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三章       

民族底相：蘭陽平原的詔安客 
 
 
 

第一節 文獻史料中的詔安客家 

一、清代文獻中的粵籍墾民 

 

遠從乾隆年間伊始，就有漢人屢次企圖進墾蘭地，皆無功而返。直到嘉慶

元年（1796），由吳沙招三籍流民入蘭破土，在烏石港南築土圍（即頭圍）為

據點，開啟拓土建庄之端緒後，漢人在蘭地的拓墾事業才順利地展開1。到了

嘉慶二年，三籍墾民的人口比例，在陳淑均《噶瑪蘭廳志》中的記載為： 

 

吳沙係漳人，名為三籍合墾，其實漳人十居其九，泉、粵不過合其一。2

 

且柯培元在《噶瑪蘭志略》〈戶口志〉中也提到： 

 

      嘉慶十五年四月開疆，編查蘭屬三籍戶口，有漳人四萬五千餘丁、泉人

二百五十餘丁、粵人一百四十餘丁。3

 

   上兩則史料呈現的訊息是，漳籍移民為蘭陽平原的拓墾主體，粵籍、泉籍

的人數遠遠低於漳籍人數。至於三籍移民在蘭陽平原溪北的土地拓墾位置，

陳淑均的《噶瑪蘭廳志》提到： 

 

                                                 
1 姚瑩，《東槎紀略》（1829）（南投：台灣省文獻委員會，1996），頁 70。 
2 陳淑均，《噶瑪蘭廳志》（1852）（南投：台灣省文獻委員會，1993），頁 366。 
3 柯培元，《噶瑪蘭志略》（1837）（南投：台灣省文獻委員會，1993），頁 43。 



 

․40․ 宜蘭廟群 KHIAM（示簽）祭祀圈之研究 

    七年（嘉慶，按：括弧內文為筆者所加），三籍人至益眾。漳人吳表、楊

牛、林石盾、簡東來、林胆、陳一理、陳孟蘭，泉人劉鐘，粵人李先，乃率

眾一千八百十六人，進攻得五圍地，謂之九旗首。每人分地五分六釐。漳

得金包裏股、員山仔、大三鬮深溝地。泉得四鬮一、四鬮二、四鬮三渡船

頭地。又自開溪洲一帶，粵得一結至九結地。4

 

    漳得金包裏股、員山仔、大三鬮深溝地，此三地屬今日員山鄉。泉得四鬮

一、四鬮二、四鬮三，此三地位於今宜蘭市建業里，另外，由泉籍墾戶自行開

墾的溪洲，則是今日的員山鄉七賢村。七賢村公廟張公廟，右旁祀供奉先賢牌

位，牌位上寫著「泉郡」，可佐證其史料說法為真。至於史料所云粵籍分得的

得「一結至九結地」，位於何處，則有較大的爭議性。「結」是一種拓墾組織單

位，在宜蘭縣，以「結」的聚落相當多，施添福教授綜合各種史料，得出宜蘭

縣的各「結」分布如下文： 

 

五圍有一至七結，民壯圍亦有一至七結，四圍有一至四結。從溪北殘

留的地名中三圍有十六結，另外尚有三十八結、三十九結等地名來看，

圍所包含的結，恐怕大部分都在十個以上。只是圍內的許多結，並不

以結稱呼，而另取其他名稱，如五圍除一至七結外，至少尚包括金包

里股、員山仔、大三鬮、深溝、四鬮一、四鬮二、四鬮三及渡船頭等

結，以致難窺其全貌。5

 

「結」序號的重複性，使我們難以判斷，嘉慶初年隨吳沙入墾的粵籍墾民，

究竟在落腳於蘭地溪北的哪些地方。 

爾後，根據姚瑩在《東槎紀略》中的描述指出，三籍墾民於拓墾蘭地

的過程中，時有分籍械鬥的問題發生。 

 

                                                 
4 陳淑均，《噶瑪蘭廳志》，頁 372。 
5 施添福，《蘭陽平原的傳統聚落—理論架構與基本資料（上冊）》（宜蘭：宜蘭縣立文

化中心，1997），頁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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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嘉慶，按：括弧內文為筆者所加）年，山前漳、泉械闘，有泉

人走入蛤仔難者，泉人納之，亦與漳人闘，阿里史諸番及粵人本地土

番皆附之，合攻漳人，不勝，泉所分地盡為漳有，僅存溪洲。闘幾一

年始息。阿里史諸社乃自開羅東居之，潘賢文為之長。十四年漳、泉

又闘，漳人林標、黃添、李觀興各領壯丁百人，吳全、李佑前導之，

夜由叭哩沙喃潛出羅東後逕攻之，阿里史眾驚潰，走入土番社內，漳

人遂有羅東；以復和泉人，載自溪洲沿海開地至大湖。粵人乃開至東

勢開冬瓜山一帶。此皆十五年前事也。6

 

由前引文可知，嘉慶十一年至嘉慶十四年間，三籍墾民陸續發生械鬥，嘉

慶十一年，漳人在溪北大獲全勝，而十四年械鬥的結果，更迫使粵籍墾民遷

至溪南東勢開冬瓜山（今冬山鄉）一帶。 

嘉慶十六年（1811），奉命辦理開蘭事宜的候補知府楊廷理將溪南的土地

分為三籍漢人可以開墾的埔地，和為噶瑪蘭人保留的加留餘埔兩大類，目的是

為了避免三籍漢人爭墾埔地起釁，並鑑於噶瑪蘭人土地流失嚴重所做的補救措

施。其中，漢人埔地共丈得荒埔 2538甲，於嘉慶十六年二月分給漳、泉、粵

三籍墾耕。漳籍分得以掃勿等處為中心之地 698 甲；泉籍分得溪洲 306 甲、

葫蘆堵地 136甲、掃勿尾大港地 110甲，共計 542甲；而粵籍則願擇依山之鹿

埔 489甲及柯仔林地 110甲，共計 599甲7。 

經過嘉慶十六年的分籍開墾後，溪南三籍漢人的空間分佈愈趨明顯，漳

籍主要分佈於後來劃分的清水溝堡、頂二結堡和羅東堡，泉籍主要開墾沿海

的茅仔寮和利澤簡堡，而粵籍的分墾地帶，則集中分佈於沿山的紅水溝堡8。 

    因此，，根據文獻與施添福的研究，我們可以得到以下結論：客家人（粵

籍）的分墾地帶從溪北往溪南移動，目前確知的地居地點，主要在蘭陽平原溪

南地區鹿埔、柯仔林、沿山的紅水溝堡與冬瓜山一帶。比對清末到日治前期宜

蘭廳管內街庄社及土名的區域演變與紅水溝堡與冬瓜山地理位置的重疊性，乃

                                                 
6 姚瑩，《東槎紀略》，頁 73。 
7 陳淑均，《噶瑪蘭廳志》，頁 71。 
8 施添福，《蘭陽平原的傳統聚落—理論架構與基本資料》，頁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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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光復後台灣的行政村，可得下表，並由表中的行政村，推論蘭陽地區粵籍墾

