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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透過文獻分析、地圖判讀、田野調查、網路檢索，並利用統計分析等方法，

探討臺灣漢人堂號起源的地域性、時代性及族群性，彙整歸納出臺灣漢人常見的堂

號及源流背景、姓氏起源地的地理分布及分析臺灣閩南人與客家人遠祖祖居地的差

異性。 

五胡亂華以來，郡級行政區是漢人堂號命名的主要依據，漢人輾轉南遷，來到

閩、粵，這種沿用堂號的習慣一直流傳下來。從堂號命名之地理區分布的統計分析

來看，民族大遷徙是發生於華北全區而非局部地區，之所以產生現今的族群區隔，

主要在兩者的移民的路徑與移民的時間先後的差異，而非血緣上的差異。 

閩南族群之形成是兩大批移民先後入閩融合所成的，前者帶來閩南語的白讀音；

後者帶來閩南語的文讀音，漸次分化為泉州系及漳州系兩個主要次方言。客家人最

初寓流在皖、蘇、浙、贛、湘、鄂，有較長的時間再次與北方移民融合，因而吸收

了比閩南語更多的唐宋官話，融入到客語中。臺灣漢人對追遠原鄉故土的空間符號，

呈現具有差序格局的兩層以上認同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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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is paper, we studied the origins of Taiwanese Han family temple names in terms of 

geography, time, and ethnicity by reviewing the literature, studying historical maps, 

conducting field works, searching on the Internet and doing statistical analysis.  We are able 

to compile a table of commonly found family temple names in Taiwan and provide 

background information concerning their origins and their geographic distribution.  We also 

report the differences in place of origin between the remote ancestors of the South Min 

people and those of the Hakka peo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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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  言 
聚落研究是鄉土研究的核心之一，一直是相關學者所喜好的議題。傳統聚落

調查的第一步應先從認識一些可作為區隔聚落內部他群與我群的符號著手，其中

堂號正是一種最鮮明的符號，可作為初步判釋傳統聚落內部血緣與地緣關係的依

據。 

「堂號」也是一般人在日常生活中或多或少會接觸到的鄉土訊息，而這些訊

息的取得往往是片段的常識，帶點疑惑與好奇去看待這些鄉土知識，一般人的興

趣也能被激發起。近年來中小學如火如荼推展的鄉土教學活動，「堂號」是一個

不會被遺忘的教學素材，尤其是傳統文物保存較多的鄉村地區。 

堂號的介紹可以單獨寫成一篇「小品文」，這些文章在網路上唾手可得，然

而，各地中小學教師的鄉土教材作品及網路文章所提及的堂號多半是個別地區、

個別姓氏的介紹，缺乏全面與系統的探討。在過去，受政策導向的牽引，比較有

系統的堂號專論，一直持續有學者發表，所發表的園地主要有臺灣省文獻委員

會、臺北市文獻委員會相關出版品，包括《臺灣省通志稿》、《臺灣文獻》、《臺北

文獻》及其他專刊等。如吳昆倫、林猷穆的《臺灣姓氏源流》，楊賢緒(1979)的

《臺灣姓氏堂號考》，王國璠(1981)的《臺灣姓氏源流》，以及李棟明 1974 年至

1978年間一系列投稿到《臺北文獻》相關的論文等等。 

這些專論雖然蒐集了大量的資料，但多半是敘述的多、論說分析的少；受資

料龐大及缺乏精確詳盡的地圖比對的限制，難免有少許的資料錯誤。 

然而，近幾年來有關堂號專論，在《臺灣文獻》及《臺北文獻》兩大期刊中

已經不復見了，作者推想，除了是研究題材出現了瓶頸，全面性田野調查的限制

外；不再強調「兩岸血濃於水」的本土化政治意向，可能也是原因之一。倒是小

區域的聚落研究往往因研究的需要，針對研究區內主要姓氏建立翔實的調查資

料，這部分的文章在地理學、歷史學、建築學、民族學、各地縣市文化局（文化

中心）及民間的文史工作室均有相當質量的論述發表，在此不一一列舉。 

拜網路發達之賜，作者得以全面性的檢索相關資料，足以彌補田野調查的不

足；其次，近年來的臺灣的民主化，政策上不再視引用中國大陸出版品為禁忌，

作者可以藉由核對與判讀譚其驤主編的《中國歷史地圖集》內容，取得信而有徵

的地圖資料；配合多年來累積從事鄉土教學的心得，使得本文得以在前人的研究

基礎上，在此一議題上，做更進一步的闡述。 

此外，漢語學者初步認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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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方言是以司（州）豫（州）移民為大宗，青（州）徐（州）及秦（州）

