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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世紀上半臺中地區閩客族群的分布 
—— 幾種日治時期種族祖籍調查的分析比較 

 

 許世融** 

摘 要 

清朝治臺後，漢人大量進入臺中地區開墾，由於入墾先後順序以及械鬥等因素影

響，逐漸形成「泉人近海、漳人居中、客人居內」的面貌，本文利用日治時期的調查

統計資料，檢證了這種分布的正確性，同時藉由連續性的族群分布圖比較得知，20世

紀上半臺中地區的閩客分布相當穩定且涇渭分明：介於大安溪到大肚溪間的沿海地

帶，以及臺中盆地中心地區是福老優勢區，東邊近山區蕃界則是客家優勢，整個區域

被一條無形的閩客交界線從西北斜向東南劃開。以今天的行政區域來看，大臺中市的

東勢、新社、石岡屬客家優勢區，此區域左側的太平、北屯、豐原、后里、外埔是閩

客間緩衝地帶，閩客交界線大致從這幾個鄉鎮市中央穿過，向北連接濱海的苗栗縣苑

裡鎮，向南則與南投國姓的客家優勢區相連，以迄於山邊。本研究同時也發現在臺中

盆地東緣地區，祖籍調查與國勢調查呈現不一致的結果。筆者推論，這應當與移民的

雙重族群屬性有關。原鄉來自漳州及潮州者，原本即有同時操持閩客語者；而日治時

期的調查，或因各調查的分類不一，或因調查者不易理解這種原鄉位於閩客交會區的

族群歸屬，遂造成調查資料上的混淆。惟日治中期以後，盆地東緣移民已完全福老化，

以致近代語言學者在此處的調查，將其完全劃入漳州腔優勢區。 

關鍵詞：臺中盆地、漳州客、閩客交界地帶、鄉貫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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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臺中地區位居全臺中間，清代以來入墾的漢移民，途徑相當分歧，方向上分別

有來自南北及西邊者；移入途徑則有水路及陸路。同時因為有武官參與墾殖工作，

使得其漢人開發歷史備受矚目，連帶的族群分布概況也成為研究焦點之一。如果以

宏觀角度來觀察，臺中正位於全臺最集中的客家區與福老區交會處，兩大族群在中

部地區，由一條起自苑裡海邊，逐漸斜往東南山區的「閩客交界線」一分為二。同

時中部地區又被認為是全台械鬥最為劇烈之地，其中又以捒東上堡為最，1族群分布

的變動頻繁當可理解。不過較少人注意的是到了 20 世紀日人治台後，這樣頻繁的

變動是否仍持續？或者已進入穩定狀態？舉例言之，日治時期的語言學者小川尚

義，同時參與過「臺灣言語分布圖」和「臺灣在籍漢民族鄉貫別分布圖」這兩張重

要地圖的繪製，但臺中盆地東緣所呈現的結果卻大相逕庭（詳後），是因兩圖相隔

25 年所造成的族群變動？抑或是製圖時間的認知差異？ 

再者，日治時期以來對於臺灣的族群分類，多分為漳、泉、粵，甚至僅大別為福

老、客家。當時的相關調查，幾乎都是秉此而行，但部分臺灣移民的原鄉地區，其族

群屬性頗複雜，不乏同時操兩種語言者，在日治時期的簡單分類下，是否容易造成判

讀上的困難？ 

有關臺中地區的調查研究，早在日治初期，臺中的地方首長即曾受命於總督府而

完成〈臺中地方移住民史〉、〈臺中縣下移民調查書〉等報告（詳後）。戰後初期，劉枝

萬自行刊刻印製了《臺中彰化史話》，惟係手書油印本，且發行量僅有百部，流傳不廣。

2晚近研究有：洪麗完〈大安、大肚兩溪間拓墾史研究（一六八三～一八七四）〉將臺

中地區區分為海岸平原、大肚臺地、后里臺地、臺中盆地、東方丘陵地帶等，分區探

討其開墾過程，同時也探究械鬥等因素對於族群分布造成的影響。3溫振華探討清代臺

灣中部的開發與社會變遷，空間範圍南起虎尾溪，北到大甲溪，涵蓋本區域漢人的土

                                                      
1 臺灣慣習研究會原著，臺灣省文獻委員會譯編，《臺灣慣習記事（中譯本）第一卷上》（南投：

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84 年 6 月），頁 178-9。 
2 劉枝萬，《臺中彰化史話》（出版地不詳：手抄油印本，1951 年）。 
3 本文主要由洪麗完之碩士論文精煉而成，參見洪麗完〈大安、大肚兩溪間拓墾史研究（一六八

三～一八七四）〉，《臺灣文獻》43：3（1992 年），頁 165-259；《清代臺中開發之研究(1683～1874)》，

（臺中：東海大學歷史所碩論，198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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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開墾方式、墾首類型，聚落街市的興起，以及漢人入墾之後對土著社會的衝擊，乃

至不同祖籍漢人社會間的整合等議題。
4
孟祥瀚從藍張興庄的拓墾事業切入，探討其對

臺中盆地發展的影響，由於在臺武員私置田產，自立墾號越墾界外土地，挑戰清初對

臺之海禁與山禁政策，私下包庇偷渡墾民來臺，違法越界私墾等問題。而藍張興庄墾

業最為發達的階段，也正是臺中盆地的拓墾最盛之際。聚落沿著盆地內溪流二側分布，

往來道路也大致沿溪流南北而行，形成數條南北走向的路徑，南以犁頭店街作為連通

烏日、彰化的孔道，北則沿筏仔溪、土庫溪與柳川等連接岸裡社。另外犁頭店街與大

墩街之間則形成盆地內東西向的路徑，作為盆地內橫向連線的管道。
5
 

這些先行研究多半已提出相當有說服力的論點，解答了甚多臺中開發史與族群分

布的問題。但一來多半聚焦於清領時期；二來除了較晚出版的孟文已開始利用地理資

訊系統（GIS）套疊不同時期的歷史地圖，使讀者更容易認知時間與空間整合的關聯性

外，洪文與溫文完成較早，受限於當時學術環境，圖像多以手繪，較難表現出清晰的

空間差異，且探究臺中地區族群分布概況皆利用1926年「臺灣在籍漢民族鄉貫別調

查」，早於此調查前，時程上更接近清代的日治調查資料未能進一步加以整合比較。 

綜上，本文的目的之一，是希望在既有的研究基礎之上，進一步利用新的技術，

將日治各不同時期的族群人口調查數字一一轉化為空間圖像，以看出20世紀上半臺中

地區的族群變化情形；其次則為部分看似矛盾的調查數字嘗試找出一個可能的解釋。 

需要先提出說明的是：儘管日本在領臺以前即有部分官員注意到臺灣有稱為「客

家（ハカー）」的種族，初期總督府也有意將這個習自西方傳教士建構的Hakka（喀家、

客家）名稱帶進島內，用以指涉土人以外的另一漢移民族群，不過1897年進行一項關

於本島「喀家族」的調查後，發現此稱呼在臺幾乎很少被用到；同時原先認定的客家

包含廣東及廣西人，但調查結果廣西人卻出奇的少，這帶給當時治臺官員一個印象：

所謂的Hakka（喀家、客家）專指廣東人，民間多稱為客人。既然臺人對客家之名稱如

此生疏，實際客家人又以廣東人居多，那麼官方用語何妨就以「廣東人」名之。6因而

                                                      
4 溫振華，〈清代臺灣中部的開發與社會變遷〉，《師大歷史學報》11（1983 年），頁 43-95。 
5 孟祥瀚，〈藍張興庄與清代臺中盆地的拓墾〉，《興大歷史學報》17（2006 年），頁 395-430。 
6 詳見許世融著，〈殖民政府的「第一客」──1897 年總督府初次客家調查與日治時期客家認識的

關聯性〉，「第八屆臺灣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長榮大學場）」（2013.09.07），長榮大學臺灣研究

所。本文已收錄於林淑慧主編，《時空流轉：文學景觀、文化翻譯與語言接觸 第八屆臺灣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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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治時代的相關調查中，除了1926年的「臺灣在籍漢民族鄉貫別調查」是以清代以

來漢移民的祖籍地為調查單位外，其餘如國勢調查中的「福建人」、「廣東人」實與其

祖籍地無絕對關聯，毋寧較接近吾人所認知的「福老人、客家人」或「閩、客」之分

野。7下文為行文方便，偶有「福建人」、「廣東人」與「福老人、客家人」混用情形，

不再贅述。 

二、族群調查中的閩客分布概況 

（一）1926 年「臺灣在籍漢民族鄉貫別調查」 

日治時期最為學界熟知的漢人祖籍調查，便是 1926 年「臺灣在籍漢民族鄉貫別調

查」。這是日治時代正式出版品中，唯一對臺灣漢族祖籍調查的詳細資料，昭和 3 年

（1928）由臺灣總督府構內的臺灣時報發行所發行。依〈凡例〉的說明，本書為臺灣

總督官房調查課所撰，所載人口資料是根據昭和元年（1926）12 月末的調查。這份調

查將臺灣漢族祖籍按清代行政區域分為福建省與廣東省，福建省下分泉州府（安溪、

同安、三邑）、漳州府、汀州府、龍巖州、福州府、興化府、永春州；廣東省分為潮州

府、嘉應州、惠州府等。至於調查單位則依當時的行政區劃，即州、廳，下分郡、市

或支廳，再下則分街、庄或區，每一個行政層級及行政區域都詳細統計各個鄉貫，人

口數以「百人」為單位，百人以下就不記錄了。 

該調查中關於本區的概況，前述洪麗完及溫振華的相關論文皆已有提及，大抵泉

州府占 37.68％、漳州府占 34.43％、廣東潮、嘉、惠三州占 19.82％。8原書所附圖由

                                                                                                                                                  
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將於 2014 年 4 月由臺北萬卷樓圖書公司發行。另參考施添福，〈從「客