民聚落的所在地： 
 

  表 3-1 冬山鄉 khiam 廟與清代客家人（粵籍分墾區）重疊表 

廟名 村名 紅水溝堡與冬瓜山的範圍重疊區（清丈區域） 

振安宮(蘭陽大興) 大興村 阿兼城庄 

定安宮 冬山村 冬瓜山庄 

永福宮 太和村 太和庄 

慶安宮 八寶村 八寶庄 

訓安宮 八寶村 八寶庄 

保安宮 丸山村 八寶庄 

永光宮 中山村 八寶庄 

永安宮 順安村 順安庄 

福安宮(清溝) 清溝村 廣興庄 

調訓宮 鹿埔村 鹿埔庄 

振安宮 得安村 鹿埔庄 

廣興宮 廣興村 廣興庄 

    資料來源：1.施添福，《蘭陽平原的傳統聚落—理論架構與基本資料》，頁 95。 

2.筆者田野調查 

若再納入本論文第二章「使用khiam祭祀圈組織的廟宇」（上表第一欄），

我們發現，冬山鄉十二間使用khiam祭祀圈組織的廟，完全重疊於清代的紅

水溝堡及冬瓜山，也就是說，目前在冬山鄉使用khiam祭祀圈的廟與清代客家

人（粵籍）分墾區的分佈地帶重疊性非常高9。惟仍須注意的是，清代文獻中

提及的「粵籍墾民」，不一定等同於本論文研究的主要對象「福建詔安客家」

（祖籍漳州的客家人）。 

 

 

二、 日本政府「台灣在籍漢民族鄉貫別調查」 

 

日治時期對台灣地區本島人的鄉貫籍調查，以昭和元年（西元 1926年）所做

的「台灣在籍漢民族鄉貫別調查」
10
較為完整，也較常被研究者引用，究其原

                                                 
9 依據筆者目前的調查結果與施添福，《蘭陽平原的傳統聚落—理論架構與基本資
料》，頁 95 。 
10 陳漢光（編譯），〈日據時期台灣漢族祖籍調查〉，《台灣文獻》23：1（南投：台灣
省文獻會，1972），頁 85-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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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應在於這個研究對於台灣漢民族的分類，除了習見之福建與廣東兩大類

外，依其祖籍地，又分為泉州府、漳州府、汀州府、龍嚴州、福州府、興化府、

永春州、潮州府、嘉應州、與惠州府；其中泉州府又分安溪、同安、三邑三地。

可說是歷次籍貫調查中，分類最細之之一次。此次調查，除去「蕃地」不計外，

範圍涵蓋全台市街庄區域，以百人為單位，彩繪「種族別人口百分比例」於封

面，並附小川尚義所執「漢民族移住的沿革」一文於後。 

   就統計數字來看，宜蘭地區的漢人，在日治時期的祖籍比例，福建人約佔

99%強，是絕對性的多數，廣東人僅佔 1%（詳見附圖 3-1）；福建人中，漳州

人佔 94%，泉州人佔 4%（包含安溪、同安、三邑），其他祖籍地人口約 3%（包

含汀州府、龍巖州、福州府、興化府、永春府）（詳見附圖 3-2）。可見福建

為宜蘭地區漢人移民之主要祖籍地，漳州人又佔閩地移民之絕大多數。然而，

我們若要從祖籍地認定標準
11
的調查從中推論客語與Holok語的使用人口，則有

窒礙難行之處，原因在於，來自福建地區的漳州人，有一定數量的客語人口，

但昭和元年的調查，由於採祖籍地認定標準，而非語言認定標準，所以這些祖

籍為漳州的客語人口，一律被視為閩人，沒有特別標識出來。同樣的疑慮在小

川尚義＜漢民族移住的沿革中＞一文中也有提到： 

 

本表福建省欄載有汀州府，又廣東省欄載有潮洲府，雖然政治上區劃如

此。若從語系看前者謂係福建語族，寧可說是廣東語族；又後者謂係廣

東語族，寧可說是福建語族，這是比較恰當的。
12

 

因此，此次祖籍調查數據，無法進一步提供本論文之研究對象－福建省漳

州府的詔安縣移民，在蘭陽地區的分布與人口數等資料。 

 

 

                                                 
11 從「州、市、郡、街、庄廳、支廳、區管內本島鄉慣分佈狀態表」中的福建省、廣

東省欄位可見該調查採取祖籍地認定標準。 
12 小川尚義，〈漢民族移住的沿革〉，轉引自：陳漢光（編譯），〈日據時期台灣漢族祖

籍調查〉，頁 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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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1    宜蘭地區漢人祖籍來源（昭和元年19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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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2 宜蘭地區閩人祖籍比例（昭和元年19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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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元年在宜蘭調查所得之廣東省（底下稱廣系）人口，計有 1500 人，

佈在溪南地區，少數分佈在溪北地區，其中三星庄與蘇澳庄最多，各佔

與 500 人，筆者主要的田野地點，即 khiam 的密集分布區，冬山鄉、員

與三星鄉三地，僅三星庄在日治時期的調查資料中有較密集的廣系人

他兩地皆不超過百人（詳細數據請參見下表及附圖）。但若比對噶瑪蘭

料提及之粵籍墾民分布地「粵籍則願擇依山之鹿埔 489 甲和柯仔林地

，共計 599 甲」，則發現兩個時期的史料大有出入，目前位於冬山鄉行

的柯仔林因與三星庄仳鄰，其粵籍墾民人數納入三星庄之統計範圍或有

然鹿埔位於冬山庄一帶，何以至日治時期，墾民僅餘百餘人，仍須進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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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上述的疑點，筆者以為，除了因為人口遷徙流動而造成兩個時期粵籍

墾民的人口與分布不一致的可能性之外，尚有一個解釋的方向，即清代文獻所

載之「粵籍」墾民乃泛指「使用客語的人」，而不單指「祖籍地來自廣東」的

粵人，如此，拓墾冬瓜山、鹿埔一帶的「粵籍」墾民，可能有不在少數的漳籍

客家人，或者，更進一步推論，這一批漳籍客家人中，很有可能包含筆者論文

中主要研究的對象，漳州府詔安縣的「詔安客」。到了昭和元年，這群說客語

的詔安人，因為來自漳州，一併被視為「福建省（閩系）」的一份子，從此隱

匿在龐雜的調查數據中。 

 

表 3-2 宜蘭地區廣東省（廣系）人口分布表（昭和元年 1926） 

街庄 宜蘭街 礁溪庄 頭圍庄壯圍庄員山庄羅東街五結庄三星庄 冬山庄 蘇澳庄 

人數
(百人) 0 0 1 0 1 0 0 7 1 5

 

圖 3-3 宜蘭地區廣系人口分布圖（昭和元年 19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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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蘭陽平原詔安客分佈 

 

    無論從清代文獻或日治時期漢人祖籍調查資料來看，我們都難以得知原

籍詔安的客家人究竟分佈在蘭陽平原何處，但是在筆者進行田野調查的過程

中，卻又發現在諸如墓碑、公媽牌或地名等文物上留下的文字上，「詔安」這

個原鄉詞彙又是處處可見的。例如，冬山鄉有一個地名，叫做「詔安城」，根

據台灣地名辭書所載： 

 