雍（州）移民為小宗，逐步南遷；閩方言則是以青徐移民為大宗，司豫移

民為極小宗」1 

這個論點，頗令作者好奇，因此，作者試圖透過地理學空間差異的角度，加

以驗證，狗尾續貂一番。 

本文的撰寫是採用文獻分析法、地圖判讀法、田野調查法、網路檢索，累積

較全面性的資料；進一步採取統計分析法和比較分析的方式，探討臺灣漢人堂號

起源的地域性、時代性及族群性。其次，作者必須對本文兩個論述上重要的關鍵

詞下操作的定義(operational definition)： 

1.所謂「遠祖祖居地」係指西晉末年至唐、宋之間南遷漢人遷移前的原居住

地，基本上是漢人用來作為堂號名稱的依據。 

2.所謂「祖籍地」係指臺灣漢人來臺之前的閩東、閩南、閩西、粵東原居住

地。 

本文具體的研究目的包括： 

1.彙整出臺灣漢人常見的堂號及源流背景。 

2.歸納出姓氏起源地（遠祖祖居地）的地理分布。 

3.分析臺灣閩南人與客家人遠祖祖居地的差異性。 

二、臺灣漢人常見的堂號 
堂號主要鏤刻或書寫在大廳（公廳）正堂門楣上的正中央位置，醒目的提示

後人祖先的原籍；臺灣漢人祖先牌位及墓碑所刻的地望多為祖籍地，少數家族的

祖先牌位（閩南人稱為「公媽（牌）」或「神主牌」；客家人則稱為「阿公婆牌」

或「家神牌」）及墓碑所標示的地望也用堂號而不名祖籍地者。 

表 1的資料是作者廣泛的搜尋所得，即便有遺漏諒必不多；表 2是作者參照

表 1，並核對譚其驤主編(1996)的《中國歷史地圖集》各朝代行政區劃及地名所

整理的，兩者均具有統計的代表性，可作為本文數據統計時的依據。 

                                        
1 陳子祺，〈新竹縣海陸客方言音韻研究(上)〉，《客家語言研究(上)》（新竹：新竹縣立文化中心，2002
年）。http://www.hchcc.gov.tw/history/paper/3.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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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臺灣漢人的堂號（以隋唐以前的州郡地望為主的堂號） 
堂 號 姓    氏 堂 號 姓    氏 堂 號 姓    氏 堂 號 姓    氏 

東魯堂 曾、孔、顏、(端木) 江夏堂 黃、費、(布)*1 彭城堂 劉、錢、金、(巢) 延陵堂 吳、龔 

沛國堂 朱、宋 始興堂 麥 高陽堂 許、耿、(仲孫) 武功堂 蘇、周、連*2、殳 

豫章堂 羅 、 涂 、� 、(湛) 東陽堂 苗、官、(婁、樓) 鹽官堂 翁(或錢塘堂) 內黃堂 駱、(路) 

北地堂 傅 濟陰堂 丁、左、卞、(卻) 新安堂 古(或新平堂)、余 昌平堂 孟(或平陵堂) 

武陵堂 顧、華、龍 隴丘堂 梁 博陵堂 崔、邵 燕山堂 (竇) 

業郡堂 岳(或山陽堂) 滎陽堂 鄭、潘、毛、(干) 千乘堂 倪 浚儀堂 喬(或梁國堂) 

海陵堂 查(或濟陽堂) 廬江堂 何、(況) 洛陽堂 江、古、蔡 西平堂 池(或西河堂) 

魏郡堂 申 東山堂 謝(與寶樹堂同) 臨濮堂 施(施姓總堂號) 高平堂 范、巴、(郗、瞿) 

