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文化部 

           國立彰化生活美學館 

  108年文化部推動社區營造及村落文化計畫 

               自主參與類 

 

      巷弄‧老屋‧巡禮

 
       

                指導單位：文化部 

           主辦單位：國立彰化生活美學館 

           承辦單位：彰化縣線西鄉文化創意產業協會 

           協辦單位: 彰化縣文化資產學會  

                     彰化縣線西鄉寓埔社區發展協會 



2 
 

           巷弄‧老屋‧巡禮 

           目        錄 
前言                                                      林進行        03 

老屋翻修家族問題                                          林進行        04 

線西村-楊家古厝                                           江岱錦        05 

線西村-蛤蜊兵營                                           許惠雯        06 

頂庄村-林家古厝(1)                                        江岱錦        07 

頂庄村-林家古厝(2)                                        江岱錦        08 

寓埔村-四安堂                                             陳淑禎        09 

寓埔村-古厝集錦                                           林進行        10 

溝內村-許家古厝                                           林進行        11 

溝內村-古厝集錦                                           林進行        12 

塭仔村-塭仔教會                                           林進行        13 

塭仔村-古厝集錦                                           林進行        14 

下犁村-九九門頭                                           江岱錦        15 

下犁村-古厝集錦                                           林進行        16 

頂犁村-陳家古厝                                           林進行        17 

頂犁村-謝家古厝                                           林進行        18 

德興村-曾家古厝                                           江岱錦        19 

德興村-四端門                                             林進行        20 

建築避邪物(厭勝物)                                        林進行        21 

彩瓷面磚-花磚                                             林進行        22 

鳥踏的藝術                                                林進行        23 

窗之美                                                    林進行     24-25 

抿石子藝術                                                林進行        26 

鋪首                                                      林進行        27 

土埆厝之美                                                林進行        28 

後記                                                      林進行        29 

 

 

                                                                

 

 

 

 

 

 



3 
 

巷弄‧老屋‧巡禮 

前言  

圖文: 林進行 

彰化縣線西鄉文化創意產業協會-總幹事 

     

有感於本鄉寓埔村

線西公園旁的黃家

古厝聚落內，包含

一棟屋齡百年以上

老屋「東石傳芳-黃

家古厝」約 1500

坪，近期多家建商

數次勘查與出價詢

購，因為後代子孫多房要求出售意願高，預

期成交拆除可能性是存在的。 

 

 

            面臨拆除的老屋 

 

    古厝大部份為閩南式的三合院建築，有

百年歷史紅磚牆的老屋，在古厝巡禮老屋探

索記錄中，發現用玻璃木格窗老式窗花、窗

中景的概念設計美學，也發現西式的牛眼窗

作為通氣孔，也有風格混合的建築。然而年

久失修，木製傢俱都以蟲害受損，滿地碎玻

璃、斷木，環境髒亂、屋瓦殘體滿地。 

 

           殘破不堪的老屋 

站在文化工作者立場，我們的責任就是

好好記錄故事，我們無力保存古聚落房子免

被拆除，讓老房子脫去破敗殘破，重新展露

原有的光輝、延續建築的生命，但我們能把

照片影像及文字記錄下來，把舊時代殘存的

建築舊有美感，與現代風格不同房子相對

照，留給後代子孫緬懷古早的老屋影像，了

解當年的文化、思維、美感、用途的故事。 

 

    在實際訪查記錄中看到已經荒廢已久 

偌大空間殘破不堪雜草叢生，因為有古物收 

收藏熱潮，造成這裡好多物品被偷竊殆盡，

不僅如此，連磚瓦、門窗、牆飾都被挖走，

真是古厝的一場浩劫啊!! 

      

 

    下犁 99 門頭古厝二個窗板被盜 

    只好用二片合板補上寫上大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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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屋整修面面觀 

圖文:林進行 

    為了撰寫巷弄.老屋.巡禮經過無

數次的田野調查訪談，發現老屋有整

修完成的與未整修的，其問還真是一

簍筐。家族間的問題、態度決定了老

屋的存留命運，明明是可以完整保留

的，又很有歷史意義及文化保存價值

的，確因親族失和任其荒廢雜草叢

生，局外人看起來何其不捨。 

 

 
       任其荒廢雜草叢生 

    老屋的一個共同點是以前均為旺

族，土地面積大子孫眾多，又是早年

建築所以土地編定均為「建地」或是

都市計畫「可以建築」用地如住宅用

地、商業用地等價值連城，爭產現象

更是激烈，不只家族失和甚至刀槍相

向。 

 

 
   已經編定住宅用地家族考慮出售 

老屋無法整修可歸納以下幾點 

1. 子孫太多部份失聯 

2. 子孫現況發展很好、事業成功不在

意老屋房產。 

3. 房地價值錢但道路在巷弄通行困難 

4. 有房無路(鄉村房子特色，路的產

權是他人財產) 

5. 待價而沽任其破損 

 