詔安城位於宜 25 線西側，大埤山南方，詔安宮附近，清代已為番界，

待日治其間才有移民進山取材，因番犯頻頻，乃築城自保，又因移民

多為詔安縣人，乃稱之為詔安城，居民建有一詔安宮，祀三山國王。
13

 

冬山鄉安平村詔安宮 安平村詔安宮管理人李護昌先生則表

示，該地名為詔安城，是因為祖先來自福建

詔安，甚至明確指出，其祖先使用的母語為

客語，只是至其祖父輩以下，已經完全不會

說客語，但是他們都知道自己是「客底」的

人（也就是福佬化的客家人）。 
 

不僅公領域的祭祀空間標幟著鮮明的原

鄉記憶，屬於家族私領域的公媽牌或墓碑也

是如此，以冬瓜山下的太和村為例，該地的

游姓、黃姓家中的公媽牌上都有「詔安」或

「詔邑」的字樣，而冬瓜山、八寶、丸山、

鹿埔地區的墓碑上「詔安」祖籍地的刻印更

是處處可見，這些線索明顯的告訴我們，原

籍福建省詔安縣的客家人確實存在於蘭陽平

游姓墓碑上祖籍地為「詔邑」 

                                                  
13 施添福（總編纂），黃雯娟（撰述），《台灣地名辭書（宜蘭卷）》（南投：台灣省文

獻委員會，2000），頁 3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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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只是，這些線索只能告訴我們詔安客約略存在的地理位置，如何更進一步

精確地描繪其人口與分布，則須經由學術的檢驗方能得知。筆者在此遇到的難

題是：用什麼方法可以找出蘭陽平原詔安客家人？是否有較為嚴謹的方式找

出他們的分佈？ 

根據上述疑問，筆者擬定了三個步驟：首先，我們必須從詔安客的原鄉著

手：確定福建省詔安縣的客語區分佈；其次，我們可以運用宜蘭縣史館族譜室

的基本資料與研究成果，從族譜資料查來求得以詔安縣為祖籍地的幾個特定的

姓氏，由此，大致上我們便得知蘭陽平原哪些特定姓氏是詔安姓；第三，我們

利用施添福教授在《蘭陽平原的傳統聚落—理論架構與基本資料》一書中所提

供的基本資料，包含日治末期蘭陽平原上每一個小字的居民聚居狀態與姓氏戶

數，比對在縣史館查得的詔安姓氏，便可以點出日治末期詔安客家人的分佈地

點。根據上述三個步驟，筆者將依序將研究過程分述如下： 
 
 
 

一、尋找詔安原鄉客語區 

《詔安縣志》〈卷三十七  方言〉記載：詔安縣漢族人口佔絕大多數，境

內最為普遍使用的的漢語方言是閩語，佔縣內總人口 75%強，但也有少數地

區說客語，佔總人口的 25%弱14。顯然可見，詔安縣並非純閩語縣、亦非純客

語縣。因此，我們有必要釐清詔安縣客語區的分佈地點。《詔安縣志》〈卷三十

七  方言〉中並未明確指出縣內哪些鄉鎮使用客家話，僅在〈卷一 政區〉篇

中提到霞葛鎮為客語鄉鎮15，但莊初升和嚴修鴻兩位大陸學者在〈漳屬四縣閩

南語與客家話的雙方言區〉16中的研究則指出，詔安縣客家話分佈於秀篆鎮、

官陂鎮、霞葛鎮、紅星鄉和太平鎮，其中秀篆、官陂和霞葛是純客語鄉鎮，紅

星鄉和太平鎮兩地，則為部分地區說閩南語（Holok話），部分地區為客語區。

                                                 
14 福建省詔安縣地方志編纂委員彙編，《詔安縣志》（北京：方志出版社，1999），頁

1061。 
15 福建省詔安縣地方志編纂委員彙編，《詔安縣志》，頁 74。 
16 莊初升、嚴修鴻，〈漳屬四縣閩南話與客家話的雙方言區〉，《福建師範大學學報》

哲學社會科學版（福州：福建師範大學，1994），頁 81。 

 



 

․48․ 宜蘭廟群 KHIAM（示簽）祭祀圈之研究 

筆者將詔安縣境內各鄉鎮語言使用情形製成下表，由下表便能清楚得知詔安原

鄉客語區僅存在某些鄉鎮，當我們區隔出該縣使用客語的鄉鎮與範圍後，便能

進一步的運用宜蘭縣史館族譜室的基本資料。 
表 3-3 福建省詔安縣客語區分佈表 

語言使用 

詔安縣鄉鎮 

客語 客語＼Holok 話 Holok 話 範圍 

秀篆鎮 ○   全域。行政村街包括：祭嶺、河

美、寨坪、乾冬、石東、青龍山、

東徑、注湖、陳龍、煥塘、彩山、

北坑、頂安、隔背、埔坪、上洋、

嶇龍 

官陂鎮 ○   全域。行政村街包括：龍崗、馬

坑、風師、彩下、下官、陂龍、

吳坑、光亮、光坪、大鞭、官北、

新坎、新徑、地凹、龍際、公田、

林畲 

霞葛鎮 ○   全域。行政村街包括：五通、溪

冬、嗣下、南陂、天橋、庄溪、

庵下、坑河、華河 

紅星鄉  ◎  本鄉中部的北蔗、進水、坪林及

以北的村莊說客家話，其他地方

說閩南話 

太平鎮  ◎  中部的太平墟、坑頭、孝豐及以

北的村莊說客家話，文山、山嶺、

新樓及以南的村莊都說閩南話 

南詔鎮   △ 全域 

四都鎮   △ 全域 

橋東鎮   △ 全域 

梅嶺鎮   △ 全域 

深橋鎮   △ 全域 

西檀鄉   △ 全域 

白洋鄉   △ 全域 

建設鄉   △ 全域 

金星鄉   △ 全域 

資料來源：1.《詔安縣志》，〈卷三十七  方言〉 
2.〈漳屬四縣閩南話與客家話的雙方言區〉17

 
 

                                                 
17莊初升、嚴修鴻，〈漳屬四縣閩南話與客家話的雙方言區〉，頁 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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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從族譜找出蘭陽平原詔安客姓氏  

宜蘭縣史館蒐集的宜蘭人家譜，共有 62姓氏、439件，資料來源有四：

第一種來源為宜蘭縣文獻委員會移交縣史館之收藏與文獻小組平日蒐羅的資

料；第二種來源為宜蘭縣立文化中心博物組移交宜蘭縣史館籌備處的收藏；第

三種來源為 1993 年 10月 16日「宜蘭人家譜特展」活動所採集的族譜資料，

這個活動除了從民間商借族譜外，更至中央圖書館台灣分館影印有關宜蘭的譜

系資料，並加以整理；第四種來源為宜蘭人家譜特展活動後，陸續由民間採集

或民間自主性的捐贈。18縣史館為了將譜系整理歸類，特別設計了〈宜蘭縣史

館譜系基本資料表〉，在這個表格中有「祖籍」項一欄，對於我們想要找出蘭

陽平原來自詔安縣客語區的詔安姓，有很大的幫助。 

 