桂陽堂 區(或陝郡堂) 東平堂 花、(沐、原) 山陽堂 鞏 平安堂 司徒(或越郡堂) 

遼西堂 項 張掖堂 (烏) 江陵堂 楚、熊(或南昌堂) 晉陽堂 唐、匡、(景) 

許昌堂 (叢) 南安堂 (家) 松陽堂 (瞿、豐、勞) 虢郡堂 (晉) 

臨海堂 (屈、戈) 黎陽堂 (桑、璩、郁) 安陽堂 (蓋) 淮南堂 (越[或晉陽堂]) 

平昌堂 (紅) 遼東堂 (佟) 平原堂 (芮、東方、雍) 鄆城堂 (初) 

天竺堂 (薩、迦) 濮陽堂 (汲) 晉陵堂 (英) 齊郡堂 (甯、寧、晏) 

襄陽堂 (蒯、習) 長葛堂 (哈) 薛郡堂 (海) 開封堂 (滕) 

安平堂 程、(臺) 玉田堂 (陽) 建安堂 (練) 南海堂 (招、洗) 

泰山堂 (羊) 趙郡堂 (兆、肇) 新蔡堂 (酈、冷、甫) 零陵堂 (永) 

弘農堂 楊(或關西堂)、馮、譚、(牧) 敦煌堂 洪(或燉煌堂*2)、(容) 平原堂 陸、(芮、明、常、東方) 會稽堂 夏、(賀、虞、鍾離) 

臨安堂 (冷[或新蔡堂]、力、回) 鉅鹿堂 魏、廖、莫、(牟、舒) 樂安堂 蔣、孫、任、(榮、仲、兀) 蘭陵堂 蕭(或河南堂)、(繆) 

中山堂 湯、藍、(郎[或北海

堂]、仲、甄、藺) 

武威堂 廖、賈、石、(安[或

姑臧堂]、索) 

下邳堂 余(或新安堂)、闕、(皮 

、葉) 

范陽堂 簡、盧、燕、鄒、厲、

(祖) 

東海堂 徐、戚、于、(臧、竺、

糜、有、留) 

代國堂 

代郡堂 

單(或河南堂)、(豆

*3、和) 

梁國堂 

梁郡堂 

葛(或頓丘堂)、談、喬、

(西門、墨) 

瑯琊堂 顏、雲、(王、支、帥、

諸(葛)、仉、符) 

河間堂 詹、章、俞、凌、邢(或

北海堂)、畢 

譙國堂 

譙郡堂 

曹、戴、(奚、夏侯、

敖、桓) 

陳留堂 謝(或會稽堂)、阮、(虞 

、伊、茅、邊) 

上谷堂 侯、谷、(麻、榮、成、

燕) 

平陽堂 巫、汪、仇、歐、饒、

(勾、柴、鳳) 

安定堂 胡、伍、(蒙、席、

皇甫) 

始平堂 龐(或南安堂)、翁、馮

(或杜城堂) 

上黨堂 連、鮑、樊、包、(軒

轅、堯) 

馮翊堂 游、雷、武、焦、吉、

寇(、黨、益、魚) 

清河堂 張、傅、房、(崔、(革、

隋、隨、貝) 

南昌堂 辜、余、佘(或新鄭堂)、

熊、(漆、鄔) 

丹陽堂 甘(或渤海堂)、陶(潯

陽堂)、包、(杭、強) 

廣平堂 游、程(或安平堂)、賀、

屠、荊(或廣陵堂)、

(逯、貢) 

渤海堂 高、歐陽、甘、裘、

吳(客家)、刁、凌、

季、(石、居、封) 

潁川堂 陳、賴(西川堂，指漢

中])、鍾、葛、韓、(鄔、

晁、烏、庾) 

南陽堂 葉、鄧、白、韓、卓、

岑、仇、樂、(翟、宗、

陰、姬) 

雁門堂 田(或北平堂)、辛(或隴
西堂)、童、解、文、(農、

慕容、薄、餘、渠、品) 