 
   子孫現況發展很好事業有成 

老屋整修最成功案例 

    民國 82 年(1993)，在其後人許

榮庫多方奔走募款集資，重建已殘破

的屋頂，目前已整修竣工。此外，許

氏進一步清理祭祀公業財產，以及宗

族世系之整理，並恢復宗祠春、秋二

祭之禮儀。惟該地已無族人居住，成

立祭祀公業管理委由家族之一許榮庫

管理，並經催討遭侵佔土地，在建地

部份設計太陽能發電，把發電盈餘做

為基金運用。 

    

 
       整修完整的許氏百年祖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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線西-楊家古厝 

圖文: 江岱錦 

    拜訪老鄉長楊焜輝談古厝，他說 

民國二十四年出生時老屋已經存在，

強調老宅居住很多人，所以自他有記

憶以來，未曾對古厝有過相關興建的

概念，或是聽老一輩的提起興建時的

辛酸；倒是因為大肚溪潰堤發生的八

七水災，在他印象中，所有和他們家

同坐落方位的土角厝，除了他們家的

老宅，其他無一倖免，全部被大水沖

垮。 

 

 
        楊家古厝三合院建築 

    楊焜輝認為，當時只有他們家的

老宅沒事的原因，是因為他們家族大

又團結，將近三十個以上的青壯男

丁，將稻草堆綁在身上，一字排開擋

在老宅前，稻草減緩大水沖擊力道，

是老屋幸免於難的主因。 

 
       用磚與土角混合建築 

    族人團結讓祖厝得以延續至今，

楊焜輝族人世居線西，子孫也都賢孝

有才；他自己八十餘高齡，還經常打

趣的說，雖然在鄉長任內，是內政部

評選全國三百多個鄉鎮市中，唯十二

位的特優鄉長，但是他這個鄉長卻是

唯一初中念放牛班的鄉長；但是放牛

班出身，卻順利考上第一志願的彰化

高中。除了詼諧待人、也惕勵勉志。 

 

 
  楊焜輝當選鄉長致贈匾額還高掛 

 

    楊焜輝說，族人並沒有對於老屋

拆掉翻新的任何規劃，但是因為老屋

位在都市計畫區內，所以隨著時代演

變，透過文史工作者的紀錄，確實是

可以幫老屋延續生命力，否則以他自

己有過的行政經驗，以線西的偏鄉腳

色，加上人口、預算各項弱勢，再過

不了幾年，只怕早已沒有老屋蹤跡

了。 

 

 
         自然通風的紅磚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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線西-蛤蜊兵營 
彰化縣線西鄉線西村中央路三段 326 巷 101 號 

圖文:許惠文 

    民國 50 年代，國軍退輔會官兵

為安置退伍老兵，及兼顧海岸線安

全，輔導百人退伍軍人來到線西海域

養殖蛤蜊，建造居住之 11 棟舍房稱

為「蛤蜊兵營」。後來時間推移，彰

濱工業區海埔新生地的開墾，海岸線

向外延伸，無法再養殖蛤蜊，老兵逐

漸離去，約六 0 年代後，蛤蜊兵營逐

漸荒廢。由於「蛤蜊兵營」具有表現

人類與自然互動的文化意義，並具有

紀念性、特殊性之歷史、文化、藝術

價值，彰化縣政府以：「蛤蜊兵營系

舊時代遺物，外來登陸北彰化地區必

經道路，因此佈署簡易海防兵力，是

線西地區難得的特殊風貌，宜登錄文

化景觀」的登錄理由，2018/04/11 登

錄為文化景觀。目前屋況整修三棟，

其餘則保持無門窗原樣露出紅磚樣

貌，由線西鄉公所管理並維護整潔。 

 

 
   充滿戰地味的「毋忘在莒」碑 

 

    蛤蜊兵營各棟營舍的建造是一致

的，外觀上是以磚瓦興建的單獨 11

棟一樓建築群，統一的門窗開口與屋

頂構件造型簡單，整齊劃一有如軍營

的景觀效果。外觀樣式上明顯與附近

民居不同，是為了提供人數密度高的

退伍老兵居住。入口處的「毋忘在

莒」充滿戰地氣氛，建築風格無特定

匠派，是傳統漢式建築，兩側是硬山

式山牆，在僅有前後兩波的斜屋頂，

兩側山牆與屋面相交，並將檁木樑架

全部堆砌於山牆內的施作方法。上覆

水泥修面以及水泥屋瓦，水泥修面內

是紅磚堆砌。 

 

 
     無門窗原樣露出紅磚之美 

 

    隨國民政府軍來台的老兵，在歷

史上留下一頁篇幅，動盪的兩岸政治

氛圍，充滿戰地的「毋忘在莒」碑，

在那戒嚴時代下的海岸防衛功能，是

深具特殊性的背景意義，蛤蜊兵營的

存在與保留，可以為時代歷史作見

證。 

 
由線西鄉公所管理並維護整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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頂庄村-林家古厝(1)   
圖文: 江岱錦 
    走進線西鄉頂庄村 65 號林鴻儀

先生家，映入眼簾的雖是一幢老屋，

卻是相當富有歷史傳承的老屋，屋內

雖無豪華擺設，卻充滿了潔淨與傳

統；尤有甚者，在相對的海口平原

上，林鴻儀先生的家，在光復前成了

美軍轟炸與掃射的標的。 

 

