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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粤东大埔县赴台客家移民
与两岸社会文化互动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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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文评 王濯巾

内容提要 清初统一台湾后，粤东大埔县客家人为寻求发展机遇纷纷移民台湾，遍布台

湾北、中、南等地，而以台中最为集中。他们充分发挥在家乡的谋生优势，主要从事垦

殖、贸易、文教等活动，为台湾的开发和社会文化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他们在台湾立

足后，依原乡形态建围龙屋、祖祠等，同时积极参与原乡社会建设，与原乡保持着密切的

联系，促进了两岸社会文化的交流与发展。两岸大埔人同根同源，同文同种，实为一个

整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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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台湾客家人约占台湾总人数的 20%，在台湾社会经济文化发展中具有重要影响。近十多

年来，台中县石冈乡政府和石冈乡客家文化研究会连续举办了多届“大埔客家文化学术研讨会”，

邀请海内外学者对大埔文化进行研究，在探讨客家文化尤其是大埔社会文化在台湾的形成和发展

方面，取得了诸多研究成果。① 但总体而言，要明了台湾大埔社会文化的发展，必须了解位于粤东

大埔原乡的历史和社会文化，尤其需把两地的社会文化视作一个整体。因为粤东作为台湾客家人

的原乡，台湾客家文化无论是方言、民居建筑，还是民间信仰习俗等，均与粤东客家文化具有同质

性，两岸大埔人之间更一直保持着相当密切的联系。因此，研究大埔客家人移民台湾的历史及两地

的互动，对于认识和理解两岸大埔社会文化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即以清代大埔人移民台湾为例，探

讨两岸客家社会文化的互动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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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多卷本全球客家通史”( 编号: 17ZDA194) 子课题“客家向国内的播迁与发展( 下，台

港澳) ”的阶段性成果。
参见台湾台中县石冈乡政府编《第一届大埔客家文化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2006 年) 、《第二届大埔客家文化学术研讨会

论文集》( 2007 年) 、《第三届大埔客家文化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2008 年) 、《第四届大埔客家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2009
年) 、《第五届大埔客家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2010 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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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明清以来大埔社会文化发展与生计

大埔县之设，始自明代。嘉靖五年( 1526) ，由饶平县分出清远、氵恋洲二都设新县，定名大埔，

治所设在茶阳，由潮州府管辖。清朝因之。自明代建县以来，大埔地方一直动荡不安，经济文化发

展相对落后。至康熙二十二年( 1683) 统一台湾，东南沿海稳定后，社会才步入稳定发展时期。正

如乾隆年间茶阳人饶堂在其所编族谱中所说: “吾埔居岭海之交，依山则伏莽凭陵，近洋则海氖叵

测。计自有明一代，为盗贼蹂躏。一寇未平，一寇复起，征剿旁午，求数十年戢宁安堵，了无可得。
洎入本朝康熙二十年后，海宇升平。承休养恬，百年不见刀兵。”①

随着社会的稳定和经济文化发展，大埔人口也得到较快发展，至嘉庆七年( 1802) ，全县人口 10
万余人( 详见表 1) 。该年的人口数虽然与以前统计数据差异很大，但主要是统计口径不同②，应该

说更接近大埔人口发展的实际状况，这可从一些家族人口发展的数据统计得到验证。大埔百侯杨

氏家族，在明崇祯十七年( 1644) 才 282 丁③，但到康熙五十五年( 1716) 时“丁二千有余”④，至道光

二十三年( 1843) “丁则七千有余”⑤，成为人口上万的大宗族。200 年间，人丁增长了 20 多倍，可见

当时人口发展非常迅速。

表 1 明清时期大埔人口统计表

年号 公元 总户数 总人口 男 女 资料来源

明嘉靖五年 1526 4721 36785 嘉靖《大埔县志》

明崇祯五年 1632 5021 41042 顺治《潮州府志》

清康熙三年 1664 5024 15012 8105 6907 康熙《埔阳志》

清雍正四年 1726 15024 8115 6909 乾隆《大埔县志》

清乾隆元年 1736 16562 9653 6909 乾隆《大埔县志》

清嘉庆七年 1802 102197 68123 34074 嘉庆《大埔县志》

资料来源: 根据各时期方志有关大埔人口数据统计。

大埔地处万山之中，山多田少，在明末人多地少的现象就很突出。明万历年间县令王演畴曾

说:“其间耕桑之地，不过山阻水涯。总计之，得十一耳。”⑥可耕之地仅为全县土地面积的 1 /10。
清初社会稳定后，人口大量增长，造成严重的人地矛盾。据乾隆三年统计，全县有耕地“九百一十

