大字中的一個小字，目前隸屬古賢里。大店之莊姓祖籍地為同安，定居該聚落應
當在 250 年以上，主要居於今東大路三段南側一帶，角頭名為韭菜園或大店韭菜園。林姓是大店的望
族，林姓一支有林同興祭祀公業的組織，祖籍地為同安，林同興派下之林姓宗族在本聚落定居之時間應

表3

1946 年本區各聚落各姓氏居民之祖籍地分布

聚落名
大店

姓氏(祖籍地)

聚落名

林、彭、曾、蔡、莊等 蟹仔埔

姓氏(祖籍地)

聚落名

姓氏(祖籍地)

彭、蔡(均為同安)

雙瓣竹圍 黃、許、洪

彭、蔡、曾(均為同安)

鄭厝

姓(均為同安)
榔

彭、謝、陳、洪、莊、 草厝

鄭(同安)、陳及韋(南安)

黃等姓(均為同安)
牛埔

莊、彭、許、吳等姓(均 十塊寮

彭、許、孫、趙、葉、 南油車港 陳(同安金門)、楊(晉

為同安)；鄭(南安)、林

蔡等姓(均為同安)；張

(惠安)

(惠安)

萬興(含

彭、吳、林、蔡、陳、 外湖

彭、黃、蘇、蔡等姓(均 下罟寮

韋(南安)、鄭(永春)、郭

王爺宮)

曾等姓(均為同安)、連

為同安)；陳(同安＆南

(惠安)、李(同安)、潘

(永春)、盧(同安＆南

安)；李(惠安)

(后里月眉 - 平埔族)

江)、蔡及黃(均為同安)

安)、張(南安)
溪州

南寮

彭、王、陳、林、方、 北油車港 陳(同安＆南安)、張、
沈、呂、葉、楊等姓(同

呂、彭(均為同安)；龔

安)；許(同安＆上海)

(永春)

彭、陳、許、孫、蔡、 樹林仔

彭、洪(均為同安)

海口

黃、林(均為同安)、王
(同安金門)、曾(漳浦)

戴等姓(均為同安)
資料來源：以 1946 年戶政資料配合表 2 之解讀、家戶訪問、對南寮國小學童分發問卷調查等方法取得資料。
20

臺灣住民之祖先牌位及墓碑所刻之地望可歸類為 4 類：(1)堂號：主要為唐、宋以前之州、郡級地名，少部分為縣級
或地理區地名；(2)祖籍地：即閩、粵兩省地名，又可分為縣級地名及鄉鎮級以下(含)地名，鄉鎮級以下地名通常僅
用於墓碑；(3)臺灣本地地名：又可分為縣、市地名及鄉鎮級以下(含)地名(僅用於墓碑)；(4)省級地名。有的將省級
及縣級地名均刻寫出來。僅用於墓碑)，這種用法係外省族群模仿閩客習俗所涵化出來的用法。此四種祖先牌位及墓
碑地望標誌，反映臺灣族群在地緣認同上深層的差序格局思維。一般而言，閩南人祖先牌位及墓碑所刻之地望以祖
籍地縣級地名為最大宗，使用堂號的甚少，研究者在調查時，只要記憶這些地名的特殊且習慣性的用法，即可辨識。
如：同安均寫成銀同、晉江寫成晉水、安溪或寫成清溪、惠安寫成惠邑或螺陽、南安寫成南邑或武榮、漳浦寫成金
浦、大埔寫成埔邑或茶陽…。(韋煙灶、張智欽， 2002：18-33；韋煙灶， 2002a：98-119)。
除了彭姓之外，本區各聚落的一些主姓及特殊姓氏居民墓碑的祖籍地整理如下：沈、趙、簡、呂、洪、謝、盧、孫、
葉、方、吳、莊、蘇、楊、連、許、邱、王、蔡、李、陳、黃、鄭等姓均為同安籍；陳、黃、盧、張等 4姓為南安；
李、林兩姓為惠安；龔姓為永春、蔡姓為晉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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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

臺灣地區閩、客住民之主要祖籍地

有 220 年左右，以經營船頭貿易行而發達，大店之名據聞源自這家大貿易行，清代期間帆船溯溪之終點
在大店。其東側之苦苓腳聚落(今隸古賢里)之林姓則是苦苓腳之望族，其中林鵬霄為前清歲貢，其長子
林見舜時人稱大舍(據〈古賢里名家福地沿革〉
)，目前殘存之大瓦厝仍可顯示其宗族之發達與人丁之旺
盛，據其後人口碑指稱，其祖先最初為竹塹港口苦力起家，繼而經商致富。大店南側之下過溝仔聚落，
於 1938 年機場興建時廢庄，有林世成祭祀公業，從《土地申告書》的資料判斷，林姓應是該聚落之
望族。
2.