 
       林家古厝三合院建築 

  二十二年次的林鴻儀，出生在日

據時代中，舊時社會龐大且和諧的家

庭，父親有三房妻子，他是二房所

生，早年醫藥不發達兒童時期有部份

夭折，他在家中雖然排序為第九，也

因戰火及外在干擾因素，讓他只有六

個兄弟和一個姊妹存活下來。林鴻儀

三歲時(民國 25 年)這幢老屋開始興

建，老屋雖然不及林鴻儀和妻子林鄭

淑潤(23 年次)的年紀，卻也為他們記

錄下從年幼到現在的記憶。 

 

 
  日本時代房子被美軍瘋炸的彈孔 

 
沒有因更改信仰「真耶穌教」 

而丟棄祖先牌位 

林鴻儀訴說在日本時代房子被美

軍瘋炸的彈孔引導介紹，更表示在 87

水患時幫助村民如何避難渡過難關，

林家之樂善好施也為其子孫帶來事業

興隆，子孫目前均在外地發展，而在

學術界子孫也有三位是博士學歷任職

於各界。(感謝林鴻儀、林鄭淑潤受

訪) 

 

 
第一代屋主手繪畫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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頂庄-林家古厝(2) 

圖文: 江岱錦 

    林家是個傳統的書香世家，祖

父、父親均精於詩文、書法，讓林俊

寅從小在這種家庭背景下成長，對於

文學與藝術也產生出潛在的素養與興

趣。林家古厝目前也是無人居住，但

後代子孫之一林俊寅在線西有在參與

各界活動。 

 

 
            林家古厝 

    林俊寅在臺中師範、師專求學期

間，受教於林之助、呂佛庭等教授，

進入臺灣師大美術系，深受前輩名家

林玉山、馬白水、陳慧坤、張道林、

梁秀中……的指導，打下創作深厚的

基礎。對於中西繪畫，美術理論的鑽

研，都有獨到之處。 

 

 

 
            古厝全景 

    因為在當前藝術界的地位，讓林

俊寅曾多次應邀「畫說鹿港」個展，

並以鹿港為展出主軸，將鹿港古都的

特色詮釋在畫作上，加上鄰近鄉鎮的

秀水益源古厝(全國第三大古厝)，埔

鹽大有村的模範社區，線西的塭仔漁

港，和美的道東書院(全國唯一的二

級古蹟書院)，一起展出，希望以鹿

港為中心，與附近鄉鎮的文化特色，

連成一個環節，增加觀光效益。 

    林俊寅強調，深愛自己的家鄉，

在外地學成之後，回歸桑梓，在大、

中、小學執教，培育許多美術界精

英，包括大學教授、專業畫家、中小

學美術教師等。他經常以「鄉土之

美」做為創作題材，參與國內外各種

美術競賽，榮獲許多獎項。並曾在彰

化文化局的「彰化藝文」與救國團的

「彰化青年」連載「畫我家鄉」約三

年之久。

 
       林氏家族抿石子標誌 

 

    如果讀者有機會走進線西頂庄村

探訪，這村莊有很多姓林的居民，所

以看到很多西河衍派的建築，在巷弄

間溜達時，如果看到一棟古樸而又華

麗的兩層樓建築，出現在眼前，就是

林俊寅先生的老家，是一間很漂亮的

房子，有很大的廣場，相當值得大家

到此一遊，或是拍照打卡留念。 



9 
 

寓埔村-四安堂  

圖文: 陳淑禎 

地  址:寓埔村 122號 

持有人:陳淑禎、黃仁祥、黃仁忠、黃仁 

       宏、黃培嘉等共有持分 

    建於日治時期昭和 10年至今 83年以

上，因年久建築所以有整修過內外瓦窗及

門，也保留了四安堂內外廳景物。 

 

             四安堂正廳 

 

   正門窗框上方保有泯石、下也保留古色

古香的花磁磚、花色仍然非常豔麗。 

 

  正廳內書法、彩繪、人物畫像古樸華麗 

 

廳內木板牆壁留有書法、彩繪、人物畫

像、詩文於古厝內，更顯得古樸華麗高雅。 

四安堂為磚造紅瓦建築五間起，左右各一棟

護龍屬於三合院建築，建築風格有中日混合

味道。原有鐵窗條設計在日治時期被日本兵

強制征收拔除，改以木材取代。 

 

        人物畫像詩文完整保留 

   

  

             四安堂前景 

    四安堂日治時期地址為彰化郡線西左線

西字寓埔九伍番地，子孫記錄很完整。在人

文故事上其子嗣也是政商名流。 

    建築屋主黃竣傳祠子孫旺盛，黃書音曾

經任職鄉公所主任，黃補任教職教漢文、毛

筆，在四安堂廳堂上壁畫毛筆字出自黃補之

手筆。神明廳也是黃補的教室，由黃補講授

漢文吟詩，更提供左鄰右舍練習書法毛筆，

當年是人文雅士聚集會所。 

    由黃竣…黃書音等到目前傳承到第五

代，因我先生也往生多年目前房子由我繼承

管理，四安堂建材階來自大陸，雖然經過

80多年的歲月摧殘逡侵蝕下，建材及格局

之美感等完整性已不如當年，我們對祖先留

下的文化遺產，依舊相當珍惜並保護其完

整，希望自己在有生之年別讓老屋荒廢倒

塌。一代傳一代，四安堂之建築風格及保護

良好，在線西是屬於少見的古厝、更值得巡

禮見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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寓埔-古厝集錦 
圖文:林進行 
    線西鄉民姓名以黃姓為主，黃姓

