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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甲地區的集村結構與區域化*

陳美鈴
＊＊

一、前言

（一）問題源起

過去幾年在嘉義地區的研究，大型集村的姓氏結構多雜姓村，且村落內

部居民聚族而居的現象非常顯著。由於在嘉義地區的研究，許多傳統鄉村聚落，

內部的小地名，都有特定的血緣族群佔居；也發現某些聚落內部因宗教活動的社

會分工結果，產生具空間性的角頭地名，但並未進一步處理地名的階層性與空間

性的問題。	(1)	

嘉南平原的聚落特徵是多大型集村，其又以臺南地區的集村規模，普遍大於

嘉義地區。筆者對臺南平原聚落的了解，源於林瑋嬪教授邀請的共同研究：第	 1	
年（2001.8.1-2002.7.31），著重在了解地區的自然環境基礎變遷與聚落發展的關
係；第	2	年（2002.8.1-2004.1.31），乃將範圍限縮於以學甲街為中心的所謂「學
甲十三庄祭祀體系」。	(2)	在共同討論的過程中，林教授比較偏重在文化的內涵與

		*	 本文係筆者參與國立臺灣大學人類學系林瑋嬪教授主持的國科會補助研究計畫「臺南平原
聚落性質的探討（Ⅱ）─以學甲十三庄祭祀體系為例（計畫編號：91-2412-H-002-023）」
的副成果。文稿撰寫過程中，承蒙臺灣師大地理系林聖欽教授及兩位匿名審稿者，詳細審
閱初稿，並提供許多相當寶貴的意見；然文稿內文若有任何缺失，責任由筆者自負。賢棣
黃同鋒、張家瑋、黃棋鉦、王思淇，協助資料整理與野外實察，高鈺普、張芝廷、潘竹梅
協助繪圖，在此一併致謝。

		**	 國立嘉義大學史地學系副教授。
	(1)		 參閱陳美鈴，〈嘉義縣水上鄉的地名源起與地區特色〉，《國立嘉義大學人文藝術學

報》，第	1	期（2002），頁	301-336；陳美鈴，〈朴子地區的生態環境變遷與地名〉，《
國立嘉義大學人文藝術學報》，第	3	期（2004），頁	227-266。

	(2)		 與林教授的合作，第	1	年計畫編號：90-2412-H-002-010，第	2	年計畫編號：91-2412-H-002-
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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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方式的關係，	(3)	筆者較感興趣的是這個社會組織的空間性與階層性的形成過

程。

第二年的深入訪查，	(4)	由於需要了解影響早期學甲聚落發展的關係，而到將

軍鄉苓仔寮，調查該地的姓氏血緣結構與內部社會組織，意外發現大型集村內部

的「角頭」地名，具實質空間性，乃傳統宗教信仰組織的社會分工之區域劃分結

果；也發現傳統鄉村聚落內部宗教生活空間的階層性與複雜性。進一步啟發個人

對節慶時人力資源的運用與配置的好奇，也亟欲了解維持一間廟的基本事務和運

作，需要的人力資源有多少？傳統鄉村聚落的階層性，究竟是如何形成的？

鑒於過去的聚落研究，少有處理聚落內部社會分工的方式與其範圍的關係，

即社會空間組織與地名的關係；故無法了解傳統鄉村聚落的空間，究竟透過甚麼

樣的分工合作過程，才形構出具實質空間的地名？而聚落分移的結果，係透過怎

樣的形式與母聚落維持關係？這種關係有何階層性與空間性？現代行政管理制

度，對地名空間認知的轉化又如何？上述諸問題，亟待進一步釐清，以理解集村

的結構與區域化過程。

水津一朗曾就地理學的區域觀點，提出「人類社會的生活空間就是區域，文

化是維持生活空間的必要手段；價值系統是促使區域統一的因素，當他消失時，

此一生活空間可能喪失統一性，轉而融合於較大的範圍，重新結合成另一統一

體」。	(5)	類似晚近新區域地理的區域概念，認為區域是一種社會結構的動態過

程。	(6)	此有助於思考：生態環境變遷、空間重組與地名的關係，聚落內部結構與

角頭地名的關係，以及聚落發展與祭祀組織空間的變遷。

再者，施添福先生從政策及行政管理和教化的角度，討論日本時代因政權轉

換，透過地籍圖的調繪、區分地段，結合戶籍資料，實施以地統人的行政管理；

使傳統聚落由血緣所架構的社會空間－自然村，轉化成認同一定空間範圍（行政

區）的地域社會。	(7)	則提供本文由學甲地域的形成與轉化，思考傳統鄉村地區的

	(3)		 林教授後續發表兩篇相關論文：（1）臺灣廟宇的發展：從一個地方庄廟的神明信仰、企
業化經營以及國家文化政策談起，（2）「風水寶地」的出現：移民與地方再造。參閱林
瑋嬪，〈臺灣廟宇的發展：從一個地方庄廟的神明信仰、企業化經營以及國家文化政策
談起〉，《國立臺灣大學考古人類學刊》，第	 62	期（2005），頁	 56-92；林瑋嬪，〈「
風水寶地」的出現：移民與地方再造〉，	 刊於《空間與文化場域：空間之意象、實踐與
社會的生產》（2009），頁	299-334，黃應貴主編，臺北：漢學研究中心。

	(4)		 計畫主持人林瑋嬪教授，負責中洲、頭港以西各聚落調查；筆者為共同主持人，負責學
甲市街地區，及其以東、北部各聚落的調查。

	(5)		 水津一朗，《社會地理學》（東京：朝倉書局，1968），頁	33-87。
	(6)		 陳國川，〈我國國中地理教材的主題和地理概念分類〉，《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地理研究

所研究報告》，第	17	期（1991），頁	21-24。
	(7)		 參見施添福，〈日治時代臺灣地域社會的空間結構及其發展機制－以民雄地方為例〉，

《臺灣史研究》，第	8	卷第	1	期（2001），頁	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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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村與行政村名的階層性，以及其空間性的從屬關係。2007	年，更指出「清

代所建立的空間秩序（里保行政區），不但是建立社會的前提之一，且是培植空

間意義與鄉土社會意識和鄉土意識的基礎。」	(8)	兩篇論述，同樣都是討論由國家

力量介入，影響形成的社會空間。其觸動本文由學甲地域的形成與轉化，思考傳

統鄉村地區的自然村與行政村名的階層性，以及其空間性的從屬關係；更進一步

深思國家力量對聚落區域化的影響，及居民對生活空間意識的建構與指認。

（二）研究目的與方法

基於以上的討論，本文擬透過歷史地理的研究途徑，探討集村的區域化過

程，研究目的如下：

（1）了解學甲地區生活環境的變遷與居落分移的關係。

（2）了解聚落居民的互賴關係、聚落結構與階層性。

（3）分析學甲地區的社會組織與生活空間。

（4）釐清學甲地區地名空間的階層性。

在研究方法上，特別著重聚落內部族群的佔居空間，各姓氏移入時間的先

後。血緣與地緣關係的釐清，需藉由深入的訪查與族譜資料的搜集；聚落之間宗

教組織的社會關係，則由各聚落居民對責任與義務關係的認定，以及廟會活動內

容與型式的歷史變遷，觀察中心聚落與外圍聚落的空間指認與歸屬感。有廟集村

的基本規模需求，係由各個廟會活動的內容與人力資源運用，歸納可滿足建構基

本宗教生活空間的戶數。調查中心聚落內部小地名的空間範圍與廟會活動分工的

空間配置，整理各式地名空間的階層性。

　（三）研究區選定

臺南平原北部地區，存在數個祭祀組織的空間；各區的空間範圍，多是以一

些清代的市街為中心，所形成的影響圈，但學甲十三庄祭祀圈則例外。初步研究

的結果，似與聚落人口的分移，由血緣的關係，進而形成區域性的宗教組織有

關。且發現其內部社會組織嚴密，居民對地名的空間認知，深具階層性的現象特

別明顯；中心聚落的學甲，更有角頭組織，各角頭的區域界線清楚劃分。

所謂學甲十三莊，係指今臺南縣學甲鎮的學甲、中洲、大灣、草坔、山寮、

宅仔港、學甲寮、倒風寮等	8	庄，以及北門鄉的三寮灣、溪底寮、二重港、渡仔

	(8)		 施添福於	 2007.12.20-21，在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舉辦的「族群歷史與地域社會學術
研討會」中，發表〈國家、里保與地域社會：以清代臺灣北部的官治與鄉治為中心〉一
文，所作的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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頭、灰磘港等	5	庄。	(9)	經實地訪察，每一庄之下又由一些村莊（自然村）或有組

織的宗族地域所組成，是以此	 13	庄乃代表名號；實則以學甲慈濟宮為中心，形

構出一個所謂「十三莊四十七角頭」的面狀宗教信仰區域。

此一祭祀組織空間所涵蓋的地區，分布於臺南縣西北部的的近海地區。清代

康熙年間，此區在行政上原劃屬諸羅縣開化里的佳里興堡；至道光年間，才分立

為學甲堡。	(10)	由於：「清代所建立的空間秩序（里保行政區），不但是建立社

會的前提之一，且是培植空間意義與鄉土社會意識和鄉土意識的基礎。」因此，

乃決定以此一宗教信仰區域為研究區，討論聚落關係的區域化過程（圖	1）。

圖	1		學甲堡聚落分布圖（1904）
資料來源：	整理自臨時臺灣土地調查局（1940），《臺灣堡圖》，學甲、鹽水港、鐵

線橋、北門嶼、王爺港、馬沙溝圖幅。

	(9)		 黃有興，〈學甲慈濟宮與壬申年祭典紀要〉，《臺灣文獻》，第	46	卷第	4	期（1995），
頁	110。

	(10)		盧嘉興，《臺南縣志稿卷首：第三篇疆域》（臺南：臺南縣文獻委員會，1957），頁	39-44，
伊能嘉矩，《大日本地名辭書續編：第三臺灣》（東京：富山房，1909），頁	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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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生態環境的變遷

（一）地勢低平、多潟湖和濱外沙洲

本研究區位於臺南平原西北部，濱臨臺灣海峽，位於八掌溪、急水溪和將軍

溪（古曾文溪）流域之下游河口地帶，所以地勢低平，地表起伏不大。一般地區

的高度，多在海拔	3	公尺以下，極為平坦；僅局部因有沙丘地（俗稱沙山仔、沙

崙）較為突起，但高度也多在	5	公尺以下（圖	2）。由中洲向東看，以學甲－大

灣之間的地勢最高。沿海一帶，除了風積地形的沙丘以外，尚有潟湖和濱外沙洲

等，海成的地形景觀。如：學甲鎮的竹篙山和畚箕湖山，清代的南鯤鯓和馬沙

溝，現在的王爺港汕、青山港汕。此外，自日本時代以來，內海不斷被圍成鹽

田，原為濱外沙洲的青山港汕，已遭人為陸連，而成沙嘴地形。

圖	2	臺南平原北部的地表水流分布圖　
註：為本研究補註地點。

資料來源：	描繪自S.	C.	Sun,	(1970),	“Photogeologic	Study	of	the	
Tainan-Hsinying	Coastal	Plan,	Taiwan.”