汝南堂 袁(或陳郡堂)、周 
、梅、藍、沙、齊、

殷、(翟、言、危、

盛、衡、應) 

吳興堂 沈、施(或臨濮堂)、姚、
尤、聞、邱(丘)、(水、

鈕、明、胥、紐、慕、

沛) 

隴西堂 李(或河東堂)、彭(或
宜春堂)、董、關、牛、

辛、(邊、米、禹、時、

閔、權) 

河內堂 馬、司馬、畢(或河間

堂)、(南、宮、南宮、

南門、茹、荀、苟、平、

山、剛、長、新) 

西河堂 林(或濟南堂)、卜、

宋(京兆堂)、毛、池、

卓、(貫、靳、欒、

蘄、槐、申屠) 

扶風堂 萬、魯、竇、馬、(祁、

班、井、公孫、芮、法、

戎[或江寧堂]、惠、綠、

祿、秉) 

濟陽堂 蔡、丁、江、柯、柯(或

錢塘堂)、易、(查、卞、

長孫、羿、東門、風

*3) 

魯國堂 曾[或東魯堂]、孔、唐
(或晉昌堂)、顏(或瑯琊

堂)、季(或壽昌堂、渤

海堂)、(車、邴) 

天水堂 莊、趙、秦、姜、狄、
尹、艾、嚴、紀(或

襄平堂)、闞、(皮、

秋、桂、權、上官、

闞、那) 

河東堂 柳、呂(或東萊堂)、衛、
薛、斐、(戈、宗、毋、

伯、宮、蒲、聶、廉、

儲、展、令狐、清、智、

聶、胤) 

鳳陽堂 明太祖朱元璋族裔，濠
州鳳陽縣(明代改為南

直隸鳳陽府)朱元璋之

故居。 

太原堂 王、溫、郭、易、孫、

秦、祝、閻、郝、霍、

管、武、宮、祁、(宇

文、尉遲、遲、師、帥、
伏、亢、沃、羊、宓、

薄、郁、胥、昝、索) 

河南堂 邱(丘)、蕭、方、梁、

陸、章、于、寇、單、

元、穆、雲、利*3、

褚、向、(司馬[或河
內堂]、平、山、庫、

維、宇、嵇) 

京兆堂 杜、宋、史(樂陵堂、

宣城堂)、段、康、黎、

韋、商(全、冷、別、

車、百里、中、郜、於、
酆、尚、米、計、扈、

歸) 

汾陽堂 郭子儀族裔。唐室封

子儀為汾楊公。汾陽

其地在今山西省太原

市北陽曲縣 

*
1
有括弧者非臺灣地區常見之姓氏－堂號對應者。 

*
2
以武功為堂號之周、連二姓均為避禍而自蘇姓分出（即與武功蘇姓原出一脈）。 

*
3
臺灣原住民中有此姓者。 

資料來源：臨時臺灣舊慣習調查會，1904；楊賢緒，1979；王國璠，1981；陽晴等，1991；網路

檢索；作者田野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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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堂號與祖居地行政區（以西晉行政區為主）之對應 

堂  號 移出地行政區 對應之目前行政區及地理位置 堂  號 移出地行政區 對應之目前行政區及地理位置 

遼東堂 平州遼東國 遼東半島 梁國堂 豫州梁國 河南省中部商丘市一帶 

襄平堂 遼東國首府 遼寧省遼陽市 潁川堂 豫州潁川郡 河南省中部許昌市~漯河市一帶 

遼西堂 平州遼西郡 河北省東北部灤河下游平原 許昌堂 潁川郡治 河南省中部許昌市 

玉田堂 薊州境內(唐) 河北省北部玉田縣一帶 長葛堂 潁川郡長葛城 河南省中部長葛縣(許昌市旁) 