榔之洪、莊、黃、謝等姓
榔聚落，目前隸屬康樂里，受機場興建遷村影響，聚落向北擠壓，分布於東大路兩側。洪姓定居
本地時間約在 160 年以上，祖籍地為(同安)馬巷洪油，從圍繞機場周圍各聚落之《土地申告書》資料
調查發現，機場內洪姓應是許多聚落的主要姓氏之一 21 。莊姓祖籍地為同安，應與大店韭菜園之莊姓連
成一氣，黃姓定居本地約在 120 年以上，祖籍地為同安。謝姓定居本地約 180 年左右，祖籍地為同安。

3. 牛埔之林、吳、鄭等姓
牛埔聚落現今之行政區上屬康樂里，據當地耆老告知，牛埔所在之 榔溝(圖 1)在清朝年間，帆船
可溯頭前溪入 榔溝在牛埔一帶卸貨，這一帶曾有棧行林立的景象，可見沿頭前溪南岸近海之各聚落，
在清代及日治中葉以前，或多或少受惠於竹塹港貿易活絡所帶動的商機。
林姓祖籍地為惠安，定居本聚落約 250 年，吳姓祖籍地同安，定居年代超過 200 年，牛埔村廟所祭
祀為保生大帝，為吳姓居民於 100 多年前回到同安白礁保生大帝祖廟取回分身供奉。鄭姓定居本地約有
21

本區居民均將機場所圍的範圍稱為「箍內(Koo 1 -la i 7 )」，如圖 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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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 年左右，祖籍為同安。
4. 溪州之陳、許及王姓
溪州聚落位置為頭前溪河口的河中洲，日治時隸舊港大字之溪州小字，目前為新竹為舊港里。溪州
在清末至日治中期為竹塹港主要泊地，也是 1921-1940 年間舊港庄役場所在地，目前仍殘留日治時期的
海關遺址。光復初期為竹北鄉舊港村，於 1953 年 4 月 1 日改隸新竹市迄今。
可能是受港口維生方式及地形侷促所影響，使之呈現典型之集村型態， 1946 年的戶政資料顯示，
溪洲仍是本區人口最多，密度最高的聚落。其中陳姓之一支來自馬巷內籃13都，定居本聚落年代約在咸
豐年間(約 130 餘年前)，王姓之祖籍亦為同安，定居本聚落時間應超過 150 年。許姓之一支派據聞是來
自上海，在本聚落定居時間似為甲午戰爭前夕。除了彭姓的彭汝柏、煌禮、煌敬派下裔孫之外(表 2)，
並未找到其他定居超過 200 年的宗族，目前之舊港里面積僅為 0.6233 平方公里(陳國川，1996：143)，
清末之溪州聚落的面積與現今應相差有限。地形的侷促及港口貿易的維生方式，促使本聚落呈現人口密
度高、集村型態、人口流動性較高的獨特性。
5. 萬興及王爺宮之曾、沈、顏、連、吳等姓
王爺宮聚落隸屬南寮里，本區居民為了區隔南寮漁港所在的「南寮」聚落，而將新興聚落稱為
「王爺宮」，顧名思義取自三王爺宮(現稱富美宮) 22 。從臺灣堡圖上的圖例上觀察，今王爺宮聚落所在
範圍仍是一片塚地，而今塚地已完全消失，現今的南寮公墓則在今南寮國小北面到頭前溪畔的範圍，顯
然南寮的公墓區位置已經向東位移約 500 公尺，移動的原因，據當地人稱係受光復後都市計畫的影響；
從自然環境變遷上觀察，也可能受頭前溪擺移的影響，故王爺宮聚落之成莊當不足百年。
萬興在現今大部分隸南寮里，小部分隸中寮里。萬興則受到機場興建遷村已不成莊，現今之萬興聚落
位階已經下降到角頭級地名，年輕之外莊人已不復知曉其地名了。根據「南寮福德宮」廟誌記載：「南
寮福德宮(舊地名萬興)源系清朝時代至今已百餘年歷史…。」已經透露萬興及王爺宮兩個聚落已經合而為
一的端倪，故以下的敘述逕以王爺宮稱呼。
曾姓於1912年自竹北一堡 兒錠下山腳(今竹北市尚義里山腳)遷居王爺宮，祖籍同安；其他姓氏如
沈、顏、連、吳等姓，均約在 70-90 年前定居王爺宮，與臺灣堡圖的解讀相吻合。
昭和 7 年(1932)竹塹港廢港、昭和 16 年(1941)舊港庄取消，庄役場隨之消失。又日治時期除戶簿
資料顯示，舊港派出所於 1943 年改稱南寮派出所，反映整個南寮地區的區域核心已經移轉到王爺宮。
今日之王爺宮，除了擁有本區位階最高的廟宇 - 富美宮作鎮象徵外，銀行、郵局、小學、公有市場、派
出所、超市、診所及消防隊等公部門及各型服務業均匯集於此，已發展成為南寮地區的中地(Center
place)型聚落。
6. 南寮之許姓、孫姓及戴姓
南寮聚落目前隸南寮里，南寮聚落除了彭姓之外，許姓之一支定居本聚落至少在 140 年以上，祖籍
為同安。孫姓定居時間則至少在140年以上，祖籍地亦為同安。戴姓來自頭前溪北岸之魚寮戴姓宗族(今
竹北市新港里)，定居時間也不超過120年。由於緊鄰南寮漁港，為本區各聚落中漁業機能最強的聚落，
為一集村型態的漁港聚落。從堡圖的圖例上觀察，南寮聚落在 1900 年前後，其四周仍然全是雜地所包
圍，最初聚落的選址應是在「南寮沙汕」的洲頭部位，除了彭姓的彭煌丁派下裔孫之外( 表 2 ) ，作者
22