圖	2	臺南平原北部的地表水流分布圖　
註：為本研究補註地點。

資料來源：	描繪自S.	C.	Sun,	(1970),	“Photogeologic	Study	of	the	
Tainan-Hsinying	Coastal	Plan,	Taiw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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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地多昔日倒風內海浮覆地

1	古為三大內海區之ㄧ

荷蘭時代以至清代，將軍溪口地區，即古曾文溪河口區的一部分，係屬臺江

內海的北端。	(11)	依荷蘭時期，Pieter	 Jansz（1636）所繪之海圖；	(12)	以及清代乾

隆古地圖，即可見本區濱外沙洲發達，有顯著之洲潟海岸地形（附錄1、2）。由

北至南分別有：魍港、倒風、臺江等，規模較大的內海（潟湖）；西側則有眾多

的濱外沙洲，南北排列。

清領初期（康熙年間），臺南平原的海岸線，約今	5m	等高線附近；大致沿

嘉義縣的崩山（布袋鎮）、過路子（義竹鄉）、學甲而下，當時的中洲可能尚為

濱外沙洲。	(13)	當時由過路子至學甲之間的海岸線，係面積廣約	 60㎞²	的「倒風

內海」，內分三支海汊，向南、向東分別可到達麻豆、茅港尾、鐵線橋等市街，

其南方的即為臺江內海；濱外沙洲規模較大者，有北鯤身、南鯤身、北門嶼、馬

沙溝、青鯤鯓。（圖	3）

	(11)		將軍溪口以南至二仁溪之間的潟湖區，即史料上所稱臺江內海的範圍。
	(12)		格斯.冉福立(Kees	Zandvliet)著、江樹生譯，《十七世紀荷蘭人繪製的臺灣老地圖（上）、	

（下）》，（臺北：漢聲，1997），頁	112-115。
	(13)		張瑞津、石再添、陳翰林，〈臺灣西南部嘉南平原的海岸變遷研究〉，《臺灣師大地理

研究報告》，第	28	期（1998），頁	86-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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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年間，八掌溪改經鹽水港海汊注入倒風內海後，內海才迅速淤積；19	

世紀（同治初年）時，海岸線已推進至約今等高線	3	公尺附近，如：渡子頭。	(14)	

由於潟湖淤積的結果，海岸線便不斷向西推移至今位置，此可由本區的地層

分布的空間差異比對出來。其臺南層西緣即約當康熙年間的海岸線，潟湖和沼澤

	(14)		張瑞津、石再添、陳翰林，〈臺灣西南部嘉南平原的海岸變遷研究〉，《臺灣師大地理
研究報告》，第	28	期（1998），頁	86-87。

圖	3	臺南地區海岸線變遷圖
註：	改繪自陳翰林，〈十七世紀以來臺灣西南海岸平原地形變遷
之研究〉（臺北：中國文化大地理研究所博士論文，1999），
頁	41、47。

圖	3	臺南地區海岸線變遷圖
註：	改繪自陳翰林，〈十七世紀以來臺灣西南海岸平原地形變遷
之研究〉（臺北：中國文化大地理研究所博士論文，1999），
頁	4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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堆積層分布區，約當時的倒風內海和臺江內海；而「舊三角洲堆積層」則約同時

期的將軍溪河口堆積。至於新潟湖堆積層東緣，因約當同治初年海岸線（圖	4）。

2	清代道光年間大量淤填

由康熙	 33	年（1694）至乾隆年間，即陸續有倒風內海的海埔浮覆和開墾的

相關記載；	(15)	後來道光	 3	年（1823）的一次大水災，導致臺江內海在一夕之

	(15)		有關倒風內海的海埔新生地文献：乾隆	20	年（1760）的「嚴禁佔築埤頭港示告碑記」，記載
自康熙	40	年∼乾隆	19	年間（1701∼1759），在今麻豆地區，不斷有人擅築塭岸，雍塞港道。
出自《臺灣南部碑文集成》（臺灣文獻叢刊（以下簡稱文叢）218	種，1966），頁	386-387。

圖	4	臺南平原北部的地層分布圖
註：為本研究補註地點。

資料來源：	描繪自S.	C.	Sun,	“Photogeologic	Study	of	the	Tainan-Hsinying	
Coastal	Plan	Taiwan.”

圖	4	臺南平原北部的地層分布圖
註：為本研究補註地點。

資料來源：	描繪自S.	C.	Sun,	“Photogeologic	Study	of	the	Tainan-Hsinying	
Coastal	Plan	Taiw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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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幾被沖積物質所填平。	(16)	由於地理位置的鄰近性，故倒風內海理應也在道

光年間，淤積了大量的沖積物，此後逐年向西積夷推進至今海岸線。

至於將軍溪口地區，雖位臺江內海之北，但同治初年的輿圖，馬沙溝仍是四

面環海的島嶼；直到日本時代初（1904	年），海岸線才推進到馬沙溝。故推知

馬沙溝島附近海域的陸化，應在同治∼清末。自	 1904∼1990	年，潟湖內的海岸

淤積向西推移，逐漸與濱外沙洲相連結，內海多被圍墾為漁塭或鹽田。

3	海岸線西移與河口段溪名變遷

依康熙年間（1717）的《諸羅縣志》所載，古曾文溪當時稱灣裏溪；	(17)	其

河口段因由歐汪之西入海，故稱歐汪溪。	(18)	乾隆	16	年（1751），歐汪港尚有哨

船等的小船ā入。	(19)	道光	 3	年的大水災，導致曾文溪主流改道，歐汪溪乃成曾

文溪之一分流。	(20)	迨同治初年，歐汪溪一帶已成平原；	(21)	惟馬沙溝仍是個島

嶼，推斷當時出海口應在較內陸。	(22)	日治初期的《臺灣堡圖》上，馬沙溝島已

經陸連，而將軍溪的出海口，也延伸至蘆竹溝附近，故標示為蘆竹溝溪。由於河

道流路的變遷，致學甲市街南部遺有溪仔墘地名，以及昔日鎮公所至慈濟宮廟前

的一條小水溝，竟是俗稱的鯉魚濺水吉穴。

（三）風強雨少、向乏水利的鹽土地帶

本區的土壤為沙頁岩石灰性新沖積土（圖	 5），西部為排水不全，具有含鹽

分高、鹼性等的土壤特性；東部則是排水良好的弱鹼∼中鹼性土，最宜水田，旱

	(16)		道光	 9	年（1829）的《東槎記略》記載：「道光三年七月大風雨，陸耳門內海沙驟長變為
陸地⋯⋯東自洲仔尾海岸，西至陸耳門內十五、六里，瀰漫浩瀚之區，忽已水涸沙高變

	 為陸埔，漸有民人搭蓋草寮，居然漁市。」。參見姚瑩，《東槎記略》（文叢	7	種，1958），
頁	30-31。

	(17)		當時主流河道，自玉井丘陵區流ā谷口以後，因流經當時目加溜灣社（又稱灣裏社）的
領域，可能因而得灣裏溪之名。

	(18)		《諸羅縣志》關於曾文溪記載：「麻豆之南曰灣裏溪，發源於礁吧哖（社名）內山，南過
五步練山，大武壠二山，合卓猴山之流於石仔瀨⋯西流為加拔溪，至於新社。南合為烏山
頭之流，過赤山⋯至於灣裏；過蘇厝甲、檨仔林、蕭壠，西出為歐汪溪（溪東為歐汪社，
溪西為史椰甲社），入於海。」。參見陳夢林，《諸羅縣志》（文叢	 141	種，1962），頁	
16。可見當時的曾文溪，是經過蕭壠的北方，後再由歐汪的西方入海，故河口段因位於歐
汪社之領域而得名。

	(19)		參見王必昌，《重修臺灣縣志》（文叢	113	種，1961），頁	63。
	(20)		參見盧嘉興，《臺南縣志稿卷首：第三篇疆域》，頁	1-28；張瑞津、石再添、陳翰林，〈臺
	 灣西南部臺南海岸平原地形變遷之研究〉，《臺灣師大地理研究報告》，第	26	期（1996），

頁	19-56。
	(21)		《臺灣府輿圖纂要》記載：「歐汪溪⋯⋯已成平原，尚存舊趾。」。不著撰者，《臺灣

府輿圖纂要》（文叢	181	種，1962），頁	194。
	(22)		《臺灣府輿圖纂要》中的嘉義縣圖中，馬沙溝仍係一島嶼，頁	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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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須灌溉。	(23)	由於沙丘土壤，沙粒佔	 95%	以上，坋沙與黏土之含量甚微；因

此，沙丘地自古以來向被利用為墓地。由於近海的地點條件，風強、雨少，平均

年雨量＜1500㎜；	(24)	又乏水利之灌溉，故形成極不利於稻作的農業生產環境。

因此，使得適種的農作物，相對有限；而西部濱海地區的產業活動，乃以漁業為

主。

（四）環境的識覺與風水

本研究區清代因位於倒風內海和八掌、急水、曾文等溪之海口地帶，歷來不

但河道變遷頻仍，且海岸線不斷地向西、北部淤填推展；生態環境的變遷由海而

陸，致居民的維生方式由漁轉農，人口也隨之分移。人們對於居住地的風水觀，

	(23)		王明果、謝兆申，《臺灣土壤》（臺灣地區二十五萬分之一土壤圖說明書），（臺中：
中興大學，1989)，頁	52-53。

	(24)		本研究區各地的平均年降水量：學甲	1,431mm、下營	1,498	mm、鹽水	1,470mm、北門
1,468mm（依中央氣象局提供各年觀測資料統計之）。

圖	5	學甲地區土壤分布圖
註：	描繪自謝兆申、王明果，《臺灣地區土壤圖》，臺北：行政院農業委員會，1988。
圖	5	學甲地區土壤分布圖
註：	描繪自謝兆申、王明果，《臺灣地區土壤圖》，臺北：行政院農業委員會，1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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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分顯露其與河、海關係密切的生活環境。茲舉數例於後：

1	七塊厝鯉魚穴

七塊厝位於學甲市街的東北部，古代臨倒風內海，故相傳此地又叫鯉魚穴（

鯉魚濺水），魚頭向南，水流向北。以前本地為學甲最低處，全學甲的地表水都

匯集到此，向北流出；因此，學甲北區居民捕魚風氣盛。據說開基祖先李煥昌，

較喜捕魚，應與往昔此地近海的生態環境有關。

隨著倒風內海的淤積，土地日漸浮覆，此地居民之維生活動，乃漸轉成農

業；當七塊厝李姓後代，因人口繁衍而分移紅蝦港及筏仔頭時，實乃為去曠地耕

作，而非捕魚。日本時代，七塊厝、溪洲子、山寮的旱園，土地都較瘦（地力貧

瘠）且鹽分較高；在糖廠鐵路完成後，因地表逕流被阻攔，逢雨必淹，水深可達

胸部。

2	新寮王爺把水頭、後社土地公顧水尾

昔時新寮區的地勢高，所有的地表水排放，皆由此向西流往後社；而學甲地

區的排水，則先流經姓羅仔旁的水堀，再流出注入葫蘆堀，經慈濟宮附近，朝後

社的集和宮附近（水尾）排出海。故後來安排由張王爺駐新寮把（ㄅㄟ）水頭，

土地公駐後社負責顧水尾，以使學甲的地表排水順暢，守護學甲的地理。此應與

倒風內海大量浮覆的時間有關，以致乾隆年間所建兩棟廟宇之一的王爺廟神明，	(25)	 	

在道光∼同治年間，自聚落中心被移置於北、東方邊區，新建分支廟宇。	(26)	

3	學甲鯉魚濺水穴

從風水學上，相傳學甲擁有一吉穴地理，即「鯉魚濺水穴」。由今鎮公所處

為起頭，地形上該地為低漥區，原本有一折向西北的彎曲細流，經慈濟宮前向西

流，經中社地區延伸向西北。據老輩傳說，此小水流乃古將軍溪之部份流路。地

勢較高之區，則為東起自山寮之七星山崙（昔倒風內海之海岸砂丘殘餘）。

	(25)		參見：1.〈慈濟宮緣業碑記〉，雍正	 5	年（1728），學甲地區已有兩間廟，真君爺廟即慈
濟宮前身。參見《臺灣南部碑文集成》，頁	 40。2.	嵌於慈濟宮入口內壁（左），昭和	 4	
年的〈慈濟宮沿革碑記〉，行	6，字	13-25，亦刻示乾隆年間，再現址始建兩座廟宇。（
附錄	3）

	(26)		依據下社李姓的說法，保生大帝神像原是家神，輪祀於家族之間，後來應學甲庄眾請求
而落公。康熙年間，學甲已有草葺之庄廟一處，廟址位於後來的慈生別館處，原只奉
祀土地公和王爺兩尊神像（訪中社陳姓與新寮王先化先生）；保生大帝入座後，三神共
同護衛學甲地區。乾隆年間，才建兩棟新廟於今址。道光∼同治年間，後社集和宮新寮
普濟宮先後落成；（相良吉哉，《臺南州祠廟名鑑》（臺南市：日日新報臺南分社，
1933），頁	119-120。）學甲僅慈濟宮一座大廟，乃形塑成中心、地方之階層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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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三叉路口的燕子穴

位於學甲街北端，今三連路、中正路、天水路交會處。自古即是由學甲經倒

風內海，通往鹽水街或海埔新生地拓墾的交通節點；三條主要交通路線，在此交

會成燕尾狀。因燕子可以遠飛，故被學甲人視為利於子弟外出發展的象徵。

三、學甲地區的土地拓墾與聚落的發展

（一）土地的拓墾

學甲堡地區最早拓墾的是南部的大灣，據說鄭氏軍隊在頭港和中洲南方的頭

前寮登陸前，中社的謝姓和下社的李姓，即已移居本區（表	 1）。清代康熙	 32	

年（1693），可能西部的海埔新生地已陸續形成，才陸續有張茂、李雲龍、林登

山等人，以及後續以其他墾佃的移墾。	(27)	而學甲、中洲和頭港三地，乃當時之

拓墾中心。	(28)	