代國堂 西漢初代郡之

原行政區 

河北省西北部內外長城間之地 新蔡堂 豫州汝陰郡新

蔡縣 

河南省中部淮陽市一帶 

上谷堂 幽州上谷郡 河北省北部內外長城(居庸關)間 陳郡堂 陳郡(三國) 河南省西南部南陽盆地 

燕山堂 薊州境內(遼) 河北省北部燕山山脈南麓一帶 南陽堂 荊州南陽國 河南省南部新蔡縣 

昌平堂 幽州燕國 北京市昌平縣 汝南堂 豫州汝南郡 河南省南部汝河流域 

北平堂 北平郡(三國) 河北省東北部唐山市一帶 

范陽堂 幽州范陽國 河北省東北部涿縣一帶 

宜春堂 �汝南郡宜春縣 

�豫章郡宜春縣 

�河南省南部汝水流域？ 

�江西省西北部宜春市？ 

越郡堂 越郡(隋) 河北省中西部越縣一帶 清河堂 冀州清河國 山東省西北部臨清市一帶 

鉅鹿堂 冀州鉅鹿國 河北省中西部鉅鹿縣一帶 平原堂 冀州平原國 山東北部黃河口北岸德州一帶 

中山堂 冀州中山國 河北省中西部定縣一帶 濟南堂 青州濟南郡 山東省濟南市一帶 

高陽堂 冀州高陽國 河北省中部高陽縣一帶 平陵堂 濟南郡境內？ 山東省濟南市附近？ 

博陵堂 冀州博陵國 河北中部饒陽、深、安平等縣 齊郡堂 齊郡(北魏) 山東省北部臨淄縣一帶 

河間堂 冀州河間國 河北省任丘與河間等縣境 東平堂 兗州東平國 山東省西北部東平縣一帶 

渤海堂 冀州渤海郡 河北省中南部渤海灣一帶 鄆城堂 東平郡治(隋) 山東省西北部鄆城縣一帶 

廣平堂 司州廣平郡 河北省西南部邯鄲市一帶 頓丘堂 司州頓丘郡 魯、豫、翼三省交界地帶 

趙郡堂 趙郡(北魏) 河北省南部趙縣一帶 高平堂 兗州高平國 山東省西部巨野~微山湖間之地 

安平堂 冀州安平國 河北省南部翼縣一帶 樂安堂 青州樂安國 山東省東北部黃河口南岸一帶 

雁門堂 并州雁門郡 山西省北部內外長城間之地 

晉昌堂 并州新興郡 山西省東北部滹沱河谷盆地 

千乘堂 樂安郡千乘縣

(三國) 

山東省東北部黃河三角洲高青縣

一帶 

太原堂 并州太原國 山西省中部太原盆地 東萊堂 青州東萊郡 山東半島東部及北部海岸地區 

晉陽堂 太原之別稱 山西省中部太原市 安平堂 平安國(西漢) 山東省東北部黃河口南岸一帶 

汾陽堂 太原國陽曲縣 太原北郊陽曲縣(郭子儀族裔) 北海堂 青州北海國 山東膠萊谷地濰坊市到膠東縣 

平陽堂 司州平陽郡 山西省中南部臨汾盆地 泰山堂 兗州泰山郡 山東省中部泰山山地四周地區 

西河堂 并州西河國 山西西部黃河支流三川河流域 

河東堂 司州河東郡 山西省西南部安邑盆地 

東魯堂 

魯國堂 

豫州魯國 山東省中西部古魯國地(孔子故鄉

曲阜一帶) 

上黨堂 并州上黨郡 山西省東南部長治盆地 平昌堂 青州城陽郡 山東半島西南部一帶 

安平堂 安平郡(北魏) 山西省東南部沁水流域 濟陰堂 兗州濟陰郡 山東省西部定陶縣一帶 

薛郡堂 薛郡(秦) 山東省西南部微山湖一帶 敦煌堂 

燉煌堂 

涼州敦煌郡 

沙州燉煌(唐) 

甘肅省河西走廊西部敦煌一帶 

蘭陵堂 蘭陵郡(東晉) 山東省西南部棗莊市 

瑯琊堂 徐州瑯琊國 山東省西南部沂水中下游地區 張掖堂 

姑臧堂 

涼州張掖郡 

張掖郡治 

甘肅省河西走廊中部張掖一帶 

淮南堂 揚州淮南郡 安徽省北部淮南市及蚌埠市等 

西平堂 涼州西平郡 青海湟水流域(西寧市一帶) 鳳陽堂 鳳陽府(明) 安徽省鳳陽縣(明太祖族裔) 