家」到客家：一個族群稱謂的歷史性與地域性分析〉、〈從「客家」到客家（二）：客家稱謂的出

現、傳播與蛻變〉，《第三屆「族群、歷史與地域社會」學術研討會論文》（臺北：中央研究院臺

灣史研究所，2011 年）。 
7 關於此說法，葉高華已有初步討論。參見氏著，〈再探福建–廣東與福佬–客家的關係〉，收錄在

臺灣語言文化與族群遷徙工作坊、臺灣師範大學地理學系主辦，《「第九屆語言文化分佈與族群

遷徙工作坊（2012 臺灣師大場）」會議論文集》（臺北：師大地理系，2012 年），頁 4-1~4-10。 
8 不過洪麗完在文中表 3-1，將外埔庄的順序排錯，該庄應該以廣東潮、嘉、惠三州（38.7％）居

第一而非同安（32.8％），參閱氏著，〈大安、大肚兩溪間拓墾史研究（一六八三～一八七四）〉，

《臺灣文獻》43：3（1992 年），頁 179；溫振華，〈清代臺灣中部的開發與社會變遷〉，《師大歷

史學報》11（1983 年），頁 48-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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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缺乏明顯的行政區域界線，辨識不易，筆者將統計表簡化為漳、泉、廣三籍，重新

繪製各街庄優勢族群圖如下：（圖 1） 

 

圖 1  1926 年臺中地區閩客族群分布 

資料來源 

1.統計數字：臺灣總督官房調查課，《臺灣在籍漢民族鄉貫別調查》（臺北：臺灣時報發行所，

1928），頁 14-17。 

2.圖層來源：中央研究院，《臺灣歷史文化地圖系統》第一版，2003 年 9 月。

（http://thcts.sinica.edu.tw/tctsweb/theme.php?axl=adminarea_j7.axl）（以下同） 

 

本圖由於是以街庄為調查層級，因而各街庄呈現出的族群屬性頗為鮮明：西部海

岸及盆地北部的大甲、大安、清水、外埔、內埔、神岡、沙鹿、梧棲、龍井等街庄為

泉州優勢；臺中盆地的大雅、潭子、大肚、北屯、西屯、南屯、臺中、大里等街庄市

為漳州優勢；盆地東北丘陵的石岡、豐原、東勢、新社等街庄為廣東優勢，至於東南

隅和南投山區相連的大平庄雖有相對多數的漳州移民，也僅佔 32％，原繪圖者小川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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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將其歸入漳州優勢區，筆者則修正為混居區域。9 

這個移民分布圖像大抵無誤，只是 1926 年的調查，其人口數以百人為單位，可能

產生統計上的失誤；加上統計最基本行政區域為街庄，相當於今日的鄉鎮區，使得族

群分布與行政區域似乎重疊，過於壁壘分明。和另一份祖籍調查所繪製的圖相比對，

將可看出其間的差異。 

（二）1901 年「關於本島發達沿革調查」 

「臺灣在籍漢民族鄉貫別調查」展開前，總督府也曾在統治邁入第五年時進行過

一次「關於本島發達沿革調查」，雖有部分地區統計數字不完整，惟多半屬於土地測量

時的「調查區域外」，由於當時臺中並無上述區域，因此僅遺漏了捒東下堡下石碑庄（今

臺中市西屯區大石、大河、大鵬、大福等里），其餘資料皆甚完整。這份調查資料後來

沒有公開出版，而保存在《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中。不過臺中縣（涵蓋今日苗栗、

臺中、南投、彰化、雲林等縣市）的部份，曾在明治 34 年 12 月 23 日發行的《臺灣慣

習記事》第一卷下第十二號，以及明治 35 年 2 月 23 日發行的第二卷第二號中刊載，

文末還刊載了以辨務署為單位的調查簡表，並註明調查時間為明治 34 年 10 月，正與

臺中縣上繳時間相一致。10另外，在此之前有一篇由關口隆正（按：原文初誤為關口

正隆）所寫的〈臺中地方移住民史〉，其文章前的小引文提到：「本篇乃關口臺中辨務

署長，奉命調查的報告，今經他同意轉載，期對該地方移住民之狀況有助了解」。11這

一篇〈臺中地方移住民史〉出版時間為明治 34 年 6 月份，略早於臺中縣繳交調查報告

的時間；所列項目與前述總督府要求調查的項目若合符節，細察兩份報告內容，在第

四、第五及第八項有不少雷同之處，且慣習記事所刊載的關口隆正報告較公文類纂更

為詳盡；不過除此三項之外，兩篇報告幾乎是大相逕庭，推測有可能是臺中辨務署長

                                                      
9 小川尚義原圖所採用的優勢為相對優勢，故將大平庄歸入漳州優勢區；本文則採取絕對優勢，

該行政區域若無超過 50％之族群則列為「混合區」，以下所繪圖皆採此原則，不再重複贅註。 
10 臺灣慣習研究會原著，臺灣省文獻委員會譯編，《臺灣慣習記事（中譯本）第一卷下》（南投：

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84 年 6 月），頁 225-232、《臺灣慣習記事（中譯本）第二卷上》（南投：

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86 年 6 月），頁 49-57。 
11 同註 1，頁 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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呈繳給臺中縣知事的調查報告，但最後臺中縣知事並未完全採納。12 

總督府要求各地方進行調查時，並未明確規範調查的祖籍或族群種類，所以各地

所列族群調查項目不盡相同。共同被提到的祖籍或族群是「泉州」、「漳州」及「廣東」

三者；「熟蕃」除澎湖之外，在臺灣本島也全部都有。換言之，各地方機構在調查時最

常見的是分為泉州、漳州、廣東、熟蕃四類。其次是屬於福建的福州人及興化人；再

次是汀州人，在嘉義以北的統計表中皆可以見到；比較有問題的是潮州人，僅出現在

臺北縣以及嘉義廳的調查表中，推測其他地區可能併入廣東人的調查項下。此外，個

別地區還出現湖南、河南、江蘇、北京等的移民，有的地區調查項目甚至多達 18 種。

雖然其對於族群的界定不若 1926 年的鄉貫調查嚴謹，但在探討漳泉、閩客，以及日治

初期熟蕃的分布等相關議題上，具有重要的參考價值，且因調查時間較早，其所呈現

的族群分布，當更接近清代（至少是晚清時期）漢人移民來臺的面貌。 

筆者根據這份 1901 年調查的統計資料，將其與 1904 年的「臺灣堡圖」街庄對接

之後，繪製成 1901 年臺中地區閩客分布圖如下：13 

                                                      
12 同註 1，頁 175-183、同註 10，頁 1-8、45-49，「本島發達ニ關スル沿革調查ノ件」（二冊ノ一），

《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冊號 781，頁 111-139。 
13 有關本調查的相關經過、內容以及族群分布圖繪製方式，請參閱拙著，〈臺灣最早的漢人祖籍別

與族群分布：1901 年「關於本島發達之沿革調查」統計資料的圖像化〉，《地理研究》59 期（臺

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地理學系，2013 年 11 月），頁 91-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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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1901 年臺中地區閩客族群分布 

資料來源：臺中縣，「街庄社居住民族調查表」，《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781 冊，頁 140-154。 

 

（三）兩張祖籍調查圖的移民分布態勢及其成因 

乍見之下，圖 1 及圖 2 極為神似，如果不是筆者將 1926 年的大平庄修正為混合區，

兩者相似度將更高。這說明了這兩個在不同時間，以不同空間尺度調查的祖籍資料，

多數地區具有相當高的可信度，恰如其分的反映臺中地區 20 世紀上半，甚至清末以來

移民的分布狀態：「泉人近海、漳人居中、客人居內」──海岸平原與大肚台地以泉籍

為主，尤以三邑人為多，漳籍分布在臺中盆地、猫羅以東地帶；粵籍除少數聚居於今

日神岡豐原一帶平原，多數分布在臺中盆地以東的丘陵近山地區。14 

這樣的族群分布圖像如何產生？入墾順序，亦即「先來後到」應當具有不小的影

                                                      
14 洪麗完，〈大安、大肚兩溪間拓墾史研究（一六八三～一八七四）〉，《臺灣文獻》43：3（1992

年），頁 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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響力。本區漢人移墾殆始自大肚上中下堡，其次為沿北方大甲溪進而至捒東上下二堡，

再沿南方大肚溪及至猫羅堡溪西，更進入貓羅堡溪東；而藍興堡則是由西南北三面包

圍壓迫，最後才進行開發。15大致說來，西海岸平原以地利之便，首先開拓，尤其河

口港及沿河易於取水之濱河地帶，係移民較早落腳之地，開發最早；大肚臺地西坡為

一斷層崖，順此斷層線湧出豐富泉水，亦為移民選擇建立聚落之最佳地點；后里臺地

缺乏水源，開墾稍晚；臺中盆地土壤肥沃，康熙年間即有移民入墾；盆地東方丘陵地

帶墾成年代較晚。16至於移入途徑可分為水路及陸路，水路主要有鹿仔港、大安港、

塗葛崛港（今龍井鄉麗水村）、梧棲港、土地公港、腳踏港、蓬山港、草港、水裡港等，

尤其乾隆 49 年（1784）正式開港的鹿仔港，更是本區移民登陸的主要地點；陸路方面，

南北通衢大路，往北可通淡水，往南可抵嘉義，為移民由南部地方進入本地區所依主

要陸路交通。17進一步細分，由泉州、漳州來者大部分由鹿港登陸，乾隆 49 年(1784)

