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義縣大林鎮族群分布：以福佬客為核心的檢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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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彥貴

1.大林鎮概況
嘉義縣大林鎮位於嘉義縣北境，北側以華興溪為界，與雲林縣大埤鄉、斗南
鎮及古坑鄉隔鄰，西側則以三疊溪與溪口鄉相接，南境接民雄鄉，東與梅山鄉接
壤。東西長約十二公里，南北寬約八公里，全鎮面積約 64.1663 平方公里。自然
地理位置恰為臺地丘陵與嘉南平原交界處，東高西低。大林之得名來自今日大林
舊街區（東林、西林里）古稱「大莆林街」，漢人來此開發早溯康熙年間，乾隆
廿九年（1764）年《續修臺灣府志》中已見大莆林街記載。
（周益民，2000：14-15）
歷來說法，稱大莆林係與潮州大埔移民或開拓墾首原籍有關，我們將以實證資料
討論。
大林鎮自清代以來即南北陸路交通樞要之地，清代官道貫通，日治時期交通
線亦延續清代，1908 年縱貫鐵路開通亦經本地。現今省道臺一線貫穿鎮區西側，
而兩條國道不僅穿越鎮區東、西兩側，且分設兩處交流道，交通便捷不在話下。
全鎮現轄 21 個里，我們最近一次進行調查時的 2007 年底，人口為 34,382 人。1

2.福佬客定義與大林鎮福佬客研究回顧
此前筆者曾就「福佬客」一詞詳加討論，於此仍沿己見，略述如下。福佬客
不是當代定義下的一個族群（Ethnic Group），應該只是一種族群現象（Ethnic
Phenomenon）
。簡單言之，福佬客是「福佬化」的客家人，最明顯者莫過於他們
不會說客家話，喪失了最顯著的客家表徵。華南及其移出地的漢人，人群或社群
的分類係以方言為最明確的準據，此點早見諸 18、19 世紀傳統地方志描述與當
時的西方人眼界，而當代族群研究興起之初，人類學者亦同意此說。
若進一步精確定義福佬客，則可贅言：祖先是客家人，後裔以福佬話自稱為
「客底（keh deh）」者，他們是不會講客家話，改說福佬話的一群客家人，但生
活中保留諸多客家社會文化事象，筆者則杜撰「客家質性（Hakkahood）」統括
之，當然，相當程度上，這群人還保留了客家的集體記憶。1963 年林衡道將這
群自稱「客底」的人命名為「福佬客」，至於細部描述與指涉範圍隨研究推進而
有修訂，1960-70 年代僅認定廣東祖籍者，晚近隨客家研究的細緻化，也將祖籍
福建的客家人納入。而這「一群客家人」原本專指在清代即定居臺灣，形成傳統
的農業社區，在光復之前，甚至轉型為工商社會後，仍然集團居住者；而不及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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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的首次田野時間為 1998-1999 年，再次則為 2007-2008 年，田野的最後承張薰云小姐執

行若干區域的調查與複查，特此致謝。當然，更要感謝的是這十年間不斷提供資料的所有受訪報
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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遷徙至都會區的個別客家家戶，以及臺灣各地恆見，錯落於閩南語區內、或聚或
散的日治時期客家再移民。（邱彥貴，2007：62-63）
清代關於大林地區的敘述，雖不能以史不絕書形容，但是各個時期的地方志
中，對於堪稱嘉南平原重要集鎮的大林街區前身「大莆林」鮮有遺漏。所遺憾者，
清代官方文獻中原本就屬稀少的嘉義地區史籍，對大林地區的族群，也和其他嘉
南平原地區一樣，未曾刻意辨析。晚清臺灣建省後著手纂修，卻延至日治方定稿
的《嘉義管內采訪冊》
〈打貓北堡．祠宇〉條透露大莆林唯一可能的客家訊息：
「三
山國王廟，在大莆林街中，崇祀三山國王，道光元年（1821）捐民財建立」。日
治首次於 1898 年底調查的〈嘉義縣社寺廟宇明細帳〉尚且登錄這處國王廟，但
可能在 1906 年的丙午嘉南大震後消失。直到 20 世紀晚期中正大學歷史系王德權
教授發現中正路底某街屋後院的道光年間「永垂石碑」，足證百年前所述不誣。
而清代公共文獻中幾乎不見的客家載記，恐得轉而求諸于私文書。
在日治時期的各種載籍中，大林的客家或福佬客雖身影縹緲，但仍是有跡可
循。資料時間為 1901 年、刊行於 1904 年的「臺灣民族分布地圖」中，嘉義市東
北側一帶以至跨石龜溪（今日雲嘉縣境華興溪）間圖示標為「粵族棲住區域」，
其中可能包含今日大林鎮區。
（不著撰人，1904）而在《日臺大辭典》卷首的「臺
灣言語分布圖」中，今日嘉義市正北方表示「客人語」分布的藍色區塊，也應包
含大林鎮若干區域。
（小川尚義等，1907）然而這兩份 20 世紀早初、以示意性質
繪製的地圖，可足證明延續清代以來的情況，日治初期的大林仍相當程度的通用
客家話？日治中期編纂的鄉土教材《大林庄庄民讀本》中，也有若干客家線索透
露；如稱下埤頭（今屬明華里）的大道公廟係「粵人由粵帶來香火，刻神像祭祀，
庄民建立寺廟。」（柳本貞吉，1933：10）而安倍明義的歸納之作《臺灣地名研
究》中則稱：大林係康熙末年潮州大埔人薛大有率眾所開墾（安倍，1938：226）。
雖然此說卻遭晚近地方研究作品否定，聚居平林里「頭家莊」的薛氏祖籍為漳州
海澄。（大林鎮地名普查小組，2007：10）但是摭拾戰前的若干載記，大林的確
存在相當數量的客家，然所指涉者並非來自北臺灣的客家再移民，而是清代即定
居於此者。
戰後有關大林的研究堪稱沈寂多年，在 20、21 世紀之交曾修纂《大林鎮志》
，
惜因不明原因未曾梓行，內容亦不得而知。而南華大學在大林鎮設校後，該校至
少有兩種碩士論文以大林地區為題（周益民，2000、許光廷，2002），但因選題
取材，並未對大林鎮的客家或福佬客有較多的描述。所以來自一般性著作的印
象，大林似乎與客家並無繫連關係。至 2003 年中正大學執行行政院文化建設委
員會委託的「嘉義縣客家族群調查研究計畫」，筆者擔任「福佬客」單元撰述，
曾略微觸及大林情況。
（顏尚文等，2003：21-28）而這部分的討論，亦於稍後整
合發表。（邱彥貴，2005b）
其後由於中央研究院的地名普查工作，順勢推動了大林在地耆宿對地方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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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關注，完成了《大林鎮庄頭地名考趣》小冊（大林鎮地名普查小組，2007），
書中對各聚落的宗族組成翔實確切，我們在田野工作末期，藉此補充不少，特向
諸位前輩致意於此。而晚近的《嘉義縣志‧住民篇》（林德政，2009）與《臺灣
地名辭書‧嘉義縣》（陳美鈴，2009）兩種嘉義區域性專書，皆程度不一在前述
兩研究基礎上，對於本題有所著墨，然而《嘉義縣志‧住民篇》卻僅指認大林的
江、簡兩姓的汀漳客家後裔，以及北部客家再移民。（林德政，2009：282-284）
除了上述研究，我們還可以經由人口統計相關資料平行比對，進一步解讀大
林可能的客家人口及其所在，並藉此明確區分，清代開始世居本地的福佬客與日
治時期來自北臺灣的客家再移民。
經過 1920 年地方制度改正，大林鎮前身大林庄行政建置與區劃確認後，1925
年的國勢調查的人口資料中（參見附表 1），大林庄合計有 211 名廣東系漢人，
僅達全庄漢人總數的 1.63%，廣系漢人最集中於中坑大字（中坑里），雖達該大
字漢人 19.68%的高比例，但實數僅有 160 人。其餘 50 餘名，最集中於大湖（湖
北、大糖里）的 16 名，以及中林（中林里）計 13 名。（臺灣總督官房臨時國勢
調查部，1927：254-257）但是這個數據到了隔年進行名為「鄉貫別調查」的祖
籍調查時卻呈顯意外結果，大林的潮、嘉、惠後裔分別是約 300 名、3,500 名、
500 名，合計達 4,300 名的廣系漢人（參見附表 2）
，比例攀至 31.9%，
（臺灣總督
官房調查課，1928：22-23）也就是說大林的廣系人口，前後兩年的實數相差 20
倍以上。
而到了 1935 年的普查結果，大林的廣東系漢人則在十年內成長四倍有餘，
由 211 人躍升為 938 人，比例則達 5.31%。中坑仍為轄下實數、比例最高者，達
253 人、23.67%，潭底（平林里）由 6 人成長為 131 人，林頭（三角里部分）由
0 人增至 127 人。其餘各大字中以甘蔗崙（明和里）
、大湖的 91 人、90 人較高。
（臺灣總督官房臨時國勢調查部，1937：254-255）即便如此，大林 1935 年的廣
東系漢人數量，仍難與 1926 年祖籍調查的約 4,300 人對應。
戰後僅有的兩次列有祖籍欄位的人口普查中，1956 年大林全區的廣東祖籍
者為 2,324 人，佔全鎮人口的 7.55%。
（臺灣省戶口普查處，1959：13-14、465-467）
1966 年則雖成長為 3,147 人，比率卻衰落為 6.70%。
（臺灣省戶口普查處，1969：
589-590）此後歷經臺灣社會變遷、族群認同調整的年代，人世滄桑後的 21 世紀，
2004 年行政院客家委員會舉辦的抽樣調查中，大林鎮「單一認同」為臺灣客家
人者更低落至 3.6%，略高於全縣平均值 3.4%。（行政院客家委員會，2004：附
錄 A12）2008 年調整抽樣模式後的再次調查，大林鎮的「單一認定」為臺灣客
家人者復降至 3.0%，低於全縣平均值的 4.9%。（行政院客家委員會，2009：附
錄一 32）由於這兩度調查係採抽樣性質，與此前的普查有別，或僅供參考。
然而 1935 年以來，至多未及 8%的廣系漢人，與 1926 年的近三成廣東祖籍
居民，其間的落差究竟為何？首先我們考量北臺灣客家再移民在大林的可能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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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
大林的日治客家再移民此前已有約略陳述，
（陳美鈴，2009：143、林德政，
2009：282-284）經由我們的訪查篩濾，果然於中坑、中林、湖北、平林、三角、
明和各里中，尋訪到若干來自北臺灣的客家再移民。如居於中坑里芎蕉山的鍾氏
一族，即是大正元年（1912）自苗栗公館南下的兩兄弟所傳，迄今已歷五世。芎
蕉山入山坑口處也有來自北部的蕭氏家族。而三角里第 6、7 鄰的三個小聚落：
大湖寮、八股、石子寮為另一處客家再移民聚居處。大湖寮甚或被稱為「客人仔
庄」。這些移民來自苗栗銅鑼、公館、頭份等地，原先居梅山後方遷此。明和、
湖北等里的客家再移民也很容易詢問到及被指認。
所以，剩餘的主要問題就是，究竟 1926 年祖籍調查中，大林近三成的廣系
人口是否真正存在？我們且將調查所得大林鎮各聚落主要宗族表列為表 1，繪製
成圖，並分析於下節。