二顷五十亩”⑦，即 9. 125 万亩。而大埔人口至嘉庆年间已达到 10 万余人，人均耕地不足 1 亩。在

以农耕为主业的时代，为了生存，农民耕作非常勤劳。当地方志记载:“农亦最勤，岁两熟。低洼为

田，种占、禾、糯各稻; 高燥为园，种粟、菽、薯、芋、番薯、瓜蔬诸物，以佐谷食。近亦有种甘蔗、管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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饶堂:《汇志》，《茶阳饶氏族谱》第 8 册，乾隆四十八年( 1783) 刻本，第 105 页。
明清两代方志记载的人口数多是纳税单位。参见何炳棣著，葛剑雄译《明初以降人口及其相关问题( 1368—1953 ) 》，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0 年版，第 29 页。
肖文评:《白堠乡的故事: 地域史脉络下的乡村社会建构》，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1 年版，第 168 页。
杨之徐:《编年录》下册，上海泰东书局 1924 年版，第 29 页。
杨光辅:《归善德化桥杨氏归宗序》，《归善德化桥杨氏族谱》，道光二十二年( 1842) 刻本，第 3 页。
王演畴:《大埔县义田记》［万历二十九年( 1601) ］，民国《大埔县志》第 36 卷，“金石志”，第 23 页。
嘉庆《大埔县志》第 8 卷，“赋役志·田赋”，第 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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煮汁炼糖; 及烟草，以贩外省。山居小民，则烧山治畲，栽种旱禾、油茶、油桐、杉松，以供日食，勤苦

倍甚。”大埔人充分利用田地山场种植各种作物，但人多地少，土地所出仍不足以维持生存需要。
为维持生计，大埔人形成了经商的习俗。“土田已少，人竞经商。于吴、于越、于荆、于闽、于豫章，

各称赀本多寡，以争锱铢利益。至长治甲民，名为贩川生者，则足迹几遍天下。”自清初以来，很多

人于江浙、福建等地经商，以外地社会资源来维持家庭生计。①

自清初社会稳定后，大埔文化教育得到长足发展，文风兴盛。“康熙八年复定府学二十名，大

学十五名，中十二名，小七八名，而以大埔为小学。”至雍正二年，“谕督抚会同学臣查明实在最盛之

州县，题请小学改为中学，中学改为大学，大学照府学额取录”，大埔县学升为中学②，可见此时大埔

教育已相当发达。到乾隆时期，大埔科举考试成就达到鼎盛。( 参见表 2)

表 2 大埔明清两代进士举人人数统计

朝代 明代
清代 总计

顺治 康熙 雍正 乾隆 嘉庆 道光 咸丰 同治 光绪

进士 5 1 5 2 16 3 2 1 2 10 47

举人 26 3 26 17 93 32 24 10 10 20 261

资料来源: 据《民国大埔县志》第 15 卷“人物志·科目表”编制。

清代大埔教育，远超明代，在整个粤东客家地区占有重要地位。③ 大埔教育盛况，正如乾隆《大

埔县志》所言:“乡塾献岁延师开馆，腊尽解馆，几于寒暑不辍。至于蒙馆，则虽三家之村，竹篱茅

舍，古木枯藤，蒙茸掩映，亦辄闻书声朗朗。”④由于考中科举者众多，大埔人出仕为官者亦众，更多

人以教读为生。

二、大埔人移民台湾及对台湾社会发展的贡献

台湾自康熙二十二年统一后，因地广人稀，大量土地未开发，闽粤沿海居民纷纷渡台开垦。受

这一风气影响，康熙中期以后，大埔人也纷纷移民台湾，到台湾中南部各地垦殖。
根据民间文献族谱等资料统计，清代大埔人移民台湾主要有蓝、郭、罗等 17 个姓，迁出区域主

要是东南部的韩江和梅潭河流域，西北部地区则较少。清代大埔各姓移民时间与人数可参见表 3:

表 3 清代大埔县各姓渡台情况统计表

康熙 雍正 乾隆 嘉庆 道光 咸丰 同治 光绪 总计

蓝 11 8 16 6 41

郭 7 5 2 1 2 2 19

黄 7 16 5 1 29

廖 8 6 11 4 1 1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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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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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乾隆《大埔县志》第 10 卷，“风土志·民风”，第 7—8 页。
乾隆《大埔县志》第 4 卷，“学校志·考校”，第 18 页。
罗香林:《客家研究导论》，广东人民出版社 2018 年版，第 33 页。
乾隆《大埔县志》第 10 卷，“风土志·民风”，第 7 页。