鹿港置海防同知以後從該港者多，其他亦有由後壠者，又有由臺南縣安平港者，主要

是由中部登陸，漸次向他處尋求發展。粵人則反是，直接登陸臺灣中部者極為稀少，

其大部分由鳳山方面登陸，而漸次北遷至中部。18 

基於前述的開墾順序與移民遷入方式，使得漳泉移民有可能較粵籍移民早到而得

以選擇海岸平原、盆地內、湧泉區等開墾相對容易之處。根據有案可稽的先墾者祖籍

與「圖 2」相對照，可以發現其中有不少地方相當一致。大致說來，丘陵地區的石岡、

東勢、新社等區，其分布圖的族群屬性與先墾者的族群屬性吻合度最高，此外大甲、

大安、龍井，以及大肚、南屯、烏日、太平、外埔、后里等區的多數地方也相當一致，

不過臺中盆地的豐原、潭子、神岡、大雅，以及大肚溪流域的霧峰、大里則有些誤差。

（參見「附錄 1」及「圖 2」） 

從個別小區域的觀察也可看出先來後到對族群分布的影響。《臺灣土地慣行一斑》

提到，大甲附近的開墾始於康熙 30 年（1691），漳州林姓、澎湖張姓、廣東邱姓等各

率其眾，由鹿港、香山各地登陸，在當時的九張犁庄、下大安庄、頂大安庄、打鐵庄、

                                                      
15 同註 1，頁 177。 
16 同註 14，頁 168。 
17 同註 14，頁 172。 
18 臺中縣調查，〈臺中縣下移民調查書〉，臺灣慣習研究會原著，臺灣省文獻委員會譯編，《臺灣慣

習記事（中譯本）第一卷下》（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84 年 6 月），頁 225-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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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南庄、三張犁庄構築茅屋，向大甲東西社給墾埔地，至康熙 35 年漸成村落。19而細

究 1901 年的沿革調查，九張犁庄（336 人、94.65％）、下大安庄（373 人、100％）、

頂大安庄（90 人、100％）、三張犁庄（137、85.09％）、日南庄（261、83.65％）都是

泉州人的優勢區；打鐵庄則是純粹的廣東人聚落（146、100％），至於漳州人雖未在上

述街庄形成優勢，卻也具有一定比例的人口。又如苗栗三堡的土城庄（外埔區土城里）

為閩粵合墾之處，201901 年的沿革調查，該庄有泉州 219（87.95％）、廣東 30（12.05

％），也與文獻所載符合。因此在日治初期普遍提到「閩人先來，佔沿海一帶之平地，

粵人後到，則佔接中央山脈之地的說法。21 

先來後到之外，「械鬥」對於臺中地區族群分布造成影響，在日治初期的調查也可

見到端倪。當時調查者認為全臺灣到處有械鬪，尤以中部最為劇烈；閩粵二族之所以

東遷西移頻繁者，完全因為分類械鬪之結果而來。22《彰化縣志》記載本區於乾隆 47

（1782）、嘉慶 11（1806）、14 年曾有三次漳、泉之械鬪，道光 6 年（1826）5 月起於

葫蘆墩地方之閩、粵械鬥尤為慘烈，互相焚殺無法制止，遂延及大甲溪北。2310 年 4

月在本轄內又有歹徒散佈謠言，掀起族別械鬪，是時有東勢角之廣東人劉章仁者，看

到地方紛爭不停，挺身而出，一方面勸導地方息爭，另方面請官府諭止，雙管齊下爭

鬪始停。24此外，臺灣三次大民變中的林爽文及戴潮春出自中臺灣，而臺灣的民變也

常常會轉成械鬥，這或許也是中部地區族群壁壘分明的因素之一。25太平天國戰爭爆

發後，閩粵人民攜家眷至臺避亂，而移居中部地區各堡者甚多，此時移民更為增加，

                                                      
19 臨時臺灣土地調查局編，《臺灣土地慣行一斑（第一編）》（臺北：臨時臺灣土地調查局，1905

年），頁 33。 
20 同註 14，頁 197。 
21 同註 18。 
22 同註 1，頁 178。 
23 臺灣慣習研究會原著，臺灣省文獻委員會譯編，《臺灣慣習記事（中譯本）第一卷下》（南投：

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84 年 6 月），頁 47。 
24 同註 1，頁 178。 
25 根據日治初期調查，臺中地區甚至連匪徒也以祖籍決定搶劫對象：大肚山之東方捒東下堡為漳

州人居住之處，其西方大肚三堡為泉州人居住的地方，而山上每有數名匪徒出沒。因匪徒為泉

州人，是故並不對由牛罵頭、梧棲方面來的商人加以劫奪，必定對由埧雅街地方來者加以劫奪，

而漳州人做匪徒者亦如此。參見註 1，頁 1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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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類械鬥有增無已，如咸豐 4 年（1854）正月、9 年 9 月、10 年 9 月等。26 

而臺中地區械鬥之頻繁，又以閩粵兩族雜居在該地最多的捒東上堡為最。清代文

人吳子光便觀察到捒東上堡的閩粵兩族常因芝麻小事引起仇視，有時日有數起紛爭，

官府不勝其煩，置之不理，遂成相互械鬪。不僅如此，漳人與泉人亦相鬪，甚至泉人

與泉人亦有械鬪。而一旦械鬪則殺傷無數，甚至全家滅亡，仇恨加深，壁壘分明，往

往官府亦不過問，此種惡習經過百餘年仍牢不可破。由於械鬥造成的族群調整如：牛

罵頭地方，原為粵人所開拓，乾隆 51 年林爽文抗清事件後，原住此地的廣東人，移住

至南坑庄、葫蘆墩、東勢角等地方；嘉慶 14 年械鬪，又有部分廣東人移至東勢角及苗

栗各地；葫蘆墩、南坑庄、鎌仔坑口、茄荎角、軍功寮等地方，原有泉州居住，但因

道光 24 年及咸豐 3 年兩次械鬪後遷至北庄、神岡庄(捒東上堡)，而此二庄之粵人也遷

去東勢角及葫蘆墩。27 

苗栗三堡開發先於苗栗一、二堡，康熙 45 年(1706)粵人先來，首開打鐵庄附近，

雍正初年(1723)閩人由臺南方面移來者日多，閩粵爭鬪結果，粵人漸次移入苗栗一、

二堡，海岸一帶土地悉為閩人所據。而閩人中原以漳州人佔多數，至嘉慶初年(1796)

泉人漸多，如大甲街全是泉人，嘉慶 14 年(1809)泉漳人鬧不和，泉人得勝，至道光 24

年(1844)再起爭鬪，結果苗栗三堡之爭歸泉人勝利。28 

藍興堡的部分，涼傘樹庄、內新庄、柳樹湳莊、大里杙庄，往昔是粵人居住之地，

號為四大庄；太平車籠埔地方，係佃戶林燕龍所請墾；又猫羅堡阿罩霧庄也是粵人居

多，惟生存競爭結果，衝突時起，均為械鬪結果，粵人勢單，敗退東勢角地方。29再

如大肚下堡塗葛堀庄的水裡港地方（龍井區福田里）於康熙末年已見開墾，嘉慶年間

達於極盛；其後先是漳、泉分類械鬥，繼則趙、陳異姓相鬥；加以道光年間遭逢大風

                                                      
26 同註 23。 
27 同註 1。 
28 臺中縣調查，〈臺中縣下移民調查書〉，臺灣慣習研究會原著，臺灣省文獻委員會譯編，《臺灣慣

習記事（中譯本）第一卷下》（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84 年 6 月），頁 226-227。 
29 臺中縣調查，〈臺中縣下移民調查書〉，臺灣慣習研究會原著，臺灣省文獻委員會譯編，《臺灣慣

習記事（中譯本）第一卷下》（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84 年 6 月），頁 226-227；洪麗完，

〈大安、大肚兩溪間拓墾史研究（一六八三～一八七四）〉，《臺灣文獻》43：3（1992 年），頁

1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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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既墾田園歸於荒廢，庄民漸趨四散。30但或許械鬥陰影猶在，因此水裡港與其隔

鄰的下蚵寮，其族群分布十分鮮明，水裡港是百分之百漳州區，下蚵寮則是百分之百

泉州區。 

日治初期對臺中地區的調查還點出一個較不常被提及的經濟因素。由於閩南村莊

多在海邊平原，粵籍則多靠近山地較為貧窮，而且必須設防阻止番人入侵，又需冒些

危險開墾，頗為吃力。一般來說閩籍者富裕之士紳甚多，在本轄內原沿海一帶地方，

如牛罵頭昔日為廣東人所開拓，惟爾後為泉州人之資產家收買，因為泉州、漳州人資

力較多，而廣東人則短乏資力，只有靠勞力去未曾開墾之新地方從事勞動。但其收益

有限，往往將辛苦開拓之土地廉價出讓予資產家。例如藍興堡內之涼傘樹庄、內新庄、

柳樹湳莊、大里杙等，乃昔日廣東人所居住地，號稱四大庄，又猫羅堡阿罩霧莊，曾

有廣東人曾良基、何福興、巫安仁等族人居住，後來遷移至東勢角。31如果此調查為

真，那麼藍興堡、猫羅堡的粵人往東勢角集中，不盡然是前面提到的械鬥所導致，其

中恐怕也有部分是現實經濟條件的考量下所做的決定。 

（四）盆地東緣閩客交界地帶的分歧 

「存同」之外，進一步比對，1901 與 1926 兩圖還是有「相異」之處。以漳泉之

間而論，1901 年的圖中屬漳州優勢的烏日庄其實涵蓋了一個泉州優勢的同安厝，同時

不管是大肚龍井間、沙鹿大雅間，或者神岡豐原間，漳泉的界線皆有所出入，未必與

1920 年後的街庄界限相合。 

更大的差異表現在盆地東緣閩客交界處，根據上圖，1901 年時臺中地區閩客間的

分野起自苗栗二堡的南勢林庄與苗栗三堡的土城庄交界處，順此南下沿著新店庄、中

社庄、七塊厝庄，連接捒東上堡石壁坑庄、石圍牆庄、朴仔口庄、翁仔社庄、石崗仔

庄、七份庄、大坑庄、大南庄、水底藔庄，在水底藔庄與頭汴坑庄的交界處連接蕃界。

在此線的東北隅為廣東優勢，其以西以南的大部分為福建的漳州、泉州優勢區。不過

在泉州優勢區中，位於苗栗三堡九張犁庄的六股（今大甲區太白里）、日南庄的打鐵（大

甲區日南里），則是兩個廣東優勢孤島，打鐵甚至是百分之百廣東優勢。另外苗栗三

                                                      
30 臨時臺灣土地調查局編，《臺灣土地慣行一斑（第一編）》（臺北：臨時臺灣土地調查局，1905

年），頁 43。 
31 同註 1，頁 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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堡的廍仔庄的風空也擁有相對多數的廣東族群（46％）。如果以今天的行政區劃來觀