表 1：大林鎮的聚落宗族組成分析
行政里
西結里
排路里
湖北里
明和里

明華里
大糖里

聚落
陳井寮

主要宗族
同安陳

頂菜園

海陽張

水汴頭

潮州陳

排仔路

饒平郭、劉、張、呂、邱

早知

饒平劉

大湖

南靖劉，饒平劉

甘蔗崙

陸豐吳，同安陳

下埤頭

海豐黃、王、劉、朱，海豐（上 第 19 鄰為大林街
杭？）賴
區，不計

湖底

海豐郭

糖廠宿舍

東林里
西林里
吉林里
平林里
中林里
上林里
三和里

大林街區

無大宗族

下潭底

海豐謝、葉，羅源（饒平？）樊

中林

詔安林、漳州

頂員林

長泰陳，漳州楊，饒平許

麻園寮
林仔頭

永定江，黃，海豐蔡

林仔前

南靖賴、簡，李
4

備註

第 11~12 鄰大林街
區，不計

水碓

饒平許（？），蔡

潭墘

永定江

橋仔頭

永定江

湖仔

無大宗族

北勢仔

永定江、曾

三角

南靖簡

大湖寮

無大宗族

北部客家再移民

八股

無大宗族

北部客家再移民

石子寮

無大宗族

北部客家再移民

上林頭

無大宗族

下林頭

南靖簡

社團新村

無大宗族

溝背里

溝背

永定江，南靖簡

內林里

內林

南靖簡

土地公前

永定江，南靖簡

竹圍

南靖簡，永定江

三塊厝

永定江

大埔尾

南靖簡，永定江，張

互助社區

無大宗族

崎頂

無大宗族

過溪

南靖簡，王

崎頭

南靖林

油車店

永定張

崎頂

無大宗族

永祿新城

南靖簡

沙崙仔

饒平劉，南靖林，南靖簡

第 8 鄰部分榮民

後壁坑

無大宗族

榮民

中坑

無大宗族

中興

無大宗族

田寮

詔安翁，蔡，林

埤頭

無大宗族

芎蕉山

無大宗族

三村里

三角里

義和里

大美里

過溪里

中坑里

榮民為主

榮民為主

北部客家再移民

北部客家再移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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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佬客聚落分布點