表	1	學甲地區的土地拓墾

拓墾地區 時間 墾戶（首） 原鄉 出處

學甲（大灣） 明代年間（1662	前） 王姓（9	個王姓） 泉州府 8

學甲（後社、下社
、中社、大灣）

鄭氏時代（1662） 鄭氏官兵屯墾 泉州府 2、3

中洲（中洲、頭港
、頭前寮）

鄭氏時代（1662） 鄭氏官兵屯墾 泉州府同安縣 1

學甲、中洲、宅仔
港、學甲寮、溪洲
仔寮

康熙	32	年（1693） 張茂、李雲龍、
林登山　

閩人 4

三寮灣 鄭氏時代（1665） 曾姓 泉州府南安縣 5

灰磘港 乾隆	17	年（1752） 施侯租
（中洲：陳貞郎）

泉州府同安縣 6

西埔內 雍正	8	年（1730） 施侯租
（頭港：吳維麟）

泉州府晉江縣 9、10

舊埕 康熙	23	年（1684） 施侯租
（中洲：陳姓）

泉州府同安縣 7

	(27)		初期的墾首是張茂，之後賣讓與李雲龍、林登山，林登山更賣讓予數姓的墾佃。參閱伊
能嘉矩，《大日本地名辭書續編：第三臺灣》（日本：東京，富山房	 1909），頁	 115；臨
時臺灣土地調查局，《臺灣土地慣行一斑：第壹、貳編》（臺北，臨時臺灣土地調查
局，1905），頁	104。

	(28)		陳岫傑，〈臺南縣倒風內海人境化之研究〉，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地理系碩士論文（
2002），頁	81-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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溪底寮 乾隆	45	年（1780）後 施侯租
（頭港：吳姓）

泉州府晉江縣 7

宅仔港、倒風 道光	10	年（1830） 鹽水港趙家
（下社李）

11

學甲寮、大埔口 咸豐	1	年（1851）前 鹽水港趙家（） 12

資料來源：1 �陳仁德，《金門碧湖支分臺灣中州陳氏族譜》，臺南縣學甲鎮，中洲陳桂記

祭祀公業，1987。
2 	謝青田，《遷族臺灣謝氏宗譜》，臺南縣學甲鄉，謝奉公祭祀公業，1956。
3賴仙枝，《賴承宗公宗譜》，臺南縣學甲鎮，1993。
4 	臨時臺灣土地調查局，《臺灣土地慣性一斑》，第壹編，頁	72-105，第貳	
編，頁	205，266-269。

5程俊男，《三寮灣－臺灣漢人庄頭的社會構成研究》，頁	53。
6林金悔主編，《靖海侯施琅督墾文獻輯》，頁	12。
7 	顏明進，《臺灣地名辭書卷七：臺南縣》，〈第三章北門鄉〉，頁	47-57。
8 �陳春木，〈大灣清濟宮簡介〉，《大灣清濟宮開基禹王（吳王）白礁開基祖

保生大帝聖誕出巡大典資料冊》，頁	4。
9北門郡役所，《北門郡概況》，頁	4。
0 	謝國興，《企業發展與臺灣經驗－臺南幫的個案研究》，頁	45-46。
q私法債權，《臺灣私法債權篇》，頁	89-91。
w 	陳岫傑，〈臺南縣倒風內海人境化之研究〉，附錄	2、3，頁	144-145。

依實地訪查，漢人分由海、陸二路，進入拓墾，多是以姓氏為主的擴展：

（1）沿倒風內海進入：鄭成功攻臺時的運糧官（陳、邱、侯、王、林、李	 6	

姓），登陸頭港，沿河流進入中洲；之後各開墾不同地區：陳姓移往過港仔、灰

磘港、學甲、頂草坔，侯姓移往二重港，王姓移往西廍，李姓移往渡仔頭。	(29)	 	

另一批吳、翁、王等	3	姓為主，定居在頭港仔之後，再開墾西埔內；日本時代，

又有部分移居新頭港。

（2）溯將軍溪而入學甲社外緣：下社李姓、中社謝姓，後社的雜姓（莊、

黃、李、郭、陳、等	10	姓）。	(30)	

由於此區全為施侯租分布區，依乾隆	 17	年（1752），林姓督墾發給灰磘港

陳家的施琅墾批中，寫出開墾區位於「史椰甲庄」（附錄	 4）。	(31)	而康熙	 56	年

（1717）《諸羅縣志》中，灣裡溪河口段（歐汪溪）附近，出現的平埔番社名是

	(29)		另林姓移往七股的中洲寮。
	(30)		依乾隆	9	年（1744）的〈慈濟宮緣業碑記〉：文中的後莊，應是指現在的後社，當地代表

人物的姓氏有：莊、蔡、陳、高、柯、張、林、吳、郭、朱、李等。《臺灣南部碑文集
成》，頁	39-41。

	(31)		參見乾隆	17	年（1752），施琅給灰瑤港陳家的墾批：「史椰甲庄灰磘港，有山灣壹所，
未及開墾⋯⋯」。林金悔主編，《靖海侯施琅督墾文獻輯》，頁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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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椰甲社」； 	(32)	推測這個由施琅管收的拓墾區域，應是史椰甲社的活動領

域。乾隆	25	年（1760），則被改稱為學甲社。	(33)	

因此，當道光年間，隨倒風內海的淤填陸化，將分劃出的新行政區域，稱為

學甲堡。 	(34)	是故清代道光時期以前，學甲地區係指施琅將軍管墾的「史椰甲

庄」區域；由於施侯租分布於學甲以西地區，故知乾隆年間，渡仔頭宅仔港和渡

仔頭三區，仍係一片浩瀚之倒風內海。 	(35)	而道光年間以後，則係學甲堡的泛

稱。由於海岸線持續向西推進，內海不斷淤積浮覆為埔地，逐漸填平積水區，形

成新墾地；區域界限，乃持續向西北東擴展，遂形成以學甲、中洲和頭港為中心

的另一波外移潮。

（二）土地的利用

1	土地贍養力的特徵

由上述自然環境的特徵觀之，本研究區在地形上雖極平坦，但因臨海沙丘地

形顯著，且土層化育未久，為鹽土地帶。氣候上：少雨、冬春缺水，蒸發量又大

於降雨量，且因位於海口，常年風力強勁。這些環境特性的限制，以致西部近海

各地和倒風內海浮覆地，向為低土地贍養力之區，能從事農作之土地極為有限。

其地力之優劣順序，如下表（表	2）。	(36)	

	(32)		《諸羅縣志》對古曾文溪（灣裡溪）的描述：「灣裡溪⋯⋯西出為歐汪溪（溪東為歐汪
社，溪西為史椰甲社）」，頁	16。

	(33)		乾隆	25	年（1760）的《續修臺灣府志》，學甲社之相關記載：「蚊港渡：在鹽水西學甲
社......」，詳見余文儀，《續修臺灣府志》（文叢第	121	種，1962），頁	99。

	(34)		學甲堡的老開發區，原本是鹽水港、鐵線橋、茅港尾三堡之西的海岸地帶。伊能嘉矩，
頁	115。

	(35)		依《臺灣土地慣行一斑，第二編》，施侯租分布於中洲庄、溪底寮庄、北門嶼庄、蚵寮
庄、學甲庄等，5	個大字區，頁	274。

	(36)		地力即一般農民對土地的良窳或肥沃、貧瘠程度，以及單位面積的農穫量大小的專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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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學甲地區的土地贍養力

	耕地面積(甲) 田園比例	(%) 收穫金(圓/甲) 小	租	金(圓) 小租金(圓/甲)

田 園 合計 田 園 田 園 平均 田 園 合計 田 園

學

甲

學甲 0 1079 1079 0.00 100.00 0.00 65.65 65.65 0 21280 21280 0.00 19.72

學甲寮 51 49 100 51.00 49.00 41.00 47.00 43.94 1020 637 1657 20.00 13.00

溪洲仔寮 0 218 218 0.00 100.00 0.00 41.17 41.17 0 2281 2281 0.00 10.46

宅仔港 0 132 132 0.00 100.00 0.00 41.27 41.27 0 1368 1368 0.00 10.36

中洲 0 583 583 0.00 100.00 0.00 36.65 36.65 0 4837 4837 0.00 8.30

合計 51 2061 2112 2.41 97.59 41.00 52.85 52.57 1020 30403 31423 20.00 14.75

北

門

溪底寮 0 450 450 0.00 100.00 0.00 40.00 40.00 0 3600 3600 0.00 8.00

渡仔頭 0 253 253 0.00 100.00 0.00 40.00 40.00 0 2024 2024 0.00 8.00

北門嶼 0 57 57 0.00 100.00 0.00 40.00 40.00 0 456 456 0.00 8.00

蚵寮 0 27 27 0.00 100.00 0.00 33.59 33.59 0 187 187 0.00 6.93

合計 0 787 787 0.00 100.00 0.00 39.78 39.78 0 6267 6267 0.00 7.96

資料來源：1.		臨時臺灣土地調查局，《田收穫及小租調查書》（臺灣總督府，1904），頁
319-349。

2.		臨時臺灣土地調查局，《畑收穫及小租調查書》（臺灣總督府，1904），頁
349-409。

2	東部旱作、西部半山海地生活方式

由於本研究區地多旱園，故植蔗製糖乃最重要的產業活動；依日治初期的調

查，投資糖業經營者，以學甲人為全區之冠（表	 3）；學甲地區的糖廍主，普遍

散在於各區中，包括亦投資學甲寮地區的糖廍。例如：後社黃姓家族經營糖業，

將糖運往安平港，今集合宮前，仍可見昔日榨取甘蔗汁的石車（照片	 1）。而西

部近海各地，則向以經營漁、鹽業為主，至於投資糖業的糖廍主，僅見於內陸的

北馬。例如：中洲陳姓，自清代康熙年間，已在沿海北門嶼地區經營鹽埕（洲南

場），並開發灰磘港地區（北門鄉）的漁塭；頭港的吳姓家族，亦開發西海埔

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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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學甲地區的糖廍主、鹽業統計（1907）

機能名稱 地點 姓名 備註 機能名稱 地點 姓名 備註

糖廍主 學甲 李歲 149 製鹽業 北門嶼 凃食全 135

糖廍主 學甲 莊曾 161 製鹽業 北門嶼 張乎 142

糖廍主 學甲 黃通 164 鹽業 北門嶼井子腳 洪富 169

糖廍主 學甲 謝六加 175 鹽運送業 北門嶼 凃寶 177	

糖廍主 學甲 謝君子 175

糖廍主 學甲 謝新德 175

糖廍主 中洲 邱輝良 174

糖廍主 宅仔港 謝旺 175

糖廍主 溪洲仔� 郭波 155

糖廍主 溪洲仔� 郭閂 155

糖廍主 溪洲仔� 郭追 155

糖廍主 北馬 郭舛如 154

資料來源：臺南新報，《南部臺灣紳士錄》（臺南：臺南新報，1907），頁	149-177。

而學甲地區的農田，地力也有空間差異：最佳地區，分布在南部的斑芝花仔

園至大灣之間；越往佳里地區，地力也越佳。但東部的山寮、草坔一帶，地處昔

日之倒風內海邊，地力最劣。因此，初期居到學甲寮、下草坔、宅仔港居民，莫

不利用沼澤地的尾（馬）薯蔥，以養豬維生。而倒風內海沿岸地區，填淤後所形

成之水池或急水溪，便有人撒放豬母苓子，捕魚維生。同樣西部近海的今北門鄉

地區，整體雖較學甲鎮各地差，但仍以較內陸的溪底寮、渡仔頭區，優於沿海的

北門嶼和蚵寮區。

（三）聚落的形成與發展

學甲地區雖早在明鄭和清代康熙年間即有開墾，由於位在將軍、急水、八掌

三溪會注的倒風內海區，地鹹、風強、年年淹水。聚落的形成與穩定發展時期，

除大灣、中洲、學甲、頭港四地，在乾隆時期前便已形成外，其餘多形成於同治

年間以後，	(37)	且多係自學甲、中洲分移而形成的子聚落（表	4、圖	6）。依乾隆	

	(37)		大灣在康熙	50	年頃（1711），已建立庄廟；但學甲在康熙年間即已建有草廟，故當時應
已集結成庄。於乾隆	9	年（1744）和	47	年（1782），學甲、中洲先後建立正式的廟宇。
參見相良吉哉，《臺南州祠廟名鑑》，頁	119-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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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年（1744）的〈慈濟宮緣業碑記〉，當時學甲地區已形成	 12	個主要村莊。	(38)	 	