察，此線大致是沿著后里與外埔交界的公館里，折入后里區的泰安里，連接石岡區的

明正里、埤頭里、豐原區朴子里、翁明里、翁子里、穿過南嵩里，連接石岡區金星里、

新社區崑山里、永源里、北屯區大坑里、東山里、民政里，再進入新社區協成里、中

和里，最後於福興里轉往番界。簡言之，此條閩客交界線穿越了后里、豐原、北屯三

區，使三區各有一小部分的客家優占區，至於其東邊的石岡、東勢、新社三區則為純

客家優占區。 

1901 與 1926 兩圖的差異，除了極少數地區（如烏日的同安厝、九張犁的六股、

日南的打鐵）之外，都集中在兩個族群的交會地帶，主要原因是調查的空間尺度所造

成。雖然兩者的統計單位都叫「街庄」，但經過土地調查之後的整併、1920 年行政區

劃改正，到 1926 年的街庄已經比 1901 年大很多倍，以今天的行政區域類推，大概是

村里與鄉鎮間的差別，因此單純區分漳、泉、客而言，1901 年分布圖較 1926 年細緻

實屬必然。惟兩者間關於漳泉分布的差異不算太大，但在臺中盆地東緣卻產生了不小

的落差（圖 3）。1926 年的閩客交界線，誠如前面所述，係貼著街庄（鄉鎮）界線而行，

不過 1901 年則穿過了后里、豐原、北屯三區。特別是豐原地區，在 1901 年時，除了

東北角的翁子社庄與朴子口庄屬於廣東優勢外，其餘地區盡是漳州優勢地區，其比例

且近乎 100％；但何以到了 1926 年全部歸入廣東（潮州）的優勢區？25 年間，豐原地

區的族群屬性是否有可能產生如此巨大的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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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臺中地區 1901 及 1926 年閩客交界線分布 

資料來源：據圖 1-圖 2 繪製而成。 

 

三、國勢調查中的閩客族群分布概況 

除了這兩次族群祖籍調查之外，1905 年起固定舉行的臨時臺灣戶口調查，也提供

了族群統計資料，且其存在時間正好介於前兩者或稍晚之，透過這些資料的整理，或

有助於思考解決前述問題的方式。 

（一）日治時期的國勢調查 

1905 年起，總督府在臺灣展開第一次的戶口調查，十年之後進行第二次；1920

年為了配合日本國內，將原本進行的第三次戶口調查易名為「第一回臺灣國勢調

查」，此後在 1925、1930、1935、1940 年持續進行每五年一次的國勢調查。第七次

（1940）調查由於適逢第二次世界大戰，因此並未出版相關調查結果，直到 1953 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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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由臺灣省政府主計處出版一冊「臺灣第七次人口普查結果表」。1940 年最後一次

的國勢調查，由於當時正處於戰時體制下，所進行的主要為各地產業相關調查，與

本研究關係不大，在此略而不論。其餘歷次的戶口調查以及國勢調查，其內容泰半

係針對臺灣的人口、種族、婚姻、社會狀態（如吸食鴉片、纏足與否等）、教育程

度、語言等。種族方面的相關調查，儘管每年有不同的分類方式，但原則上是將 1895

年以前即住在臺灣的島民分為福建、廣東、熟蕃、生蕃等類（參見表 1），因此，透

過這六個年度的資料整理，可以看出日治時代臺灣的族群分布的實際情形。同時以

最小的行政單位（街庄或大字）也有助於看出族群分布變遷的軌跡。 

 

表 1  歷年戶口調查中的種族分類方式 

時間 種族調查最小單位 種族區分方式 

明治 38 年 堡里與支廳夾差 本島人區分為漢人、熟蕃、生蕃，漢人又分為福

建、廣東、其他 

大正 4 年 街庄 本島人區分為漢人、熟蕃、生蕃，漢人又分為福

建、廣東、其他 

大正 9 年 大字 本島人區分為福建、廣東、其他 

大正 14 年 大字 分漢人、熟蕃、生蕃，漢人分為福建、廣東、其他

昭和 5 年 大字 分漢人系、蕃人系，漢人系分為福建、廣東、其他

的漢人；蕃人系分為熟蕃、生蕃 

昭和 10 年 大字 本島人區分為福建系、廣東系、其他的漢人系、

平埔族、高砂族 

資料來源：筆者根據歷年國勢調查整理而成。 

 

國勢調查（含戶口調查，以下同）中的分類與前述祖籍調查根據漢移民原籍的

統計並不完全一致，毋寧是比較接近「福老」與「客家」的分類概念。換言之，國

勢調查中的福建大致可視為福老族群、廣東則是客家族群的代稱。根據明治 38 年《臨

時臺灣漢譯戶口調查記述報文》的記載，第二章「種族」之第一節「種類及特性」

提到： 

本島人依人種分之，得為蒙古與馬來兩種，而其蒙古人種，係即三百年以

前移住之民。而依其原住地大別之，可為閩族，即福建住民，與粵族，即廣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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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民，均係漢人，而閩族尤為最古，其數甚多，分布亦廣，但至粵族，其移住

年所未久，其數亦少，一名謂之客人，或客家族者，蓋因是故。而前者多屬泉、

漳二州之民，後者多屬惠、潮二州之民。32 

 

（二）國勢調查中的閩客交界線 

臨時臺灣戶口調查雖始於 1905 年，不過如前表所示，當年的調查單位是支

廳，以致最小行政單位為堡里與支廳的夾差，一個調查單位動輒涵蓋數十街庄（如葫

蘆墩支廳捒東上堡之內即包含 28 個街庄），以致所繪製的族群分布與其後各年差異過

大，缺乏實際參考價值，在此略而不論。從 1915 年起，是以街庄（大字）為基本單位，

本節將把歷年國勢調查資料一一繪製成族群分布圖，以比對其與前述兩個族群祖籍調

查的連動性。 

1.1915 年 

臺中地區的閩客交界線，可以上溯至苗栗境內苗栗二堡的五里牌庄、苑裡

坑庄、大埔庄、石頭坑庄、南勢林庄、社苓庄，沿社苓庄與苗栗三堡的日南社

庄邊界進入苗栗三堡的廍仔庄、六份庄、新店庄、中社庄、七塊厝庄，連接捒

東上堡石壁坑庄，回到苗栗三堡的牛椆坑庄，再進入捒東上堡大湳庄、翁仔庄、

石崗仔庄、七份庄、下南坑庄、烏牛欄庄、鐮仔坑口庄、大坑庄、大南庄、水

底藔庄，在水底藔庄與頭汴坑庄交界處抵達蕃界。此閩客交界線東北一隅為廣

東優勢，以西以南的廣大區域則為福建優勢（圖 4） 

                                                      
32 臺灣總督府總督官房統計課，《明治 38 年臨時臺灣漢譯戶口調查記述報文》（臺北：臺灣總督府

總督官房統計課，1909 年），頁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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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1915 年臺中地區閩客族群分布 

  資料來源：臺灣總督府臨時臺灣戶口調查部，《大正四年第二次臨時臺灣戶口調查集計原表 

            (地方之部）》（臺北：臺灣總督府官房臨時戶口調查部，1917），頁 36-41。 

 

2.1920 年 

本年的閩客交界線依舊是起自五里牌與苑裡交界的海邊，不過隨著 1920 年

行政區劃的改變，已成了通霄庄五里牌大字（以下省略大字），由此處為起點，

經過苑裡庄苑裡坑、大埔、石頭坑、南勢林、社苓（以下各年度皆同，不再贅

述）。沿社苓與大甲庄的日南社邊界進入外埔庄廍仔、六分、內埔庄新店、中社、

七塊厝、東勢庄石壁坑、內埔庄牛稠坑、豐原街大湳、翁子、下南坑、烏牛欄、

鐮子坑口、北屯庄大坑、新社庄大南、水底寮，在水底寮與大平庄頭汴坑交界

處抵達蕃界。此閩客交界線東北一隅為廣東優勢，以西以南的廣大區域則為福

建優勢（圖 5）。 

本年變化最大是原捒東上堡上南坑庄（本年改為豐原街上南坑大字），19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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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時，福廣比例為 1073：851（56％：44％），本年則變為 564：1500（27％：

73％），變成廣東優勢；另外原苗栗三堡廍仔庄（外埔庄廍子）雖仍可算為廣東

優勢，但福廣人數已從 1915 年的 99：186（35％：65％）變為 169：170（49

％：49％）；圳藔庄（內埔庄圳寮）仍為福建優勢，但福廣比從 1915 年的 334：

315（51％：48％）變為 410：399（50％：49％）。 

 

圖 5  1920 年臺中地區閩客族群分布 

  資料來源：臺灣總督官房臨時國勢調查部，《大正九年十月一日第一回臺灣國勢調查（第三 

           次臨時臺灣戶口調查）要覽表》（臺北：臺灣總督官房臨時國勢調查部，1922），   

            頁 48-56。 

 

3.1925 年 

1920 年以後臺灣的行政區劃大致底定，此後的閩客交界線敘述較有延續

性。本年的閩客交界線由外埔庄廍子、六分、內埔庄四塊厝，再循著外埔庄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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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廍子的另一側北上，經苑裡庄社苓、南勢林的南端，折向南沿著內埔庄新