祭祀蕭、潘、郭三府王爺，為本區唯一超行政村型的公廟，其祭祀圈在日治中期號稱 53 莊。(楊曲昌， 1998：175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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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未找到確定定居超過 200 年的宗族，這應也是維生方式及聚落所在地點之地形較侷促且生態環境較惡
劣所致。
附帶一提，民國 42 年 2 月大陳撤軍時，在南寮所建立的大陳移民村－信義新村(圖 1)。移民最初有
104 戶，原建於今南寮公墓旁，頭前溪南岸一帶，由於洪水為患，乃請當時政府覓地建村，建於今址，
居民之主要祖籍地為浙江省溫嶺縣上大陳島。
7. 十塊寮之許、蔡、張、洪等姓
十塊寮聚落隸屬中寮里，東臨機場，聚落分列於延平路 3 段兩側，由於聚落規模頗大，居民又以延
平路三段 455 巷為界，以北稱為頂十塊寮；以南稱為下十塊寮。從地名字義來看，十塊寮聚落創建之原
初聚落景觀可能是 10 個分散的居民點。從田野及戶政資料調查上觀察，除了彭姓宗族外 23 ，呈現出雜姓
聚落特性。其中許姓祖籍為同安，約於 120 年前自新豐紅毛港遷居南寮地區；蔡姓祖籍亦為同安，約於
乾隆 1750 年前後自祖籍地定居本聚落。張姓為祖籍為惠安，定居本聚落時間約為 120 年前 24 。
8. 樹林仔之洪姓
日治時期之樹林仔小字，在今日則小部分隸屬中寮里，大部分隸屬港北里。樹林仔的發音為"Chiu7ham 5-a 2" ，堡圖上寫法與該地名之發音不符，如照音、義似乎應寫成「樹涵仔」(其意可能為「樹林間
之陰溝」
)。樹林仔係以彭子安派下裔孫為姓氏主體之散村，按位置及居民推測，應為及草厝及十塊寮向
南延伸的聚落。據北油車港耆老陳秋榮先生的說法，其居民在日治時代相當赤貧，為佃農聚集之雜姓散
村，故無僅能蓋極其簡陋的土地廟。
土地廟的有無可視為是否為自然村的指標之一，以此為指標，樹林仔與北油車港各有自己的土地廟
分別稱為「港北福德祠」及「港北福德宮」，故兩地可視各自獨立的自然村。除了彭姓之外，洪姓
祖籍地為同安，定居本聚落約在 120 年以上。
9. 北油車港之陳姓及張姓
北油車港為港北里之主體聚落，以陳姓與張姓兩大宗族為主，為血緣性聚落。陳世發自乾隆 40 年
(1775)自祖籍地南安潁川庄定居於此 25 ，成為今日港北里的最大宗族，也是最大的在地地主，陳姓耆老
口碑中指稱「放眼所見之地皆我們家所有」。張姓據聞係入贅彭姓所分出，祖籍為同安。陳珍於道光
17 年(1837)自同安山後鄉後厝村定居於此，繁衍後人。(陳發， 2003)
10. 鄭厝之鄭姓
鄭厝聚落位於港北里西南角落，為一個鄭姓絕對優佔之單姓聚落，據《港北鄭氏家譜》資料推
測，且其位置較東，聚落形成年代應略早於外湖，約在道光初年。據當地鄭氏耆老指稱：鄭厝開基始
祖有 6 房，其實僅有 5 房定居於鄭厝 26 。人丁旺盛及處於具有陸化潛力的區位，應是鄭厝能在不長的時
間內發展成一姓聚落的重要原因。
11. 外湖之陳、蔡、黃姓及李姓
外湖聚落隸屬港北里，因其位於北油車港西側、南寮沙汕東側的潟湖邊故名「外湖」，由於地
處潟湖邊的最邊陲土地，圖 2 所呈現的是聚落星布的散村型態，諸姓氏各據一處。外湖之彭姓為蟹仔
23