這	 12	個村落，可能係指當時屋舍尚未連成一氣的後社、中社、下社，西部的中

洲、頭港仔、灰磘港、西埔內，溪底寮、三寮灣、二重港，以及建慈濟宮廟出錢

最力的大灣。

表	4	學甲地區聚落分移系統關係表

大字 聚落名 母 子 內部小地名

學
甲

學甲

L七塊厝（李）
宅口（李）、下溪洲郭
廟後莊（莊）
溪仔墘（賴、謝）
中社：謝、李
學甲（謝、李、周）

筏仔頭、紅蝦港
頂溪洲仔
頂草坔、宅仔港
下草坔
學甲寮
西平寮

1 �北：後社（大堀陳仔、大門
內、瓦厝內、巷仔內、後宅
仔、新結庄仔、李頂園）。

2 �中：中社（姓謝－謝厝角、	
姓陳仔、七塊厝、姓莊仔、	
廟後莊、三角仔、姓羅－羅	
厝角）。

3 �南：下社、宅口、縣內仔、	
姓周仔、溪仔墘、三塊厝。

下溪洲仔 L
頂溪洲、紅茄萣
渡仔頭、北馬

五房劉、八房劉、路南劉

東寮 × × －

東竹圍 學甲（溪仔墘：謝） L －

大灣 L 大灣（永康鄉）
宅子內、後壁厝、頂角、中角、下
角、

三塊厝 學甲 L －（又稱：三塊厝仔）

貳港仔
學甲（後社：溪洲仔、
下溪洲仔寮，李）

L －

倒方寮 學甲（七塊厝：李） L 溪墘仔（雜）、頭前田罪、塭仔內

紅蝦港
1學甲（後社：李）、
2倒方寮（七塊厝：李）

L －（又稱紅港寮）

宅
仔
港

宅仔港 學甲（下社李、廟後莊） L（→瓦寮） 宅仔港（莊）、草坔仔（下社李）

竹橋寮
學甲（後社：溪洲仔、
下溪洲仔寮，李）

� －

瓦寮 宅仔港（李） � －

頂山寮 ×（楊姓） × －（原稱：頂七星寮，又稱：楊山寮）

山寮 學甲 L
謝厝、王厝、劉厝（又稱：下七星
寮、下山寮）

頂草坔 學甲（廟後莊） L（→臺東） －

	(38)		此碑係：「乾隆九年⋯⋯慈濟宮十二莊眾公立。」（《臺灣南部碑文集成》，頁	39-40）
由於碑文內容一再提到後莊，故這	12	個村落，可能指屋舍尚未連成一氣的後社、中社、
下社三地，西部的中洲、頭港仔、灰磘港、西埔內，溪底寮、三寮灣、二重港，以及建
慈濟宮廟出錢極力的大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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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草坔 中洲（陳） L －

下草坔 學甲（溪仔墘） L
東角（賴）、西角（賴）、中角
（賴）、謝角

學
甲
寮

學甲寮 學甲（中社：謝） L 瓦厝內（謝）、粿樹子內、岸仔內

西平寮 學甲（謝、李） L －

大埔口 × × －

溪洲
仔寮

頂溪洲仔 學甲（宅口：李） L －

紅茄萣 學甲（下溪洲仔寮：郭） L －

中
洲

中洲 �
灰磘港、二重港
西廍、過港仔、
渡仔頭、中草坔

豎竹田罪（陳）、東頭角（姓邱仔角）
、瓦厝內、舊厝角、港仔底、茅草
埔頭、西頭角、尾厝、後壁園、魚代� 

仔頭、魚代仔尾豎竹田罪（陳）、東
頭角（姓邱仔角）、瓦厝內、舊厝
角、港仔底、茅草埔頭、西頭角、
尾厝、後壁園、魚代仔頭、魚代仔尾

過港仔 中洲（陳） L －

西廍 中洲（王） L －

西勢寮仔 中洲（賴） L －（又稱：謝厝寮、頭前寮）

頭港仔 L
蔴油仔寮、	
新頭港仔

－

新頭港仔 頭港仔（各姓） L －

筏仔頭 學甲（七塊厝：李） L －

將軍棧 － ？ －（又稱：棧寮、劉家庄）

溪
底
寮

溪底寮
頭港仔（吳：西邊吳）
漚汪（吳：東邊吳）

東邊吳、中角（楊）、瓦厝內（紅
瓦厝）、西邊吳（水頭吳）、姓黃
仔角、姓賴仔角、十字仔大路

二重港 中洲（侯） × ？

三寮灣 × ×
頂角（黃、林）、中角（曾）、下
角（朱、侯、劉）、姓許仔

灰磘港 中洲（陳） L ？

蚵寮 西埔內 頭港仔（吳、林姓） L ？

渡
仔
頭

渡仔頭
中洲（李）、下溪洲仔
（劉、郭）

北馬 學甲、下溪洲仔（劉） � －

資料來源：1�不著撰者，《臺南縣鄉土史料》（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編，2000），頁
269-305。

2�顏明進，《臺灣地名辭書卷七：臺南縣》，〈第三章北門鄉、第四章學甲

鎮〉（南投，國史館臺灣省文獻館，2002），頁	39-88。
3實地訪查（2001.11.17-2004.1.31）。



學甲地區的集村結構與區域化

373

本研究區的聚落多大型集村，其內部空間，常由某些特定的姓氏所佔居，而

出現許多小地名。茲以學甲市街為例，就其形成與發展，分述如下：

1�後社：位學甲之西北部，為雜姓聚居區，除李、莊姓外，主要有	 10	個姓

氏。可能係追隨莊姓將領轉戰各地之兵勇（約三百名），於此定居拓墾形

成之集村，乾隆年間稱後莊。	(39)	而郭姓移入時間稍晚，約於康熙	56	年。

2�中社：位學甲之中部，最早移居此區者為謝姓，其開基祖先謝新凱，於鄭

氏時代（1662），已遷居學甲社，約今濟生路謝天財店前；其拓墾區多位

於學甲附近：（1）社南：班芝花園、大枝葉園、草反墓園、五十二份

園、青埔瀨（埒）園，（2）社北：崁頂園，（3）社西：溪底園、溪洲仔

南七股園。	(40)	其後子孫繁衍，分布區涵蓋於慈濟宮四周。乾隆年間，中洲

之陳姓部分後代，亦遷居學甲社；	(41)	其家族分布於今謝姓宗族之西南側。

3�下社：位學甲之東南部，李姓開基祖先李勝，早於鄭氏時代，即率三子來

臺在此定居，並娶番女為妻。	(42)	約	 180	多年前（道光	 2	年，1822），部

分子孫遷移至宅仔港耕作；其後日本時代，又有再分移至瓦寮佃耕者。	(43)	

4�宅口：李姓開基祖先（5	位叔姪），在乾隆初年移入，晚於下社約	 60	

年。	(44)	故居住區偏於地利最差的東緣地區，

5�縣內仔：陳姓祖先與下社李姓家族，祖籍同為泉州府同安縣，但因僅一人

遷入本地，且時間較晚，故其分布範圍很小。

6�姓周仔：由大灣移居而來。

7三角仔：王姓家族聚居區。

8�姓莊仔：莊姓家族聚居區，開基祖莊盛德係軍事將領，帶領約	300	名兵勇

移墾後社地區；清代雍正	 13	年（1735），莊姓家族已成立祖公會組織。	(45)	 	

	(39)		參見：1.相良吉哉，《臺南州祠廟名鑑》，頁	322。2.〈慈濟宮緣業碑記〉《臺灣南部碑文
集成》，頁	39-41。

	(40)		謝青田，《遷族臺灣謝氏宗譜》，卷	4，頁	1。
	(41)		陳仁德，《中洲陳氏族譜》，頁	10。
	(42)		學甲下社的李姓後裔，共分為三房，其中以二房的子孫遷往宅仔港為最多。依下社李姓

族譜所載，開基祖先李勝，係帶三個兒子（階、孟、松）移居下社。（李秋茂，《隴西
李氏大族譜》（臺中市，臺光文化出版社，1967），泉系頁	 136-138）40	 年前修開基祖
墳時，祖墳已	230	年，依此推算，至晚應於清代雍正	10	年（1732）之前下葬。

	(43)		以訪查年份推估，當下社李姓族裔到宅仔港去耕作時，已先有陳姓在當地養鴨維生；後
來學甲的莊、謝姓和佳里的黃姓，也陸續移入。（2002.12.22	訪宅仔港李學禮先生）以訪
查年份推估，下社的李姓分移至宅仔港的時間，約在道光	2	年（1822）。

	(44)		宅口李姓之居留學甲，係因慈濟宮熱鬧開戲，得罪苓仔寮老大而受邀定居下來（《臺南
縣鄉土史料》，頁	269-305。）。若下社李姓於清領之初（康熙	22	年，1683），已集結成
庄，則晚到的宅口李姓，應於乾隆	8	年（1743）前後移入。

	(45)		相良吉哉，《臺南州祠廟名鑑》，頁	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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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因人口繁衍，而分移至宅子港和頂草坔，遷居頂草坔者（六房）已	 7	

代，故至晚在同治	9	年（1870）外移。	(46)	

9�廟後：另一莊姓家族，因較晚遷入，故其分布範圍很小，聚集在慈濟宮北

側，故向稱廟後角或廟後莊。

0姓羅角：羅姓聚居區，位慈濟宮東側。

q新寮：為雜姓聚居區，以王、林二姓較多，其形成晚於下社和中社。

w�溪仔墘：位於學甲聚落最南部，係最晚移居學甲的賴、謝兩姓宗族之聚居

區。	(47)	因位於地點條件最差的溪邊（昔曾文溪岸邊，今稱將軍溪），發

展空間有限，第	 2、3	代便有移居下草坔者；較晚移出的謝姓，至晚在同

治	9	年（1870）外移。	(48)	

e	東竹圍：分布於下社、宅口的東側，係由溪仔墘謝姓分移而成的新聚落。

r�東寮：位於學甲聚落的東南隅，亦為漳州籍雜姓聚居區，最早可能有七個

姓氏入墾本地，目前以陳姓居多，聚落具體形成時間不詳。	(49)	

t�七塊厝：位於學甲街北部，李姓三兄弟在順治	 18	年來臺（1661），原居

一地後分移三地。	(50)	從泉州南安縣十八都移居至此，已傳	13	代，開基祖

李煥昌（文衡殿沿革碑記）。在清代光緒元年（1875），才建立莊廟（煥昌

廟）。其後代又有一些分移筏仔頭及紅蝦港。筏仔頭是於道光	 22	年（

1842），由三、五房分出；紅蝦港則是由七房分出，光復後有分移至臺東

者。	(51)	

y�下溪洲：位於學甲西北隅，生活上屬學甲街後社的一部分，居民主要為泉

州的劉、郭兩姓。人口多分移至北方的倒風內海新埔地，如：頂溪洲、紅

茄萣。

	(46)		2003.01.27-28	訪問頂草坔	88	歲的莊騫記老先生；2003.02.08	訪問宅仔港莊昆山先生（第
10	代）。

	(47)		依民國	 67	年〈賴承宗大宗祠重建誌〉，賴姓開基祖於雍正年間遷臺時，先到今將軍鄉的
	 馬沙溝，再徙遷學甲（溪仔墘），至遲可能於乾隆初年，第	2	代即已遷居下草坔（賴仙枝，

《賴承宗公宗譜》（1978），首頁）。
	(48)		下草坔為賴姓最早移入開發，之後才又有謝姓的進入。謝氏自溪仔墘到下草坔定居，已

歷經六、七代了，估計有	 120-140	 年，所以推論謝姓移居下草坔的年代，約同治∼光緒
初年（1862-1880）。

	(49)		本地角頭廟東興宮，原名七姓祠。（相良吉哉，《臺南州祠廟名鑑》，頁	121。）。
	(50)		依民國	81	年〈煥昌祠沿革〉，分移至臺斗坑（嘉義市）、學甲、後港仔。
	(51)		依新筏仔頭的庄廟〈筏仔頭巡安宮沿革〉，筏仔頭係七塊厝（七甲厝）李扶容等數戶，

遷居當地捕魚、耕農維生；民國	78	年（1989），因水災又遷至今址。而七塊厝的〈煥昌
祠沿革〉，亦載明移出者為	3、5	房子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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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	學甲地區的聚落分移關係圖圖	6	學甲地區的聚落分移關係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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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學甲地區的社會組織與生活空間