店、中社、七塊厝、東勢庄石壁坑、內埔庄牛稠坑、豐原街大湳、翁子、上南

坑、下南坑、烏牛欄、鐮子坑口、北屯庄大坑、大平庄頭汴坑。 

本年的閩客交界線有較大幅度的變化，首先是內埔庄四塊厝由福建優勢

966：906（52％：48％）轉為廣東優勢 1070：1138（48％：52％）；其次是大

平庄頭汴坑由福建優勢 1048：980（51％：48％）轉為廣東優勢 1533：2226（41

％：59％），使得本區得以與以下國姓庄的閩客界線相連，在埔里街抵達蕃界。 

 

圖 6  1925 年臺中地區閩客族群分布 

  資料來源：臺灣總督官房臨時國勢調查部，《大正十四年國勢調查結果表》（臺北： 

            臺灣總督官房臨時國勢調查部，1927），頁 208-218。 

 

4.1930 年 

起自外埔庄廍子、六分，繞過六分、廍子的另一側北上，經苑裡庄社苓、

南勢林的南端，折向南沿著內埔庄新店、中社、七塊厝、東勢庄石壁坑、內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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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牛稠坑、豐原街大湳、翁子、上南坑、下南坑、烏牛欄、鐮子坑口、北屯庄

大坑、大平庄頭汴坑。本年唯一的變動是內埔庄四塊厝由廣東優勢（1138、52

％）變回福建優勢 1324：1194（53％：47％），除此之外，閩客交界線與前一

年度完全相同。 

 

圖 7  1930 年臺中地區閩客族群分布 

 資料來源：臺灣總督官房臨時國勢調查部，《昭和五年國勢調查結果表（州廳編─

─臺中州）》（臺北：臺灣總督官房臨時國勢調查部，1933），頁 1-39。 

  

5.1935 年 

起自外埔庄廍子、六分，繞過六分、廍子的另一側北上，經苑裡庄社苓、

南勢林的南端，折向南沿著內埔庄新店、中社、七塊厝、東勢庄石壁坑、內埔

庄牛稠坑、豐原街大湳、翁子、上南坑、下南坑、烏牛欄、鐮子坑口、北屯庄

大坑、大平庄頭汴坑。本年的閩客交界線與前一年度完全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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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  1935 年臺中地區閩客族群分布 

資料來源：臺灣總督官房臨時國勢調查部，《昭和十年國勢調查結果表》（臺北：臺灣總督官

房臨時國勢調查部，1937），頁 208-218。 

 

依據歷年國勢調查結果所繪製的閩客分布與閩客交界線，大致上沒有太大變化，

僅以下三個街庄（大字）有些微調： 

 

表 2  臺中地區歷年國勢調查之族群變動狀態 

1920 前

地名 

1920 後

地名 

1915 1920 1925 1930 1935 

苗 栗 三

堡 四 塊

厝庄 

內 埔 庄

四塊厝 

福建優勢

894 ： 761

（ 0.54 ：

0.46） 

福 建 優 勢

966 ： 906

（0.52：0.48）

廣 東 優 勢

1070：1138

（ 0.48 ：

0.52） 

福 建 優 勢

1324： 1194

（ 0.53 ：

0.47） 

福 建 優 勢

1416 ： 1259

（ 0.53 ：

0.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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捒 東 上

堡 上 南

坑庄 

豐 原 街

上南坑 

福建優勢

1073：851

（ 0.56 ：

0.44） 

廣 東 優 勢

564 ： 1500

（0.27：0.73）

廣 東 優 勢

620 ： 1632

（ 0.28 ：

0.72） 

廣 東 優 勢

765 ： 1873

（ 0.29 ：

0.71） 

廣 東 優 勢

940 ： 2163

（0.3：0.7）

藍 興 堡

頭 汴 坑

庄 

大 平 庄

頭汴坑 

福建優勢

1087：888

（ 0.55 ：

0.45） 

福 建 優 勢

1048 ： 980

（0.51：0.48）

廣 東 優 勢

1533：2226

（ 0.41 ：

0.59） 

廣 東 優 勢

1331：1645

（ 0.45 ：

0.55） 

廣 東 優 勢

1233 ： 1606

（ 0.43 ：

0.57） 

資料來源：同圖 4-圖 8。 

備註：表中數字及百分比為福建在前，廣東在後 

 

上述三者中，苗栗三堡四塊厝庄的福廣勢力原本就十分接近，且優勢翻轉僅有一

年，推斷應是人口自然增長的速度不一所導致；捒東上堡上南坑庄較複雜，將於以下

一併敘述；藍興堡頭汴坑庄在 1925 年之後一轉而變成廣東優勢，應當與日治時代總督

府的林野政策有關。頭汴坑山區的山林原野在 1913 年由地方林野調查委員會查定，翌

年歸屬國庫並將所有權移轉多家日資企業，如南榮產業株式會社、株式合資會社大寶

農林部（所轄土地面積最多）、森永臺灣殖產株式會社、瑞裕拓殖株式會社、帝國製糖

株式會社、大日本製糖株式會社、永豐產業株式會社等有關。在日資的造林運動以及

原有的製腦事業激勵之下，加以山區已無番害，立即吸引大批移民入墾，有來自臺中

東勢、豐原、新社，也有來自新竹、苗栗者，其中尤其客家人移入者占多數。33 

綜合上述，歷年的國勢調查資料呈現出日治時期臺中地區的閩客族群分布狀態高

度穩定，閩客之間被一道無形的界線區隔開來，如果以行政區域來看，這條閩客交界

線大致是沿著：大甲區幸福里、太白里、外埔區廍子里、永豐里、六分里、土城里、

后里區公館里、泰安里、東勢區明正里、后里區廣福里、豐原區西湳里、大湳里、北

湳里、翁明里、南村里、南田里、南嵩里、中陽里、陽明里、田心里、豐田里、鐮村

里、東陽里、北屯區大坑里、東山里、民政里、新社區協成里、中和里、福興里（1925

年以後由民政里岔出經過太平區大興里、坪林里、勤益里、東和里、聖和里、福隆里、

                                                      
33 廖瑞銘總纂，《太平市志》（臺中：太平市公所，2006 年），頁 232-2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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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汴里、光隆里、永隆里、黃竹里）（圖 9）。 

 

圖 9  臺中地區歷年閩客交界線分布 

  資料來源：據圖 4-圖 8 繪製而成。 

 

四、盆地東緣的閩客交會地帶 

（一）差異的形成 

兩張祖籍圖和一群國勢調查產出的閩客分布圖，對盆地東緣的閩客交界線至少有

三種不同的表現。不獨如此，日治時期的語言學者小川尚義，同時參與過「臺灣言語

分布圖」和「臺灣在籍漢民族鄉貫別分布圖」這兩張重要地圖的繪製，但臺中盆地東

緣所呈現的結果卻大相逕庭（圖 10）行政區界雖然不完全清楚，但可以看出大甲溪轉

彎後南岸地帶，約當今日的豐原地區，1907 年是純漳州語系，到了 1926 年卻變成了屬

於潮州優勢的紅色。小川尚義並沒有特別提及這些有差異的地方，不過在鄉貫調查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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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附了一篇他所撰「漢民族移住之沿革」，說明臺灣漢族移民史。他說「本表福建省欄

有汀州府，廣東省欄有潮州府，政治區劃雖然如此，但從語系上來看，前者應屬廣東

語族，而後者應屬福建語族。」34這些話說明了他認為兩圖不一致的原因。 

 

圖 10  1907「臺灣言語分布圖」和 1926「臺灣在籍漢民族鄉貫別分布圖」 

                                                      
34 臺灣總督官房調查課，《臺灣在籍漢民族鄉貫別調查》（臺北：臺灣時報發行所，1928 年），頁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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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豐原的比較示意 

資料來源：「臺灣言語分布圖」原圖附在《台日大辭典》中；「臺灣在籍漢民族鄉貫別分布圖」

原圖附在《臺灣在籍漢民族鄉貫別調查》中，本處所使用電子檔為洪惟仁教授提

供，特此致謝。 

 

由於 1926 年的鄉貫分布圖使用的空間尺度過大，筆者嘗試把調查尺度較相近的

1901 年祖籍圖（圖 2）與 1915 年國勢調查圖（圖 4）相比，還是看到了盆地東緣閩客

交界地帶上的優勢街庄存有不少差異。其中 1901 年原屬福建優勢的苗栗三堡廍仔庄、

六份庄、牛椆坑庄（以上原泉州優勢）、捒東上堡大湳庄、下南坑庄、烏牛欄庄、鐮仔

坑口庄（以上原漳州優勢），都變成了廣東優勢；而原本兩個廣東優勢的孤島則變成了

泉州優勢。為清楚表現其變化，以下將該幾個庄的人口數表列如下： 

 

表 3  日治時期臺中盆地閩客交界區族群人口變動 

1920

前地名 

1920 後

地名 

1901 1905 1915 1920 1925 1930 1935 

苗栗三

堡九張

犁庄 

大甲庄

九張犁 

福建優

勢 539：

49（92

％：8％） 

682 福建優

勢 598：

151（80

％：20

％） 

福建優

勢 703：

264（73

％：27

％） 

福建優

勢 797：

225（78

％：22

％） 

福建優勢

1125：303

（79％：

21％） 

福建優勢

1378：491

（74％：

26％） 

苗栗三

堡日南

庄 

大甲庄

日南 

福建優

勢 379：

166（70

％：30

％） 

798 福建優

勢 672：

295（69

％：30

％） 

福建優

勢 746：

353（68

％：32

％） 

福建優

勢 829：

354（70

％：30

％） 

福建優勢

880：443

（66％：

33％） 

福建優勢

985：507

（66％：

34％） 

苗栗三

堡廍仔

庄 

外埔庄

廍子 

福建優

勢 332：

46（88

％：12

％） 

433 廣東優

勢 99：

186（35

％：65

％） 

廣東優

勢 169：

170（49

％：49

％） 

廣東優

勢 142：

152（48

％：51

％） 

廣東優勢

239：245

（48％：

51％） 

廣東優勢

258：305

（46％：

54％） 

苗栗三

堡六份

庄 

外埔庄

六分 

福建優

勢 303：

29（91

％：9％） 

612 廣東優

勢 416：

678（38

％：62

％） 

廣東優

勢 447：

669（40

％：60

％） 

廣東優

勢 461：

899（34

％：66

％） 

廣東優勢

504：955

（34％：

65％） 

廣東優勢

576：1006

（36％：

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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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三