隴西堂 秦州隴西國 甘肅省東部隴西盆地 廬江堂 揚州廬江郡 安徽眚中部巢湖~長江北岸之地 

南安堂 秦州南安郡 甘肅省渭河上游天水之西一帶 宣城堂 揚州宣城郡 安徽省皖浙丘陵青弋江流域區 

天水堂 秦州天水郡 甘肅省(渭河上游)天水市一帶 新安堂 揚州新安郡 安徽省皖浙丘陵新安江流域區 

安定堂 雍州安定郡 甘肅、陜、寧夏(自治區)交界地 東海堂 徐州東海郡 江蘇省東北部地區 

新平堂 雍州新平郡 陜西省中部銅川西邊涇河上游 彭城堂 徐州彭城國 江蘇省西北部徐州市一帶 

北地堂 雍州北地郡 陜西省中部銅川市一帶 下邳堂 徐州下邳國 江蘇省西北部徐州市東南方 

馮翊堂 雍州馮翊郡 陜西渭河盆地渭河北洛水下游 海陵堂 廣陵郡海陵縣 江蘇省長江北岸泰州市一帶 

關西堂 地理區名稱 河南省涵谷關之西 丹陽堂 揚州丹陽郡 南京市至安徽省蕪湖市間 

扶風堂 雍州扶風國 陜西渭河盆地渭河北岸地區 延陵堂 毗陵郡延陵縣 江蘇省蘇州市一帶(揚州境內) 

始平堂 雍州始平國 陜西渭河盆地渭河南岸地區 晉陵堂 毗陵郡治 江蘇省常州市(揚州境內) 

襄陽堂 荊州襄陽郡 湖北省中北部襄陽一帶 武功堂 始平國武功縣 陜西省武功縣境(西安市正方西

約100公里處) 江陵堂 江陵為荊州治 湖北省中部臨長江地區(江陵市) 

京兆堂 雍州京兆郡 陜西省西安市一帶(渭河南岸) 江夏堂 荊州江夏郡 湖北省漢水下游地區(漢口市) 

杜城堂 京兆郡杜城縣 陜西省西安市東南郊 武陵堂 荊州武陵郡 湖南省中西部沅江流域 

潯陽堂 九江郡治(隋) 江西省鄱陽湖~長江之間的地區 黎陽堂 �黎陽郡(北魏) 

�新安郡黎陽縣 

�河南省東北部浚縣？ 

�安徽皖浙丘陵新安江流域？ 章豫堂 揚州章豫郡 江西省北部南昌市一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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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昌堂 章豫郡治 江西省北部南昌市 鄴郡堂 

魏郡堂 

鄴郡為司州魏

郡之別稱 

翼省西南~豫省東北部間磁縣、大

名、內黃、滑縣及安陽市等地 吳興堂 揚州吳興郡 浙江省太湖~杭州灣之間 

安陽堂 魏郡安陽縣 河南省北部安陽市 臨安堂 吳興郡臨安縣 浙江省中北部臨安縣(杭州西邊) 

內黃堂 魏郡內黃縣 河南省東北部內黃縣 鹽官堂 吳郡鹽官縣 浙江省杭州灣北岸(揚州境內) 

臨濮堂 兗州濮陽國 河南省北部濮陽縣一帶 錢塘堂 錢塘郡(隋) 浙江省杭州市一帶 

弘農堂 司州弘農郡 會稽堂 揚州會稽郡 浙江省紹興市及寧波市一帶 

陝郡堂 陝州(唐) 

河南省西北部黃河南至洛水間 

東山堂 會稽郡境內 浙江省紹興市附近上虞縣境內 

虢郡堂 虢州(唐) 河南省西北部三門峽市一帶 壽昌堂 揚州吳郡 浙江省富春江中上游河谷地帶 

河內堂 司州河內郡 河南省北部沁水下游地區 松陽堂 臨海郡松陽縣 浙江省靈甌江上游麗水縣地帶 

山陽堂 河內郡山陽縣 河南省北部焦作市附近 東陽堂 揚州東陽郡 浙江省信安江河谷(金華市一帶) 