分布於延平路 3 段以西之地，與蟹子埔及草厝之彭姓聚落連成一氣。

24

據十塊寮之《張姓族譜》。

25

據港北里之《陳氏族譜》。

26

據鄭厝鄭氏耆老所述，其 4 房祖送與新竹北門鄭氏扶養，日治時竹新竹最有實力仕紳鄭肇基為其 4 房祖之後人。不
管真相如何，鄭氏宗族似或多或受惠於與新竹北門鄭家的宗親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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埔及草厝彭姓，向南延伸所構成，應屬於馬巷彭厝派下。外湖之陳姓有兩支：一為由北油車港陳世發
派下所分出；一為祖籍同安之陳裕南派下同治年間定居所繁衍 27 。外湖之蔡姓與草厝及蟹子埔之蔡姓
連成一氣，祖籍均為同安，定居本聚落時間距今約 140 年左右。李姓為李連獅派下，祖籍地為惠安，
定居時間約距今百年，從自然環境及宗族發展狀況來認定，外湖聚落之創立年代應不早於道光初年(約
1820 年)。
12. 南油車港(頂罟寮)之陳姓
南油車港位於新竹市香山區的最北端，行政區劃上屬港南里。據港南里之《陳家誌族譜》推算，
其聚落創建年代約為 1745 年前後，陳姓佔多數，係以血緣村形態出現。從《清代臺灣大租調查書》
及《臺灣私法物權篇》中查到在乾隆末年到日治初年期間，共 8 篇涉及油車港陳姓土地所有權的檔
案，顯見陳姓是油車港一帶活躍的家族。本處摘錄兩則油車港陳姓向隆恩業戶請墾海埔的墾照作為證
明：
署福建臺灣城守營竹塹隆恩息莊守府鄭，為給予墾照事。照得據油車港佃戶陳文通、陳惟明、陳
產炎呈報：該處浮復埔地一所，於同治七年，經明自備工本、牛隻前往開墾，業已成田園，理合呈
報，仰懇勘丈等情前來。…(同治七年正月初三日給)(臺灣私法物權篇：第 943-944 頁)。
福建台灣北路右營委派管理竹塹息莊租務守府鄭，為給予墾照事。照得据本莊佃戶陳六稟稱28，
自備工銀九十元，開墾油車港南處水田一所，東至陳家為界，西至塚為界，南至車路為界，北至陳家
為界；原帶大埤圳水通流灌溉… (同治九年十二月十六日給)(清代臺灣大租調查書：995)
13. 下罟寮之韋姓及鄭性
南油車港因新竹機場興建削去大半聚落，居民遷入下罟寮，兩聚落居民合流，下罟寮地名逐漸式
微，成為一個不再使用的地名，目前併入於南油車港。從港南里村廟順天宮(位於日治時期之楊寮大字
之下罟寮小字)廟誌(1991)：「本宮座落：昔稱南油車港，今稱港南里…」，海口溝南側之十一靈公
廟於大正 4 年(1915)所留存香爐之題字：「南油車港眾弟子敬獻」等敘述，可知南油車港在當地人
心中所感知的地名階層是高過下罟寮及海口的。
下罟寮之主姓移自係泉州南安籍的韋氏宗族為主體、其次為何姓，本聚落可以說是臺灣閩籍韋氏
宗族的大本營之一。根據韋卓民(1985：265)所編之《韋氏宗譜初稿》的資料推算，其定居年代約為
乾隆 20-30 年，略晚於南油車港陳姓。另據潘英(1992：199-236)的調查， 1956 年香山鄉之韋姓佔全
臺同姓的 5.5%，若將範圍縮小為閩籍同姓人口，則香山之韋姓佔全臺同姓的 18.9%，而香山之韋姓最
初應全部源自下罟寮。
此外，介於下罟寮與海口間的居民點稱為「田厝」，為韋姓所分出的鄭姓聚落，係鄭姓人家從
原居地竹北二堡坑仔口(今新豐鄉上坑村)所移植過來的地名， 1909 年在始祖鄭英聰過世後，由其妻攜
幼子遷自新豐鄉坑仔口田厝與南油車港之韋營聯姻而落籍。(鄭清桓， 1997)
14. 海口之王姓及黃姓
海口聚落位於港南里的南端，傍臨海口溝(雷公圳出海口)居民以黃姓為主體，王姓其次。王姓係金
27

據 港 北 里 之《 陳 南 裕 派 下 家 譜 》。

28

日治時期南油車港小字之戶口調查簿可查到陳六其人，以生卒年代核對上文年代大致符合，可見兩份資料所指應當
是同一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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門籍之移民，為最初之拓墾者；黃姓的祖籍為同安，定居年代在 1840 年之前。據王姓耆老口碑推測：
聚落創建的年代約在乾隆末年。建庄之初，受海口溝及海灣環繞，地形侷促，就聚落的生態條件而言，
顯然不及上述兩個聚落，影響日後聚落發展的規模。

三、人地互動關係之探討
(一 )從史料及田野證據再論本區之開發年代

雖然相關學者的研究，大抵都指向本區的入墾年代始自康熙末年，但從目前在本區各聚落主要宗族的
家戶訪問及族譜調查證據卻顯示：本區聚落的創建應在乾隆中葉左右，即開基拓墾者真正的定居本區的年
代，較諸先驅拓墾者晚約 30-40 年。外湖－鄭厝－罟寮－線聚落的創建年代更不早於道光初年；就整個區
域而言，本區之各聚落之開發年代，至少比核心區晚了 100 年。
再從其他文獻的佐證，也可以呼應族譜及家戶訪問資料。成書於乾隆 27 年(1764)之《續修臺灣府
志》所列淡水廳轄內，鄰近本區或在本區內的庄名中，只提到造船港、樹林頭庄、香山庄、南勢庄、西勢
庄、隆恩庄等，並未列有油車港、蟹仔埔、十塊寮、南寮、 榔等庄名。(余文儀， 1764：75-78、264、
275)其次，查到本區最早切確使用「油車港」地名的文獻是一張乾隆 60 年(1795)土地買賣契約(臺灣私
法物權篇：932-933)，可見油車港成庄年代約在 1764-1795年間，與南、北油車港陳姓、韋姓宗族之定居
年代相近。
南寮舊漁港旁的「周伯公廟」所供奉的一塊花崗岩質石碑(圖 5)，應是主神陳周之墓碑。廟壁上另有
簡短廟誌，將之抄錄如下：
周伯公姓陳諱周，來自福建，定居南寮，為人善良和諧，早年創建舊港口航道之標識燈，自負點
燈之責，夜晚燈光不絕，使來往船隻安全行駛，貢獻地方良多，因此，皇清咸豐初年地方民眾念其善
積，建祠立位膜拜，至今香火旺盛。
受廟誌解讀之誤，田野調查時，研究者很容易將主神陳周事蹟發生
年代誤認為是咸豐初年。然而，努力辨識該碑文字跡，依稀可見乾隆55
年及庚戌年字樣，乾隆 55 年(1790)便是庚戌年。也就是 1790 年 4 月之
前，南寮對岸的竹塹港已有一定數量的船舶停靠，配合彭煌丁定居南寮
之年代(表 3)，南寮聚落的創建年代應介於 1764-1790 年之間。
(二 )聚落內及聚落間之血緣性及地緣性特徵顯著