家族堂號衍派又以東石或永坑傳芳為

大家族。 

 
            永坑傳芳 

 
永坑傳芳 

 
            東石傳芳 

 
東石傳芳 

黃家百年古厝 
    開台祖黃英普，祖籍龍溪永坑。

寓埔這座永坑傳芳屋瓦完整，紅磚板

牆還很完整的保存下來，且格局十分

特殊，有雙道牆，且兩道牆之間的距

離，只有 1 公尺左右，令人好奇其作

用，設有二重門，與廳門成一直線，

可能兼有防衛與風水神煞的作用。 

    黃家百年古厝惟今無人居住，古

董祭祀物品及部份門窗被偷盜，雖然

無人居住子孫有人在清理祭拜整體環

境還是很乾淨。 

 

 
         永坑傳芳古厝正面 

 
      抿石與彩瓷結合的石柱 

 
          剝落的牆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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溝內-許氏百年祖厝 
圖文:林進行 
   溝內村許氏宗祠前的石製「旗杆

座」一組，這些都是清代留下來的古

物，距今至少一百多年。依照清朝政

府規定，考上秀才只算是府、縣儒學

生員，還不能豎旗掛匾，等到秀才經

補廩再考上貢生，或中式舉人、進

士，才具備立旗、掛匾的資格。  

 

 
民國 44年許氏宗祠秋季祭典留影(許榮庫提供) 

 

旗杆座前為許氏宗祠，該宗祠因

年久失修屋頂殘破。民國 82(1993)，

在其後人許榮庫多方奔走募款集資，

重建已殘破的屋頂，目前已整修竣

工。此外，許氏進一步清理祭祀公業

財產，以及宗族世系之整理，並恢復

宗祠春、秋二祭之禮儀。惟該地已無

族人居住，成立祭祀公業管理委由家

族之一的許榮庫管理。 

 

一直為鄰近鄉鎮認為是古意老實

人的線西，發現在溝內村有清朝時期

象徵讀書人光耀門楣的「旗杆座」。

經訪查，「旗杆座」為許氏第三十二

世祖許鐘俊，號經邦，中式科舉所

立。其來台祖許應怡，渡海來台先居

台南府城，後遷居線西溝內村，傳有

四房，元山、元紹、元長及元服，元

紹傳鍾俊和乾。除鍾俊外，其堂兄弟

經綸為太學生；經邦為例授貢生。依

其家族流傳史，該祖先為「進士及

第」之紀錄，然並未有「文魁」之類

的賜匾。許氏宗祠前的一對旗杆座，

至少可以肯定其身分是科舉裡至少在

「貢生」以上，不僅是線西許氏祖先

的榮耀，也為線西增添了不少人文色

彩 

 

 
    107 年春節許氏家族團聚祭祖 

 

 
光耀門楣的「旗杆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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溝內-古厝集錦 
圖文:林進行 
    溝內古厝也是剩下沒幾戶，大部

份不是荒廢就是因產權分配問題欠缺

整修，也因子孫不瞭解先人故事，撰

寫文字就簡略。 

黃家古厝 

 
           

 
          黃家古厝西廂 

    這間古厝的興建技藝比較特別， 

以石塊為基石夯入泥土等材料，整面

牆為『土角牆』但在會遭受雨水沖刷

的下半段，用磚砌牆保護使得屋況還 

保存的完整。 

 
        脫落的土角磚牆 

 
            湖 x 衍派 

 

 
            黃家古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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塭仔-真耶穌教會 
圖文:林進行 
    黃呈聰在福建漳州歸入真耶穌教

會後，先由其父黃秀兩於一九二五年

回台在故鄉，線西塭仔老家將福音傳

給親戚，這是真耶穌教會在台灣第一

個佈道地點。第一間會堂民國 34年

興建完成，47 年成立塭仔教會，但從

14 年開始即有家聚，當時來線西教會

的早期工人更以此為基地，本地信徒

週一到週五皆在塭仔聚會，安息日則

至十五張犁聚會，佔線西教會信徒的

大部份。 

 

 
 塭仔真耶穌教會是台灣的起源地 

 
       舊塭仔教會聚會所 

     

    民國 42 年（1953）10 月，黃呈

聰又將他的空地供為會堂建築之用，

次年 3 月竣工，建坪 25 坪。民國 47

年（1958）7 月 4 日，正式成立『塭

仔教會』。後來因信徒增加，原有的

會堂容納不下，經大家同意，再增建

12 坪，成為長方形的 37 坪新會堂，

當時信徒約有二百多名。 

 

 

 
    舊塭仔教會聚會所仍然保留 

 
   舊塭仔教會聚會所內部木結構 

 

 
     舊塭仔教會聚會走廊 

 
   於 1991 年新建塭仔-真耶穌教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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塭仔村-古厝集錦 
圖文:林進行 
    拜訪黃村長是否瞭解村內老屋狀