本研究區最大的社會組織空間，即是以學甲慈濟宮為中心的宗教信仰組織；

茲就其組織形式與變遷，討論於后。

（一）學甲慈濟宮組織的空間性

學甲慈濟宮祭祀組織的社會空間，是本研究區最大者，其組織形式之變遷，

可分三期（表	5、圖	7）：

1	日本時代以前的管理人期－傳統雙核心期（1948	以前）

學甲慈濟宮的管理組織，在民國	 37	年（1948）以前，僅置管理人	 3	名，分

別由學甲或中洲人擔任。大正	9	年（1920）的上白礁，管理人僅為林疋	1	人，係

代表學甲區的新寮人。	(52)	昭和	5	年（1930），增至	4	名，全為學甲人。	(53)	在民

國	 37	年（1948）以前，第一屆	 3	名管理人，林疋為常務董事（代表學甲），另

兩名則為中洲區代表。前第二屆	5	名管理人，全係學甲地區代表，分別代表學甲

的後角中角和下角。前第三屆，仍為	5	名，中洲	2	人、學甲	3	人，其中學甲的	3	

名，係由學甲街內三個地區，各選出	 1	人代表。由這些的地區老大所居住的聚

落，可觀察出此期學甲十三庄祭祀圈的社會活動，似乎呈現雙核心的現象，即以

學甲和中洲為生活中心。

2	戰後初期的管理委員會期－空間分化期（1949-1972）

民國	 38	年（1949）以後，成立管理委員會，除管理人外，另設置董、監

事。初期董	事8	人、監事2人，常務董事	1	人；董事中選	3	人任管理人，其中	1	

人為支領薪的常務董事，其餘均為無給職。民國	 40	年（1951），增設北門地區

董事	2	人（灰磘港	1、三寮灣	1），董事增至	14	人。按各區人口數多寡，訂定董

事名額，以中洲和學甲的中角最多，各有	4	個董事名額；北門地區的灰磘港、三

寮灣，各只	1	名董事。其名額分配具有顯著的空間性，其分布如下（表	5）：

（1）	學甲區：8	名，後角	2	名、中角	3	名、下角	3	名（管理人	3	名、董事5	

名）。

（2）中洲區：4	名（管理人	2	名、董事	2	名）。

	(52)		大正	9	年（1920）的上白礁，慈濟宮的管理人為林疋。訪問大灣王澄淵先生，其叔父告知
曾參與該年的上白礁請水，當時管理人係林疋。

	(53)		依相良吉哉，《臺南州祠廟名鑑》，頁	 119。係昭和	 5	年（1930）的調查，當時學甲慈
濟宮的	4	名管理人，分別代表不同地區的勢力：陳阿呆（中洲）、賴志（下社角）、王塗
（中社角）、郭縛（後社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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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北門區：2	名，灰磘港、西埔內	 1	名，三寮灣、溪底寮、二重港	 1	名

（董事	2	名）。

至民國	61	年（1972）時，則已增至	16	名董事，4	名監事。監事主席則例由

中洲或大灣人擔任。由董、監事人數多寡，及其所代表的聚落和地區，發現學甲

街已成這個宗教信仰組織空間的核心，中洲則降為次要的社會中心，三寮灣和灰

磘港乃邊陲區的小社會中心，而大灣這個歷史最優久的聚落，早已被邊緣化。

表	5	學甲慈濟宮組織的空間配置（1930-1972）

學甲區 中洲區 北門區

年份 後角 中角 下角 六分角 中洲 灰磘港 三寮灣

37	前
	1	屆 林疋＊

陳順治、	
陳阿呆

37	前
	2	屆 郭縛

謝進來、王
塗、莊富

賴志

37	前
	3	屆

郭縛（郭天
來繼任）

謝進來（鄭
帝繼任）

賴志（陳合
繼任）

陳阿呆、	
陳仁德

38	年
（1949） 郭天來

鄭帝、李芳
州、謝春波	
、謝和美

陳合＊
陳阿呆、陳
仁德、陳慶
苗

40	年
郭天來、劉
思齊、李朝
宗

鄭帝、李芳
州、謝春波	
、謝和美

陳合＊
陳阿呆、陳
仁德、陳慶
苗、陳益鑫

陳文成 曾切

43	年
郭天來、劉
思齊、李朝
宗

鄭帝、李芳
州、李六、
謝和美、

陳合＊
莊連裕
（頂草坔）

陳仁德、陳
慶苗、陳益
鑫、吳天化

陳文成 曾切

46	年 郭天來、劉
思齊、李殿

鄭帝、李芳
州、李六、
謝和美、

陳合＊ 莊連裕
陳仁德、陳
慶苗、陳益
茂、吳天化

陳文成 曾切

49	年 郭天來、劉
思齊、李殿

鄭帝、李芳
州、李六、
謝青田

陳合＊ 莊連裕
陳仁德、陳
慶苗、陳益
茂、吳天化

陳文成 曾切

52	年 郭天來、劉
思齊、李殿

鄭帝、李芳
州、李六、
謝石吟

陳合＊ 莊連裕
陳仁德、陳
慶苗、陳益
茂、吳天化

陳文成 曾切

55	年
郭天來（黃
木林）劉思
齊、李殿

鄭帝、李芳
州、李六、
陳樹林

陳合＊ 莊連裕、
陳仁德、陳
慶苗、陳益
茂、陳慶祥

陳文成 曾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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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	年
黃木林、劉
思齊、李景
州

鄭帝、李芳
州、李六、
陳樹林（謝
錫周）

陳合＊ 莊連裕、
陳仁德、陳
慶苗、陳益
茂、陳慶祥

陳文成 曾少卿

61年
黃木林、李
泉利、李景
州、

鄭帝、謝錫
周、王連貴

陳合＊
李水龍

莊連裕、	
王崑龍

陳仁德、陳
慶苗陳慶
祥、陳水木

陳文成 曾少卿

62	年
（1973）

黃木林（副
董長）李泉
利、郭金生

鄭帝（董事
長）、王連
貴、謝錫周

陳合＊
李水龍＊

王崑龍

陳慶苗＊
陳慶祥、陳
水木、陳仁
德

陳文成 曾少卿

註：＊（常務董事）

資料來源：1	學甲慈濟宮，《學甲慈濟宮上白礁謁祖尋根祭典藝文活動專集》（臺南：財
團法人學甲慈濟宮，1983），頁	31-34，	

2實地訪察：黃木林、陳合先生。

3	現代的財團法人期－現代單核心期（1973-2009	迄今）

民國	 62	年（1973）以後，則改組登記為「財團法人」，設置董、監事會，
由各角頭選出信徒代表，分	8	個選區選出董事	23	名、監事	5	名。	(54)	其配置亦具

有明顯的空間性，均勻分配各選區董、監事名額；故在組織的權力空間上較為公

平，但學甲街的董事席次為全區之冠（約	 52％），顯示以慈濟宮所在地的學甲
街為核心（表	 6、照片	 2）。因宗教組織選舉活動所形成的社會生活空間，由傳
統的3個區，加進外圍的	2	個郊區，共可分為	5	個區域：學甲市街區（內分	4	選
區：後角、中角、下角、六分角），中洲區、東南部郊區、東北部郊區、北門區

（北門鄉）。各選區的角頭名如下：

（1）學甲市街區：1後角：後社、澎城（溪州仔）。2中角：謝、三角仔

王、中社陳、莊姓、七塊厝李。3下角：下社、縣內仔、宅口、東竹圍、溪仔

墘、周姓角。4六分角：新寮、山寮、東寮。

（2）西部郊區（中洲區）：中洲、頭港、東頭角、頭前寮、西廍、過港仔
（中洲地段）。

（3）東南部郊區：大灣、山寮（頂、中、下草坔，頂、下山寮）、瓦寮。

（4）東北部郊區：大埔口、麻油寮、學甲寮、二港仔、竹橋寮、宅仔港、
竹圍仔、紅茄萣、倒風寮、紅蝦港。

（5）北門區：渡仔頭（錦湖村）、北馬仔、西埔內（麗湖村）、灰磘港（
玉港村）、二重港、溪底寮、三寮灣。

	(54)		後角老大之一的黃木林先生謂，當時認為廟務的管理一定要法制化，必須現代化、透明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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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現代學甲慈濟宮信徒代表的空間配置（1973-2004	迄今）

選區別 角頭地名 代表名額 備註 選區別 角頭地名 代表名額 備註

1	
後社 5 學甲（後角）

代表	7/董事	3

6

中洲 6
西部郊區

（中洲區）

代表	14
董事	4
監事	1

澎城 2 東頭角 3

2	

煥昌 3

學甲

（中角）

代表	12
董事	3→4

頭前寮 1

錦繡角 2 西廍 1

三角子 2 光華 1

中角謝 2 頭港 2

中角羅 1

7

宅子港 3

東北郊區

代表	19
董事	1→2
監事	1

中社角 2 德安寮 1

3

溪仔墘 1

學甲

（下角）

代表	9
董事	2→3
監事	1

二港子 1

縣內角 1 學甲寮 5

下角周 1 大埔口 1

宅口 2 麻油寮 1

下社角 1 竹圍子 1

東竹圍 2 紅茄 3

仁得 1 新芳 2

4	

新寮 2 學甲
（六分角）
代表	5/
董事	1→2

紅蝦港 1

頂山寮 1

8

錦湖 2

北門區

代表	19
董事	2→3
監事	1

東寮 2 北馬子 1

5

大灣 5

東南郊區

代表13
董事	1→2
監事	1

麗湖 3

下草坔 3 玉港 3

中草坔 1 二重港 2

頂草坔 1 溪底寮 3

山寮 2 三寮灣 5

瓦寮 1

合計：98	人（47	角頭）/董事	23	名，監事	5	名

註：	1大灣自	72	年起退出上白礁活動，故在社會空間上，將其劃入東南郊區。	
2符號→：表示人數變動。

資料來源：1�學甲慈濟宮，《財團法人臺灣省臺南縣學甲慈濟宮組織暨捐助章程》（臺

南：財團法人學甲慈濟宮，1973），頁	3。
2�學甲慈濟宮，《財團法人臺灣省臺南縣學甲慈濟宮組織暨捐助章程》，

1977，頁	3。
3�黃有興，〈學甲慈濟宮與壬申年祭典紀要〉，頁	183，202。
4�學甲慈濟宮，《財團法人臺灣省臺南縣學甲慈濟宮組織細則》（臺南：財團

法人學甲慈濟宮，1998），頁	4-5、12。



380

南瀛歷史、社會與文化Ⅱ
Nanying history, society and cultureⅡ

圖	7	學甲慈濟宮組織的空間性圖	7	學甲慈濟宮組織的空間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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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祭祀活動與人力資源的運用

1	廟會活動與分工組織

（1）廟務分工與職掌：各村莊為神明服務的人員，有爐主、頭家和神旨傳達人

等的神職人員，茲分述其產生與職務於后。

1爐主：掌理廟中該年所有事務和活動的總幹事，一般是由擲筊產生，以盃

數最多的人中選，為一榮譽職。有時也會有	1	副爐主，以協助爐主的工作。

2頭家仔：該莊所有分組義工的組頭，為具有區域性的任務編組，按各地需

要人數不等；通常規模越大的村莊，頭家數也越多。負則收取丁油錢，發落、執

行該組分擔的工作；亦為由擲筊產生的榮譽職。如係規模極小的集村，則每人都

是頭家，每次廟會勢必躬親。

3神旨傳達人：每一尊神明有其特定的一組旨意代言人，有的是乩童和桌頭

一組，有的是以雙人抬輦轎的方式（俗稱二轎仔）；若問莊中大事，則有	4	人合

抬的輦轎（俗稱四轎仔或大輦）。這些職務都是由莊民兼職專司，由於係神明指

定的人選，故不可互為輪替，但可多一組人員；平時無事下田為農夫，有事則為

莊民問神事傳遞訊息。現因廟中都有電燈，是故問神之事，也多在晚間進行。

（2）廟會活動陣頭

通常每年村民都會在主神的聖誕日，舉行重大的廟會慶典。廟會活動陣頭主

要都有轎班、獅陣、掌旗，其他有武館或別的項目。

1轎班：由於需要抬神遶境（ㄨㄣˇ庄），須	有	 8	人合扛的神轎，持涼傘

和掌轎者各	 1	人，故一組轎班的基本成員至少需	 10	人；規模較大的集村，通常

需有	2	組以上的轎班互相輪替。

2鑼鼓陣：通常含敲鑼打鼓者，依各地可提供人力資源多寡而定，各集村因

其規模不同故人數不一。

3掌旗：各莊信奉的神明不同，故掌旗手的人數需求不一。

4其他：有些地方由於歷史上對外防禦，曾組庄勇防衛，而有武館的存在。

例如：莊姓、中社陳姓。

2	人力資源的分配實例

（1）學甲街

1七塊厝：稱慈濟宮為大廟，熱鬧時有北管參加（民國	 60、67、72	年有參

加學甲刈香，以前日本時代有參加過一次）。原來關帝爺未參加，因以前無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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轎，故神位未參與大廟熱鬧的活動，直到第三次建廟才造轎。爐主有	1	人，頭家