如果將同姓宗族前後相繼聚集相同聚落視為具有血緣性聚落特色，
本區之一姓村及主姓村相當普遍，北油車港之陳姓已確知的有陳世發、
陳珍、陳裕南等派下，再加上鄰村南油車港的陳家誌派下(表 4)。 4 支
陳姓宗族，祖籍地各異，定居時間也不同，但卻仳鄰而居，應是「土
不親人親」的結構性思維運作所致，而非偶然發生的。牛埔、下過溝
仔、大店、苦苓腳等聚落的各支林姓似也有類似的趨勢。
其次，對照圖 2 、圖 3 及表 2 ，即使是同為本區彭姓開閩始祖彭子

圖5

南寮周伯公廟內石碑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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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目

本區各自然村之拓墾、主要宗族與生態環境特性
前 聚落地名 聚落創建

行政村

年

古賢及 大店

1765 年

康樂里

前後

主要宗族

代

移民之主要
來源地

(1)彭：竹圃派下

(1)馬巷彭厝

主要維生方式 原始聚落 主要宗族土
(1900 年前後) 選

(2)林：林同興派下 (2)同安
(3)曾、蔡、莊

(3)祖籍同安

址 地取得方式

水、旱田耕作 頭前溪南 開墾河洲地
岸自然堤 及平原草埔

1765 年

(1)彭：竹圃派下

(1)馬巷彭厝

康樂里

前後

(2)謝、陳、莊

(2)莊、謝：祖 岸自然堤

及平原草

籍同安

埔

新竹市 牛埔(頂

1765 年

(1)彭：竹圃派下

新竹市

榔

康樂里 、下牛埔) 前後

(1)馬巷彭厝

水、旱田耕作 頭前溪南 開墾河洲地

水、旱田耕作 頭前溪南 開墾河洲地

(2)莊、林、謝、洪 (2)莊、林、洪 、港口貿易

岸自然堤 及平原草埔

、許、鄭、黃、吳 、許、黃、吳：
祖籍同安；鄭：
祖籍南安
新竹市 (船頭)

雍正 7 年

(1)彭：竹圃派下

(1)馬巷彭厝

舊港里 溪洲

(1728)

(2)許

(2)同安 & 上海 魚、苦力雜工 口沙洲(

(3)陳

(3)陳：同安

港口貿易、捕 頭前溪河 開墾河洲地
竹塹港所

(4)王、陳、林、方 (4)王、林、方
、呂、沈

在)

、呂、沈：祖籍
均為同安

新竹市 萬興及

1765 年

(1)彭：竹圃派下

(1)馬巷彭厝

水、旱田耕作 頭前溪南 開墾河洲地

南寮里 王爺宮

前後

(2)曾

(2)竹北崁頂

、港口貿易

岸自然堤 及平原草埔

(3)吳、林、蔡、陳 (3)吳、林、蔡
、連

、陳：祖籍為同
安；連：永春

新竹市 十塊寮

1765 年

中寮里

前後

(1)彭：松山派下

(1)同安

水、旱田耕作 烏瓦窯圳 開墾平原草

(2)蔡

(2)南安

、捕魚、(曬鹽) 邊

(3)許

(3)紅毛港(祖籍

埔

(4)馮、孫、廖、蔡 同安)
、趙、葉

(4)孫、趙、葉：
祖籍均為同安

新竹市 南寮

1764-1790 (1)彭：竹圃派下

(1)馬巷彭厝

捕魚、苦力雜 頭前溪河 開墾海埔地

南寮里

年間

(2)戴

(2)竹北魚寮

工、(曬鹽)