經過縣史館的統計，館藏中有記載祖籍的族譜共 314件（佔總數 71.53%），

其中祖籍為福建省者有 297件，佔所有省籍的 94.59％；來自福建省漳州府者

有 250件，佔祖籍福建省的 84.18%；次為泉州府，有 24件（8.08%）；再次為

汀州府 15件（5.05%）。就縣而言，以漳浦縣居多，次為詔安、南靖及平和等

縣，以上四個縣都分佈於於漳州府，也印證了移民宜蘭地區的漢人以漳州人為

多的說法19。 

 

我們進一步細看〈宜蘭縣史館譜系基本資料表〉的「祖籍」項 ，便能夠

確定宜蘭人的詔安客姓氏有哪些，以及它們來自詔安縣的哪些地區： 
 
 
 
 
 
 

                                                 
18 廖正雄，〈宜蘭縣史館館藏譜系簡介—兼談如何製作家譜〉，《宜蘭文獻雜誌》（宜蘭：

宜蘭縣文化局，2000），頁 30。 
19 廖正雄，〈宜蘭縣史館館藏譜系簡介—兼談如何製作家譜〉，頁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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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5 蘭陽平原詔安客家祖籍與姓氏對照表20

姓氏 譜系名稱 祖籍/省 祖籍/縣 祖籍/鄉  

呂 呂氏家譜 福建省 詔安縣 二都秀篆 玉蘭坑 

呂 呂君總公派下家譜(代擬一) 福建省 詔安縣 二都秀篆 長祥樓 

呂 呂君總公派下家譜(代擬二) 福建省 詔安縣 二都秀篆 長祥樓 

呂 呂氏宗淵族譜 福建省 詔安縣 二都秀篆 

埔坪堡玉龍

坑 

呂 呂十六公派下家譜(代擬) 福建省 詔安縣 二都秀篆  

李 李氏族譜(三) 福建省 詔安縣 二都秀篆  

李 李氏族譜(二) 福建省 詔安縣 二都秀篆 

河尾堡大坪

頭庄 

李 李仲信公派下家譜(代擬)(三)福建省 詔安縣 二都秀篆 

河尾堡大坪

頭庄 

李 李仲信公派下家譜(代擬)(二)福建省 詔安縣 二都秀篆 

青龍村麻骨

里 

李 油坑李氏族譜(代擬) 福建省 詔安縣 二都秀篆 青龍山 

李 李姓家譜 福建省 詔安縣 二都秀篆 浮南橋 

游 游德生公派下公媽牌(代擬) 福建省 詔安縣 二都秀篆  

游 王游族譜(五) 福建省 詔安縣 二都秀篆  

游 西洋游氏宗祠重建鑒記 福建省 詔安縣 二都秀篆  

游 游氏醮公派下家譜(代擬) 福建省 詔安縣 二都秀篆  

游 游氏餘慶堂族譜 福建省 詔安縣 二都秀篆  

游 廣平游氏族譜(一) 福建省 詔安縣 二都秀篆  

游 游氏族譜 福建省 詔安縣 二都秀篆 

埔坪堡平石

樓 

游 廣平游氏族譜(三) 福建省 詔安縣 二都秀篆 

埔平堡寨下

東昇樓 

游 廣平游氏族譜(四) 福建省 詔安縣 二都秀篆 

埔平堡寨下

東昇樓 

游 廣平游氏族譜(二) 福建省 詔安縣 二都秀篆 

埔平堡寨下

東昇樓 

游 廣平游氏東興堂永箱房世系表福建省 詔安縣 二都秀篆 埔坪 

游 游氏族譜(一) 福建省 詔安縣 二都秀篆 埔坪保厚堂

游 

宜蘭縣渡台祖茂慎公派游氏家

譜 福建省 詔安縣 二都秀篆 埔坪厚堀 

游 游有英祭祀公業清冊 福建省 詔安縣 二都秀篆 

埔坪堡塘霞

上厝 

游 王游族譜(代擬)(一) 福建省 詔安縣 二都秀篆 龍潭 

                                                 
20 本表整理自：廖正雄，〈宜蘭縣史館館藏譜系簡介—兼談如何製作家譜〉，頁 46-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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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 王游族譜(代擬)(四) 福建省 詔安縣 二都秀篆 龍潭 

游 王念八公派下族譜(代擬) 福建省 詔安縣 二都秀篆 龍潭 

游 游家族譜 福建省 詔安縣 二都秀篆 龍潭 

游 游家世祖族譜 福建省 詔安縣 二都秀篆 

埔坪堡坊石

樓 

游 

游世家廟祭祀公業游東興堂會

員名簿 福建省 詔安縣 二都秀篆  

游 游世家廟祭祀公業會員名簿 福建省 詔安縣 二都秀篆  

游 游氏族譜 福建省 詔安縣 二都秀篆 埔坪保厚堂

游 王游族譜(代擬)(六) 福建省 詔安縣 二都秀篆 埔坪 

游 王游族譜(代擬)(二) 福建省 詔安縣 二都秀篆 埔坪下村 

游 王游族譜(代擬)(三) 福建省 詔安縣 二都秀篆 埔坪下村 

黃 姓黃曆代祖譜冊 福建省 詔安縣 二都秀篆  

黃 黃九公派下家譜(代擬) 福建省 詔安縣 二都秀篆  

黃 黃九公派下族譜(代擬) 福建省 詔安縣 二都秀篆  

黃 黃氏宗親 福建省 詔安縣 二都秀篆  

黃 黃家籍譜 福建省 詔安縣 二都秀篆  

黃 黃壯公派下族譜(代擬) 福建省 詔安縣 二都秀篆 步高樓 

黃 黃龍湖公派下家譜(代擬) 福建省 詔安縣 二都秀篆 

埔平堡厝球

樹下伯公前

敦上員屋 

黃 黃氏族譜(三) 福建省 詔安縣 二都秀篆  

張廖 張廖姓族譜 福建省 詔安縣 二都官陂  

 

由上表得知，呂姓、李姓、游姓、黃姓以詔安縣秀篆鎮為祖籍地，而張廖

姓則以詔安縣官陂鎮為祖籍地。此外，由筆者的田野調查又得蘭陽平原部分賴

姓、陳姓也來自詔安縣客語區，礁溪鄉三民村、冬山鄉太和村與武淵村的賴姓

居民祖籍地為詔安縣秀篆鎮，目前居住於礁溪鄉龍潭村的陳姓居民祖籍地則為

太平鎮白葉地區。必須注意的是，上述呂姓、李姓、游姓以及黃姓，除了游姓、

呂姓祖籍為單一來源，確定為蘭陽地區獨特的詔安姓外，李姓與黃姓則有不同

的祖籍來源，如來自汀州府永定縣、漳州府平和縣、南靖縣等地的李姓；來自

漳州府平和縣、金浦縣（漳浦縣）的黃姓。因此李姓、黃姓詔安客的分佈必須

配合田野實地考察的的交互檢證方能確定。就族譜數量而言，游姓族譜佔居

第一位，就祖籍地來源而言，宜蘭縣的詔安客家大多來自秀篆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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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找出蘭陽平原詔安客的分布區與戶口數 