況，他回答在幾次打通道路拆屋後， 

已經沒有幾間是完整的。 

    這間整修過的黃家古厝屋況還算

完整，可惜因未有人居住雜草叢生。

特別拍攝具有藝術感官畫面。 

 
          黃家古厝正面 

 

 
            古厝東側 

 

 
            古厝西側 
 

  
          古厝屋頂彩磁 

江夏衍派 

 
 

 
 

 

 
 線西古厝前後大部份住宅有挖水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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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犁-九十九門頭 

柯家古厝 
圖文: 江岱錦 
    柯國祥先生說，老一輩從唐山

(鎮江或鎮水不可考)遷徙來台，在家

族中曾出過一名清朝的進士，雖然後

來查考清朝進士，並未發現有族譜內

先人，但家傳就是有一名與進士位階

相同的族長，因為德高望重，後來在

線西逐漸開展出九十九門頭的淵源。 

 

 
    就剩下木頭牆其餘被盜走 

 

    柯國祥指出，會有九十九個門頭

的由來，是因為這位族長待人和善，

舉凡宗族內外，只要有需要他幫忙

的，他都一律協助安置收養、無償幫

忙；也是這個原因，造成內部族人心

生不滿，質疑族長沒有近親分別，而

出現了九十九個門頭的詛咒。 

 

 
      門頭以精致木雕為主 

    九十九個門頭的故事聽來很玄，

在過去農業社會中卻不難讓人相信，

後人說，所有不信邪想蓋第一百個門

頭的人，從來沒有人成功過，不但蓋

厝會倒，家人也會招來厄運，有人因

此就說，如果第一百個門頭能成功蓋

起來，應該那個人是皇帝吧。 

 

 
  利用番雅溝大排運進大陸木雕 

 

    再則提起當時交通不便，如何運

送如次龐大的石材或建材進入線西，

柯國祥說，過去和美、線西、伸港三

鄉鎮中最重要的流域番雅溝大排，水

域平穩，如遇漲潮便可順勢運入個建

築所需的建材。 

    柯國祥則是從十六歲在民國七十

九年從古厝搬遷到新宅，四十一年次

又熱心公益的他，為人相當和善並積

極參與宗族、宗親的各項活動，他並

舉柯、許、葉、蔡四姓為同枝親同。 

 

 
   建築混合木材、磚、土角等建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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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犁-古厝集錦 

圖文:林進行 

王家古厝 
    閣樓式三合院建築也有進百年歷

史，詳細資料子孫也不清潔。看屋況

是有經過整修，由屋頂之靛藍斑駁油

漆可以看出有年代遺跡。 

 

 
              全紅磚建築 

 

 

              紅磚通風窗 

 

 

           護龍之水泥托木 

陳家古厝 
    這次到下犁村訪查拜訪黃村長，

請教老屋之年代及現況，他很肯定的

說下犁村已經沒有什麼老屋了，也的

確如此因下犁村是線西鄉紡織最發展

的村莊，目前也是村內工廠最多的地

方，老屋都是屬於建地地目改建為工

廠，合法性較易通過申請工廠登記。 

 
    這間老屋左右護龍已經拆除 

 

 
       陳家古厝屋頂的馬背 

    馬背是傳統建築正脊與垂脊銜接

處的突起造型，以前是古人用來裝飾

的建築方式，則中國人非常相信命

理，所以馬背有金、木、水、火、土

五種種類。 

 
         立體的抿石藝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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頂犁-陳家古厝 
圖文:林進行 
   走了數趟田野調查拍攝都未遇到

家族，詢問鄰居也不瞭解子孫現況及

陳家古厝之歷史考證。 

 

 
         閣樓式紅磚建築 

 

 
          木製牛眼窗 

 

 
        保留完整紅磚牆 

 
     為紅磚及土埆結合建築 

 

 
       木材托木還完整保留 

 

 
    圍牆有漂亮砌紅磚藝術造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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頂犁-古厝集錦 
圖文:林進行 

謝家古厝 
    建於民國 8 年至今 100 年的謝家

古厝，經訪問現居住一房子孫告知很

多子孫失聯了，詳細歷史不了解。 

    這間老屋也面臨子孫有人主張拆

或不拆，所以屋況保留也不完整。 

 

 
      主建築已保留也不完整 

 

 
        很有特色的神明廳 

 
         還有人居住的護龍 

百年中藥店 
    這間中藥店在地方是非常有名， 

但藥店是專業經營無法繼承所以目前

已經停業。 

 

 
           百年中藥店 

 
         

崁頂-土埆厝聚落 
     

 
面臨被拆除命運的土埆厝聚落 

 
        還完整方正的土埆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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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興-曾家古厝 

圖文: 江岱錦 

    曾家古厝是全磚造在當年非有錢

家族是無法興建的，而且是採挑高半

樓可增加住宅空間，也可存放農具及

乾糧等，是堪稱十五張犁當地的特色

老宅，民國四十七年時發生八七水

災，這棟古厝因磚造的沒有被淹水浸

蝕(土角厝都垮掉)，又有挑高二樓更

成為上百人躲避災害的緊急避難所，

子孫相繼搬出古厝另築新居，有一段

時期缺乏管理雜草叢生，也無法整修

居住。 

      