(3)陳、許、孫、蔡 (3)許、孫之祖

口沙嘴之 及河洲地
前端

籍為同安
新竹市 蟹仔埔

1765 年

(1)彭：竹圃派下

(1)馬巷彭厝

水、旱田耕作 海岸沙丘 開墾海埔地

海濱里

前後

(2)蔡

(2)祖籍同安

、捕魚、(曬鹽) 上西臨古
潟湖

海濱暨 草厝

1765 年

(1)彭：竹圃派下

(1)馬巷彭厝

水、旱田耕作 海岸沙丘 開墾海埔地

港北里

前後

(2)蔡、曾

(2)祖籍同安

、捕魚、(曬鹽) 上西臨古
潟湖

113

新竹市 外湖

道光 ~ 同治 (1)彭：竹圃派下

(1)馬巷彭厝

牽罟、放綾、 海岸沙丘 開墾海埔地

港北里

年間，可視 (2)陳世發派下

(2)北油車港

水旱田、曬鹽 * 上西臨古

為草厝向西 (3)陳裕南派下

(3)同安

及南延伸之 (4)蔡、蘇

(4)祖籍同安

潟湖

(5)李連獅派下

(5)祖籍惠安

新竹市 北油車港 1775 年

(1)陳世發派下

(1)南安潁川庄 牽罟、放綾、 海岸沙丘 開墾海埔地

港北里

(2)陳珍派下

(2)同安山後鄉 水旱田、曬鹽 (沙崙)背

(3)張姓入贅彭姓

後厝村

聚落)
左右

後

(3)祖籍同安
新竹市 雙瓣(寬) 不詳

黃、洪、許等姓

不詳

港北里 竹圍

建機場遷村， 烏瓦窯圳 開墾平原草
僅餘土地公廟 邊

新竹市 鄭厝

約 1820 年 (1)鄭

港北里

前後

埔

(1)同安馬巷

牽罟、放綾、 海岸沙丘 開墾海埔；

(2)陳

(2)北油車港

水旱田、曬鹽 上西臨古 兼為北油車

(3)韋

(3)南油車港

潟湖

港陳家佃農

新竹市 南油車港 約 1745-

(1)陳

(1)同安金門鎮 牽罟、放綾、 海岸沙丘 開墾海埔地

港南里 (頂罟寮) 1755 年

(2)蔡

(2)祖籍同安

水旱田、曬鹽 上西臨古

(3)黃(入贅陳姓)

(3)祖籍同安

。蔡姓初以砍 潟湖

(4)楊

(4)楊寮(祖籍晉 柴為業
江)

新竹市 南油車港 約 1755-

(1)頂韋：韋助派下 (1)南安潭能港 牽罟、放綾、 海岸沙丘 開墾海埔地

港南里 (下罟寮) 1765 年

；下韋：韋亥派下 (2)新竹市南門 水旱田、曬鹽 上西臨古
(2)郭

新竹市 南油車港 1900 年

莿子腳(祖籍惠安)

潟湖

(3)潘(平埔族)

(4)后里月眉

鄭姓(與韋營聯姻)

母攜幼子遷自新 牽罟、放綾、 海岸沙丘 開墾海埔地

港南里 (田厝)

豐鄉坑仔口田厝 水旱田、曬鹽 上西臨古
潟湖

新竹市 海口

約 1790 年 (1)王

港南里

前後

(1)同安金門

牽罟、放綾兼 海岸沙丘 開墾海埔地

(2)黃、陳

(2)黃、陳：祖 水旱田、曬鹽 上，西、

(3)曾

籍同安

南臨小河

(1)曾：南隘(祖

口灣

籍漳浦)
新竹市 內海埔
港南里 (內垣)

(1)1960 年 (1)客家(雜姓)

(1)耕田

(1)散居古 (1)公地放領

(2)鄰近村落、 (2)各行各業

潟湖區； (2)退輔會新

(2)1960 年

鄉鎮市及臺灣中

(2)客雅溪 竹農場標售

以後

南部來的移民

河口填土 土地

前後

(2)雜姓

(1)新竹內山

造陸
新竹市 外海埔

1966-1967 流動性居民為主， 鄰近村落、鄉鎮 耕田、養殖業 潟湖圍墾 退輔會公地

港南里 (外垣)

年及其以後 少數定居

市及臺灣中南部 、製造業

陸化

放領

來的移民
* 本地在同治∼日治中期為臺灣最北的日曬鹽場，史料上稱為油車港鹽場，隸鹿港辜家旗下之「大和拓殖株式會
社」。
資料來源：(1)相關族譜：詳見文後參考文獻所列、(2)黃奇烈(1954a)、(3)黃奇烈(1954b)、(4)盛清沂(1980)、
(1981)、(5)清代臺灣大租調查書、(6)臺灣私法物權篇、(7)新竹縣志(1957)、(8)陳國川(1996)、(9)民國 35 年
「( 日治時期) 戶口調查簿」及日治時期各年份「除戶簿」、( 1 0 ) 田野調查( 微地形判釋、家戶訪問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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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派下的大彭(松山房派下)與小彭(竹圃房派下)，大彭大部分選擇定居十塊寮；小彭則聚居 榔、蟹子埔、
草厝三處。小彭各開基祖所選擇的定居地，顯現出親等關係的親疏遠近，關係近者定居地相近，反之則否。
這些「開基拓墾者」在擇居地所顯示的空間特性，應是移民間人際網絡「差序格局」的結構性思維所
反射的行為。
新竹平原尤其是新竹市的範圍，為同安人王世傑所主導的拓墾集團所開墾，在地方史上已成定論。而
從上述各聚落各宗族祖籍地的討論，新竹平原之開發，所具有的同安籍移民地緣性色彩十分顯著，這應與
王世傑的籍貫色彩有密切的關聯。現以南寮公墓沿東大路 3 段 624 巷口到百靈公廟前的範圍 29 ，以道路兩
側第一排墓碑所刻的地望為本區居民祖籍地抽樣樣本，則有 80% (60/75)的墓碑主人之祖籍地為同安，屬
泉州系移民者，則高達 92% (69/75)；子安派下之彭姓佔 30.1% (23/75)。從表 1 及表 3 以各別姓氏戶數
加權統計，則 1946 年時，本區居民祖籍屬同安的比例更高達 90% 以上。
其次，根據閩南語學家的研究：閩南語大致在第 3 世紀以後形成，第 6 世紀末葉漳州始開發，在此以
後自泉州語分出漳州腔，第 8 世紀中葉以後，閩南移民大批進入潮州地區而形成潮州腔。閩南地區之閩南
語大約在明末又由原本的漳州腔及泉州腔兩大系統，再分化出同安腔(廈門腔)。(許燉極， 1990：49；張
光宇，1996：117)。南安沿海、同安(含馬巷、廈門)等地臨廈門灣，其居民的主要腔調應即為同安腔。廈
門為港口，又地處漳泉交界，兼具漳泉音的成分，俗稱漳泉濫，但仍較偏泉州腔。故泉州腔、漳州腔、同
安腔為臺灣閩南人原鄉的三種主要腔調。
這三種腔調到了臺灣之後，又漸漸發展成由泉州腔轉化的海口腔、由同安腔轉化的偏海(口)腔、由漳
州腔轉化的內埔腔、由漳州腔滲入海口腔及偏海腔轉化的偏內腔，以及上述四種腔調混合之通行腔，南寮
地區則是臺灣地區使用偏海腔的代表區域，(董忠司主編， 2001：5)與臺北市盆地西北半部，如大稻埕、
北投、三重、蘆洲、淡水等地的閩南語口音相似(董忠司主編， 2001：5；作者調查)。
顯見本區的早期移民，在移出地及移入地的「推」、「拉」過程中，透過同宗或同祖籍地，以及
具備相似方言腔調系統的移民，其地緣性人際紐帶運作的鑿痕相當顯著。
(三 )生態環境變遷特性與聚落發展的關係