聚落所屬之行政村里
北勢仔

潭墘
湖北里

早知
頂菜園

橋仔頭
三村里

大糖里

排路里

西結里

大湖

排仔路

明和里

甘蔗崙
下埤頭
湖底

溝背

三塊厝
竹圍
土地公前

東林里
三和里

明華里

溝背里

西林里
吉林里

林仔前

三角
三角里

內林

過溪

內林里

林仔頭

過溪里

大埔尾

下潭底
中林里

大美里

平林里

上林里

大 林 鎮

中坑里

溪口
梅山
新港
竹崎
太保

嘉義市
番路

嘉義市
嘉義縣

大埔

嘉義市
福佬客主要調查目標

臺一線

福佬客次要調查目標

臺三線

註：本圖依各鄉鎮行政村里之範圍重新繪製

圖 1：【大林鎮福佬客聚落分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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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大林鎮的福佬客宗族及其社會文化事象
我們以下即以前表中所得之聚落宗族分布，進一步釐析我們現今透過文獻與
訪查所得知的福佬客宗族，並略微陳述彼等所呈現的社會文化事象。
3-1. 西結里頂菜園的張氏、排路里排仔路的郭、劉、呂、邱氏
西結里頂菜園張氏為自嘉應州丙村遷居海陽復渡臺的多次客家移民，張氏渡
臺移出地為「潮州府海陽縣南桂都博士林新鄉」，但實為嘉應州丙村堡移下居住
後再移居臺灣。頂菜園聚落與三疊溪南岸的下菜園（屬溪口鄉坪頂村）原為一庄，
後因清末三疊溪改道沖斷而各自獨立，頂、下菜園張氏為鮮見的海陽客家。（邱
彥貴，2005b：41）西結里另一聚落為陳井寮，顧名思義，陳井寮係以陳氏為主，
陳氏為五十三庄中恆見與客家混居的泉州同安祖籍居民，連附屬於陳井寮的準聚
落竹圍仔張氏亦祖籍同安。（大林鎮地名普查小組，2007：27-28）皆非屬客家，
從略。
再東為排路里，排路里得名自該里最大聚落排仔路。排仔路據說初期由鄧、
謝、呂、邱建庄，咸豐年間郭氏自民雄新庄遷入，其後劉氏自埤腳遷入，如今鄧
謝、呂諸姓僅餘數戶。（大林鎮地名普查小組，2007：25）現今排仔路編戶為排
路里第 3 至 12 鄰，除第 5 鄰以邱氏、第 10 鄰以呂氏、第 11~12 鄰以劉氏居多外，
其餘各鄰戶數最高者俱為郭氏。據郭登祿里長（1936 年生）訪談，除郭氏、劉
氏（亦有公厝）、邱氏、呂氏為排仔路原居民外，其餘江、李、張等姓氏俱為招
贅婚入居。而排仔路郭氏雖然祖籍皆為饒平，但並非一系，共有三個「公厝」。
據我們整合田野訪談與族譜觀察，此三系郭氏，其中兩系為郭大陸派下，一系為
郭華賜派下。三處宗祠分別位於庄廟黃欽府千歲廟北側，排仔路的北營東側與排
路國小旁的竹圍，但後裔皆各自題出公媽於各戶廳頭，不復共同奉祀。
庄廟黃欽甫千歲廟北側的「崇德堂」係西庵公派下郭大陸派下，來臺祖為十
五世致鑑，據郭文英家藏《郭姓宗譜－大林排路里宗脈》稱：「長房致鑑公子孫
住在臺灣嘉義縣打貓北堡排子路庄向北厝，日後子孫極盛」。郭致鑑後裔也是排
仔路郭氏最大支派。郭大陸派下另一支來臺祖為十四世烈伍（1666～？），郭烈
伍係前述郭致鑑堂叔伯，後裔稱其先居民雄新庄而後遷居排仔路。至於竹圍郭
氏，據郭芳茹先生（1920 年生）所藏家譜與訪談綜合，彼等係十二世郭華賜派
下，祖籍地為「嶺腳社樂善鄉下埧（壩）」
。來臺祖為華賜的長、次子詩成、詩雲
兄弟。郭詩成約生於 1720 年代或稍早。
排仔路劉、呂兩姓亦為饒平客家，情況尚待深研。邱氏情況則由邱永正先生
（1933 年生）說明，排路邱氏原居排路埔（原公墓）西側，即庄廟之東，係廿
一世友先公來臺，友先公葬於排路埔。故推測當直接定居此。邱氏無族譜，口傳
祖籍為：「潮州府饒平縣 na ta 社」。廿三世起分四房頭，長房據聞遷居溪口或大
埤，已於 1960 年代遷墳。報導人屬二房，現排仔路所居者皆屬二房。三房零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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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布鄰近各地。而四房全數遷居臺北。邱永正本身為三十世，即垂字輩。訪談中
他很自然的交代，他 1860 年代出生，1930 年代末期故世的曾祖父還會說客話，
但也未聽他說過，但他祖父輩已不會客話。家族掃墓時猶用「掛紙」一詞。
排路里轄下另有一小聚落，為一高大林交流道所在的水汴頭，聚落內為數不
多的居民以許、陳為主，陳氏亦源自潮州，詳情待考。（陳美鈴，2009：138）
3-2. 明和里甘蔗崙的吳氏、湖北里大湖的劉氏、早知的劉氏
明和里第 1、2 鄰與第 10 鄰現通稱「第一城」新社區，居民多半為新住戶，
故第 1、2 鄰原居的北部客家再移民已不復明顯，而臺一線以東的第 11、12 鄰則
已納入大林街區。除此之外，明和里原先舊聚落為甘蔗崙。分析甘蔗崙聚落居民
的姓氏戶數，超過十戶者依序分別是：吳、陳、許、楊、邱、劉。然而甘蔗崙的
宗族卻較異於其他聚落，因為人戶居次、祖籍同安的陳氏強調係 19 世紀方自湖
北里早知遷來，本庄原有祖厝的宗族是戶數最高的吳姓，以及為數不多的廖、鄧、
馮等家族。
筆者先前討論過雲嘉最重要的福佬客組織，以雲林縣大埤鄉太和街三山國王
廟為核心的「新街王爺五十三庄」，而新街王爺是以優勢主神的身分，不時巡遊
這塊福佬客地域。（邱彥貴，2005b）這樣的組織形式中，甘蔗崙是擁有「頭香」
特權的聚落，為何甘蔗崙是頭香呢？迄今庄民仍傳云，主因來自甘蔗崙本地清代
的業戶韓氏。出身甘蔗崙的太和街三山國王廟陳福星主委（1943 年生）
，對於他
自己聚落擁有頭香權利的解釋是：
「韓二爺」為新街建廟出錢最多者，故得頭香。
聚落內原先往國道一號大林交流道的道路兩側，俱為往日韓公館的花園宅第。明
和里前任里長林濫（1925 年生）則稱：甘蔗崙之所以擁有頭香權利，係因建廟
時「韓公館」捐銀達千兩之故，所以以往二月廿七迎來新街王爺須先送至韓公館，
等到彼等參拜完畢後，才請能至廟中或開始遊庄。大抵甘蔗崙老一輩居民都曾可
以道出若干「韓二爺」或「韓數爺」這個以往大地主的傳奇故事，而韓氏派下業
已遷出本地或絕嗣。
現存於甘蔗崙朝傳宮的咸豐十年（1860）〈奇冷岸拾股大湖公碑〉與道光十
一年（1831）民雄〈騎虎王廟祀業碑記〉
（何培夫 1994：8-9、18-19）兩份歷史
文件中，都提到了這個業戶「韓數記」
。據曾任大林鎮長、縣議員的林金敏口述，
20 世紀末大林鎮公所清理甘蔗崙聚落西側第二公墓時，發現整個公墓的地權當
然繼承人為臺南市的韓姓人士。此韓氏為甘蔗崙的業戶無誤，而現今庄內的大姓
吳、許、劉等，推測應該是其佃戶，此情況與濁水溪以北彰化平原上的「福佬頭
家，客家佃農」情況類似（謝英從，2005、2010）。
甘蔗崙這個組成複雜的聚落，其實我們現今所知不多，僅可自聚落西側的吳
氏宗祠得知，庄內人戶最多的吳氏祖籍為惠州府陸豐縣坊廓都雙派鄉，渡臺開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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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吳維任生卒年為 1685～1754 年，故當於 18 世紀初期來臺。陸豐雙派鄉迄今仍
通行客語，甘蔗崙吳氏亦承認其客底身分。其餘宗族則尚待深研。
明和里北側的湖北里含早知與大湖兩聚落，以饒平劉氏居多，早知尤其，惜
其系統仍待釐清。大湖的劉氏主流情況則為其他婚入姓氏與工作遷入者所沖淡。
大湖劉氏實分兩系，所謂「本地劉」係指入居本地開基的劉維厚派下六房，祖籍
南靖。另一系則來自新街的「新街劉」，為饒平客家無誤。據劉終玄先生（1949
年生）分析：他姓如謝、鄧氏實為「本地劉骨」，朱、林、江氏則係贅入。陳、
黃等家戶則因任職鄰近糖廠或公職入居。而詹氏則為自桃園南來的北部客家再移
民。
3-3. 明華里下埤頭的黃氏、王氏、朱氏、賴氏、徐氏
下埤頭為明華里 1~14 與 18 鄰，依照前任里長賴瑞煌分析，下埤頭當原有下