台湾历史研究 2022 年第 3 期

续表

康熙 雍正 乾隆 嘉庆 道光 咸丰 同治 光绪 总计

林 13 3 7 2 25

刘 2 5 8 3 6 1 25

吴 9 3 2 3 17

罗 7 4 33 1 1 46

温 2 2

赵 5 2 7

邓 1 2 3

陈 1 2 1 4

何 6 7 5 2 3 1 24

杨 16 3 19

萧 6 1 10

张 1 2 5 1 1 3 13

连 1 1

总计 90 34 117 31 14 12 6 12 316

资料来源: 根据各姓族谱统计。

上表统计数据表明，在清初统一台湾后，康雍乾三朝为大埔人移民台湾的高峰。正如台中县石

冈乡《刘氏家谱》所言，其时大埔“人人过台湾发展，盛传风气”。① 后来虽还有不少大埔人渡台，相

比前期已有所减少。
大埔人移民台湾，康熙、雍正年间主要集中在开发较早的彰化、诸罗等地，乾隆年间则集中在南

部的高雄、屏东，以及北部的桃园和中部的台中等地，涵盖了台湾的北、中、南地区，与当今台湾客家

人聚居地区大致相当。清初台湾经济文化相对落后，为迁台者提供了较为广阔的发展空间。大埔

人移民台湾后，利用在家乡从事农、工、商、学的职业优势，在台湾开圳垦荒、经营商业、发展文教，对

台湾的开发和社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受沿海潮州、漳州、泉州人赴台开垦的影响，大埔人从康熙年间开始前往台湾。先是受人雇佣，

从事垦荒活动，俗称为“客子”。“广东饶平、程乡、大埔、平远等县之人，赴台佣雇佃田者，谓之‘客

子’。每村落聚居千人或数百人，谓之‘客庄’。”至雍正初年，据统计达“数十万”之众。② 其中有些

“客庄”，就是大埔人建的。如湖寮蓝应杰、蓝伟墀，曾在台湾垦荒有成，创设了自己的农庄。《蓝氏

族谱》载曰: “应杰( 1679—1744 ) ，生平宏达，壮岁过台湾营生。创有庄业，结交甚伙。”③蓝伟墀

( 1691—1753) ，“为人倜傥。少年随兄客台湾，遭朱一贵乱，能保住庄业”。④ 在台湾开圳垦荒成效

最好、影响最大的是高陂人张达京( 1690—1773 ) 。张达京为大埔县高陂乡赤山村张氏第十一世，

祖父为武举人，父亲精通中医。达京从小习武学医，康熙五十年( 1711) ，只身渡海来台，定居台中，

曾担任通事。他从家乡招人渡台，组织“六馆业户”，投资开发水利，大规模开垦台中大平原，成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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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台中县石冈乡《刘元龙公派下家谱》( 手稿影印) ，1945 年，广东嘉应学院客家研究院藏，第 27 页。
蓝鼎元:《与吴观察论治台湾事宜书》，蒋炳钊、王钿点校:《鹿洲全集》上册，厦门大学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49 页。
蓝海文:《大埔蓝氏族谱》第 2 册，香港，天马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21 页。
蓝海文:《大埔蓝氏族谱》第 5 册，第 5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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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著名的垦户之一。①

随着台湾土地的不断开垦和人口的不断增长，粮食、蔗糖等商品性生产相当兴盛，为商业发展

提供了机会。不少大埔人到台湾后从事商业活动，有些甚至成为巨富。湖寮罗鸿敏 ( 1696—
1770) ，“壮游台湾，逐什一利。在该处成立家业，殆有终焉之意。后因生番为乱，房舍荡然，始束装

言归”。罗用舒( 1708—1771) ，一生“经商台湾”。② 湖寮莒村陈廷炳( 1700—?) ，“壮年游台，业贸

易，交游晋接，悉江湖高客”。③ 湖寮蓝祖庆( 1739—?) ，“经商台湾，于竹仔圆地方，娶家落基。咸

丰庚申、辛酉年间有书信寄回，在彼处传有子孙若干人”。④ 大埔百侯侯北萧星阶，“读书明大义，人

皆许为文场健者。以家贫难继膏伙，乃弃儒业商。之台湾，经营日盛。台人与之日相得，尤以钟晋

福翁为最，因许为东床之选”。弃学经商于台湾，不仅娶妻生子，而且事业有成，成为当地大商人。⑤

经商者中影响最大的是台中石冈的刘永顺、刘文进父子，在当地以开豆腐店起家，后来成为地方望

族，其事迹详见下文。
清政府为了推动台湾文化发展，在当地设立府学、县学等机构，大力推行教化，鼓励当地人读书

参加科举。但“台人未知问学，应试多内地生童”。⑥ 由于当地人文化水平低，参加科举考试者廖

廖，因而吸引了不少闽粤读书人前往台湾，参加科举考试的同时从事文教活动。清初以来科举发达

的大埔就有不少读书人到台湾，有的还考取了秀才、举人甚至进士。大埔湖寮蓝斯聪 ( 1679—
1714) ，“读书能文，游学台湾”。⑦ 湖寮罗肇皋，“自幼教读台湾，乾隆十四年四月初四卒于台湾”。⑧

湖寮岭下陈京焯( 1868—1904) ，光绪二十二年“往台湾大甲溪附近教书”。⑨ 百侯杨宗岳( 1670—
1733) 父子 4 人，均在台湾考中秀才，成为当地轰动一时的盛事。族谱载: “宗岳，由书经补福建台