自然環境條件是聚落發展的基礎，其特性與變遷會一定程度地影響到當地聚落的開發的時程與方向。
在此以韋煙灶所提出的「臺灣西部沿海地形演變與聚落發展模式」的概念(韋煙灶， 2003a：32)，作為
架構本區的基本生態環境構造，藉此討論本區人地互動的動態演變過程，圖示部分如圖 6 所示。
1. 本區在拓墾之初處於農業生態的邊陲環境
本區開發之初於傳統農業土地利用的邊陲地帶，就平均風速大、蒸發散量大、降水量少、秋末(影響
二期稻作)春初(影響一期稻作)氣溫較低及處於灌溉水源末端等不利的農業條件；土壤含鹽量、保肥力、
通氣性、排水性、保水性等土壤條件也均不佳。(韋煙灶， 2003a：35-37)，只有地下水面較高(距地面
0.5-1.0m)是優於內陸的項目(韋煙灶， 2003b：93-94)。故就各種農業生態條件推論，本區確較內陸平
原不利。因此，開發之初，本區的農業生產力及水田化的程度，當是遠遜於新竹平原內陸地區的。
2. 臨海的聚落選址必須具備防洪避水的區位特性
本區之臨海傳統聚落在空間排列上，大致可分為兩列：西列的南寮－蟹仔埔－外湖－鄭厝－下罟寮
－海口等；東列的十塊寮－樹林仔－北油車港－南油車港，也就是說，在 1904 年堡圖繪製之前，本區
29

南寮公墓為本區唯一的公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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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6

臺灣西部沿海地形演變與聚落發展模式圖

資料來源：韋煙灶， 2003a：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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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海已有兩列沙丘發展出聚落。而從農業條件的優劣來看，理論上東列聚落應當優於西列聚落，據此推
論，東列聚落的創建年代應早於西列聚落。整體的排列型態略呈北北東－南南西走向。這種空間分布反
映了避水防洪所呈現的人地調和景觀。透過現地考察核對，證明本區沿海的傳統聚落，不是位於沙丘之
上，就是位於沙丘之東，古聚落排列方向相當程度地反映沙丘的走向(圖 2)。
3. 持續陸化的生態環境特性對聚落發展的影響
本區的海岸具有西臨潟湖、東靠平原、沿海浮復地持續陸化的生態環境特性，這樣的生態環境特
質，將回饋影響到本區之聚落發展與變遷。面對潟湖、海域，除了可提供豐富且多樣的水產食物外，又
有鹽場產鹽，農村除了稻米外，可提供雜糧、疏菜、肉類。在食的方面各家透過自家生產、採集與交
換，達到相當程度自給自足，也可生產些許的手工業品銷往核心區販賣，補貼家用。(韋煙灶， 1998：
89)從維生條件上來看，西臨潟湖、東靠平原自然區位，有助於本區維持在小康以上的社會經濟型態，進
一步助長各聚落各宗族的穩定發展。
基於靠海吃海的維生法則，海洋資源豐富，大海在維持生計上，有吸收農村過剩勞力的海綿作用，
可吸納因子孫繁衍所造成農村勞力過剩帶來的土地贍養壓力。其次，前臨潟湖後接平原的區位條件，有
充裕的邊際土地，隨農業條件的改善可供開墾，易於形成一姓聚落。區內廣大古潟湖區的陸化，使得當
地居民的陸域生活空間不斷地擴張。土地贍養力的提昇與沿海的不斷陸化，扺消本地宗族因丁口繁衍所
造成的土地贍養壓力，促使這些宗族相對地穩定發展下來，這些自然區位特質有利於開基拓墾者發展出
血緣性聚落。
4. 農業生態條件的改善聚落度聚落發展的影響
本區的農業生態環境隨著開發年代日久水田土壤的熟化過程、沿海浮復地持續陸化與農業技術的投
入，而日漸獲得改善。農地水田化是農業生態環境改善的重要表徵，自初墾至1940年代的200餘年來，
隨著地理環境的變遷，本區農地應呈現階段性與區域性的水田化過程 30 。
1946 年的戶政資料顯示：當地人廣義之蟹仔埔(含蟹仔埔及草厝)的彭姓家戶總數達到 493戶，大於
廣義之