 
           曾家古厝 

 

    後代子孫曾明和說，老宅無法整

修好，任由長滿雜草、孳生蚊蟲等還

是困擾，將老屋隨著時代轉變成資源

回收站，更能發揮地方環保和集體的

力量，也讓他對環境整潔更有信心。 

 

 
         整體建築未破壞 

    熱心公益的曾明和熟稔政府相關

社區老屋修繕補助申請，卻選擇將自

家老宅設立資源回收站，曾明和認為

這種作法對社區鄰里最有幫助，而他

也必定全程參與。 

    將老宅化身資源回收站，雖然在

回收品價格低迷的時期經營不易，但

因為曾明和的為人，社區內許多企業

廠家，經常主動協助環保回收，減輕

村長工作，也讓他們的回收站每次都

大約可以回收一萬多元，每月兩次就

兩萬多元，日積月累下來，就有一筆

可以提供社區志工自強活動的經費。 

 

 
       老屋設立資源回收站 

 

    村長曾明和熱心公眾事務，在民

國八十三年就擔任第十五屆的線西代

表；許多人生長在政治家庭才會參與

政治；他卻恰恰相反，父親在八十七

年投入代表會，並一舉擔任副主席，

而且一當就是三任；直到民國九十九

年才退出政壇。 

    曾明和重新投入服務工作，沒有

繼續選擇代表，而是凡是必定要事必

躬親的德興村村長職務；但是若單以

里長來說明他對公眾事務的參與程

度，也顯得有些不公平，其實他早在

黃石城擔任縣長的年代，民國七十六

年就已經是德興村發展協會的理事長

了。 



20 
 

德興-四端門 
圖文:林進行 
     陳家堂號前字已不見，後代居

住者也不清除所以不可考，但三合院

前中門非常清楚的，題「四端門」並

配以春聯之詩詞對應。 

 

 
          整修過的門牆 

     

    也用了很多有教化意義的文字並

配以彩繪磁磚燒製技術，以圖文並茂

的方式美化房子教育子孫。這戶古厝

在線西鄉算是保護最完整、也有後代

子孫整修維護所以環境非常清爽乾

淨，住在其中有詩詞陪襯對應更顯得

溫文儒雅之氣。 

 

    貼了教化圖文彩瓷面磚門牆 

 
         漂亮牛眼窗通風孔 

 

    窗與門是建築房子不可少的元

素。大門不僅具有提供進出、有加強

防禦的實用功能。窗在採光通風更是

居家健康的重要因素，在拍攝中過程

中發現陳家非常重視氣的對流，也設

計了各式各樣的藝術造形，富有傳統

美感的牛眼窗通風孔。

 
         閣樓的通風窗 

 

 
        圍牆抿石竹節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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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築避邪物(厭勝物) 

圖文:林進行 

    風頭水尾的線西鄉早期是偏鄉也

是落後小鄉，居民生活是非常艱苦的

謀生更是不易，大部份居民是以討海

為主，而與海浪搏鬥、靠海為生原本

就是非常艱辛，所以宗教信仰寄託尋

求心靈慰藉更是普遍，因此廟宇非常

的多。 

    在個人住宅因地理環境的改變， 

日後因外在地理及磁場因素的破壞，

有了裝置或建造建築避邪物的習俗。

臺灣民間至今還是十分重視厝宅的

「風水」，因而所見的厝宅避邪物種

類極為繁多，以門楣及屋頂的避邪物

較為常見。 

 

 

      屋頂厭勝物(類似風獅爺) 
 

   民宅門楣上的避邪物常見的有幾

種，如「八卦牌」、「獸牌」、「鏡子」

等，而屋頂上的避邪物以設在屋宅正

身中脊上方最為常見。另外有擺在斜

坡瓦上，也有擺在護龍上，或在馬背

上。不論何處安置的避邪物，其功能

皆為鎮宅、驅邪。造型有龍、獅、八

卦、葫蘆、烘爐、符水缽、仙人掌與

風獅爺等。 

 

 
             擋煞牆 

 

漢移民入墾臺灣的同時，帶來了許多

源自於中國大陸的民間避邪風俗，其

中利用「厭勝物」（音「壓」勝物）

做為保佑家戶大吉的風俗習慣，雖然

隨著生活和地域改變而出現不同的形

式，然而從家庭出發，各種避邪用的

厭勝物，或稱避邪物，在臺灣各個角

落仍隨處可見。 

 

 
            八卦牌 

    對於早期由大陸移民來台居民，

由移民原鄉帶來不少厭勝物傳統，祈

求平安帶著「有拜有保佑」的心情來

裝設厭勝物，也可說是民間生活的智

慧。時至今日，在臺灣人日常生活

中，仍有隨身攜帶平安符、香火袋保

平安的習慣，最常見的莫過於駕駛座

的後照鏡前，懸掛著廟裡求來的「行

車平安」香火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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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瓷面磚-花磚 
圖文:林進行 
    花磚在有錢人蓋的房子中盛為普