湾郡庠生。”长子杨益( 1690—?) ，“由易经补福建台湾邑禀生”。三子杨为光( 1693—1750) ，“由春

秋补福建诸罗邑禀生”。六子杨为吉，“由书经补福建台湾邑庠生”。另有百侯杨允章( 1729—?) ，

“由书经补台湾邑庠生”。�10 百侯蕉子坑的张觐光( 1844—1898 ) 更是在台湾考中举人和进士。张

觐光早年教读家乡，由于大埔科举名额有限，自感在家乡没有前途，于是随同乡人来到台湾教读。
同治十三年( 1874) 在台湾嘉义县考取秀才，光绪元年( 1875) 考取福建省举人，光绪六年( 1880) 庚

辰科京城会试考取第 127 名进士，成为清代台湾第 20 名进士。张觐光考中进士后，曾任河北新城、
浙江乌程等县县令，为官清正。在乌程县任内，下属亏空两万余元公款。为填补亏空，他亲赴马来

亚，在同乡侨领张弼士帮助下，悉数筹得所亏公款，深得上司赞许。光绪十六年( 1890 ) ，升任浙江

省湖州府知府。其子张锡畴( 1860—1919) ，也于光绪十三年( 1887) 考取台湾嘉义县学第十一名。�11

大埔客家移民对台湾社会发展的贡献，在台中石冈乡得到集中体现。石冈乡位于台中县东北部，

地处大甲溪中游之通谷地带。在汉人未移入开垦之前，本为平埔族的居住地。明郑以前，平埔族主要

靠狩猎维生，不谙农业。后来石冈农业之所以能够发达，实得益于清代大埔县客家人的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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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文评:《张达京: 开发台中平原居功至伟》，《梅州日报》，2011 年 5 月 30 日，第 7 版。
罗氏族谱续修委员会:《大埔罗氏族谱德垂公系》，1998 年，第 786、797 页。
《莒村陈莒庄公房谱》( 手稿影印) ，1930 年，嘉应学院客家研究院藏，第 65 页。
蓝海文:《大埔蓝氏族谱》第 8 册，第 59 页。
萧惠南: 大埔百侯《萧氏族谱》第 21 卷( 手稿影印) ，1943 年，嘉应学院客家研究院藏，第 169 页。
蓝鼎元:《与吴观察论治台湾事宜书》，蒋炳钊、王钿点校:《鹿洲全集》上册，第 49 页。
蓝海文:《大埔蓝氏族谱》第 3 册，第 718 页。
罗氏族谱续修委员会:《大埔罗氏族谱德垂公系》，第 784 页。
陈氏芙初公家谱编委会:《广东大埔岭下陈氏芙初公家谱》，2000 年，第 35 页。
杨缵绪: 大埔百侯《杨氏族谱》( 乾隆二十四年) ，大埔百侯杨氏族谱编委会 2003 年点校本，第 124、148、150 页。
大埔县百侯镇蕉里村《张府积厚堂族谱》( 稿本影印) ，1997 年，广东嘉应学院客家研究院藏，第 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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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冈早期移民以客家人为主，尤以大埔县籍所占比例最高，与邻近之东势镇等地情况相仿。大

埔人是最早到台湾中部开垦的大陆移民，但后来漳州与泉州的闽南人大批涌至，发生械斗，为避免

被波及，大埔人遂迁往石冈、新社、东势一带的山区进行开垦。康熙末年，大埔客家移民入垦石冈，

水利灌溉系统越做越成熟。开垦的结果，旱地变成水田，于是吸引家乡更多无田可耕的贫民，陆续

移民至台湾。① 石冈乡姓氏，以刘、黄、林、张、郭、连等六姓所占比例最高。刘、张、郭、连四姓，祖籍

都在大埔县。这些大埔客家大家族先后开垦石冈，分别在石冈各地聚族而居，在当地开发中扮演了

重要角色。
从石冈早期移民开垦地点的先后顺序来看，早期入垦者，大多由牛骂头( 今清水镇) ，再入垦石

岗仔、金星面一带。崁下林家( 林仕泰) 与金星张家( 张达京) 是较早入垦的家族。后来入垦者，由

南部之嘉义或彰化迁来，因石岗仔已开发，乃进入土牛、社寮角( 今石冈乡万兴村) 一带拓垦。刘家

( 刘元龙后代) 开发土牛，而郭家( 郭若朋) 则开发社寮角。金星张家、土牛刘家和社寮角郭家原居

住于大埔山区，擅长在山区种植农作物，所以移民台湾后选择石冈、新社、东势一带的山区进行开垦。
石冈乡土牛村刘家的开台祖刘元龙，祖籍大埔县高陂镇乌槎村。康熙五十年( 1711 ) 赴台发