榔(含大店、

榔、牛埔、萬興)的 304 戶，更大於十塊寮的 146 戶 31 。「

榔彭」已經移換

成「蟹仔埔彭」了，這種沈默證據(unobtrusive evidences)可以更進一步證明最貼近海岸線的臨海聚
落的自然區位，愈具備發展出血緣性聚落的優勢。

30

從〈開鑿烏瓦

塹誌〉碑文的解讀，以及機場興建後機場內的水田廢耕可能釋出更多的灌溉餘水的學理推斷，本

區農地可能呈現三個階段的水田化過程：第一階段約為 1770 年代，至少田莊－雙圈(寬)竹圍一線以東的聚落已經有
水可灌溉；第二階段約為 1860 年代，至少萬興－十塊寮－北油車港一線，才有另一波農地水田化的過程；第三階段
約為 1940 年代，蟹仔埔之外垣 - 外湖 - 海埔地一線水田化。所依據的理由如下：以水平衡(Water balance)的觀點來
看，在既有的科技條件的限制下，「可用水資源量」是固定的。 1940 年代本區既無水庫儲水，也尚未使用地下水
灌溉(吳聲淼， 1996：146-171)，不應有多餘水源足以大規模的擴張灌溉面積。合理推論是「機場興建後，機場內
之水田廢耕，才得釋出更多的灌溉餘水給更下游的農地使用」。訪問當地居民發現，蟹仔埔之外垣及外湖的水田化
時程與機場興(1938 年)及擴建(1952 年)年代，在時間上有吻合之處。然而這樣的觀點仍有待後續研究的檢證，在此
僅提出初步的看法。
31

日治時期戶政資料原則以大字為單位歸檔，十塊寮、蟹仔埔及草厝形式上同屬十塊寮大字，但戶口調查簿卻已分開
兩本簿子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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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結論
新竹平原為王世傑拓墾集團所開墾，而從祖籍地及方言系統調查，本區同安籍及使用同安腔閩南語的
地緣性色彩十分顯著，此應與王世傑拓墾集團籍貫屬同安籍有關，這是本區人地互動上的第一個特色。以
同姓聚集及按照宗族之間血緣親疏的差序格局，選擇定居地，應是早期移民所表現之血緣性人際網絡，這
是本區人地互動上的第二個特色。
本研究廣泛的蒐集本區各聚落各姓氏的開基年代，均無法取得定居年代有早於1740年的資料，因此，
文獻所指稱的開發年代往往是指業戶的請墾年代，未必能真實反映本區聚落實際的形成年代。從相關史料
上所查到之先驅拓墾者的拓墾年代與田野調查所得之開基拓墾者的開基年代時間差的矛盾，係受本區(甚或
是臺灣西部沿海地區)獨特的地理環境變遷過程所影響，這是本區人地互動的第三個特色。這也是在處理臺
灣西部沿海地區開發史料及區域研究時，必須特別留意的人地關係現象。
在此藉由陳登風對臺南市安南區四草聚落開發之初的地理景觀描述，類推到本區開發之初，應有如是
之景觀：
庄落成立的位置，由於係屬偏僻，荒涼之地，較高處生長著些許雜草，低窪的地方每天遇海水漲
潮時即注滿潮水，彷彿一片汪洋。此外，每逢冬季，強烈的北風使得到處飛砂四颺，苦不堪言。…(陳
登風， 1994：183)
只有當這些西部沿海浮復地已經熟化到能夠讓拓墾者安適定居，才有進一步開枝散葉的可能。本區的
開基拓墾者，或許是由於較晚來臺，或許為追尋原鄉生活方式，也或許是偶然，輾轉來到這個農業土地利
用的邊陲地帶謀求發展。在惡劣的生活環境下與自然搏鬥，所憑藉的只有一股毅力而已。但是隨時間的推
移，沿海浮復地不斷地陸化，聚落多半已不臨海岸，陸域生活空間持續地擴張，農業生態環境不斷改善，
土地贍養力日益提昇。處於這種的具有發展前景的生態環境下，各宗族隨之發展茁壯、開枝散葉。這是本
區人地互動關係中的最大特色。
推而廣之，以上 4 項人地互動特色可能是臺灣西部沿海區域發展的共同特質，至少可作為日後類似論
題研究的假設起點。臺灣西部沿海地區的自然環境，雖然大同卻有小異，大同的部分基本上可用圖 6 來架
構。然而，個別地區、個別聚落的人文環境卻是各具特色，後續的研究計畫將是針對不同類型的個案陸續
釐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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