堡牛椆

坑庄 

內埔庄

牛稠坑 

福建優

勢 73：0

（100

％：0％） 

148 廣東優

勢 97：

106（48

％：52

％） 

廣東優

勢 74：

118（39

％：61

％） 

廣東優

勢 116：

145（44

％：56

％） 

廣東優勢

165：210

（44％：

56％） 

廣東優勢

221：271

（45％：

55％） 

捒東上

堡大湳

庄 

豐原街

大湳 

福建優

勢 986：0

（100

％：0％） 

1246 廣東優

勢 591：

964（38

％：62

％） 

廣東優

勢 644：

1034（38

％：62

％） 

廣東優

勢 770：

1219（39

％：61

％） 

廣東優勢

905：1445

（38％：

61％） 

廣東優勢

1115：

1735（39

％：61％）

捒東上

堡下南

坑庄 

豐原街

下南坑 

福建優

勢

1476：0

（100

％：0％） 

1729 廣東優

勢 444：

1772（20

％：80

％） 

廣東優

勢 503：

1874（21

％：79

％） 

廣東優

勢 608：

2155（22

％：78

％） 

廣東優勢

773：2648

（23％：

77％） 

廣東優勢

1060：

3088（26

％：74％）

捒東上

堡烏牛

欄庄 

豐原街

烏牛欄 

福建優

勢

1159：0

（100

％：0％） 

1618 廣東優

勢 371：

868（30

％：70

％） 

廣東優

勢 390：

859（31

％：69

％） 

廣東優

勢 403：

965（29

％：71

％） 

廣東優勢

449：1007

（31％：

69％） 

廣東優勢

503：1115

（31％：

69％） 

捒東上

堡鐮仔

坑口庄 

豐原街

鐮子坑

口 

福建優

勢 497：0

（100

％：0％） 

558 廣東優

勢 184：

487（27

％：73

％） 

廣東優

勢 165：

494（25

％：75

％） 

廣東優

勢 225：

497（31

％：69

％） 

廣東優勢

297：550

（35％：

65％） 

廣東優勢

333：674

（33％：

67％） 

資料來源：1.1901 年同圖 2；1915-1935 同圖 4-圖 8 

     2.1905 年出自臨時臺灣戶口調查部，《明治三十八年臨時臺灣戶口調查要計表（街 

 庄社別住居及戶口等）》（臺北：臨時臺灣戶口調查部，1907），頁 70-77。 

備註：1.表中數字及百分比為福建在前，廣東在後 

2.1901 年福建人數係將泉州及漳州合計 

3.1901 年各街庄人數中，廍仔庄包含廍仔、高園、風空、七張犁四個舊街庄；烏牛欄 

 庄包含烏牛欄及田心庄；日南庄包含日南、尾張、打鐵庄；九張犁包含九張犁、樹 

 仔腳、六股庄 

4.1905 年街庄級統計僅有總人數，無從判別族群屬性 

 

觀察表中數字，大概可以把這九個街庄分為三類：第一類是九張犁和日南兩庄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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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客家優勢「孤島」。由於此二庄的優勢族群始終未曾變化，之所以在 1901 年時有兩

個客家優勢「孤島」的存在，是因為原始調查對象為清代以來的舊街庄，惟這些舊街

庄在 1901 年 11 月之後整併，此後再無如此細小的行政單位，所以日南庄中原來 100

％純客的打鐵庄，乃至九張犁庄中客家佔 56.6％的六股庄，經過街庄整併後遭到「稀

釋」，遂不復出現客家優勢「孤島」。此從這兩庄的閩客人數歷年皆有增無減可以看出

端倪。換言之，這兩個位於福老優勢中的客家孤島之所以「消失」，純粹是行政區域調

整所致。 

其次，廍子、六分、牛稠坑這三街庄都出現廣東人急劇增加的情形，尤其六分、

牛稠坑增加更為顯著。由於原本人口數就不多，一旦福建人數不增或微量增加，而廣

東急遽增加，優勢族群屬性立刻反轉，因此這三庄的優勢族群轉變應當與日治之後客

家人大量移入有關。 

第三類屬於 1920 年後豐原街的五個街庄（含前一節尚未說明的上南坑庄），原本

都是 100％純漳的街庄，到 1915 之後，全部逆轉為廣東優勢區（上南坑則到 1920 年

才轉變）。就總人數來觀察，雖有增有減，但都在合理範圍，當屬自然增加居多。然則

何以 1901 年時統計為漳州人，1915 年起突然變成了廣東人？ 

（二）可能的解釋 

漳變廣的情形並非始自 1915 年，似乎從臨時戶口調查展開的 1905 年便已產生。

1905 年族群統計數字的最小行政單位為支廳或支廳以下的堡里，本區域在當時隸屬葫

蘆墩支廳捒東上堡之內。為了進一步檢證，筆者嘗試將 1901 與 1905 年的相同區域族

群人口數總計表列如下：35 

                                                      
35 1905 年的葫蘆墩支廳捒東上堡之內包含了三角仔庄、上南坑庄、下南坑庄、下溪洲庄、大社庄、

大埔厝庄、大湳庄、山皮庄、北庄、瓦磘仔庄、甘蔗崙庄、圳堵庄、圳寮庄、車路墘庄、東員

寶庄、社口庄、社皮庄、茄荎角庄、烏牛欄庄、神崗庄、翁仔庄、新庄仔庄、葫蘆墩街、聚興

庄、潭仔墘庄、頭家厝庄、鎌仔坑口庄、校栗林庄等 28 個街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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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日治初期原葫蘆墩支廳捒東上堡所屬範圍人口統計 

時間 總數 福建 廣東 熟蕃 備註 

1901 30,600 26,041

（0.85） 

4,136（0.14） 258（0.01） 泉 6,068 

漳 19,973 

1905 33,775 22,957

（0.68） 

10,620

（0.31） 

197（0.01）  

1915 38,654 26,228

（0.68） 

12,244

（0.32） 

182（0）  

資料來源：1.1901 年同圖 2；1915 年同圖 4。 

2.1905 年出自臨時臺灣戶口調查部，《明治三十八年臨時臺灣戶口調查集計原表

（地方之部）》（臺北：臺灣總督府臨時臺灣戶口調查部，1907）頁 8-9。 

 

表列數字可注意者有二：其一，本區域廣東人口遽增從 1905 年便開始，並非在

1915 年才突然出現，反而在 1905 到 1915 之間，並沒有產生太大的波動。其二，同樣

範圍的區域內，五年人口增加數約 3,000 人上下，不過卻是廣東增加 6,000 福建減少

3,000，如果不是統計上產生錯誤，那麼一個可能的解釋是，豐原地區存在一群祖籍與

日治的種族認定不太一致的族群，簡言之，即漳州客家人或潮州閩南人。 

閩西與粵東存有一個閩客語交界區，早有許多學者加以討論。根據洪惟仁研究，

詔安縣閩客的分界線略與山川地形相關。太平鄉西邊有一個爐山，東邊有一個點燈山，

兩個山之間有一個牛皮嶺，就是民眾所說的閩客界線，以南是閩南分佈區，以北東溪

流域的峽谷幾個縣是客家話分佈區。至於紅星沒有明顯的山川為界，大抵是以地勢區

分，東溪支流金溪的下游低地是閩南語分佈區，上游高地是客語分佈區。36（圖 11） 

                                                      
36 洪惟仁，〈漳州詔安縣的語言分佈〉，《臺灣語文研究》6：1（2011 年），頁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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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  詔安縣語言分佈圖 

資料來源：洪惟仁，〈漳州詔安縣的語言分佈〉，《臺灣語文研究》6：1（2011），頁 13。感謝 

     洪惟仁教授提供。 

 

詔安大部分土地均位於東溪流域區，閩語區的三都與四都大半為平原且靠海，富

農、漁鹽之利；客語區的二都地區山地與丘陵佔據了 80%以上的面積，河谷平原只佔

不到二成面積，與三、四都的生活條件的優劣對比，是十分清晰的。原鄉土地贍養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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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差的推力，促使二都居民大量向外移民。37詔安之外，屬於原漳州府的雲霄、平和、

南靖，其與隔鄰廣東交界處也都分別有部分地區屬於客語區（圖 12），且因這些漳州

府中的客語區環境與詔安二都相類，其移民臺灣的動機應當不會少於閩語區內的漳州

同鄉。 

漳州客來到豐原開墾的人數有多少雖欠缺統計，但並不乏其例。如開墾葫蘆墩的

漢人是乾隆 50 年來自漳州詔安的廖舟；38而臺灣廖姓族譜也提到清初由官陂移民臺灣

的廖氏先人中，有廖有孝、廖有湛、廖瑞枝、廖朝安、廖靜修、廖存、廖廷森、廖國

英、廖祥生等人是來到了豐原、潭子；39此外日享公派的十三世廷森由官坡遷臺，為

臺中豐原肇基始祖；同為十三世官生的次子國英則為臺中豐原翁子社開基；40而日旺

公派的十二世朝孔，更是開發葫蘆墩及鄰近地區的重要推手之一。41廖姓祖居地詔安

官陂正是標準的客語區（圖 11），以廖朝孔在豐原開發史上的重要性，那麼豐原存在

為數不少的漳州客應是合理推斷。 

                                                      
37 韋煙灶，〈雲林縣崙背地區族群與語言分佈的空間關係之探討〉，「語言文化分佈與族群遷徙工作

坊（2010 中教大場）」（2010.06.25），臺中教育大學台語系。頁 12。 
38 伊能嘉矩，《大日本地名辭書續編‧第三「臺灣」》（東京：富山房，1909 年），頁 65；臨時臺灣