在確定哪些姓氏來自詔安縣的客家鄉鎮後，筆者進一步利用施添福教授的

《蘭陽平原的傳統聚落—理論架構與基本資料表》所提供的資料，找出蘭陽平

原詔安客的分布區與戶口數，並且依照其分布的集中度，區分出詔安客在蘭陽

平原的密集分布區與稀疏分布區。施教授的研究成果，與作者三個堅實的基

礎。首先，施教授發現，蘭陽平原的傳統聚落組織雖歷經三朝二百多年的變革，

仍然維持著一個穩定的空間組織系統，由此，我們大致可以從目前的行政村

里，追溯至日治時期的街庄和土名、大字和小字，更進一步往上溯源至拓墾時

期的圍和結。這個發現，使我們可以安心地由目前每個廟的祭祀圈範圍，其次，

施教授根據日本政府以地統人的方式，搭配《日據時期戶口調查簿：現戶索引》

的戶籍資料，明確標出每一個居民點在日治時期的居住狀態與居民姓氏比例，

有利於我們比對詔安客姓氏在蘭陽平原的分布區。最後，施教授的研究結果發

現，蘭陽平原的集村狀態，以單姓集村（單一姓氏在居民點中的戶口數超過

50％稱之）和雜姓集村（沒有一個姓氏在居民點中的戶數超過 50％者稱之）

佔多數，比例約是 1：1，一姓集村的比例則非常之少，這是因為墾戶在入墾

蘭地時多為雜姓同耕共墾，並無聚族而居，結成強大宗族的必要性，只是依循

自然法則，繁衍子孫，因而出現一些規模大小不一的姓仔底，點綴在農墾城仔

之間。考慮到這一點，我們在點描詔安客的高密度分布區域與低密度分布區

時，不能以一姓村的絕對優勢比例來作為標準，有必要採取較寬鬆的標準。 

 

除了地籍圖和台灣堡圖，施教授所引用的基礎資料中，最重要的應屬《日

據時期戶口調查簿：現戶索引》，這份資料是民國八十三年戶政機關整理日治

戶口調查簿而成，所有的戶口資料都是按小字部落分別整理成冊，冊中列出每

一戶的戶長姓名和「番地」（門牌號碼），有了這份資料，再對照日治時期的地

籍圖，便可以分析每個小字部落（蘭陽平原共有二百五十個小字）「地番」（土

地號碼）與「番地」（門牌號碼）的對應關係，同時可以找出每個姓氏的分佈

點，由此而構成集村性質或散村性質的居民點（可分為單姓集村聚落的姓仔

底、雜姓集村聚落的隘墾城仔、農墾城仔、其他類型的集村聚落以及散村聚

落），進而於空間上呈現蘭陽平原的傳統聚落類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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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一份資料列出所有的門牌號碼（番地），以及住在同一個號碼內所有戶

長的姓名。因此依據這一份資料，就能整理出該地日治末期，也就是光

復初期所有番地的戶數。⋯⋯⋯⋯. 

地籍圖上標明每一筆土地的號碼（地番），住在某一號碼土地上的人家，

就以此筆土地號碼（地番）為其門牌號碼（番地）。換言之戶籍上的番地

和地籍上的地番屬於同一號碼。那麼有哪些戶籍號碼在空間上相鄰而組

成一個姓仔底、一個城仔或一個居民點，查對地籍圖就可以明瞭了。
21

 

（一） 研究步驟 

在聚落類型的研究方面，其步驟有五點： 

（1） 以小字部落為空間單位，統計所有番地的戶數及其姓氏分布。 

（2） 以小字為空間單位，對照戶籍番地和地籍圖的地番，將相鄰的戶籍

番地合併成一個居民點，不相鄰者則視為一個獨立的居民點，進而

統計每一居民點的戶數及姓氏分布，並做成統計表，以瞭解每一居

民點的規模和血緣結構。 

（3） 以十戶作為劃分集村和散村的臨界點，即一個居民點若居住十戶或

以上，則視為集村；以下則視為散村。 

（4） 以地籍圖和堡圖相對照，找出集村在堡圖上的位置，進而參考戶口

簿，文獻資料和田野調查資料，以分辨哪些是姓仔底，哪些是農墾

城仔、隘墾城仔或其他類的雜姓集村。 

（5） 計算每一個小字的集村度，及求出小字內集村的戶數佔總戶數的百

分比。並以集村度 50％為臨界點，作為劃分散村聚落和集村聚落的

依據，大於此數則將正個小字部落視為集村聚落，反之則歸入散村

聚落。
22
 

 

    換句話說，施教授從番地、到地番，區別每個居民點的聚落屬性，進一步

                                                 
21 施添福，《蘭陽平原的傳統聚落—理論架構與基本資料》，頁 8。 
22 施添福，《蘭陽平原的傳統聚落—理論架構與基本資料》，頁 1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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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義更大範圍的小字是屬於集村聚落或散村聚落，這樣，就完成了這本書的第

一個目的：歸納蘭陽平原的聚落屬性。 

    在血緣類型方面，則搭配堡圖與地籍圖，從《日據時期戶口調查簿：現戶

索引》的姓氏與番地資料，標出每一個居民的姓氏戶口數，以區別姓仔底、單

姓集村、雜姓集村與一姓村。凡一居民點的某一姓氏戶口數，超過此居民點的

總戶口數 50％，則此居民點為單姓集村（即姓仔底），若低於 50％，則為雜姓

集村。凡一小字內的單姓集村數目超過此小字居民點總數的 50％，則此小字

稱為單姓集村聚落。若低於 50％則稱為雜姓集村聚落。 

    根據上述步驟，進一步分析每一個小字部落所獲得的資料，施教授再整理

統合成二個資料表（姓氏分布表和聚落類型表）和一張標示小字部落範圍及各

類集村的地圖。23，而本文參引的資料，就是蘭陽平原每一個小字的姓氏分布

表。 

姓氏分布表，主要在顯示小字部落內各姓氏的戶數分布及戶數最多的前五

大姓總戶數的比例，並依據林美容的方法24，將小字部落歸類為一姓村、主姓

村或雜姓村，此種分類的目的在概括聚落血緣性的高低，因此可稱為聚落的血

緣類型，或簡稱血緣類型。25

在這之前，有一個專有名詞必須先予以說明。首先是宜蘭人對於一種聚落

類型的特殊用語－－姓仔底，在文中施教授有如下說明： 
 

所謂單姓集村，即姓仔底，並非只有一姓的集村。在蘭陽平原社會的

形成和發展過程中，大部分的姓仔底，或因為女兒招贅，或因兒子早

逝而為媳婦招夫，或為忠良的長工娶妻落戶等，皆使原為一姓的姓仔

底，出現一些其他的姓氏，凡此應無損於作為一個血緣集村的本質。

唯在分類上，不易決定一個臨界點，以區別單姓和雜姓集村。本研究

乃採從寬的處理方法，而以集村中是否有一姓的比例佔百分之五十以

上，作為分類的指數或臨界點。但因考慮到此一臨界點的爭議性，凡

                                                 
23 施添福，《蘭陽平原的傳統聚落—理論架構與基本資料》，頁 17。 
24 林美容，〈一姓村、主姓村與雜姓村—台灣漢人聚落型態的分類〉，《鄉土史與村庄

史—人類學者看地方》（台北：台原出版社），頁 265-301。 
25 施添福，《蘭陽平原的傳統聚落—理論架構與基本資料》，頁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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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一姓的姓仔底，則於表中該優勢姓後以括弧註明其戶數，以供參考26。 