遍，有的房子已經傾倒破碎，但是花

磚還是豔麗漂亮的散發迷人色彩，在

這次訪查中我特別拍攝留下記錄，為

線西老房子影像保留圖像，也許過些

日子它就消失在我們地面上，但影像

會永留存。 

 

 
     

    寄寓祈福、教化功能圖文 

 

 

 
          屋頂上的瓷磚 

    一般來說，使用彩瓷面磚裝飾的

主要目的有三：其一，美化建築物，

營造視覺美感；其二，彰顯主人的身

分地位或財力；其三，寄寓祈福、教

化功能。由於彩瓷面磚美觀又極易保

存、清潔，因此都安置在建築物最明

顯的部位，比如宅第大門立面、正身

立面。 

 
      傾倒破碎，但是花磚 

  還是豔麗漂亮的散發迷人色彩 

 
       完整保留的花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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鳥踏造型藝術 

圖文:林進行 

 在傳統的建築物中，在窗戶上方，習慣

坐一些小的突出建築，用於裝飾，使平淡無

奇的牆壁上，多了一些變化，來增加美觀。 

 這有趣的建築，卻意外給了鳥兒一個好的

立足點。常會有鳥兒佇足在上方，或是避

風、或是休息。老師說：「因為這樣，也給

了這建築一個新的名字──鳥踏。」 

 

線西村這棟古老建築，正身外牆上，裝

飾葫蘆造型鳥踏，這倒是較少看到。老師

說：葫蘆屬於神器，又與「福」諧音，中國

人喜歡用諧音，如瓶子代表平安、蝙蝠代表

福氣。所以葫蘆也是一樣，有著趨吉避凶之

意。 

 
            蘆造型鳥踏 

 

 
            雙層鳥踏 

 

 

               鳥踏 

 

 
           牛眼窗下的鳥踏 

 

    在山牆上用磚所砌出的一道長條物，通

常呈現出一字型、ㄇ字型與凸字型，鳥踏可

以說是一間紅磚大厝疊磚藝術的最高表現，

它有不同意義的內涵或是疊磚老師傅的個人

藝術表現，而產生不同風格的造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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窗之美(一) 

圖文:林進行 

   古厝為了通風採光也是開了很多

窗戶，窗戶有一般的門窗及閣樓的牛

眼窗等，材料以木頭、水泥、陶磚等

自然建材為主而少有鐵製品。 

    牛眼窗常被設計放置在接近屋頂

的山牆頂端，用意在裝飾單調的牆面 

 

 
      閣樓的牛眼窗 

 
          閣樓的牛眼窗 

    傳統的木調窗除非用了檜木等高

級木材，不然在歲月摧殘下是很難保

存得完整。 

 
             木櫺窗 

 
       蛤蜊兵營木櫺窗框已不見 

 
             陶窗 

 
             陶窗 

    窗是建築房子不可少的元素。大

門不僅具有提供進出、採光通風、加

強防禦的實用功能，各式各樣的藝術

造形，富有傳統美感。窗大小必須符

合「門公尺」的吉利尺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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窗之美(二) 

 
           花式水泥窗 

 
             磚窗 

    大戶人家窗面上通常會加雕飾，

以花草較普遍，如松、竹、梅、蘭、

菊等，代表長壽氣節。窗櫺上方會嵌

入對聯或吉祥語句。一般平民百姓的

門面大都未經雕鏤，到春節時，在窗

框貼上春聯與福符。 

    窗戶以矩形、多角型、圓型的為

主，窗以木製的居多，也有用百條或

磚砌成，有的再砌綠花磚，雕工質料

較為精緻。變化較多藝術性強，一般

常見的有竹節八卦窗、格扇窗、書卷

窗、花磚窗、木櫺窗。        

 
            圓木窗 

 
        水泥與木材結合 

 

 
        少有的鐵製窗 

 

 
             竹節窗 

 

 
             竹節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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抿石子藝術 
圖文:林進行 
    老屋的另一特色是有抿石子的風

潮，在三合院正中門上方或外牆正上

方，用藝術花樣設計圖騰以抿石子技

術施工，再提上代表家族意義的堂

號、姓號或衍派區隔，也是家族興旺

氣勢顯赫德的象徵。 

 
           林氏家族 

 

 
           姓氏已剝落 

 
           黃氏家族 

 
        龍溪衍派圖騰 

 

    用抿石子做為圖騰花樣設計是變

化較靈活多樣，中間之文字設計標題

大部份是採用馬賽克或花磁磚剪黏，

更能表現獨特的技巧及藝術性。 

 

    抿石子是混合天然石粒及泥土的

建材，待泥作完成後再以海棉擦拭，

讓表面較為細緻圓潤。施作過程要掌

握形塑時間、天氣狀況，此建材通常

運用於室內外空間的牆面和地板，老

屋的抿石子都是藝術性較高。 

 
       戶外的抿石子石柱 

 
          牆壁的抿石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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鋪   首 

圖文:林進行 

    很難得的在拍攝調查過程中一種

特殊古物盛感興趣，那就是「鋪首」

發現未腐蝕、生鏽的材料都以銅製品

為主。 

 

 
         銅製八卦鋪首 

 