土地調查局編，《臺灣土地慣行一斑（第一編）》（臺北：臨時臺灣土地調查局，1905 年），頁 38。 
39 廖寄彰主編，《臺灣省詔安張廖氏大族譜》（雲林：雲林縣元子公張廖姓宗親會，2010 年），頁

53。 
40 同註 39，頁 40。 
41 同註 39，頁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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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  漳州地區閩客語及閩客式地名分佈圖 

資料來源：許世融，〈國科會「兩岸閩客交界地區移民的族群分佈與族群遷徙史之調查研究」

期末報告，99-2410-H-142-016-〉（2011 年 8 月，未出版），頁 23。本圖由共同主

持人韋煙灶教授繪製，感謝韋教授提供。 

 

這些漳州客可能在原鄉即具有雙語能力，42因此來臺後，往往會卜居於漳、泉語

區或閩、客語區之過渡色彩的區域，如新店、中和間的大坪頂之詔安二都移民，北桃

園漳州系閩南人與南桃客家人間的半福佬客，新竹泉州系閩南人與客家人之間的半福

佬客，彰化西半部泉州系閩南人與南投漳州系閩南人間的饒平客及漳州客，雲林沿海

泉州系閩南人與內陸漳州系閩南人間之詔安二都移民。43擁有雙語能力，得以左右逢

源，是先墾者來臺後選擇居地的優勢，但風險是日久其後代可能忘記原有母語，而同

                                                      
42 根據中國社會科學院與澳大利亞人文科學院編的《中國語言地圖集》，詔安及其西鄰的饒平之山

區地帶，被標示為閩客雙語區，參見《中國語言地圖集》（香港：朗文書局，1987 年），頁B15。 
43 同註 37，頁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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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於優勢語族群。1905 年的臨時臺灣戶口調查，曾針對當時臺灣人的語言使用狀況加

以統計，其中臺中廳的情形如下： 

 

表 5   1905 年臺中廳語言使用統計 

   福建人 廣東人 

常用語總數   165,945 37,174 

 內地語  54 4 

 土語 總數 165,889 37,170 

 福建語 165,314 16,674 

 廣東語 571 20,495 

 蕃語 4 1 

 外國語 總數 2 0 

 清語 2 0 

副用語總數   1,410 10,983 

 內地語  467 100 

 土語 總數 928 10,881 

 福建語 395 7,385 

 廣東語 530 3,491 

 漢語 1 0 

 蕃語 2 5 

 外國語 總數 15 2 

 清語 14 2 

 英語 1 0 

資料來源：臨時臺灣戶口調查部，《明治三十八年臨時臺灣戶口調查集計原表（地方之部）》

（臺北：臺灣總督府臨時臺灣戶口調查部，1907）頁 590-591。 

 

所謂「常用語」係指個人家庭所用語；「副用語」則是其他場合所使用語言。常用

語既為家庭使用之語，故一人必限一種；至於副用語則可以有兩種以上，所以常用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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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總數和人口數中除聾啞以外之人口數會相一致。44揆諸當時臺中廳客家人主要集中

在東勢、新社、石岡三區，且這三區至今仍是臺灣客語保存相對較完善之地，因此有

理由相信當時以廣東語為常用語，亦即家庭用語的，應是上述三區客家人。這三區在

1905 年屬東勢角支廳，計有廣東人 24,308（0.95）、福建人 1,263（0.05）；而上表提到

當年臺中廳的廣東人 37,174 當中，有 20,495 人以廣東語為常用語，16,674 人以福建語

為常用語，4 人以內地語為常用語，可見即使東勢角支廳的客家人，也已經有五分之

一是以福老語為常用語，那麼豐原的漳州客不再以原鄉語言為常用語，似乎也不會太

過突兀。 

再根據昭和時期出版的《豐原鄉土誌》，當時豐原街附近的廣東人，早已忘卻本來

的語言而使用福建語，所以即便當時豐原街的住民大部分為廣東族，但幾乎全部都不

知道廣東語，而熟蕃也有此種情形，皆使用福建語。45語言的消失並非一天兩天，所

以 1930 年代既已不知廣東語，可見其語言流失情形當更早。 

如果豐原地區的確存在為數不少的漳州客，那麼可能的情形是：由於 1901 年的調

查屬於祖籍調查，這些漳州客全部被列入漳州祖籍中（甚至小川尚義的言語分布圖也

將其納入漳州腔範圍）；不過四年之後展開的臨時臺灣戶口調查，正如上述，並非以祖

籍為畫分依據，而是以「福建」、「廣東」來代稱「福老」、「客家」，因此這批漳州客就

「歸建」到了廣東的統計行列當中，並持續到日治末期。 

綜上所述，1901 年的祖籍調查在臺中盆地東緣之所以和其後空間尺度相近的歷年

國勢調查結果產生極大落差，如果不是統計上的錯誤所造成，極有可能是因為日治時

期關於臺灣漢人的相關調查定義不一，加上該豐原地區可能存在一批為數不少的漳州

客，以致在調查時被歸到不同的類別中。這批漳州客原就具有雙語能力，來臺後輾轉

住在這個漳、客交界地區，至遲在日治中期以後，已漸喪失其原有的客語能力。而語

言雖是判別族群的重要參考，但當年國勢調查原本就非以語言為唯一族群判別依據，

所以如果這些漳州客尚保有風俗習慣上的特點，日本時代的戶籍登記上，是有被登記

                                                      
44 臺灣總督府總督官房統計課，《明治 38 年臨時臺灣漢譯戶口調查記述報文》（臺北：臺灣總督府

總督官房統計課，1909 年），頁 160。 
45豐原公學校，《豐原鄉土誌》（臺中：豐原公學校，1931 年），頁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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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廣」的可能性。46 

五、結論 

本文首先透過日治時期的祖籍和國勢調查繪製各時期的族群分布圖，印證臺中地

區的漢移民，大抵於日本統治前即形成「泉人近海、漳人居中、客人居內」的族群分

布態勢；但同時指出，在臺中盆地東緣存在一個無形的閩客交界地區，居住一群族群

屬性相對複雜的漳州客。就閩客區域分布狀態而言，20 世紀上半的臺中地區可說相當

穩定，除了廍子、六分、牛稠坑、頭汴坑等四個地方有較多的客家人移入，逐步由福

建優勢反轉為廣東優勢地區外，其他地區大抵沒有出現變動。 

其次，有關臺灣漢移民的分布狀態，歷來有「先來後到」、「械鬥」、「原鄉生活」、

「班兵駐防」等說法。47而就本區域來看，先來後到的開墾順序應是最主要的影響關

鍵。漳泉人來自海上，所以在清初即已陸續入墾本區域的西部沿海及平原地帶；粵人

則於 18 世紀中葉始由本區丘陵地帶的南北兩端進入，透過擔任軍工匠或設置隘寮從事

番界的開墾工作，在時程上較晚，因而選擇了近山丘陵地帶。其次，不定時發生的械

鬥，也為本區的族群集中提供了另一個影響因素，如清水、沙鹿等地區儘管在祖籍調

查上幾乎清一色為泉州人，但仍留下象徵潮州移民信仰的三山國王廟。48此外，本文

則指出，經濟條件的優劣，也會影響到移民的分布；而前述漳州客的推論如果可以成

立，那麼憑藉語言優勢的「慣性分布」也應當是一個可以思考的因素。 

第三，今日臺中盆地東緣的豐原地區，被當代語言學者的調查中列為漳州腔優勢

區，49而清代漢人在此地的拓墾，卻以祖籍潮州大埔及漳州詔安的客家人最具規模（附

                                                      
46 筆者有一林姓學生，世居豐原鐮子坑口，祖先自言其來自福建，且自曾祖父輩起即慣用福老話，

但在從事家族史撰寫，申請日治時期除戶簿時才發現其家族成員在日治時期是被登記為「廣」。 
47 四種說法分別由伊能嘉矩、尹章義、施添福、余光弘所提出。參見李文良，〈清初臺灣方志的「客

家」書寫與社會相〉，《台大歷史學報》31（2003 年），頁 141-168；施添福，《清代在台漢人的

祖籍分布和原鄉生活方式》（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9 年）；余光弘，〈澎湖移民與清代

班兵〉，收錄在莊英章、潘英海編，《臺灣與福建社會文化研究論文集（二）》（臺北：中央研究

院民族學研究所，1995 年），頁 25-45。 
48 洪麗完，〈清代臺中地方福客關係初探─兼以清水平原三山國王廟之興衰為例〉，《臺灣文獻》41：

2（1990 年），頁 63-93。 
49 1986 年洪惟仁在此地的調查即將其歸為漳州腔優勢區，其後相關的語言分布圖亦如是。參閱洪

惟仁，《臺灣方言之旅》（臺北：前衛，1991 年），頁 131、附錄「臺灣漢語方言分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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錄 1）。而在日治時代的調查資料，又忽然間從純漳變為客家優勢，筆者推斷，這些調