展，至今已逾 300 年。刘元龙曾尝试赴台谋生四次之多，均未成功。其子刘永万、刘永顺兄弟于乾

隆十九年( 1754) 赴台，结果刘永万在石冈开设杂货店发迹。刘永顺则时运不济，认为台湾不易谋

生，黯然返回大陆老家。5 年后刘元龙过世，刘永顺带着全家大小再赴台湾，选择在石冈庄开豆腐

店。刘永顺长子文进，将父亲所做豆腐供应至伯父永万经营的杂货店销售，另外还挑豆腐至庄外沿

街叫卖，人称“豆腐进”。由于待人诚恳人缘好，生意做得越来越好，家业日益兴旺。刘文进是开发

石冈的重要人物之一。据清代所留地契中提及，刘氏和其他佃农曾向当地平埔族承租田地 108
甲。② 由于刘文进为人诚实敦厚，克勤克俭，遂为九房黄氏所青睐，把女儿嫁给他。九房黄家与土

牛刘家的结合，更增进刘文进的事业版图。他利用田地招佃，大事垦荒，田产日渐增多，成为石冈乃

至东势地区的富户。③

清代大埔客家移民在石冈形成的聚落，包含农业聚落和墟集。大埔人如果没有本钱，就出卖劳

力或经营小本生意，攒到钱之后，再购买土地，维持亦农亦商的经济生活形态。石冈乡万兴村郭家

开台始祖郭若朋，祖籍大埔县大麻乡小留村。乾隆年间来台，至今 200 多年。初期生活潦倒，曾流

浪台湾南部。后来携长子、次子移居校栗林( 今潭子乡栗林村) ，以制作草鞋及卖盐为业。经商致

富后，与陈姓、邱姓三家共同开垦社寮角，开圳辟田，胼手胝足，终于建立了庞大家业，当时社寮角墩

下一带几乎全都是郭家的产业。④

三、两岸大埔人的互动

大埔客家人在台湾定居后，与原乡大埔之间有着密切的互动关系，具体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 一) 人员往来频繁

大埔与台湾相距千里，且隔着凶险的台湾海峡，但总体来看，大埔人迁居台湾后，两岸之间一直

保持着密切的人员往来。乾隆以前禁止带家眷过台湾，渡台者多单身，只要条件允许，每年冬季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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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炎正:《石冈乡志》，台中，台中县石冈乡公所 1989 年版，第 31、40 页。
台湾银行经济研究室编:《清代台湾大租调查书》，台北，台湾银行经济研究室 1963 年版，第 808—809 页。
台中县石冈乡《刘元龙公派下家谱》，第 28 页。
陈瑛珣、吴贤俊:《台中县石冈乡七大家族考察》，陈瑛珣主编: 《大埔客家文化》，台中，台中县石冈乡公所 2010 年版，第

425 页。



肖文评 王濯巾 / 清代粤东大埔县赴台客家移民与两岸社会文化互动研究

割完毕后，都会定期回故乡省亲，人称“候鸟式”往来。乾隆以后虽允许家眷渡台，但家乡还有亲

属，尤其是祖先、宗族等仍在大陆，两岸之间的往来仍然相当密切。高陂人张达京在台中地区垦田

发迹后，于雍正十一年回乡把两个弟弟以及不少同宗带到了台湾。在他们影响下，后来陆续渡台者

不少。在台湾的张达京后裔，至今还与家乡保持着联系。客家人尊祖敬宗，祖宗观念很强。即使迁

居外地，也要认祖归宗。湖寮人蓝上累( 1725—?) ，乾隆年间渡台，在台湾娶泉州陈氏，生二子尔

兆、阳兆。后来回乡时将两个儿子都“携回原乡”，认祖归宗。① 双坑人何弼良( 1818—?) ，“壮岁游

台湾，娶妻生子。辛未( 1871 ) 夏携子返里。未几复往，籍焉。配李氏，谥德配，系出台湾，例封宜

人”。② 在台湾娶妻生子后，携子返乡认祖归宗，再返回台湾定居。
前文提到的刘元龙，先后于康熙五十年、五十六年两次往还台湾。第三次于康熙六十一年到台

中葫芦墩垦荒，至雍正五年回乡。“乾隆十年再度过台湾，观看兄弟的行方，于湿猫堡石冈庄开垦

赚钱谋生。往返无时，思念父母亲与妻子。至乾隆十二年，年登五十六岁，返回大陆。”前后四次往

返于大埔与台湾之间。至乾隆十九年，刘元龙的儿子刘永万、永顺二兄弟和乡亲一起，渡台定居于

台中土牛石冈庄。③

大埔人虽定居台湾，但对家乡有着强烈的文化和心理认同，生前要认祖归宗，死后也要落叶归

根，回归故 里。双 坑 何 廷 由、斯 振 父 子，是 两 岸 大 埔 人 往 来 密 切 的 典 型 个 案。据《崧 里 何 氏

族史》载:

何廷由，字及仲，勤厚公次子，生乾隆二十七年十月十八日。壮游台湾，娶副室，生子，遂家

焉。配廖氏，长教礼宗公之女，年二十八。而廷由公外出，家台湾不返，艰苦抚嗣，以承宗祀。
及嗣男成立，往台省父，娶妻生儿女，氏独家居，孑然一身，肩挑度活。幸晚岁嗣男返里，家徒四