列宗族（依現今戶數排序）
：黃、王、劉、朱、賴、李、徐。我們訪談了黃、王、
賴、徐等四姓氏。
下埤頭現今戶數最多者為祖籍海豐的黃氏，依據黃連未 1973 年手抄《大林
明華里黃氏祖宗家族簿》所載，黃氏祖籍為：「惠州府海豐縣金錫都青坑墟黃仔
兜鄉。」青坑墟為今日海豐縣赤坑鎮治，屬潮語區。（廣東省惠陽地區地名委員
會，1988：224）譜載十世祖攀良，生於雍正甲辰（二年，1724）
，卒於乾隆癸丑
（五十八年，1793）
。妣楊氏生於雍正甲子（雍正無甲子，殆為十年，壬子）
，卒
於嘉慶戊辰（十三年，1808）
。據黃連未次子黃榮波先生（1935 年生）訪談，他
們的戶籍謄本種族欄俱作「福」，10 世攀良即其開基祖，他自己是第 16 世，現
今已傳至 18 世。現今埤子頭黃氏非一系，但最眾者為攀良派下。黃先生因為祖
籍是廣東，所以當然認定自己「原來是客人」，不過連他祖父黃烈（1875~1946）
也不會講客話了。
下埤頭次大宗族王氏的祖籍亦為海豐，據王永山（1928 年生）
、王永漢先生
（1937 年生）口述，王氏居此地已七、八代了，開基祖為萬頂、弘義公，因無
族譜，不敢肯定。祖籍為「廣東省海豐縣埔章鄉千家墟」。王永漢之妻為本庄朱
氏家族，妻家朱氏祖籍為陸豐。
至於賴里長自己的祖籍和族群屬性，他有精彩的陳述和詮釋：「信仰三山國
王的都是客人，我們姓賴的是正港的廣東客人。在以往醫療不發達的年代，本庄
雖有保生大帝，但無法開口指點迷津，僅能以藥籤治療。但新街三王公請來還有
乩童、桌頭，可以直接指示。故也加入新街王爺的『香陣』。下埤頭的托兒所之
地原為保生大帝廟，係我們賴氏所奉來。賴氏祖籍海豐，是自安平移轉來此，與
林子前、民雄賴氏不同，來臺祖為第八世賴秀平，我本身為十五世，如今十九世
已經出生了。」然而觀察賴氏所供奉的大牌，祖籍卻書為「杭邑」而非海豐。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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竟下埤頭賴氏祖籍為汀州上杭或是惠州海豐，則待進一步的瞭解，不過賴氏相當
認同自我以往的客家身分。
下埤頭徐氏則為較晚遷入的漳州祖籍居民，據曾任大林鎮長與嘉義縣議員的
徐振昆先生（1927 年生）資料與口述，其族譜載，
「原籍福建省章洲（漳州）府
南靖縣新坡堡岸土答社牛命（眠？）山頂」。晚近的口述則明述，其祖父徐褒方從
唐山來臺，最早在嘉義販賣「雜細」，其父徐松始自嘉義遷居下埤頭。（林德政
2009）推估徐氏入居時間晚至 1880 年代左右。
若將 19 世紀晚期始入居下的南靖徐氏不論，下埤頭原本是一個以惠州客家
為主要組成的聚落。
3-4. 明華里湖底的郭氏
明華里第 15 至 17 鄰為湖底聚落，湖底幾乎為郭氏單姓村。據湖底郭氏「汾
陽氏來臺創基歷代祖譜」
（單張，郭國川編輯）稱：
「原籍廣東省惠州府海豐縣全
（金）錫都郊社勺山邊鄉人氏，轉居福建省臺灣府嘉義縣打貓堡湖底庄」。據編
纂族譜的郭國川先生（1952 年生）說明，現今湖底約有 60 戶左右，大抵為郭氏
同宗，但其中三戶為「新庄郭」，係其曾祖時代遷入者。而江姓一戶係二次婚而
來，張姓一戶為招贅婚而生，劉姓則為通過收養關係而來。
湖底郭係由郭兆陽、兆麟兄弟渡臺所傳，惜哉其生卒年不詳。以渡臺祖兄弟
起算，現今第七世已凋零殆盡，第八世亦多高齡，大房已傳至 11、12 世。由於
湖底為共祖聚落，故以祖厝為核心的二甲餘厝地迄今猶未分割。對於湖底郭氏是
否為「客底」？郭國川據其長輩所言，彼等為「正港的客人」。
3-5. 平林里下潭底的謝氏、樊氏
鐵路以東的平林里新建住宅甚多，是現今大林鎮人口最多的里，最明顯的地
標即為慈濟醫院，但慈濟醫院與新街區之外，仍見有下潭底聚落，聚居謝、樊、
鄒三個宗族。
據謝敏雄先生口述（1942 年生）與謝鐵山編纂，1990 年《謝氏族譜》所載，
彼等祖籍為「惠州府海豐縣田耕墟過厝寮」，約於乾隆三（1738）年，謝達華渡
海來臺，
「擇居諸羅縣大埔林潭底第四保過溪仔」
「結伴遷臺親友有達華公之未婚
妻洪慈柔、大舅洪生、葉姓、樊姓、蕭姓、薛姓以及定居他處很多鄉親同行來臺
闖天下。當時臺灣在清朝統治下，完全未開發，致使盜匪猖獗，六府（謝、葉、
樊、鄒、薛、蕭）人家為彼此相互照顧，患難與共之親情自然流露，乃商議定居
以潭底為中心分布在不同角落，即謝府住過溪仔，葉府住葉厝，蕭府薛府住槍杜
子〔引用者注：銃櫃仔〕
，鄒府住鄒厝。」
「開臺祖達華公之墓塋，立碑於大林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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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尾份坪，祖墳中有達華公、洪慈柔娘（妻）及其大舅洪生等三位祖先靈骨。」
對於其祖先來臺時間，編纂者據口傳與各房大牌考定：十一世傳枝未來臺，
達華攜母親靈位及三尊神明金身來。至於時間與過程考定為：達華至乾隆十九
（1754）方與未婚妻洪慈柔結婚，此前經過 16 年奮鬥，故來臺時間為乾隆三
（1738）年。謝達華生卒為：1709～1761 年，其妻洪慈柔為 1727～1804 年，如
此 1738 年來臺時達華已 30 歲，慈柔方 12 歲，當為其兄長洪生攜幼妹前來。至
於締婚時男方已達 46 歲，女方亦達 28 歲，不得不謂過高，這可能側面傳達彼等
拓墾初期的艱辛情狀。
謝氏族譜中所述一起來臺的樊氏，居地樊厝實屬中林里。樊氏的祖籍現今有
兩說：有稱「（遷臺）一世祖肇魁公於清乾隆年間偕太孺人攜三子（即二世）佛
因、佛印、佛送公由福建羅源渡海來臺」
，另說則稱：
「本支乃自福建省饒邑遷來」
。
（樊姓宗親會編，1983：127、574）。樊氏到底係清代罕見的閩東羅源移民，抑
或是慣見將祖籍饒平（饒邑）誤為福建轄縣的福佬客一員，尚待深研。而另一同
來的葉氏亦源自海豐，居地葉厝亦屬中林里，人戶甚少。
（大林鎮地名普查小組，
2007：52）
3-6. 三和里林仔頭的江氏、蔡氏
三和里之得名可能來自該里原由林仔頭、林仔前與水碓等三個舊聚落組成。
最大的林仔頭以江、黃、蔡三宗族為主。其中人戶最眾的江氏係永定高頭東山房
派下（永定江氏於大林分布最多者為溝背等北五里，詳下）
，據《大林三和里（林
仔頭） 重修濟陽江氏移臺族譜》
（1918 年抄本）中〈二十五世嗣孫國洋序〉稱：
「十九世在瑞公，瑞公平素志在四方，即率其弟到臺。自己居於林仔頭庄居住，
其弟居於三十張梨（犁）…。」該譜〈世系〉則詳載：「林仔頭開基始祖：十九
世在瑞公，號廷瑞，配李氏，生四子，石振、史昌、史盛、史玉。公兄弟二人移
臺，其弟在美公在彰邑貓務悚三十張犁居住，在瑞公為林仔頭開基祖。」
江在瑞的生卒與渡臺時間族譜未載，但據譜中後裔生年推斷，其長子石振當
生在 1720 年之前，在瑞本身當生於 1700 年之前，渡臺時間當在康熙末雍正初之
間，即 1720 年代。江在瑞派下最有名的人物就是明治 42 年擔任大莆林區庄長，
大正元年授佩紳章的江文蔚。（鷹取田一郎，1916：248）
林仔頭另有蔡氏宗族，據三和里蔡文忠藏《蔡氏歷代族錄新登簿》
（1926 抄
本），林仔頭蔡氏「原籍廣東省惠州府海豐縣金錫都交社約青坑墟茄苳腳鄉里人
氏，移居福建省臺彎（灣）府嘉義縣打貓東頂保林仔頭庄居住，又移居龍眼林庄
（梅山鄉龍眼村）居住。」按，青坑墟為今日海豐縣赤坑鎮治，屬潮語區。（廣
東省惠陽地區地名委員會，1988：224）蔡氏與其他宗族的詳況，有待進一步研
究解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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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子前則以南靖賴氏為大宗，乾隆年間漳州府南靖縣永豐里吳宅社羅山尾十
世國訪、國讀昆仲入居。至同治年間簡氏由內林遷入。（大林鎮地名普查小組，
2007：70）另一聚落水碓以許氏、蔡氏為多，據晚近研究，許氏來自嘉義許厝庄，