20	人，爐主主持一切事務和請人演戲；頭家仔為今之委員，為實際辦事的人，

做雜務，其產生方式是抽鬮，抽中者為之。平常約需人力	20	餘人，大熱鬧約	30	

多人。桌頭×1、手轎×2、四轎×4，抬手轎與四轎者，可相互輪替；鑼鼓	 7-8	

人、鐃鈸×2、小鑼×2、大鑼×2、大轎（八臺，2	班×8＝16	人）、掌轎	×	1（

2	班）、涼傘×1（2	班）、小旗（10	小孩）、大旗（2	人×2	班）。

2縣內仔：以陳姓為主，約	 40	戶，近	 50	戶。鑼鼓陣	 6	人、大輪	 9	人×2	

組、掌轎	2	人（一班）、乩童	1	人、桌頭	1	人、手轎	2	人、隨轎	2	人，每次至慈

濟宮慶典約每戶	1	人需	30	餘人；與上白礁相同。

3宅口：由於人口較少，參加上白礁時，通常全家大小出動，有代表本角頭

的老大、爐主、頭家（約今之管理委員會）、轎班（2	班×8＝16	人），鑼鼓陣5	

人，太平歌陣（約	 15	人唱歌、演奏樂器）、藝閣（先殿後改車，五星平西，8	

人馬）。若本地熱鬧時，請大帝來看戲（組成大轎子稱八臺，為	8	人抬的大轎）

約需	10	餘人手，鑼鼓陣	5	人、轎班	8	人、頭家顱主及老大（共	16	人）。

4後社：大轎（8	人抬）兩組共	 16	人，10	姓的老大、爐主（1	人，擲茭選

出）與頭家共	20	人。另有蜈蚣陣	(55)	：陣容甚為龐大，每	1	小孩需用	1	人抬，另

有	1	人撐傘，一組	3	人，有	36	組共	108	人參加。	(56)	（照片	1、6）

5中社陳：老大	5-7	人、爐主	1	人，陣頭的組成，共	25	人（大轎	8	人	2	組，

鑼鼓	5	人，轎前旗小孩	10	人，大旗	2	人×2	組	4	人，謝籃	4	人放炮、燒金；而

上白礁時，2	組人共	 50	人，另外宋江陣為	 36	人（因人少只有	 36	人＋2＝38	

人）。

（2）外圍郊區

1學甲寮（西平寮）：日本時代即已參加上白礁活動，除爐主、乩童外，其

陣頭基本成員，戰旗、小鑼、肉鑼、大鑼、大鼓、大旗、涼傘等，各需	2	人，大

轎需	10	人（八臺	8	人＋掌轎×2）；故	1	班共	25	人，一般熱鬧時約需	100	人（

25	人×4	班＝100	人）。

2倒風寮：每年農曆	 3	月	 11	日會去參加學甲慈濟宮之熱鬧。傳統派出去的

陣頭有八臺（8	人抬的大轎）、大鼓（2	人）、大鑼（2	面，1	人	1	面）、石金旗

（2	人）和轎前凉傘（1	人）	(57)	。未建廟前，法主公金身之安置，是由三位「老

	(55)		傳統例由下社負責排陣，民國	60	年割香時，由於財力問題，才轉由後社負責。
	(56)		昔日要參加者，須先透過擲筊以取得資格；工業化後，因需雇工扛，故都認捐	1	萬	5	千元。
	(57)		最近幾年有全為女姓所組成之車鼓隊，全隊	23	人。在農曆	3	月	11	日前幾天才密集練習，

其他時間則不集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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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抽籤決定當年要放在哪一角頭（姓氏）；抽中的角頭，各戶再輪流當爐主，

供奉法主公金身。至於頭家是把全村戶數分成	 6	班，每班約	 14	人（戶），每年

輪一班當該年之頭家。年中之祭儀，有清明的謝平安和安營，農曆	 7	月	 23	日法

主公誕辰，以及每月初一、十五的賞兵。安營則是請外面的一個「紅頭仔」、當

年的頭家（14	人）和四轎仔（4	人），到五個營頭前，由「紅頭仔」唸經文。共

19	人參與。

3紅蝦港：稱慈濟宮為大廟，庄廟中太宮為小廟；將慈濟宮比喻為派出所，

紅蝦港即屬慈濟宮的管區（轄區）。一次出去的陣頭，基本的隊伍共	 13	人（大

轎	8	人，鼓、鑼、鈸、轎前涼傘、大旗，各	1	人），另三角旗	10	數人。但因需

換班，故當天是全庄出動，每戶均要派一人出去。	(58)	

（三）生活空間的整合與角頭空間的形塑

1	學甲四個角頭區的形成

乾隆九年（1744）建廟後，每年廟裡的所有祭祀活動，籌備工作及執行人
員，例由學甲居民分攤。由於七月十五日的普渡和三月十一日的上白礁，係十三

莊的祭祀活動；因此，為了分配工作人員名額，學甲地區遂漸以中社、後社、下

社為中心，分化成三個角頭組織，即後角、中角、下角，輪流主辦。後來，學甲

地區因人口繁衍，遂再將東部的新寮（雜姓）和楊山寮（頂山寮）、東寮（陳）

等，三個居民點新立出一區，因人口數較少，故此一新角頭稱「六分角」，學甲

地區遂分化成所謂的四個角頭，俗稱「三角六」。

道光∼同治年間，並將廟前兩側小祠分移至北部的新寮和後社兩地，	(59)	把

原最早草廟中的三尊神像之一的張王爺移給六分角的新寮，而土地公則移至後

社，分別在兩地分建新廟。	(60)	（照片	 3）由於新寮廟的主神張王爺為巡王，此
地位居學甲之水頭，故由張王爺負責把守水頭，後社集和宮的土地公則負責看顧

水尾，以護祐學甲的地理。下社地區則於民國年，才又新建一座白礁宮，成為下

角李姓的公廟。

	(58)		在未建庄廟前，為了趕在農曆	3	月	11	日能出去「表演」，村民從	3	月	1	日開始，每天晚
上均要到爐主家中練習。

	(59)		道光	 4	年（1824），後社居民已組織「集和公」神明會；道光	 7	年（1827），建立集和	
公廟。新寮在同治	 9	 年（1870），建王爺廟（普濟宮），光緒	 3	 年（丁丑，1877）落
成。（相良吉哉，《臺南州祠廟名鑑》，頁	119-120。）。

	(60)		據前慈濟宮管理人之一的後角代表黃木林先生所述，其在接任管理人時，後社的老大們
便告知他，在今廟前立旗竿處，原各有一王爺祠和土地公祠，兩小廟遷走後才在原址豎
立旗竿。另訪新寮王先化先生，據說新寮王爺廟的張府千歲、黃府千歲及中壇太子，原
本在鄭氏時代，供奉於移民所建草廟中，原址位於今慈生別館處。後來下社的保生大帝
落公後，也移入該處與上述三尊神像共祀一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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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由上述討論，學甲地區的角頭組織，至少在道光	7	年（1827）至同治	9	年

（1870）前，即已形成俗稱「三角六」的四個空間組織。	(61)	但根據新寮普濟宮

樑籤紀錄（照片	 4），該廟建成於丁丑年（光緒三年，1877），兩地建廟時間落

差，可能和其財力有關。統計其捐獻緣金信仕人數，合計為	 128	人。	(62)	依此推

估，六分角的人口至少有	128	戶，則其他三角頭人口，至少各約有	200	戶；故當

時學甲的後社居民，已達	200	戶。

2	角頭的分布與空間範圍

學甲的「三角六」四個角頭，涵蓋的範圍和角頭地名分別如下（圖	8）：

（1）後角：位於學甲街的北部，後社、溪洲仔（下溪洲仔寮）。原包含後

厝仔地區（姓莊仔、廟後莊）。

（2）中角：位於學甲街的中部，姓謝（謝厝角）、姓陳仔、七塊厝（李

姓）、姓莊仔、廟後莊、姓羅（羅厝角）、三角仔（王姓）。

（3）下角：位於學甲街的南部，自鎮公所至宅口（李姓）、下社（李

姓）、縣內仔（陳姓）、姓周仔，含東竹圍（謝姓）、溪仔墘（謝、賴姓）、三

塊厝。	(63)	

（4）六分角：鄰近學甲街的東部，新寮（雜姓）、楊山寮（頂山寮）、東

寮（陳姓）。

依慣例，三角的居民在慈濟宮擲筊產生爐主，每年的慶典，由此三角頭輪流

主辦。另各角頭內部，又再細分成數區或組；如：中角即可再細分	 5	鬮，謝、

李、陳、莊等四姓，各分	1	鬮，王、羅兩姓合	1	鬮（王	2、羅	1），於是便形構

出次一層的角頭區域。而六分角的居民，則在普濟宮自行擲筊產生爐主，七月普

渡亦在新寮舉行祭拜（往昔未建廟前需往慈濟宮普渡）。因此，新寮人稱慈濟宮

為大廟或是大道公廟，每有慶典，張王、黃王、太子爺，各有一名乩童，都須赴

學甲慈濟宮參與。

	(61)		依相良吉哉記載，後社的集合宮創建於道光七年（1827），新寮的王爺廟創立於同治九
年（1870）。相良吉哉，《臺南州祠廟名鑑》，頁	119-120。

	(62)	兩片樑籤板上的捐獻緣金人數，分別是	9×8＋4＝76	人，及	9×5＋8＝53	人，合計為	128	
人。	

	(63)		此地係因民國時代，溪仔底地經重劃為都市計畫區，居民遷居至今處，而形成之新聚
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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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		學甲市街內部的區域劃分圖	8		學甲市街內部的區域劃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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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學甲地區的聚落階層

（一）聚落內部的社會組織

學甲聚落的內部空間，被許多血緣性、地緣性組織所區分，茲分述如下：

（1）血緣性組織：各姓氏組成的宗族團體或祭祀公業，即為該地主要的血

緣團體，各祭祀公業在集村中是重要的家族團體，其他未以祭祀公業名目登記的

各房頭，則為次血緣集團（表	 4）。如：後社的大堀陳仔（陳），園頂（李）、

巷仔內（雜姓）、大門內（李），大厝內（黃）。中洲的豎竹田罪（陳）、東頭

角（姓邱仔角）、瓦厝內（陳/大、三房）、舊厝角（陳祖厝）、港仔底南（

陳）、茅草埔頭（林）、西頭角（ā仔頭/陳）、姓林堀（林），以及庄廟慈惠

宮前的侯姓。

（2）地緣性組織：水利組織、農事合作集團、神明會等，都是村落內部因

共工或分工合作，所形成的經濟活動組織，或是宗教信仰組織。各該集團成員因

長期參與，故而發展出維持穩定的關係。例如：各村落內部，無論是否建有庄廟

或是神明輪祀於爐主家，都有全庄居民參加的主要宗教組織，其下各種次級宗教

團體的神明會組織，則常見成員多具血緣的宗教團體。

此外，農忙時期，俗稱「放伴」的彼此互相換工，幫忙及時收割農作物，則

是行之已久的一種非固定性的互助工作團體組織；即便是現代，也會組共工團

體。例如：宅子港人便曾在民國	60-70	年代，利用南北稻子收穫日期的差異，集

體組成割稻團，至中北部農村割稻賺取工資。

（二）由學甲、中洲兩系統整合為一體

原本清代分別以中洲與學甲為移墾中心的聚落發展，便形成兩個中地影響

圈。中洲影響圈系統：包括渡仔頭（錦湖村）、北馬仔、西埔內（麗湖村）、灰

磘港（玉港村）、二重港、溪底寮、三寮灣。學甲影響圈系統：包括大灣、山寮

（頂、下草坔，頂、下山寮）、瓦寮、大埔口、麻油寮、學甲寮、二港仔、竹橋

寮、宅仔港、竹圍仔、紅茄萣、倒風寮、紅蝦港。

日治初期，根據《南部臺灣紳士錄》，學甲已經發展成為本區最大的中心聚

落。這些領有紳章者，所從事商業、服務業的行業家數，共有	 11	個（表	 7）。

到日治末期昭合	14	年（1939），年營業稅額在	30	圓以上的營業者，更達	23	家

之多，遠超過據說早期較繁榮的中洲（表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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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日治初期學甲地區的中地機能統計（1907）