 

姓仔底是宜蘭人對於單姓集村的特殊用語，從「單姓」一詞，就可以發

現，姓仔底是一種血緣集村，從上面的引文更可以幫助我們瞭解，姓仔底是由

一姓村過渡到雜姓村的過程中形成而成。而透過用姓仔底的分布圖，我們可以

點出詔安客姓仔底的分布區。 

施教授的在蘭陽平原聚落、姓氏和戶數上的研究成果，不僅提供了筆者

找出蘭陽平原詔安客分佈的絕佳途徑，也解決了筆者以前土法煉鋼式地挨村挨

戶茫茫人海尋客蹤的窘境。在施教授嚴謹且全面的研究基礎上，我們用詔安客

的姓氏，搭配〈小字的姓氏分佈和聚落類型資料表〉找出日治時期蘭陽平原詔

安客的分佈。 

至於一姓村、主姓村與雜姓村的差異，分別說明如下： 

施添福依據姓氏在聚落中的戶口比例，將蘭陽平原的 250個傳統聚落（小

字）以血緣類型分為一姓村、主姓村及雜姓村三種，其中，主姓村數目有 120

個，雜姓村數目有 103個，兩者大約相當，而一姓村僅有 17個。施添福指出，

上述事實相當程度反映在蘭陽平原聚族而居並不是一個普遍現象。 

表 3-5 一姓村、主姓村與雜姓村比較表 
 定義 小字數目（總數：250，

有 10 個缺乏資料，無法

判別） 

一姓村 小字內單一姓氏所佔的戶數

比例超過該小字內總戶數的

50% 

17 

主姓村 

 

1. 小字內前五大姓戶數比

例超過該小字總戶數比例

50%。 

2. 五大姓中有一姓氏為下
一姓氏的一倍以上。 

120 

雜姓村 

 

不符合一姓村與主姓村條件

者稱之。 

103 

利用施添福的〈小字的姓氏分佈和聚落類型資料表〉，我們可以進一

步估算姓氏比例的高低範圍，藉此定義出一個姓氏究竟佔總戶口數的多

                                                 
26施添福，《蘭陽平原的傳統聚落—理論架構與基本資料》，頁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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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比例，才算是多數，在多少比例以下，則是少數。若以前五大姓的戶

數比例來看，除了一姓村以單一姓氏即佔半數以上的壓倒性優勢之外，以平均

數來算，主姓村中的前五大姓，每一姓氏的戶數比例最多將近 20％，最少約

有 10％，因此我們可以說，一個姓氏若在其聚落戶數達到 20％的標準，即為

該聚落內戶數佔高比例的姓氏。此一標準，不論在主姓村或雜姓村內均適用。

又因為我們以詔安客的民族屬性作為主要的變項，所以小字內所有的詔安客姓

氏應以一姓視之，因此，我們以小字內的詔安客姓氏總數是否達到 20％為標

準，達到 20％以上者為詔安客高密度分布區，未達 20％者為低密度分布區。 

    我們根據詔安客姓氏配合〈小字的姓氏分佈和聚落類型資料表〉製成本章

附錄，即游姓、黃姓、呂姓、李姓、廖姓、賴姓詔安客家姓氏分佈表，另外我

們也針對「姓仔底」的單姓集村，製成詔安客家姓仔底分佈表，最後我們用地

理資訊系統（GIS）將兩者疊合，繪成下頁蘭陽平原詔安客家人分佈圖，並以

20％為區界，淺綠色斜線部分為詔安客分布低於該地區總戶口數 20％者，我

們稱為詔安客低密度分布區，而較深綠色格子線部分則為詔安客分布高於該

地區總戶口數 20％者，我們稱為詔安客高密度分布區，至於圖中的紅色小人

標誌，則是有詔安客姓仔底的聚落。詔安客家的比例層次與使用 khiam的廟宇

之間的交互關係，我們將留到第四章討論。 

從分佈圖我們可以看到，蘭陽平原的詔安客分佈具有三個特色，第一，

詔安客分佈集中於沿山地帶，溪北地區從礁溪鄉至員山鄉，溪南地區由三星

鄉、冬山鄉乃至蘇澳鎮，詔安客大多分佈於沿山地區的村落，第二，從分佈

的密集度而言，溪南地區多於溪北地區，特別是在冬山鄉幾乎每個村落都有

詔安客分佈。第三、詔安客的高密度分布區主要有冬山鄉、員山鄉、礁溪鄉，

以及壯圍鄉、宜蘭市與三星鄉的一小部分；姓仔底的分布區域也大致吻合高密

度分布區的狀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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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4 蘭陽平原詔安客分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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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附表                                                                         
（一）表 3-6 詔安客家姓氏分佈基本資料表 
1.游姓詔安客 

詔安客姓氏 鄉鎮名 現今村里名

昭和二十

聚落大字

昭和二十

聚落小字

佔該小

字姓氏

排名 

該姓在小字內

戶數 
（比例） 

蘇澳鎮 永樂里 蘇澳 白米甕 23（12.30%） 
礁溪鄉 林美村 林尾 林尾 42（19.27%） 
礁溪鄉 三民村 蕃割田 蕃割田 41（43.62%） 
礁溪鄉 白鵝村 柴圍 柴圍 57（34.97%） 
員山鄉 員山村 外員山 員山 80（29.30%） 
宜蘭市 建業里 四鬮 四鬮一 13（25.00%） 
壯圍鄉 忠孝村 壯六 壯六 57（39.58%） 

冬山鄉 鹿埔村 鹿埔 松樹門 17（12.88%） 

冬山鄉 補城村 補城地 補城地 37（26.24%） 

冬山鄉 補城村 補城地 補城地 37（26.24%） 
冬山鄉 丸山村 員山 八寶 61（15.10%） 
冬山鄉 八寶村 員山 公埔 18（34.62） 

冬山鄉 太和村 太和 太和 58（36.48%） 

游 

 

冬山鄉 太和村 太和 楓樹橋 

第一 

 

15（33.33%） 

詔安客姓氏 鄉鎮名 現今村里名

昭和二十

聚落大字

昭和二十

聚落小字

佔該小

字姓氏

排名 

該姓在小字內

戶數（比例） 

羅東鎮 竹林里 竹林 竹林 55（17.92%） 
礁溪鄉 三民村 十六結 三圍 7（8.33%） 
員山鄉 尚德村 三鬮 三鬮二 31（12.92%） 
壯圍鄉 美城村 土圍 土圍 26（22.61） 
冬山鄉 柯林村 廣興 柯仔林 19（10.61%） 

游 

 

五結鄉 利澤村 五十二甲 五十二甲

第二 

 