（大林鎮地名普查小組，2007：71）如此當為饒平許氏。大體而言，三和里內最
明顯的福佬客仍屬林仔頭江、蔡兩姓，其餘林子前賴氏、簡氏，水碓許氏，則非
屬存疑，即是閩客族群之間模糊的宗族。
以東林、西林、吉林等三里為主的大林街區，係大林鎮其他區域或鄰近鄉鎮
居民匯集，無明顯大宗族，大糖里則為原大林糖廠宿舍區，現已近乎淨空，我們
循例從略。
大林街區東側的中林里最大聚落即中林，現以林姓為主，林姓祖籍為詔安五
都，並非客家。另張、蔡、吳等姓祖籍皆為漳州，耆老並無客家記憶。唯一例外
者為第 17 鄰王氏，源自惠州府，詳情待考。（大林鎮地名普查小組，2007：48）
中林隔鄰的上林里頂員林聚落以陳氏、楊氏、許氏為建有公廳的久住居民，陳氏
祖籍為漳州府長泰縣漳信里湯湖鄉圳尾社。楊氏祖籍亦為漳州，縣份可能是詔
安。（大林鎮地名普查小組，2007：53）兩姓亦非客家。如同中林王氏一般，上
林獨許氏來自潮州饒平，是上林唯一可能的福佬客宗族。
若以大林街區為圓心，則其南側圓週，西起甘蔗崙，經湖底、下潭底，東止
林仔頭，似乎以惠州府海陸豐的移民為主，雖然以當代的資料比對，他們不一定
是客家，反而可能原來的身分是潮州福佬，但是這些居民卻往往承認自己福佬客
的身分。這樣的例子也出現在彰化，不少如今祖籍地講潮汕話的宗族，在彰化平
原的同宗卻承認是「客底」。（邱彥貴，2005a：22-24）
3-7. 三村、三角、溝背、內林、義和、大美、過溪里的江氏、簡氏
約略以省道臺一線為界，大林街區東北方的五個里與正東側的兩里，是大林
鎮另一處福佬客的集中地，不過與前述西、南側的潮惠客家祖源地有異，而分別
來自永定與南靖的江、簡兩大宗族為主，江、簡也在大林鎮慣被視為大姓，其分
布即以三村、三角、溝背、內林、義和五里為主，以及東側的大美、過溪兩里。
由於江、簡兩姓在此七里內宗派眾多，我們且以總和性敘述呈現。對於大林
東、北境的江氏，研究多得力江瑞潤校長，謹此致謝。
溝背全里計 13 鄰，溝背本庄為第 3 至 13 鄰，而第 1、2 鄰稱「尾厝」
，全里
僅第 4、5 鄰的「頂厝」以簡姓為多，其餘各鄰皆以江姓戶數居冠，全里江氏戶
數達 60%以上，若合計以簡氏，則兩姓居民超過四分之三戶數。內林里的簡氏則
於全里 10 鄰中各鄰皆居冠，戶數更達 65%以上。若自里內的舉人厝、三房仔、
祖厝前等小角頭名稱，即可一窺其宗族聚落的本質。溝背以江氏為主，內林以簡
氏為主，義和里則兼有兩姓，第 1、2 鄰俗稱「土地公前」
，雖有新建店舖吸引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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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人口，但江簡兩姓合計仍佔過半戶數。第 3、5 鄰間稱「尾堀」
、第 4 鄰為「竹
圍仔」皆為簡姓聚落，而第 6、7 鄰為「三塊厝」聚落，江姓佔過半戶數。
先論江氏，閩西上杭、永定兩縣江氏以南宋時人江曄（八郎）為一世祖，四
世百八郎公為永定高頭開基祖，居地名為「金豐里高頭鄉半經甲東山大路下」。
五世千十郎傳至八世育有五子，長添沮、次添濟、三添澄、四添洧、五添滿。後
三房派下分別稱東山房、北山房、南山房。此三大房派 20 世紀末的運作仍見於
永定。（楊彥杰，1997），
溝背是永定江氏宗族的最大聚落，而其中最大宗支係由南山房派下十九世士
浩遷臺開基。江士浩生於康熙卅八年（1699）
，相傳其來臺時年齡約 31、32 歲，
故當在 1730 年代初入居溝背。士浩生有三子，長招舍、次進舍、三楊舍。進舍
無傳。招舍生四子，派下稱溝背「上大房」。楊舍生七子，派下稱一至七房。溝
背南山房派下族譜撰修年代為 1992 年，大房派下的歷世大房已傳至廿八世，二
房以下亦至少傳至廿六世。
以上陳述係以南山房江士浩派下為限，但溝背江氏實不止南山房派下，同時
間尚有東山房派下二十世達選、廿一世東永入墾。現今東山房派下居住庄前 9~11
鄰「巷仔內」一帶，南山房居地即以士浩宗祠為核心，分布第 3、6～8 鄰，稱「大
埕」
。庄北第 1、2 鄰一帶舊稱「尾厝」
，則係東山房二十世江發祥派下聚居。
（大
林鎮地名普查小組 2007：33-34、陳美鈴 2008：145）
溝背除了有以江士浩為始遷祖的山房宗祠外，亦有東峰公太廟，主祀一世至
十八世祖，並祀東峰公太。東峰公太為東山房十三世江寬山，於明代張璉事件中
犧牲，後成為閩西、南江氏的宗族保護神。1997 年成立的雲嘉江氏宗親會即以
此廟為會址。
溝背東峰公太廟所祀總計七個牌位，居中者上為一世祖八郎公妣，居下為寬
山公妣。右首上為二至四祖公，下為五至八世祖公，左首上下則為祖妣，俱稱孺
人。左一為八世成海公、林孺人牌位。右一為九世行三添澄公、蔡孺人牌位。左
二為八世行五添滿公、林孺人牌位。右二為八世行四添洧公、鄔孺人牌位。左三
為十至十八世公妣聯合牌位，右三則為在臺顯赫人物聯合牌位，居中者為「都閫
江府官章景星公之神位」
，左一「嘉千總江府官章清輝公」
，左二「縣教諭江府官
章紹亮公」
（即尾厝肇基祖發祥之子）
，右一「縣糧房江府官章振豔公」右二「邑
庠生江府諱授澤先生」。如此的祭祀規制，透露溝背江氏在嘉義地區的地方經營
歷史。
永定江氏雖在溝背戶數將近六成，但是仍有一處小角頭非屬江氏。東側第 4
鄰部分與第 5 鄰全鄰舊稱「頂厝」
，係南靖簡氏十六世祖簡勇派下聚居。
（大林鎮
地名普查小組，2007：34）
除了溝背外，永定江氏亦有其他房派分布於附近，除了前述三和里林仔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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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山房在瑞派下外，義和里的三塊厝、土地公前兩角頭亦有東山、南山房分布。
義和里 1、2 鄰舊稱為「土地公前」
，即金林寺前，派出所即屬義和里第 1 鄰。土
地公前江氏係南山房十八世若添攜子昌任、姪昌壽入墾，派下仍居此處。「三塊
厝」雖為義和里舊稱，但真正的三塊厝僅實指 6～7 鄰，係由東山房十八世宗陽
與南山房兄弟三人所墾。除江氏外，次大姓張氏則來自溪口。自隆天宮延至堀尾
為 3～5 鄰，4 鄰大部分為竹圍仔，此兩處則為南靖簡氏所居。
（大林鎮地名普查
小組，2007：30-32）。
永定江氏分布不以溝背、義和兩里為限，更擴及西側的三村里與北側的三角
里。三村里得名自轄內有潭墘、橋仔頭、湖仔三聚落，最南側的湖仔無明顯大宗
族，以劉、黃兩姓較多，湖仔南側鄰近大林街區，居民更形複雜化。（大林鎮地
名普查小組，2007：45）而潭墘兩聚落皆以永定江氏為多：潭墘據晚近研究，為
雍正年間永定江氏東山房十八世江友亮、友達兄弟所入墾，現以江、簡居多。
（大
林鎮地名普查小組，2007：45）臺一線以西的橋仔頭亦以江氏為眾，係北山房十
八世江立濟派下聚居，劉氏居次。（大林鎮地名普查小組，2007：47）
三角里居民分散，達近十個小聚落之多。其中第 1 至 3 鄰的「北勢仔」貼近
溝背尾厝，仍以永定江氏為多，此系江氏入墾者為北山房十七世江日亨，時間亦
早溯雍正年間。除江氏外，北勢子次大姓為曾氏，係十七世曾魁玉（登玉）之妻
率子亮成入居，時間為乾隆十七年（1752）
。曾氏祖籍亦為永定，也來自高頭鄉，
小地名稱田窩坑，相傳因與江氏有姻親關係而入居北勢仔。（大林鎮地名普查小
組，2007：39-40）
三角里第 4、5 鄰為三角本庄及下庄，則以南靖簡氏為多，係內林十五世尚
猛、尚春、尚福與十七世啟明等於嘉慶年間遷入。
（大林鎮地名普查小組，2007：
38）簡氏分布甚至延及第 6 鄰，第 6、7 鄰的華興溪河床新生地土名大湖寮、八
股、石子寮者，則分布有來自北臺灣的再客家移民。第 8、9 鄰的上（頂）林頭、
下林頭多見有鄰近溝背、內林甚至古坑、褒忠等鄉鎮再移民，（大林鎮地名普查
小組，2007：42-43）但現住居民仍以南靖簡氏為最多。統言之，三村、三角兩
里，除少數小宗族與再移民外，大體而言，實為江、簡兩姓的子聚落，居民多以
江氏東峰公太廟所在的溝背，以及簡姓家廟所在的內林為上代始居之地。