機能名稱 地點 姓名 出處 機能名稱 地點 姓名 出處

合吉號 學甲 李　歲 149 酒、石油紙商 二重港 李瑞超 149

合順號 學甲 莊　化 161 德昌棧 北　馬 郭舛如 154

成發號 學甲 謝新德 175 修竹軒書房 頂溪洲 郭維周 155

芳美號 學甲 謝吾教 175 無聊齋書房 紅茄萣 官　化 156

酒製造業 學甲 莊　曾 161 金錦合號、食鹽取次業 北門嶼 吳賽 168

麵類及酒製造業 學甲 謝　屋 175 金泉春號、鹽運送 北門嶼 凃寶 177

阿片煙膏寄售 學甲 莊　化 161 阿片煙膏寄售 北門嶼 凃合全 135

棺材商 學甲 謝吾教 175 醫生 蚵　寮 洪　元 169

葯舖、棺木商、芳美號 學甲 謝吾教 175 商 蚵　寮 洪壽元 169

醫生 學甲 謝問名 175 鹽業 井子腳 洪　富 169

醫生 學甲 謝　禎 175 葬具販賣商、杉木、	
油紙、錦和成號

溪底寮 謝石成 175

資料來源：臺南新報（1907），頁	135-177。

表	8	日治後期學甲地區的商業機能統計（1939）

大字 機能數 機能名稱 地點 備註

學甲 23 食料雜貨	2 學甲市街 125

日用雜貨、酒、煙草	4 學甲市街 125-126

和洋雜貨、金銀細工	1 學甲市街 126

和洋雜貨、賣藥	1 學甲市街 126

吳服太物（吳服、陶器、棺）1 學甲市街 126

肥料	2 學甲市街 126

學甲市場（獸肉）4 學甲市街 126

學甲市場（吳服）1 學甲市街 126

臺灣料理	3 學甲市街 126

金融業（金錢貸付）1 學甲市街 126

交通運輸業（貨卡車）1 學甲市街 126

請負業（土木建築）1 學甲市街 126

學甲信用販賣購買利用組合	1 學甲市街 239

中洲 6 食料雜貨	1 中洲 125

日用雜貨、酒	1 中洲 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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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用雜貨、酒、陶器、木材、棺 中洲 126

肥料（豆粕）1 中洲 126

中洲信用販賣購買利用組合1 中洲 239

建築材料（煉瓦）1 中洲 126

溪洲仔寮 1 食料雜貨	1 溪洲仔寮 125

註：本表所列各類機能數，係指年營業稅額在	30	圓以上的營業者。
資料來源：	臺南州產業館，《臺南州商工名鑑》（臺南市：臺南州產業館，1940），頁

125-126、239。

（三）傳統集村的同庄意識過程與地名

1	由同庄意識形成的地名空間認同

（1）長期的合作與分工：

透過上述的討論，我門看到一個集村若規模未達	 50	戶，很難去支撐一個廟

的各種事務和活動。因此，內部雖有神明會組織，仍多依附於鄰近較大集村之祭

祀圈中。中型以上的集村，由於人口較多，內容也多變化。由於擔任神職人員，

得常年擔任一些例行事務；或參與廟會活動陣頭工作或表演人員，常需於兩個月

之前即開始籌畫，或一至半個月前的集訓演練。這些參與者，包括求神者、表演

者、工作者的壯丁，以及在家準備祭拜用品的婦孺老少，經年累月地一再重複。

一個村落居民的空間認同，常是透過許多物質和精神上生活上的互賴而形

成，尤以未有庄廟的小型集村最明顯。例如：出身於新頭港的臺南幫企業家吳修

齊先生，自述在日本時代，其	11-15	歲時，父親外出謀生，家中與父親的來往書

信均由他書寫及宣讀，當時村中識字者皆外出謀生，村人對外書信也都由他代書

及代讀。	(64)	此外，還要替村人寫「土符、安胎符、化骨符」，以及「看青冊、

記佛字」等等，除「記佛字」可享一次晚餐外，其餘都是無報酬的服務；而上述

之畫符、看青冊等能力的培養，都是其二伯父所傳授。	(65)	

（2）期待與完成：廟會慶典當天，各地親朋好友會來看熱鬧，通常家家戶

戶幾乎都準備流水席；故在	4	個月前，即已開始飼養慶典當天需要宰殺的家禽。

也就是說兢兢業業地餵養雞、鴨的婦女或小孩，早已關心著這一天的來臨。

	(64)		新頭港是在日本時代，才形成的新聚落，故在宗教活動上依附於頭港。一方面因頭港的
生態環境惡劣，土地贍養力有限，當時已不敷繁衍過剩的人口，已多人外移他鄉謀生，
又相信此地為一地理吉穴「烏鴉落洋穴」，各姓氏遂陸續遷居。（吳修齊，《吳修齊自
傳》（臺北：遠景出版社，1993），頁	16-18。）

	(65)		吳修齊，《吳修齊自傳》，頁	16-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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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由遶境圈出的集村空間：由好奇的小孩子，到實際參與重要活動的壯

丁、頭家，乃至成為籌畫、決策與管理廟產的老大；在人生的各階段，持續上演

著前人相同的戲碼，不斷地重複觀察與體驗，這一群人乃漸成為一互賴極深的生

命共同體。例如：熱鬧前各兵將營的放兵或當天的安營，都有一定的、路線和順

序。例如：學甲街的公廟為慈濟宮，其安營順序，是由北營→東營→南營→西

營。因此，傳統集村居民對地名的空間認同，係以迎神遶境所圈遶的範圍為依

歸，形構出地名的空間認知；其隨該聚落之興衰，而擴大或縮小範圍。

2	集村認同的轉化

（1）基礎行政空間的建立與行政區名的認同：日本政府為有效進行對臺統

治，利用地籍上的「地番」，作為居住該地人家戶籍上的「番地」，而建立。透

過土地調查，將地籍和戶籍編號系統結成一體，在學甲地區建立	5	個基礎的行政

區「街、庄」。大正九年改「街、庄」為「大字」。民間亦以這些小區為基礎，

發展地緣關係，此可由居民都能明確指出該地屬何地籍圖冊和區域界線看出。日

本時代初期，才被細分成學甲、中洲、宅仔港、學甲寮、溪洲仔寮等，5	個基礎

行政區，分屬學甲、中洲、北門嶼三個大區域；其後大正	9	年（1920），調整成

學甲庄、北門庄兩行政區，隸屬北門郡。

在這些行政空間內，居民利用集會所和國語講習所，進行改善生活的各項集

會以及政令宣導活動。如：學習日語、農事實行組合、部落自治振興會，以及部

落會。使傳統的血緣社會，加速轉化成認同一定行政空間的地域社會；結果大字

逐漸變成地域社會的基層空間，集會所和國語講習所，乃成新的中心地標。	(66)	

（2）警察官權力空間的形構與社會網絡的拓展：學甲地方的派出所，由於

是壯丁團、青年團操練的場所，而開啟該地域各村落居民之間的交流網，為社會

空間的發展基礎（表	 9、圖	 9）。壯丁團的成員是榮譽職，都是體格健壯，類似

今日的警義消，由保正登門拜訪，請求加入，約	 30-40	歲。而青年團，則都是

20-30	歲年輕人。如：為了應付學甲庄內的比賽，來自轄區的壯丁，經常在一起

操練；團員之間自然產生超村落的地緣情感，於個人則拓展了人際網絡。因此，

農民也常以屬那一衙門（派出所）來區分所屬空間，也津津樂道當年的紀錄。

	(66)		每一個大字範圍內，都建有一集會所，也是保正辦公的地方，類似今各村的活動中心。
國語講習所，有的是利用廟有的另有固定場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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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	日治時代學甲地區的警察官系統（1902）

鄉鎮市
庄名
（大字）

聚落名 廳 支廳 監視區
監視區監督
駐在地

派出所 備註

學甲鎮 學甲寮 學甲寮 鹽水港 北門嶼 2 學甲派出所 宅仔港 明治	35	年

西平寮 鹽水港 北門嶼 2 學甲派出所 宅仔港 明治	35	年

大埤仔 鹽水港 北門嶼 2 學甲派出所 宅仔港 明治	35	年

學甲 學甲 鹽水港 北門嶼 2 學甲派出所 學甲 明治	35	年

下溪洲仔 鹽水港 北門嶼 2 學甲派出所 學甲 明治	35	年

東寮 鹽水港 北門嶼 2 學甲派出所 學甲 明治	35	年

大灣 鹽水港 北門嶼 2 學甲派出所 學甲 明治	35	年

貳港仔 鹽水港 北門嶼 2 學甲派出所 宅仔港 明治	35	年

倒方寮 鹽水港 北門嶼 1 北門嶼支廳	 頂溪洲 明治	35	年

紅蝦港 鹽水港 北門嶼 1 北門嶼支廳	 頂溪洲 明治	35	年

宅仔港 山寮 鹽水港 北門嶼 2 學甲派出所 學甲 明治	35	年

頂草坔 鹽水港 北門嶼 2 學甲派出所 學甲 明治	35	年

下草坔 鹽水港 北門嶼 2 學甲派出所 學甲 明治	35	年

竹橋寮 鹽水港 北門嶼 2 學甲派出所 宅仔港 明治	35	年

宅仔港 鹽水港 北門嶼 2 學甲派出所 宅仔港 明治	35	年

溪洲仔寮 頂溪洲仔 鹽水港 北門嶼 1 北門嶼支廳 頂溪洲 明治	35	年

紅茄萣 鹽水港 北門嶼 1 北門嶼支廳 頂溪洲 明治	35	年

中洲 中崙 鹽水港 北門嶼 1 北門嶼支廳 頂溪洲 明治	35	年

筏仔頭 鹽水港 北門嶼 1 北門嶼支廳	 頂溪洲 明治	35	年

崁腳寮 鹽水港 北門嶼 1 北門嶼支廳	 頂溪洲 明治	35	年

過港仔 鹽水港 北門嶼 1 北門嶼支廳 頂溪洲 明治	35	年

中洲 鹽水港 北門嶼 1 北門嶼支廳 中洲 明治	35	年

西廍 鹽水港 北門嶼 1 北門嶼支廳 中洲 明治	35	年

西勢仔寮 鹽水港 北門嶼 1 北門嶼支廳 中洲 明治	35	年

將軍棧 鹽水港 北門嶼 1 北門嶼支廳 中洲 明治	35	年

資料來源：	1鹽水港廳，《鹽水港廳報》，1902.10.17，56	號：訓令	20	號、告示	45	號。�

2實地調查

（3）以學甲為中心的空間認同：傳統上本研究區各村落，經由以學甲慈濟

宮為中心的組織，架構出信仰區域的空間性與階層性；透過上白礁與割香遶境活

動的參與，維繫聚落之間的一體感。（照片	 5、6）但是日本時代，基礎行政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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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的劃分與警政管理系統的實施，聚落間信仰區域的認同，則逐漸分化，轉向新

行政區域的空間認同。

大正九年（1920）的行政區改制，政府將街、庄改稱大字，進一步將	5	個大

字統合成一更上層的行政區「學甲庄」，而以學甲為該轄區的行政中心。經由種

種政治、經濟或社會組織活動，例如：深入民間基層的農事實行組合、報國自治

振興會（表	 10）。學甲乃成這	 5	行政區庄民的空間認同中心。學甲庄作為一個

具有明確空間範圍的領域，透過庄役場、庄協議會、信用組合、方面委員、共榮

會等以庄域為界線的政治、經濟和社會活動，而使庄民和庄的區域逐漸結合成一

體，由底層的行政組織空間（大字空間），形構出上層的地域社會空間「學甲

庄」。

表	10	日治時代學甲庄報國自治振興會概況

大
字
名

派
出
所

名								稱 戶數 人口
會員
數

集會所 集會 國旗/神
棚普及
率%

	堆肥
豚舍
普及
率%

產業
組合
加入
率%坪數

建設
費

回數
出席
率

學
甲（

學
甲
街）

學
甲

學甲第一報
國自治振興
會

635 3452 2830 0 0 9 1.0 100/100 55.0 100

學
甲

學甲第二報
國自治振興
會

383 2066 1664 0 0 9 1.0 100/100 46.0 100

學
甲

學甲第三報
國自治振興
會

398 2470 1801 0 0 9 1.0 100/100 46.0 100

學
甲

學
甲

大灣報國自
治振興會

212 1475 674 41.5 2400 16 98.3 100/100 100 100

學
甲

學
甲

東寮報國自
治振興會

62 357 255 24 1500 9 98.1 100/100 81.0 100

宅
仔
港

學
甲

下草坔報國
自治振興會

186 1307 640 50 2500 9 99.2 99/100 95.1 100

宅
仔
港

學
甲

頂草坔報國
自治振興會

68 404 165 11 606 12 98.0 100/100 10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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宅
仔
港