10（19.23%） 

詔安客姓氏 鄉鎮名 現今村里名

昭和二十

聚落大字

昭和二十

聚落小字

佔該小

字姓氏

排名 

該姓在小字內

戶數（比例） 

蘇澳鎮 蘇南里 蘇澳 蘇澳 22（6.85%） 
羅東鎮 北成里 北成 北成 26（12.38%） 

礁溪鄉 德陽村 湯圍 湯圍 14（8.05%） 
礁溪鄉 玉田村 茅埔 茅埔 6（9.09%） 

游 

 

礁溪鄉 玉田村 踏踏 踏踏 

第三 

 

20（13.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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礁溪鄉 龍潭村 大陂 大陂 30（9.90%） 
頭城鎮 港口里 港澳 港口 6（5.77%） 
員山鄉 永和村 內員山 中和 3（7.14%） 
員山鄉 蓁巷村 洲子 蚊子煙埔 1（20.00%） 
宜蘭市 建業里 四鬮 四鬮二 11（11.34） 

冬山鄉 

冬山村 
安平村 冬瓜山 冬瓜山 5（7.04%） 

  

三星鄉 尚武村 中溪洲 桕腳蔀 6（12.00%） 

詔安客姓氏 鄉鎮名 現今村里名

昭和二十

聚落大字

昭和二十

聚落小字

佔該小

字姓氏

排名 

該姓在小字內

戶數（比例） 

蘇澳鎮 龍德里 隆恩 隆恩 8（8.99%） 
羅東鎮 北成里 北成 北投 5（11.36%） 

冬山鄉 廣興村 廣興 廣興 17（6.12%） 
冬山鄉 八寶村 員山 零工圍 6（9.84%） 

冬山鄉 中山村 員山 零工圍 6（9.84%） 

冬山鄉 東城村 阿兼城 內城 7（11.11%） 

游 
 

三星鄉 尾塹村 尾塹 清洲 

第四 

 

11（7.91%） 

詔安客姓氏 鄉鎮名 現今村里名

昭和二十

聚落大字

昭和二十

聚落小字

佔該小

字姓氏

排名 

該姓在小字內

戶數（比例） 

羅東鎮 東安里 十八稃 十八稃 17（6.20%） 
羅東鎮 浮崙里 阿里史 浮崙 18（6.34） 
羅東鎮 西安里 阿里史 阿里史 13（5.49） 
礁溪鄉 玉石村 白石腳 白石腳 24（4.71％） 
礁溪鄉 白鵝村 柴圍 柴圍 9（6.98％） 
礁溪鄉 吳沙村 四結 四結 22（6.03％） 
頭城鎮 武營里 拔雅林 武營 10（4.81％） 
壯圍鄉 大福村 大福 大福 5（2.11%） 
冬山鄉 群英村 九分 九分 10（9.35%） 

冬山鄉 得安村 鹿埔 茅埔圍 11（5.42%） 
冬山鄉 南興村 冬瓜山 南興 27（6.04%） 
冬山鄉 香和村 香員宅 香員宅 7（4.64%） 

五結鄉 四結村 四結 四結 23（7.88%） 

游 
 

 

三星鄉 行健村 三星 石頭圍 

第五 

 

4（5.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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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呂姓詔安客 
 
詔安客 
姓氏 鄉鎮名 現今村里名

昭和二十 
聚落大字 

昭和二十 
聚落小字 

佔該小字姓

氏排名 

該姓在小字內

戶數（比例） 

呂 員山鄉 逸仙村 大湖 大湖 第一 69（15.72%） 
詔安客 
姓氏 鄉鎮名 現今村里名

昭和二十 
聚落大字 

昭和二十 
聚落小字 

佔該小字姓

氏排名 

該姓在小字內

戶數（比例） 

呂 員山鄉 深溝村 深溝 深溝 第三 7（9.72%） 

3.黃姓詔安客 

詔安客姓氏 鄉鎮名 現今村里名

昭和二十 
聚落大字 

昭和二十 
聚落小字 

佔該小字姓

氏排名 

該姓在小字內

戶數（比例） 

黃 員山鄉 湖西村 大湖 隘界 第一 36（13.74%） 

詔安客姓氏 鄉鎮名 現今村里名

昭和二十 
聚落大字 

昭和二十 
聚落小字 

佔該小字姓

氏排名 

該姓在小字內

戶數（比例） 

冬山鄉 廣興村 廣興 廣興 47（16.91%） 

冬山鄉 永美村 打那美 打那美 37（21.64%） 

冬山鄉 八寶村 員山  零工圍 8（13.11%） 

冬山鄉 太和村 太和 太和 43（27.04） 
冬山鄉 香和村 香員宅 香員宅 27（17.88%） 
冬山鄉 中山村 員山 零工圍 8（13.11%） 

黃 

 

三星鄉 萬德村 紅柴林 二萬五 

第二 

 

24（10.34） 

詔安客姓氏 鄉鎮名 現今村里名

昭和二十 
聚落大字 

昭和二十 
聚落小字 

佔該小字姓

氏排名 

該姓在小字內

戶數（比例） 

冬山鄉 鹿埔村 鹿埔 松樹門 15（11.36%） 

冬山鄉 順安村 順安 順安 24（10.08%） 
冬山鄉 南興村 冬瓜山 南興 55（12.30%） 
三星鄉 大洲村 大洲 大洲 26（8.25%） 

黃 

三星鄉 貴林村 紅柴林 八王圍 

第三 

 

3（8.11%） 

詔安客姓氏 鄉鎮名 現今村里名

昭和二十 
聚落大字 

昭和二十 
聚落小字 

佔該小字姓

氏排名 

該姓在小字內

戶數（比例） 

員山鄉 逸仙村 大湖 大湖 32（7.29%） 
員山鄉 逸仙村 大湖 大湖 32（7.30%） 

冬山鄉 

冬山村 
安平村 冬瓜山 冬瓜山 5（7.04%） 

三星鄉 行健村 三星 石頭圍 6（7.59%） 

黃 

三星鄉 月眉村 三星 月眉 

第四 

 

34（7.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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詔安客姓氏 鄉鎮名 現今村里名

昭和二十 
聚落大字 

昭和二十 
聚落小字 

佔該小字姓

氏排名 

該姓在小字內

戶數（比例） 

冬山鄉 補城村 補城地 補城地 12（8.51%） 

冬山鄉 補城村 補城地 補城地 12（8.51%） 

冬山鄉 補城村 補城地 里腦 6（8.22%） 

冬山鄉 三奇村 奇武荖 奇武荖 15（9.32%） 

黃 

冬山鄉 八寶村 員山 公埔 

第五 

 

4（7.69%） 

 
4.李姓詔安客 
 
詔安客 
姓氏 鄉鎮名 現今村里名

昭和二十 
聚落大字 

昭和二十 
聚落小字 

佔該小字姓

氏排名 

該姓在小字內

戶數（比例） 

冬山鄉 珍珠村 珍珠里簡 珍珠里簡 59（36.88%） 
冬山鄉 南興村 冬瓜山 南興 91（20.36%） 
冬山鄉 香和村 香員宅 香員宅 34（22.52%） 

冬山鄉 

冬山村 
安平村 冬瓜山 冬瓜山 24（33.80%） 

李 

 

冬山鄉 東城村 阿兼城 內城 

第一 

 