及此，我們轉論南靖簡氏，內林里、三角里的三角與下林頭聚落、大美里大
埔美聚落、過溪里過溪聚落，皆以簡氏為第一大姓，中坑里各大小聚落（群）仍
可見南靖簡氏比例不一的分布，故簡氏實超越江氏，為大林第一大姓，而內林則
為其標誌聚落。簡氏實為「張簡」，源自漳州府南靖縣長窖鄉，後裔推為南靖一
世祖的簡德潤原居汀州府永定縣洪源，於明洪武四年（1376）入贅長窖張氏，肇
創「張簡」複姓。大林簡氏對於自身的族群身分有此追述：「德潤公肇居長窖之
初仍操客語，後漸演變……」。（嘉義縣簡姓宗親會，1990：8-9）這個陳述我們
不知所由，但歸納實際所見，其實張簡應該是在海峽兩岸同時進行福佬客過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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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族，迄今臺灣張簡罕聞能客語者，但南靖長窖則不然，筆者曾於 2003、2009
年前往今屬梅林鄉的長窖地區探訪，察覺當地簡氏族眾有日常已習用福佬話、但
仍能客語者，亦有全部以客語溝通者，各土樓情況不一。考張簡氏無論遠祖父系、
母系皆為客家，但今日遷居臺灣者幾已悉數變為福佬客，仍居南靖者或成為雙語
宗族，或仍用客語。然或許因為深受薰陶，大林鎮的南靖簡氏幾乎無人自認為客
底者，甚至遷往梅山族眾亦若是，此點有異於鄰近的永定江氏。
相較於江氏的入墾個案歷史如前引相當精緻的描述，簡氏的入居大林事蹟猶
待深入研究，所以無法詳述，僅略知彼等係簡氏南靖一世祖簡德潤第七子貴智派
下，傳及十二世有義和、義謀、質朴、有天等於明末清初來臺居此。（簡漢材，
1990：21）晚近研究則修訂增補為係十一世簡媽生率領義和、義謀、質朴，會同
宗親桂、文宇、衷等入墾內林。（大林鎮地名普查小組，2007：35）
據原碑現存於簡氏家廟的乾隆十年（1745）〈簡姓乘風崢嶸碑記〉所述，本
地南靖簡氏在雍正元（1723）年即成立蒸嘗，乾隆六（1741）更締建宗祠。（何
培夫，1994：2-3）歸納現有的資料看來，我們相信乾隆年間南靖簡氏已成內林
的主要居民。日後且分衍溝背里的頂厝、義和里的尾堀、竹圍仔、三角里三角、
下林頭等處，已如前述。
大林鎮東側的大美里則是江、簡兩姓的另一處聚居區域，尤其以簡氏為多。
大美里共計 20 鄰，第 1~17 鄰俱為「大埔美（大埔尾）」舊聚落。據電話簿分析，
除 1、10~13、16 鄰瀕臨嘉 102 線（中興路）街道，商業機能導致新住戶遷入，
雜姓眾多，及第 7 鄰以張氏、14 鄰以江氏居冠外，其餘各鄰皆以簡氏為過半數
或近半數的大姓。17 鄰（部分）至 19 鄰為新建的販厝「互助社區」，但 17、18
鄰仍以簡姓為最多，第 20 鄰「崎頂」為營區周邊，以榮民為主。大埔美簡氏亦
早溯 18 世紀初期，為南靖簡氏十三世簡竹、容元、衷等入墾，後簡阿獅、阿懷
（俱十六世）等移入。（大林鎮地名普查小組，2007：73）
與大美里一溪之隔的過溪里合計 15 鄰，第 1~6 鄰為廣義的過溪舊聚落，因
第 6 鄰的一部分有稱為「半廍仔」小地名。
（大林鎮地名普查小組，2007：77-78）
據電話簿分析，除半廍仔以王氏居戶數之冠，簡姓居次外，過溪聚落內各鄰皆以
簡氏為主，傳統聚落核心的 3、4 鄰尤其，連新建的第 15 鄰永祿新城亦以簡姓居
冠。
過溪里第 7~9 鄰與 12 鄰部分為「崎頭」或「舊崎頭」
，為無水田的旱作區，
居民以林氏為多。林氏祖籍為南靖縣麟埜社，嘉慶年間入居。但此系林氏並非客
家後裔。第 10~11 鄰為「油車店」
，僅 10 鄰張氏較為突出。此系張氏為咸豐年間，
朴子腳（今朴子市）張久兄弟二人移居後所衍，本地因張氏在此經營搾油廠因此
得名。（大林鎮地名普查小組，2007：78-79）然根據報導人張朝趾校長（1936
年生）口述，其祖籍為「漳州府永定縣井下腳」。張氏係其阿太（高祖父）兄弟
三人一同從嘉義朴子崙仔頂搬來，到報導人已是第五代。油車店張氏為 19 世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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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葉的再移民，亦屬客家後裔，但張校長記憶循例出現「祖籍位移」現象，且自
認為自己是「閩南人」
。12、13 鄰則稱「新崎頭」居民為榮民，14 鄰「崎頂」則
為崎頂營區的榮民與商店區。
簡言之，嘉 102 線貫穿的大美與過溪兩里，除少數晚來的小宗族與戰後移民
外，仍以南靖簡氏為最大宗族。最後陳述大林鎮最大的中坑里，除了饒平劉氏、
南靖林氏外，中坑各聚落（群）仍可見南靖簡氏比例不一的分布。
中坑里以戶政上編為 9 個鄰，其中第 1~5 鄰為沙崙仔舊聚落、其餘第 8、18、
21~22 鄰稱「後壁坑」，居民以榮民為主體。「中坑」則是第 6~7、10~11 鄰，第
10 鄰主要是臺糖麻園農場與南華大學，居民甚少。前述各聚落仍略呈集村，而
以下陳述的丘陵區則以散戶居多。第 12 鄰是戶政上稱「中興」，俗名「崩埤坑」
的散村，居民多為北部客家再移民。第 9 鄰為「埤頭」，則為中臺灣與鄰近簡氏
再移民所居。第 13~14 鄰「田寮」鄰近民雄葉子寮。第 15~17、19~20 鄰則為「芎
蕉山」。細究之，則小地名更為繁多。（大林鎮地名普查小組，2007：56-66）
中坑里最大聚落沙崙仔傳為嘉慶年間，由南靖麟埜社石頭埔林氏十二世祖前
來建庄，離現址約 200 公尺，稱「店仔舖」。（大林鎮地名普查小組，2007：56）
現今沙崙仔以劉姓居首，約佔四分之一戶數，最集中第 2 鄰。第 2、3 分布的林
姓居次。排序第三的簡氏以 4、5 鄰居多，但總數未達 20 戶。
沙崙仔簡氏例為南靖祖籍，劉、林兩大姓的祖籍則分別為饒平與南靖。據報
導人報導人劉兆雲（1940 年生，十九世）提供的《大林鎮中坑里劉氏族譜》
（2008）
編纂者劉聰信自序稱：「先父一再耳提面命告知我，大林中坑祖先來自於民雄義
橋（鬼屋），先遷徙至民雄山仔腳，因生活艱困加上又無子嗣繼承香火，在不得
已情況下跟吳氏家族領養一位男孩後，再遷徙至大林田寮，而領養吳氏家族這位
男孩名字叫吳海，來到劉氏家庭後即改名為劉光添…大林中坑劉氏的開基祖先
（13 世）…因此先父都說我們是『吳骨劉皮』…以及老祖先來自於廣東省饒平
縣（屬客家人），希望不要忘本。」
雖然已經透過這層收養關係，但沙崙仔劉氏無論在族譜與報導人口述中，都
知悉自己以往的客家身分。劉聰信也在卷首重建了由饒平石井經由澎湖、新竹新
埔、雲林古坑、民雄義橋、民雄山仔腳、大林田寮菁仔宅，最後入居沙崙仔的過
程。其中雖多處存疑，但無礙彼等對己身的看法。
沙崙仔林氏則需與前述崎頭、大埔美林氏並論。據林新先生（1925 年生）
口述及族譜所載，祖籍為福建省南靖縣河溪境永豐里麟野（埜）社，1906 年嘉
義大地震時，祖厝倒塌，居住在南投草屯月眉厝的林姓子孫便把祖先牌位請回奉
祀。現今位於大埔美泰寧宮後方的林氏宗祠，即大林三處林氏所重建。筆者曾親
訪南靖麟埜林氏，並非客家。
戶量不高的中坑屬微型集村，係咸豐年間由崎頭林氏十七世林知高始遷，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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雄山子腳陳寶、沙崙仔劉貴等踵其後。（大林鎮地名普查小組，2007：57）現僅
第 6 鄰陳姓、11 鄰林姓堪稱宗族。進入丘陵區戶量更減且更形散居，埤頭以林、
簡兩姓尚稱顯目，但兩姓合計未達十戶，林氏來自臺中外埔，簡氏則移自大埔美。
中興（崩埤坑）僅十餘戶，姓氏數量卻接近十，以北部客家再移民居多。（大林
鎮地名普查小組，2007：65-66）鄰近民雄鄉東興村的田寮，翁、蔡、林三姓各
佔十戶左右，已佔全區過半戶數。此翁氏為葉子寮詔安鹽倉翁氏同支，並非客家。
最東側與梅山接壤的芎蕉山係屬較晚開拓區域，居民多為他處遷來的再移民，若
有堪稱宗族者，即僅有現居白善土小地名、20 世紀初自苗栗南下的鍾氏大家族。