學
甲

山寮報國自
治振興會

75 487 250 17.5 1300 9 1.0 100/100 81.2 100

學
甲

學
甲

下溪洲報國
自治振興會

95 556 391 11.5 1350 9 98.0 100/100 90.4 100

宅
仔
港

宅
仔
港

宅子港報國
自治振興會

204 1560 620 50 2500 15 1.0 100/100 100 100

學
甲
寮

宅
仔
港

學甲寮報國
自治振興會

222 1486 784 45 2600 15 98.6 100/100 61.3 100

學
甲
寮

宅
仔
港

西平寮報國
自治振興會

79 547 214 17.5 1500 15 96.6 100/100 91.2 100

中
洲

中
洲

中洲報國自
治振興會

689 3869 1460 0 0 12 98.0 100/100 98.0 100

中
洲

中
洲

過港子報國
自治振興會

139 713 304 28 1200 12 98.4 100/100 96.0 100

頂
溪
洲

頂
溪
洲

頂溪洲報國
自治振興會

163 968 354 0 0 14 99.8 100/100 100 100

頂
溪
洲

頂
溪
洲

紅茄萣報國
自治振興會

212 1367 675 25 500 14 98.1 100/100 100 100

學
甲

頂
溪
洲

倒方寮報國
自治振興會

130 904 433 26.5 2000 14 98.0 100/100 90.0 100

合
計

3952 23988 13514 347.5 19956 202 100

資料來源：《北門郡報國自治振興會概況》，1939，頁	90-92。

（4）民國時代的生活空間重組：民國時代，將地籍與戶籍分開管理，也就

是說由地政機關居住房屋座落處的地號，與戶政單位所編列的門牌號碼並不一

致。因此，在日治時代透過警察系統監控下所形塑的權力空間，迅即瓦解。那些

由日本官方一手營造出來的各種制度及活動，幾乎全被取消或停止，僅保留形式

上與部落會類似的公民活動，即村里民大會。「大字空間」，即由「村里民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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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所取代。村民透過各種類型的選舉活動，逐漸形塑對該村里空間範圍的認

同：包括與實際生活較為相關的村長、鄉民代表，或是農漁會代表、水利委員，

或是其他政府所長、民意代表等的選舉。由於常是一村里一投票所，故人口眾多

的大型集村，乃由昔日的部落民空間，分化成二或三個「村里民空間」；自清代

以來所凝聚的同庄意識，以及傳統集村的空間認同，遂因社會活動的重組，而逐

漸瓦解。

經由上面的論述，我們可以看到村民的生活空間，勢必因社會活動的變化，

而產生解構的現象。今日吾人所觀察到的鄉村聚落的生活空間，乃重構後的空

間。

臺灣於民國	 60	年代以後，臺灣的經濟起飛。在這種帶有濃厚部門歧視的經

濟發展策略影響下，工業及相關的國際貿易部門得到最大的支持，而呈現快速成

長，農業部門則節節衰退。因此，農民開始被擠出農業部門，而轉移到非農部

門，形成離農的生活方式，也導致鄉村居民社會空間的重組。因此，在民國	 62	

年，慈濟宮組織代表的產生，也隨之以村，里行政區範圍重新劃分選舉區域。

而在本研究區中，反映於嘉南大圳水利組織者，由日治時期的大灣、中洲、

頭港	3	個監視區，被整合為	1	大區；其中心的水利站，也轉以學甲為名統稱之（

表	11）。

表	11	學甲地區水利灌溉組織的變遷

日治時代（北門郡） 現代

監視所
給水

區數
小區數 給	水	區（水	利	小	組）	名		稱 給水區變遷沿革

大灣 8 24

1大灣、東寮、學甲、北學甲

2	草坔、南山寮、北山寮、營後（圖
中白色部分日本時代為三年輪灌，

民國後改抽麻豆大排水源為併用

區，北山寮併入南山寮）

增海埔	1（謝榜寮），
子良廟	2（營頂、西營
頂），共	11	組轉學甲

中洲

（學甲）
8 24

下溪洲、中洲、西中洲、南中洲、二

重港、溪底寮、三寮灣、東三寮灣
增頭港	8	組、大灣	11	組

頭港 8 24
頭港、東頭港、西頭港、北頭港、西

埔、灰磘港、南平埔、西竹橋寮
轉入學甲

資料來源：1�整理自陳正美，《嘉南農田水利會七十年史》（臺南：臺灣省嘉南農田水利

會，1992），頁	186-224、821-918。
2各水利工作站提供。

3實地訪查：訪前麻豆管理處主任楊錦綿；前學甲站長：楊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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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結論

經由對學甲地區聚落發展與宗教生活空間的討論，本文對嘉南平原的集村的

結構與區域化過程，得到如下的認識：

1	集村內部的區域化與角頭地名

長期以來，傳統的鄉村聚落，透過持續、固定的全村性廟會活動，將內部原

本分立的血緣和地緣組織，統合為一體；以庄廟作為村落的精神表徵，而以五營

展現村落的分布範圍。有時因村落人口數多，故將這些基層的頭家小組，依其所

在的區位，整併成幾個大單位，可隔年或二、三年輪流分攤工作，更大者可數

年。於是一個集村便被劃分成幾個「角頭」，而形成角頭組織。每個角頭又將該

範圍內的小地名中，擇一整合ā角頭名。於是數個界線不明的小地名，被整合在

一個角頭名之下，而構成集村內部最底層的區域單位。

2	由角頭地名到集村名

單姓集村係由血緣所架構的的社會較單純，雜姓村除宗族組織外，尚有各種

神明會和互助會；透過定期聚會、佃耕土地、競輪頭家爐主，廟會慶典，以及整

修灌渠等的共工，農事換工等互助活動，甚至神或廟產的使用與管理，形成固定

的社會網絡，逐漸滋生團體歸屬感。最後，透過全庄性定期的廟會慶典，凝聚同

莊意識，由血緣社會轉化為地緣的社會，聚落空間由數個小地名的血緣空間結構

成一體，並透過宗教信仰組織，整合在角頭空間內，形成階層化的生活空間現

象。

3	由集村名到行政區名的空間認同－地名的階層化

日治時代的政經活動組織運作方式，有助於居民對行政空間範圍的認同。因

此，日本時代最基礎的行政區域，「街、庄」或「大字」，透過各社會組織的運

作方式，以及共工團體活動的進行方式和分工合作模式，貫串出居民的社會網絡

與同庄意識的凝聚，由血緣社會轉化為地緣社會。原本對集村名的認同，因生活

空間重組的結果，漸衍生行政區名的認同；由聚落點的地名認同，轉變為面地名

的認同。對內以大字、里名互為區別，對外均通稱為學甲人，而形成地名的階層

化。

4	學甲區域之形成與轉化

學甲區域之形成，源自史椰甲社的活動領域，是個界線模糊的空間之泛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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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清代以來，由於是施琅將軍之管墾區而得名「史椰甲庄」，其區域界線不斷隨

著海岸線的西進，以及導風內海的淤積而擴展，至道光年間，新立為學甲堡始有

較明確之範圍。經由以學甲、中洲為中心的人口分移，而建立起所謂的「學甲十

三庄」宗教信仰組織空間，係由聚落之間的血緣與地緣關係，所建構出來的生活

空間；透過上白礁取水、遶境活動，將各聚落結合成一體，形塑出以慈濟宮作為

認同中心的祭祀圈。

日本時代以來，因行政管理之需，透過種種的政治、經濟和社會活動組織，

將傳統的社會生活空間，分化成學甲庄、北門庄兩大區，各行政中心所在地，逐

漸成為政、經之生活中心；因行政區空間的階層關係，學甲、北門轉化為各該區

居民的認同中心。

因此，學甲地區指涉的空間，隨時代而有變遷：由拓墾初期的史椰甲社之活

動領域，而為施琅管墾的史椰甲庄地區。清領後期透過國家權力的運作下，形成

的學甲地區，係指具有明確境界的學甲堡範圍，但實際學甲地區的社會、經濟生

活空間，卻是學甲慈濟宮祭祀圈涵蓋的區域。直到日本時代以來，始轉化為以學

甲街為中心的學甲庄或學甲鎮轄域，而排除了西部沿海北門鄉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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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1		大員地區航海圖
註：圖上的中文註記，係作者參閱頁	112-115	的圖說後所加註。
資料來源：底圖係掃描自漢聲（1997），《十七世紀荷蘭人繪製的
臺灣老地圖》，上冊，4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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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2	乾隆古圖的學甲地區
資料來源：	不著繪者（1982）：《臺灣地圖：清乾隆間彩繪紙本》，國立中央圖書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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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3

慈濟宮沿革碑記
窃

謂至微之道，而能無私者，其為神乎。神之靈無遠弗屆，佛之法廣大無邊，

蓋自漢明帝迎入中原奉祀，護國護民，遠徧極東。而我臺人士，祖籍均係中國移

來，自是信仰神道者不無其人；誠不背神聖之旨，而忘其祖訓也。而神道復能維

持世教、匡正人心、存諸正氣，所以累朝封建置金弗替也。原夫我學甲慈濟宮，

有祀保生大帝、謝府元帥、中壇太子及諸神佛，已歷二百六十八星霜矣。溯自前

清康熙時代，學甲村落尚屬草創，居民鮮少；先是有李姓，由祖國白礁絜眷來

臺，並迎前三座神像同渡，遂寓居於學甲下社角。當是時，建草庵而祀焉，其威

靈顯著，凡水旱癘疫，悉為民禳除，疾病荒凶，悉為民呵護；因而遐邇傳聞，香

火益盛，四方善男信女仰賴而來行香者，歲歲年年絡繹不絕。方期長享血食悠久

無疆，豈料滄桑之變，草庵經久腐敗，且不足以壯瞻觀；神靈值此越顯精通，乃

相觀地勢，親擇庙基，始建兩棟廟宇於今之住址焉。厥後天荒地老，物換星移，

其間歷百餘稔，洎乎咸豐庚申間，因該庙規模僻窄，漸次傾頹；由是諸紳仕鄉

董，出為倡首，竭力募捐鳩資構造，大興土木葺而新之。至同治元年，成就大規

模之神宮，而慶落成焉，題其額曰慈濟宮；斯時士宦紳商樹名拜匾者，頗多其

人。降至於今，又已七十餘年矣；歷年既久，風雨侵凌，廟貌傾圮，殊不雅觀，

良堪浩嗼。爰是諸有志再出提倡，醵金涓吉，重修興工；歷弍十四月之久，至昭

和己巳初冬，始告完竣。則見廟貌崇高，廟堂輪奐，巍峩氣象，燦然聿新。後人

恐其久而蔓滅，因勒石而為之記。

　　　　　　　　昭和四年小春榖旦　　　　　　　	 謝和美拜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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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4　史椰甲庄灰磘港的墾批（乾隆	17	年，1752）
資料來源：	林金悔主編，《靖海侯施琅督墾文獻輯》（臺南：臺南縣文化局，

2002），頁	12。

附錄	5　學甲慈濟宮進香路關表（1920）
資料來源：學甲慈濟宮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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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1		舊式糖廍石車
說明：	位於學甲後社集和宮前榕樹下，左後方為蜈蚣陣之架構。	

（2004.04.26拍攝）

照片	2	上白礁前各地代表集會慈濟宮
說明：著深色衣者為爐主，淺色者為董事。（2003.04.11	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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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	3	慈濟宮沿革碑記（昭和	4	年，1929）
說明：	位慈濟宮右門入口，記載今址原建有兩座廟，同治元年改建大廟後題額慈

濟宮；左側為乾隆	9	年的〈慈濟宮緣業碑記〉。（2004.12.26	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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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	4-1		新寮普濟宮樑籤（丁丑年新建）
說明：樑籤為兩片薄木板，書寫信徒姓名和捐獻金額。

　　　（2003.02.10	拍攝）

照片	4-2		樑籤內容
說明：樑籤為兩片薄木板，書寫信徒姓名和捐獻金額。

　　　（2003.02.10	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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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	5	倒風寮庄口的迎賓隊伍
說明：	居民集合迎接保生大帝遶境隊伍。（2004.4.28	拍攝）

照片	6	學甲割香的蜈蚣陣夜景
說明：	節節發亮的蜈蚣燈陣，在參與割香者期盼下，緩緩移近白礁亭景觀，乃眾

人之共同記憶。（2004.04.29/20：06	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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