壁，樵苏易米，奉养维谨，母子相依，借娱晚景，以乐余年，亦不幸中之幸也。生乾隆壬辰七月十

六日，卒同治二年九月十二，墓在本村。子斯振，系在田四子过嗣。
何斯振，字昌发，廷由公之子，壮岁随父居台湾，清同治年间归乡事母。生嘉庆三年六月二

十八，同治年间卒于台湾，事详家传及县志耆德传。按: 光绪十二年丙辰有族人二十五世友岩

公、叔夷公二人游学台湾，曾至其家，亲见其孙曾四五人云。
二十三世斯振公传: 公讳斯振，廷由公嗣子也。性孝顺，年十三父客台湾，因家焉。公稍

长，往寻父所，受室生子。父殁，思母年老，割爱归养，采薪易米，以承色笑者二十余年。同治某

年母殁，殡葬事毕，时公年七十矣。赖乡人资助，复往台湾。妻孥已死，惟闻其孙曾绕膝含饴，

以享余年，此足征孝德之报也。光绪十三年，有族人游学至其家，曾见其孙曾数辈云。④

关于何斯振往返台湾的经过，同治《大埔县志》亦有记载:

何斯振，双坑人。性孝顺，年十三，父往台湾入籍，家仅母子茕茕。稍长，往父所，受室生

子。父殁，思母老，割爱归养，二十余载。负薪易粟，承欢毫无倦色。母八十余终养后，年亦界

七十。殡葬服阕，复往台。比至，妻子不存，而孙曾绕膝含饴，以享余年，此足征孝报云。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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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海文:《大埔蓝氏族谱》第 8 册，第 1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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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治《大埔县志》第 17 卷，“人物志·耆德”，第 1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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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廷由于家乡娶妻后，于乾隆末年渡台，又娶妻安家。何廷由嗣子何斯振年长后，到台湾找到

父亲，并成家立业。父亲在台湾去世后，思念在家乡的老母，因此又回到家乡，侍奉老母。至老母去

世后，在乡亲的资助下，又再次渡台。而此时妻子和儿子都去世了，因而与孙子们住在一起。
( 二) 经济互补

大埔山多田少，人多地少，多年来精耕细作，形成了一整套农业生产技能，同时士、农、工、商各

行各业都很发达。而台湾地广人稀，土著以打猎为生，不知耕种和水利。大埔人渡台后，充分利用

所拥有的生产技术，大力发展水利，开垦土地，经营商业。两地经济活动的互补，既促进了两岸经济

尤其是台湾经济的发展，也为大埔人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改变了很多人的人生境遇。
大埔人为发展生产，自宋代以来就兴建了大量的水利设施。台湾为多山地区，河流短小，灌溉

水源相当缺乏。大埔人在开发台湾过程中，将家乡的生产经验带到了台湾。如张达京在开发台中

平原、刘章仁在开发石冈时，就是通过割地换水的方式，在当地兴建水利设施，换取土著的土地，从

而既增加了自己的财富，又为促进当地的经济发展做出了贡献。张达京于康熙五十年渡台，先在台

中做小生意，因治好当地平埔族人的瘟疫，被土官阿莫招为女婿，成为“番子驸马”。雍正三年担任

岸里社通事后，从家乡请来大量乡民，着手开垦台中大平原，兴修水利，灌溉农田，成为台中著名的

“垦首”，并逐渐成为当地首富。台中地区也因张达京的开发而发展迅速，奠定了后来发展的基础。①

刘永顺、刘文进父子则以经营豆腐、米酒等生意起家。经商致富后，刘文进于嘉庆年间捐得

“例贡”，“长子章仁为道光年间贡生，次子章职也是贡生，任彰化县朴子堡总理，总管今朴子口以内

至东势、石冈、新社、和平地区，三子章喜、四子章崧则为郡庠生，父子五人均望重威名”。② 刘家成

为台中地区的名门望族。
大埔人在台湾开垦有成，回到家乡后，又大大改变了个人乃至家族的际遇。湖寮高道村的林锡

尧( 1751—1825) ，乾隆四十四年( 1779) 与族人林锡总前往台湾垦荒，“兼作水甲”。因懂水利，获利

不少。“获金寄回桑梓，置产成家。”将所赚的金钱寄回家乡，由亲人帮其置买田产，成家立业。因

很少回家乡，没有生子，以堂兄锡孟四子品秀为嗣子。林锡尧在台湾去世后，“子品秀迎金旋梓，墓

迁葬大山珠窠中龙嘴田面上”。其子林品秀( 1793—1869) ，“廿四岁游台湾，往返三次，六十岁旋

梓。还乡教读，兼堪舆”，“妣党溪贺氏，生四子，周植、周滔、周岳、周源”。③ 林家逐渐发展为大埔

的大家族。
湖寮莒村的陈廷拔( 1748—?) ，因家庭生活困难，于乾隆三十三年离乡背井，东渡台湾，在台湾

垦荒起家，并经商致富。晚年回到家乡后，陈家也发展成为当地有名的大家族。《怀义公房谱》云:

“公壮岁在台湾，以开辟起家。迨晚年，捆载回里。置田产，建屋宇，修祖墓，立尝会，凡举公益慈善

事业，靡不悉心乐为。”在他的资助下，原一堂式莒庄公屋扩建成两堂四横一围龙的围龙屋，从而确

立了莒庄公祠的基本规模。还扩大莒庄公尝款，自建延裕堂，轰动全村。④

( 三) 文化互动

清初以来大埔文教发达，而台湾文教相对落后，读书人少，在家乡难有发展空间的大埔人纷纷

移民台湾，在当地从教和参加科举考试，促进了台湾文教的发展。在台湾考中科举的人回到大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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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又进一步提高了大埔文化的声望和社会地位。大埔百侯蕉子坑的张觐光跟着村民去台湾后，先

在其叔叔张上卿( 1819—1894) 所居住的嘉义地区教书，后参加当地科举考试，先后考中秀才、举人

和进士。张觐光中进士后回家乡祭祖，成为当地轰动一时的大事。他中进士也提高了全村的社会

地位，以前只有村里的人嫁到百侯村，没有百侯村人嫁到村里，他中进士后，很多百侯村的人嫁过来

了。后来他到各地为官，在家盖了进士第、红杏小楼、梅花草堂三座大屋，成为当地的显赫家族。①

此外，在民居建筑、方言等方面，两岸之间的互动也相当明显。刘文进在台中石冈发家后，请家

乡来的“雪麻仙”地理先生范金郎商议，“想在寮下( 东势) 地方起伙房屋。因而雪麻仙从石冈来到

土牛，点有结行龙穴的好地理，就是现今的下土牛文进公老屋祖祠。再点四处地理，给四房儿子建

造‘伙房屋’。其中大房章仁是老祖屋对门的新厝家，二房章职是老祖屋后山下的维厝，三房章喜

是梅树下的伙房屋，满房章崧是老祖屋前东南向( 现朱厝伙房) ”。② 所谓伙房屋，即梅州客家地区

最典型的传统民居围龙屋。刘文进所建的伙房屋，据实地考察，前面有半圆形的水塘，后面有半圆

形的围屋，与大埔、梅县的围龙屋民居完全一样。
台湾客家方言现有“四海大平安”之称，即四县话、海陆丰话、大埔话、饶平话和诏安话。据吴

中杰等语言学者研究，大埔腔客家话主要分布在台中县的东势镇、石冈乡、新社乡，当地居民大部分

是康熙以后从大埔县高陂、桃源、大麻等乡迁去的。③

( 四) 社会互动

迁居台湾的大埔人，与家乡之间有着密切的社会关系，相互之间互动频繁。他们在台湾经营有

成后，积极参与原乡的各项社会事业。张达京在台湾发迹后，即回到家乡祭祖，重建祖祠。陈廷拔

在台湾经营致富后，修建莒庄公祠，设立祖尝，参与各项公益慈善事业，成为当地有影响的乡村士

绅。④ 湖寮罗鸿敏在台湾经商致富回到家乡后，因理财有方，在罗氏宗族建筑朱紫地小宗祠时，“房

众推鸿敏董其役”，全权负责宗祠建筑事务，竟积劳成疾而死。⑤ 百侯萧星阶在台湾经商致富后，

“捐助巨金以创办振德学校。族谱所以序源流，明世系，年湮代远，简篇不无散失，嘱镜清募赠厚赀

而复继修”。“至于桥路茶亭诸善举，由太君倾囊佽助以诋于成者，尤难悉数。”⑥捐献巨资创办学

校、编修族谱、修桥补路、修筑茶亭等，为当地的社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定居台湾的大埔人，子孙繁衍，年深日久，便依仿原乡的家族形态，立蒸尝，修祠堂，编家谱，建

构起家族社会。同时参与原乡宗祠的祭祀，成为家乡宗族的一个分支。刘文进一家在乾隆十九年

定居台中土牛后，为了遥祭故乡的先祖，以及祭祀祖母黄氏之坟，模仿家乡的尝会组织，按男丁出

谷，组成尝会，生放增值，作为定期祭祖的资金来源。

爰是于乾隆甲寅五十九年倡议，凡在台之子孙，照丁各捐谷石，预交董事生放。候逢春分

届节办牲，遥祝历代祖考妣，以及登仰扫妣之墓，咸欣饮福无疆之意云尔。永顺公之遗教谨记，

乾隆六十年正月吉日，满房裔孙章崧敬录。
长房津出谷芳名( 新伯公) :