4.結語及《臺灣在籍漢民族鄉貫別調查》的檢討
經由以上大林鎮轄內自西而東各里內聚落宗族來源分析結果，西結里頂菜園
原為海陽客家單姓聚落，排路里排仔路原為饒平客家主流聚落，湖北里大湖、早
知亦分布饒平客家。而西起明和里甘蔗崙，經明華里下埤頭、湖底，平林里下潭
底，東止於三和里林仔頭，環繞大林街區南半部的圓週區域，則以惠州府海陸豐
的移民後裔多見，他們主觀上認定自己為福佬客。而在大林街區以東以北，廣達
七個里的區域，則以閩西汀州永定江氏與漳州南靖簡氏福佬客為主，江氏多半知
悉客家後裔身分，簡氏則非。至東南角的中坑里，沙崙仔聚落雖聚居輾轉遷來的
饒平劉氏，以及零星散布的北臺灣客家再移民，但詳究之非屬福佬客分布區。所
以 1926 年祖籍調查中，大林近三成的廣系人口實屬不誣，甚至應該是超過。若
再加上江、簡兩姓閩籍福佬客，截至目前為止，我們已經可以說，大林鎮應該是
相當高比例的福佬客區域。
最後，我們想回顧檢討長久以來學界據以分析臺灣漢人祖籍的重要工具《臺
灣在籍漢民族鄉貫別調查》
（以下簡稱「鄉貫調查」）的精確性。這份昭和元年底
（1926）的資料，究竟如何輯成尚期高明指教，但就其分類觀察，當非來自戶政
系統。而鄉貫調查的前一年（1925）則有國勢調查的人口統計，所以兩份資料的
人口規模應相去不大。但實際上，鄉貫調查中大林人口為 13,500 人，而前一年
的國勢調查結果為 12,918 人，
（詳附表 1、2）其間的差距除了人口成長外，最可
能來自鄉貫調查以百人為單位，因進位所致。
我們以上討論過的宗族皆是清代以降世居該地者，來自當地耆老口述，認定
簡姓為第一大姓、江氏則居次，而根據 2005 年底的統計，大林鎮簡姓住民有 3,705
人，江姓住民則有 2,374 人，若合併配偶計算，則兩大宗族可能達萬人之譜。（林
德政，2009：283）而經過以上分析，世居的江氏悉數為汀州永定，但是鄉貫調
查中，汀州府祖籍者未達百人以上的統計基準，所以數據呈現空白。此為重大誤
差之一。
其次，鄉貫調查中泉州府祖籍居民約達 3,500 名，就前節分析，僅西結里陳
井寮、竹圍（主要宗族）與甘蔗崙（第二大姓）此三聚落祖籍為泉州府屬縣同安，
其餘各世居宗族並未出現其他泉州府屬縣祖籍者。陳井寮與竹圍屬排路大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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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5 年排路大字人口為 1,272 人，其中且包含排子路這個饒平祖籍大本營，即便
我們將未分析的大林大字（東林、西林、吉林里）1,011 人悉數視為泉州祖籍者，
也未達鄉貫調查所得的結果，故泉州祖籍者可能高估。
其三，鄉貫調查中廣東祖籍達約 4,300 名，與 1925 年國勢調查的廣東系漢人
211 名嚴重失衡，據我們的核對，這些廣東系漢人應指以中坑為主的北部客家再
移民。所以鄉貫調查中的廣東祖籍者應直指粵籍福佬客，細究之，最多者為嘉應
州後裔，但各世居宗族中，僅西結里頂菜園勉強可稱嘉應州祖籍，甚或應稱潮州
府祖籍，實不知究竟真正的嘉應州後裔分布何處？鄉貫調查中惠州祖籍者僅約
500 名，然而惠州祖籍宗族其實為數不少，最多見於下埤頭（國勢調查人口為 808
人，以下同）
，潭底（781）
、甘蔗崙（567）則為部分，估計應不只區區此數。而
潮州府祖籍者 300 人，若以排子路（1,272）、大湖（646）減半計算且合計，則
饒平祖籍者當亦不只此數。至於鄉貫調查中的福州、興化後裔，在我們的調查中
未曾得見。
鄉貫調查是歷來唯一的祖籍分析，但是逕直引用而不加驗證，可能過早提出
錯誤的結論，這是我們得自大林的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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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1925 年大林庄及各大字人口及分類表
現今行政