查資料之所以產生相互矛盾的現象，如果不是調查上產生的錯誤，可能是兩個原因造

成：其一是本地的漳州移民，從原鄉移來時，即有「漳州閩」及「漳州客」之別，甚

至不乏操雙語者。其二是日治時期的相關統計中，1901 年係針對祖籍調查，1905 年以

後的臨時臺灣戶口調查則較接近區分閩客的族群調查，導致前述的漳州客在 1901 時安

坐在漳州群中，1905 年時則成了「廣」。同樣屬於漳州客分布的大本營—雲林大西螺

地區，亦即二崙、崙背、西螺等鄉鎮，在 1901 年的祖籍調查中，西螺堡 59 個清代以

來的舊街庄，除了後來改隸西螺街的「番社庄」有 45 個熟蕃外，其餘都是百分之百漳

州人。不過近年來根據吳中杰的相關研究，乃至鄭錦全團隊在崙背、二崙地區建立的

語言調查空間系統，都清楚顯現出當地有不少詔安客存在。50 

這樣的推論，當然還需要更多的資料蒐集來加以印證或修正。結合語言學者、地

理學者來從事語言調查與相關族譜、墓碑的蒐集可能是一種途徑。一旦能夠證明本地

有大量來自漳州客語區，那麼關於臺中盆地的族群分布態勢，將有重新詮釋的可能性。 

                                                      
50 鄭錦全團隊曾對崙背做過微觀的語言學調查，利用GPS 定位、衛星航照圖比對、GIS 地圖繪製

等技術進行家戶層次的語言方言分佈調查，不但展示了各村的家戶語言使用航照圖，同時統計

了各村的使用語言比率。相關成果請參閱吳中杰，〈大西螺地區閩、客語言與移民源流研究〉，《臺

灣的語言方言分佈與族群遷徙工作坊論文》（臺中：國立臺中教育大學臺灣語文學系，2010 年）；

鄭錦全編，《語言時空變異微觀》，《語言暨語言學》專刊系列之四十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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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1  清代臺中地區漢人開墾者祖籍及其與族群分布圖對應情形 

聚落 拓墾年代 拓墾人 拓墾人

祖籍 

所在地(今地名) 與族群圖對

應情形 

大肚庄 康熙 41 年

(1702) 

 閩(漳) 大肚區大肚、永和里 O 

汴子頭庄 乾隆初年  閩(漳) 大肚區永順里 O 

王田庄 乾隆初年 董顯謨 閩(漳) 大肚區 O 

茄投、田中央、龍

目井 

雍正年間 林、戴、石三

姓 

閩 龍井區龍東龍西里、

田中里、龍泉里 

O 

水裡港 乾隆 20 年 陳姓 閩 龍井區福田里 O 

塗葛崛、福頭崙庄 乾隆 40 年

間 

張姓、陳某 閩(漳) 龍井區福田里 O 

朥【月胥】庄 雍正 11 年

(1733) 

楊秦盛 閩 烏日區 O 

大安庄、三十甲庄

九張犁庄、日南

庄、大甲街 

鐵砧山腳庄 

康熙40~45

年

(1701~170

4) 

林、張姓 

邱姓 

閩 

粵 

大安區頂安、永安里 

大甲區孟安、太白、

日南里 

外埔區鐵山里 

O 

 

九張犁庄、下大安

庄、頂大安庄、打

鐵庄、日南庄、三

張犁庄 

康熙 30 年 林姓 

張姓 

邱姓 

漳州 

澎湖 

廣東 

大安區、大甲區 O 

 

藍張興庄（今捒東

下堡） 

雍正年間 藍天秀、張嗣

微 

閩 大里、太平、烏日區、

臺中市東西南區 

O 

大里杙街 乾隆初年  粵人 大里區 △ 

蕃仔寮、塗城 乾隆 51 年

(1786) 

 粵、漳

州 

太平區 △ 

石崗仔庄、土牛庄 乾隆 40 年 劉啟東、曾安

榮、何福興、

巫良基 

粵（ 

潮州大

埔） 

石岡區金星里 O 

社藔角庄、東勢角

庄 

乾隆 43 年 劉中立、薛華

梅 

粵 石岡區梅子里、東勢

區東新里 

O 

慶西庄 乾隆 37 年

(1772) 

林潘磊 閩(漳) 新社區慶西里 O 

水底藔 嘉慶 21 年

(1816) 

劉中立 粵 新社區中和里 O 

大茅埔、慶東庄、 嘉慶年間 張寧壽組二十 粵 東勢區慶福里、慶東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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慶福庄 八股佃人。 里 

匠寮 乾隆 40 年

(1775) 

劉啓東、曾安

榮、何福興、

巫良基 

粵 東勢區 O 

石圍牆庄、校栗埔

庄 

嘉慶 7 年

(1802) 

林時猷等五名 粵 東勢區埤頭里、興隆

里 

O 

新伯公庄、下城庄 嘉慶 13、

21 年

(1808、16) 

劉河滿 粵 ( 饒

平) 

東勢區詒福里、下城

里 

O 

上城庄 嘉慶 22 年

(1817) 

劉振文、張龍

登、林時秋、

林勵古 

粵 東勢區上城里 O 

石壁坑 嘉慶 24 年

(1819) 

劉秉項組三十

六股。 

粵 東勢區明正里 O 

中科庄 道光 6 年 葉華雲 粵 東勢區中嵙里 O 

大茅埔區、東勢角

區、校栗埔區 

乾隆 49 年 何福興 粵 東勢區 O 

水底藔以南一帶 光緒年間 羅德義 粵 新社區福興里 O 

新社仔區 嘉慶初年   新社區 O 

葫蘆墩 乾隆 50 年 廖舟 閩（漳

州 詔

安） 

豐原區豐原里等 O 

神崗庄、頭家厝

庄、甘蔗崙庄、茄

荎角庄 

雍正元年

（1723） 

張振萬 

張達京六館業

戶 

粵、漳

泉 

神岡區神岡、庄前里 

潭子區頭家里、甘蔗

里、嘉仁里 

△ 

溪州庄（土名後壁

厝） 

嘉慶初年  閩人 神岡區溪洲里 O 

埧雅區、林厝區 雍正元年

及 10 年 

張振萬、張承

祖、廖朝孔 

粵 大雅區 △ 

北庄 康熙 50 年

(1711) 

張達京 粵 神岡區 △ 

壩仔、埧雅、新庄

(包括上下橫山、頂

下員林、頂楓樹

腳、六張犁、埔仔

墘、十三寮、四塊

厝、大田心、馬岡

厝、西員寶庄、花

雍正 11 年

(1733) 

張承祖 粵 大雅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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眉) 

橫山庄、四張犁、

上七張犁、二份埔

雍正 10 年

(1732) 

六館業戶 閩粵 臺中市北屯區同榮

里、仁和里等 

△ 

潭仔墘 雍正末年 張振萬 粵 潭子區潭陽里 △ 

牛罵新庄 雍正末年  閩粵 清水區清水里等 △ 

公館區公館庄 乾隆元年

(1736) 

吳瓊華 粵 清水區公明、清泉里 △ 

公館區楊厝藔庄 乾隆年間  泉人 清水區楊厝、海風里 O 

秀水十三庄(包括

秀水庄、三座庄、

客庄、橋頭庄、田

寮庄、後庄、社口

庄、上湳庄、青埔

庄、埤頭庄、山下

庄、水碓庄) 

雍正 11 年

(1733) 

 閩粵 清水區 △ 

土城庄 康熙 45 年

(1706) 

 閩粵 外埔區 O 

同安厝 雍正初年  泉州 烏日區 O 

沙轆新庄 乾隆初年  閩粵 沙鹿區 △ 

岸裏新庄 乾隆初年 廖舟 閩(漳) 豐原區 O 

墩仔腳、月眉 乾隆 20 年

(1755) 

張姓 閩 后里區 O 

后里 乾隆中葉 張姓 

黃、蘇二姓 

閩 

粵 

后里區 O 

中和 乾隆年間 陳中和 閩 后里區 O 

七塊厝 道光年間 張姓 粵 后里區 O 

蔴糍埔、鎮平、水

碓、劉厝、新庄仔、

三塊厝、永定厝 

乾隆初年  閩粵 臺中市南屯 △ 

馬龍潭、潮洋、西

大墩 

臺中市西屯 

張鎮庄 康熙 49 年

(1710) 

張國 閩 臺中市南屯 O 

藍興堡 康雍之際 藍廷珍 閩 臺中市 O 

柳樹湳、登臺(一名

丁臺) 

雍正年間 曾、何、巫三

姓 

粵 ( 潮

州 大

埔) 

霧峰區 △ 

丁臺 乾隆 15 年 吳洛 閩 ( 泉 霧峰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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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50) 州 晉

江) 

阿罩霧、北溝、萬

斗六 

乾隆末年 林姓 閩(漳) 霧峰區 O 

備註： 

1.「O」代表大致符合、「△」代表不相符 

2.對應情形以正文之「圖 2」為參考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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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Hoklo and Hakka Ethnic Distribution in the Taichung 
Area During the Japanese Governance:  

An Analysis Comparison of Several Native Place 
Investigations from 1901-1935 

Shi-rong Xu  

Abstract 

After the Qing Dynasty took over the administration of Taiwan, numerous Hans moved 

into the Taichung Basin. It gradually became common that Quanzhou people lived near  the 

sea, the Zhangzhou people dwelled in the middle, and the Hakka people resided close to the 

mountains. The author utilizes the investigated statistic data of the Japanese occupation and 

examines the validity of the distribution data. It has been discovered that there are several 

inconsistencies regarding the east edge of the Taichung Basin. It can be inferred that it may 

be related to the dual community attributes of Zhangzhou immigrants which included the 

Zhangzhou Hoklo and Zhangzhou Hakka. The investigation of the year 1901 used the 

classification of native places. The Zhangzhou Hakka were classified as Hoklo. Afterwards, 

the household surveys mainly classified Min and Hakka. Therefore, the Zhangzhou Hakka 

was classified into the Hakka group. At the same time, the Zhangzhou Hakka was 

completely acculturated by Holo during the mid period of Japanese occupation. 

Consequently, contemporary linguistic scholars classify it into the priority area of 

Zhangzhou dialect when they conduct research in the area.  

Keywords: Taichung Basin, Zhangzhou Hakka, border zones between Hoklo 
and Hakka, native place investig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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