永万公津出谷三石; 生四子文捷、文振、文度、文贡公，津出谷各二石; 孙章就、章超、章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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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埔县百侯镇蕉里村《张府积厚堂族谱》( 稿本影印) ，第 3 页。
台中县石冈乡《刘元龙公派下家谱》，第 34 页。满房这里指第四房，客家话满子即尾子———最小的儿子。
邱彦贵、吴中杰:《台湾客家地图》，台北，猫头鹰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54 页。
大埔县湖寮莒村陈氏《怀义公房谱》，第 69 页。
罗氏族谱续修委员会:《大埔罗氏族谱德垂公系》，第 786 页。
萧惠南: 大埔百侯《萧氏族谱》第 21 卷，第 16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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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荣、章信、章隆、章梅、章志、章湘、章耀、章馨、章孝、章华、章思、章仁公，各津出谷一石; 曾孙

衍兰、衍芝、衍芳、衍绪、衍叶、衍花、衍爵、衍升、衍扬、衍明、衍鳌、衍雅、衍继、衍涌、衍恒、衍敏

公，各津出谷五斗; 玄孙吉禄、吉宿公，津出谷五斗。长房总津出谷三十五石。
二房津出谷芳名( 土牛) :

永顺公，津出谷三石; 生二子文进、文庆，各津出谷二石; 孙章仁、章职、章喜、章崧、章附、章
浓、章枝、章勋，各津出谷一石; 曾孙衍棠、衍清、衍坤、衍瑞、衍豪、衍俊、衍珠、衍莉、衍杰、衍墉，

各津出谷五斗; 玄孙吉桓，津出谷五斗。二房总津出谷二十石五斗。
三房津出谷芳名:

永德公，津出谷三石; 生二子文接、文锦，各津出谷二石。三房总津出谷七石。
满房津出谷芳名:

永秀公，津出谷三石; 生二子文杉、文松，各津出谷二石; 孙章姚、章盛、章良、章招，各津出

谷一石; 曾孙衍福，津出谷五斗。满房总津出谷十一石五斗。
四大房津出谷总七十四石。乾隆五十九年倡议，凡在台之子孙，照丁各捐谷石七十四石，

预交董事生放，置水田地基金。每逢春分届节，办牲遥祝历代祖考妣，以及陈氏大妈抑扫之墓，

咸欣饮福疆之意。①

刘家在土牛经商致富后，发展相当迅速。乾隆十九年过台湾时还只有母子 5 人，至乾隆五十九

年时仅男丁即达 71 人。大埔与台湾之间路途遥远，每年回大埔祭祖相当不便。嘉庆末年，刘文进

后代在土牛石冈修建刘文进祖祠，依照家乡祖祠“德馨堂”堂号，也取名“德馨堂”。② 除了家族内

日常的婚丧喜庆在此进行外，每年过年、清明、端午、中秋、重阳等重要节日，刘家子弟都在此祭扫，

成为大埔高陂刘氏祖祠“德馨堂”在台湾的一个分支。

四、结语

清初以来，由于人口增长、人多地少等原因，粤东大埔县人的生存受到严重挑战。而当时台湾

地广人稀，有大量可开发的土地，众多大埔人纷纷涌入台湾，寻找发展机遇。大埔人遍布台湾北、
中、南等地，而以台中最为集中。移居台湾的大埔人充分发挥在家乡的谋生优势，主要从事垦殖、贸
易、文教等活动，涌现了张达京、刘元龙等著名垦户以及张觐光等进士、举人，为台湾的开发和社会

文化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与此同时，他们和原乡之间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一方面，他们在台湾立

足后，往往回原乡接迎乡人来台，从而形成大埔人在台中石冈、东势等地聚居的形态; 另一方面，当

经济条件改善后，他们又往往回原乡建祖祠、修族谱、修祖坟，举办公益事业，参与原乡社会文化建

设。两岸大埔人之间密切的互动关系，促进了两岸社会文化的发展。两岸大埔人同根同源，同文同

种，实为一个整体。

( 责任编辑: 程朝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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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中县石冈乡《刘元龙公派下家谱》，第 23—2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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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n Hakka Migration to Taiwan from Dabu County
in Eastern Guangdong and Cross-Strait Social and

Cultural Interaction in the Qing Dynasty

Xiao Wenping Wang Zhuojin

Abstract: In the early Qing period，after Taiwan was incorporated into the territory of the Qing dynasty，

Hakka from Dabu County in eastern Guangdong immigrated to Taiwan in search of development
opportunities. They spread all over the north，middle and south areas of Taiwan，and Taichong was the
most concentrated. They gave full play to their advantages in making a living in their hometown，mainly
engaged in occupations such as reclamation，trading，and teaching，making important contributions to
Taiwan’s economic，social and cultural development. After gaining a foothold in Taiwan，the Hakka
people from Dabu County built Hakka walled villages and ancestral temples according to their native
forms. At the same time，they actively participated in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their native hometown，

maintained close ties with them， and promoted cross-strait social and cultural exchanges and
development. The Dabu people on both sides of the Taiwan Strait share the same root and origin，the
same culture and race，and they are really one whole.
Key Words: Dabu County in Eastern Guangdong，Qing’s Taiwan，Hakka migrants，cross-strait
intera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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