1925 年

區劃

街庄、大字

大林鎮

大林庄

總數

漢人

內地人

12,918

總數

廣東／漢人

福建 廣東

4 12,914 12,703

熟蕃 生蕃 支那人

總數％

211

1.63%

0

0

0

橋子頭

272

0

272

272

0

0.00%

0

0

0

湖子

182

0

182

182

0

0.00%

0

0

0

三角

121

0

121

121

0

0.00%

0

0

0

林頭

122

0

122

122

0

0.00%

0

0

0

北勢

227

0

227

227

0

0.00%

0

0

0

三和里

林子前

712

0

712

712

0

0.00%

0

0

0

上林里

頂員林

437

0

437

430

7

1.60%

0

0

0

大美、過溪里

大埔美

1,857

0 1,857 1,852

5

0.27%

0

0

0

中坑里

中坑

817

4

813

653

160

19.68%

0

0

0

中林里

中林

965

0

965

952

13

1.35%

0

0

0

內林、義和里

內林

819

0

819

819

0

0.00%

0

0

0

平林里

潭底

781

0

781

775

6

0.77%

0

0

0

明和里

甘蔗崙

567

0

567

567

0

0.00%

0

0

0

明華里

下埤頭

808

0

808

808

0

0.00%

0

0

0

三村里

三角里

東林、西林、

大林

1,011

0 1,011 1,007

4

0.40%

0

0

0

排路、西結里

排子路

1,272

0 1,272 1,272

0

0.00%

0

0

0

湖北、大糖里

大湖

646

630

16

2.48%

0

0

0

溝背、義和里

溝背

1,302

0 1,302 1,302

0

0.00%

0

0

0

吉林里

0

646

原始資料來源：臺灣總督官房臨時國勢調查部 1927《大正十四年國勢調查結果表》：254-257。

附表 2：1926 年大林庄鄉貫調查祖籍人口分布表
祖籍

地區
大林庄

泉

漳

汀

龍

福

興

永

潮

嘉

惠

其

合

州

州

州

巖

州

化

春

州

應

州

他

計

府

府

府

州

府

府

州

府

州

府

35

50

-

-

3

4

-

3

35

5

-

135

資料來源：臺灣總督官房調查課 1928《臺灣在籍漢民族鄉貫別調查》：22-23。
（單位：百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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