16（25.40%） 

詔安客 
姓氏 鄉鎮名 現今村里名

昭和二十 
聚落大字 

昭和二十 
聚落小字 

佔該小字姓

氏排名 

該姓在小字內

戶數（比例） 

冬山鄉 鹿埔村 鹿埔 松樹門 16（12.12%） 

冬山鄉 補城村 補城地 補城地 22（15.60%） 

冬山鄉 補城村 補城地 補城地 22（15.60%） 

冬山鄉 補城村 補城地 里腦 12（16.44%） 

李 

 

冬山鄉 三奇村 奇武荖 奇武荖 

第二 

 

20（12.42%） 
詔安客 
姓氏 Town_name 現今村里名

昭和二十 
聚落大字 

昭和二十 
聚落小字 

佔該小字姓

氏排名 

該姓在小字內

戶數（比例） 

冬山鄉 群英村 九分 九分 12（11.21%） 
冬山鄉 鹿埔村 鹿埔 鹿埔 7（14.89%） 

冬山鄉 丸山村 員山 八寶 36（8.91%） 
冬山鄉 大興村 阿兼城 阿兼城 14（7.22%） 

李 

 

三星鄉 月眉村 三星 月眉 

第三 

 

39（8.32%） 
詔安客 
姓氏 鄉鎮名 現今村里名

昭和二十 
聚落大字 

昭和二十 
聚落小字 

佔該小字姓

氏排名 

該姓在小字內

戶數（比例） 

三星鄉 大洲村 大洲 大洲 16（5.08%） 
三星鄉 尚武村 中溪洲 中溪洲 4（8.00%） 

李 

 
三星鄉 萬富村 紅柴林 紅柴林 

第四 

 
9（10.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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詔安客 
姓氏 鄉鎮名 現今村里名

昭和二十 
聚落大字 

昭和二十 
聚落小字 

佔該小字姓

氏排名 

該姓在小字內

戶數（比例） 

蘇澳鎮 隘丁里 隘丁 隘丁 7（4.46%） 
冬山鄉 清溝村 順安 紅水溝 7（6.03%） 

冬山鄉 順安村 順安 順安 14（5.88%） 

冬山鄉 太和村 太和 太和 5（3.14%） 

李 

 

三星鄉 萬德村 紅柴林 二萬五 

第五 

 

19（8.19%） 

 
 
 
5.賴姓詔安客 
詔安客 
姓氏 鄉鎮名 現今村里名

昭和二十 
聚落大字 

昭和二十 
聚落小字 

佔該小字姓

氏排名 

該姓在小字內

戶數（比例） 

賴 礁溪鄉 三民村 十六結 三圍 第一 42（50.00%） 
詔安客 
姓氏 鄉鎮名 現今村里名

昭和二十 
聚落大字 

昭和二十 
聚落小字 

佔該小字姓

氏排名 

該姓在小字內

戶數（比例） 

賴 冬山鄉 武淵村 三堵 二堵 第二 3（20.00%） 

詔安客 
姓氏 鄉鎮名 現今村里名

昭和二十 
聚落大字 

昭和二十 
聚落小字 

佔該小字姓

氏排名 

該姓在小字內

戶數（比例） 

賴 冬山鄉 太和村 太和 楓樹橋 第三 5（11.11%） 
詔安客 
姓氏 鄉鎮名 現今村里名

昭和二十 
聚落大字 

昭和二十 
聚落小字 

佔該小字姓

氏排名 

該姓在小字內

戶數（比例） 

賴 冬山鄉 武淵村 武淵 武淵 第四 6（8.82%） 

 
6.陳姓詔安客 

詔安客姓氏 鄉鎮名 現今村里名

昭和二十 
聚落大字 

昭和二十 
聚落小字 

佔該小字姓

氏排名 

該姓在小字內

戶數（比例） 

礁溪鄉 龍潭村 大陂 大陂 36（11.88） 陳 

 員山鄉 逸仙村 大湖 大湖 
第二 

68（15.49%） 

詔安客姓氏 鄉鎮名 現今村里名

昭和二十 
聚落大字 

昭和二十 
聚落小字 

佔該小字姓

氏排名 

該姓在小字內

戶數（比例） 

陳 員山鄉 湖東村 大湖 茄苳林 第五 7（7.22%） 

 
7.廖姓詔安客 

詔安客姓氏 鄉鎮名 現今村里名

昭和二十 
聚落大字 

昭和二十 
聚落小字 

佔該小字姓

氏排名 

該姓在小字內

戶數（比例） 

廖 冬山鄉 得安村 鹿埔 茅埔圍 第三 25（1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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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7 詔安客姓仔底分佈表 

詔安客 
姓仔底 鄉鎮名 村里名 

昭和二十 
聚落大字 

昭和二十 
聚落小字 

佔該小字

姓氏排名

該姓在小

字內戶數

（比例） 血緣類型 

呂 員山鄉 逸仙村 大湖 大湖 第一 69（15.72%）主姓村 

冬山鄉 補城村 補城地 補城地 第二 22（15.60%）雜姓村 

李 冬山鄉 珍珠村 珍珠里簡 珍珠里簡 第一 59（36.88%）主姓村 

員山鄉 湖西村 大湖 隘界 第四 24（9.16%）雜姓村 

陳 員山鄉 逸仙村 大湖 大湖 第二 68（15.50%）主姓村 

礁溪鄉 三民村 蕃割田 蕃割田 第一 41（43.62%）主姓村 

礁溪鄉 白鵝村 柴圍 柴圍 第一 57（34.97%）主姓村 

礁溪鄉 龍潭村 大陂 大陂 第三 30（9.90%）主姓村 

礁溪鄉 吳沙村 四結 四結 第五 22（6.03％）主姓村 

員山鄉 尚德村 三鬮 三鬮二 第二 31（12.92%）主姓村 

員山鄉 員山村 外員山 員山 第一 80（29.30%）主姓村 

壯圍鄉 忠孝村 壯六 壯六 第一 57（39.58%）主姓村 

羅東鎮 竹林里 竹林 竹林 第二 55（17.92%）雜姓村 

羅東鎮 北成里 北成 北成 第三 26（12.38%）主姓村 

冬山鄉 八寶村 員山 公埔 第一 18（34.62） 雜姓村 

冬山鄉 太和村 太和 太和 第一 58（36.48%）主姓村 

冬山鄉 補城村 補城地 補城地 第一 37（26.24%）雜姓村 

三星鄉 尚武村 中溪洲 桕腳蔀 第三 6（12.00%）雜姓村 
游 
 壯圍鄉 美城村 土圍 土圍 第二 26（22.61） 主姓村 

冬山鄉 廣興村 廣興 廣興 第二 47（16.91%）雜姓村 

冬山鄉 永美村 打那美 打那美 第二 37（21.64%）主姓村 

冬山鄉 順安村 順安 順安 第三 24（10.08%）雜姓村 

冬山鄉 太和村 太和 太和 第二 43（27.04） 主姓村 黃 
 冬山鄉 香和村 香員宅 香員宅 第二 27（17.88%）主姓村 

廖 員山鄉 同樂村 新城 新城 第十一 7（3.02%） 雜姓村 

賴 
 礁溪鄉 三民村 十六結 三圍 第一 42（50.00%）一姓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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