 
         銅製八卦鋪首 

    鋪首是以椒圖為裝飾。椒圖，龍

生九子之一，個性上好像有點自閉，

不喜歡別人進入他的居處，暗示著不

讓外進入的意思。但龍為帝王之象

徵，尋常百姓不能用，就有其他動物

的造型，百姓為求消災解厄，改以八

卦造型來替代。線西古屋的鋪首大多

是花邊八卦鋪首為主。鋪首銜環，還

有銜環以報的含意，教導後代子孫，

要懂得感恩圖報的意涵。 

 

    鋪首俗稱怪獸銜環，是一種獸面

紋樣，多為椒圖、饕餮、獅、虎、螭

龍等兇猛獸類，鑲嵌在大門上作為門

環的底座，也可不銜環而僅作裝飾

用，也可用於青銅器、陶器等器物上

安裝提手。 中國古代文獻中對鋪首

的記載基本上為門上所用，例如《說

文解字》上說：「鋪首，附著門上用

以銜環者。」 

 

 
       鐵製簡單形狀的鋪首 

 

    鋪首的造型多種多樣，既有非常

簡單形狀的，也有異常繁複逼真的兇

猛奇獸的頭部形狀的。小的鋪著直徑

只有幾厘米，大的直徑要有幾十厘

米。它們既能當做門拉手及敲門物

件，起著實際作用，又能起到裝飾、

美化大門門面的藝術效果。 

 

 
          銅製八卦鋪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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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埆厝之美 

圖文:林進行 

早期線西鄉另一個建築特色是住家旁都

有水塘，何以那麼多水塘其實原因之一是挖

土去填地基把建築房子位置墊高，另一原因

是做土角塊慨蓋房子。 

 

 

           斑駁的土埆厝 

土角厝顧名思義是由一塊塊的土角堆疊

而成，「土角」之作法係將黃土、紅土、黑

土或較有黏性之土，加水搗成泥漿，摻以截

短之稻草或粗糠，再用牛隻或人工踩踏，使

之均勻，然後置於板模印製土角。成型稍

乾，取出板模，日曬風乾，反覆幾天即固定

成為可用之土角塊。 

土埆厝為一種傳統房屋的建築方式，將

土角磚堆疊成房屋牆壁，並以稻草、瓦片或

芒草覆蓋以作為屋頂。有些土墼厝則會於房

屋外層再塗上石灰及泥土修飾。 

 

 

         斑駁的土埆厝巷弄 

土角屋夏天住在裡面非常的涼爽冬天又

很溫暖，但缺點是下雨時因為土角很厚所以

不大怕雨水滲進去，不過日子久了若是沒有

保護維修可是會慢慢因為風吹與打被侵蝕而

崩壞的。土角厝卻很怕淹大水，因為土角吸

水受重會整個向下作用而造成地基崩塌所以

就會看到土角厝陷下去。 

 

 
            斑駁的土埆厝 

所以線西在 48年 87水災時很多土埆厝

都倒了，幸存的是因地勢較高，或用稻草及

人牆擋水(線西-楊家古厝楊前鄉長焜輝口

述)做水路引流而免於受災。 

  

 

             裸露的土埆磚 

 
崩塌土角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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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     記 

圖文:林進行 

    在一次次的與計畫團隊成員走進

已經荒廢雜草叢生的破舊老屋拍攝，

心情悸動感歎萬千、想到前人的心血

在歲月中摧殘，子孫也為爭產寧願不

顧任其荒廢，在歷經年久失修，木製

傢俱都以蟲害受損，滿地碎玻璃、斷

木，環境髒亂、屋瓦殘體滿地。 

    

 
       荒廢已久、雜草叢生 

 

    因為有古物收藏熱潮，造成特殊

建材、門窗、字畫、磚瓦、牆飾、祭

祀古物都被挖走偷竊殆盡，所以本次

文字記錄不標示拍攝地點，因老屋大

部份為無人居住及管理，防範有心人

以減少古物被盜或破壞。 

 

 
  磚造的房子挺過民國 48 年 87水災 

 

這次的田野調查發現老屋都是挺

過民國 48 年發生的 87 水災，也都協

助災民渡過水災的危險，因為有錢人

蓋的房子都是磚造的混合材，風格混

合的建築或閩南式的三合院建築，百

年歷史紅磚牆的老屋，大部份也是二

層樓設計也有部份是一樓挑高，因為

高度夠所以能協助災民避難。 

 

 
     少見的土角厝老屋群 

    87 水災倒塌的大部份為土角屋，

因為土角承受不了雨水浸泡而垮掉，

除非地勢較高的還保留，確因時空轉

變也難逃被拆的命運。這一棟土角厝

老屋在拍攝記錄之後，不到二個月就

被移為平地準備蓋房子、真是古厝無

法逃避被拆的命運。 

 
     拍攝二個月後就被移為平地 

   巷弄、老屋、巡禮之計畫在執行

過程中也遇到不少困難，如老屋的子

孫失聯、無文字記錄、記憶不清等，

章節部份改用分類介紹。特感謝耆老

楊焜輝、林重文、黃宏明、謝炎山、

許榮庫等提供寶貴資料。部份文字截

自維基百科、網路文章特此聲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