河南堂 司州河南郡 河南省中西部洛陽盆地一帶 臨海堂 揚州臨海郡 浙江靈江流域及甌江上游地帶 

洛陽堂 河南郡洛陽 河南省洛陽市(魏及西晉首都) 

陳留堂 兗州陳留郡 河南省東北部(開封以東之地) 

桂陽堂 �荊州桂陽郡 

�始興郡桂陽縣 

�湖南省東南部湘江上游地區？ 

�廣東省西北部連縣？ 

浚儀堂 陳留郡浚儀縣 河南省中部開封市 零陵堂 零陵郡(漢) 湖南省零陵縣一帶 

濟陽堂 陳留郡濟陽縣 河南省開封市東50公里蘭考縣 建安堂 建安郡(三國) 福建省全部(以建甌縣為中心) 

滎陽堂 司州滎陽郡 河南省中北部鄭州市一帶 始興堂 廣州始興郡 廣東省北江流域(韶關一帶) 

開封堂 滎陽郡開封縣 河南省中部開封市南20公里處 南海堂 廣州南海郡 廣東省中部(以廣州為中) 

天竺堂 天竺 西北印度 譙國堂 

譙郡堂 

豫州譙國(西晉 

)；譙郡(北魏) 

河南省東南部 

西川堂 地理區名 陜西省南部漢水谷地 

新鄭堂 滎陽堂新鄭縣 河南省中北部新鄭縣 隴丘堂 ？ ？ 

*本表所用的目前行政區係中國大陸現行的行政區，而非民國時代的行政區。 

三、臺灣漢人堂號（以遠祖祖居地為名）之地理分布 
東漢以來，士族門閥漸漸成形，加上三國魏開始以九品中正取士，到了西晉

士族門閥的觀念已經根深蒂固。從三國鼎立到西晉八王之亂的 70-80年間，華北

地區基本上是安定，社會的安定當有助於經濟的發展、人口繁衍，更有助於當時

士族門閥的地望意識。因此在五胡亂華時期北方士族南遷時，以祖居地地望為堂

號的作為，成為其標明有別於南方住民的一種空間符號。 

作者以表 1及表 2為樣本統計（結果如表 3），六朝士族原初使用之「堂號」

基本上有三類：(1)（西晉）郡級（含郡及國）地名（郡望）（相關地理位置可參

閱表 1 及圖 1）；(2)少數以縣級地名，如蔡姓－濟陽堂、吳姓－延陵堂、翁姓－

鹽官堂 …；(3)以地理區（含別名）為名，如楊姓之關西堂、賴姓之西川堂等。 

從表 2明顯可以看出郡級（唐宋之州級）行政區是堂號命名的主要依據，少

數為縣級地名，更少數才是地理區。可見郡級行政區是中國中古時期人們作為區

隔彼此的地理單元，此後堂號也就成為漢人為標示其追遠原鄉的空間符號。 

表3、以唐、宋以前地望為名的堂號命名之來源 

 郡級行政區 縣級行政區 地理區名 無法確認 總計 

堂號所佔的％ 65.4 26.3 5.3 3 100.0 

資料來源：統計自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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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西晉州級行政區分佈圖 

如果我們將表 2中堂號的所在區位，按大地理區分為西路 —關西區（潼關以

西，含今晉、陝、甘、寧等省區）、中路 —中原區（含今河南、湖北〔長江以北〕、

安徽〔長江以北〕等省）、東路 —沿海區（含今遼寧、河北、北京、天津、山東、

江蘇〔長江以北〕等省市）、南路 —江南區（含今四川、重慶、湖北〔長江以南〕、

湖南、江蘇〔長江以南〕、安徽〔長江以南〕、江西、上海、浙江等省市）及其他

等五個區塊。前四區在地理上的區隔相當顯著，具有地理區劃的意義。 

就表 1 與表 2 的資料對照統計（詳如表 4），整體看表 2 的堂號數量以東路

區稍多，中路區居次，西路區稍少，江南區最少，可見臺灣及閩粵漢人的祖居地

為今華北地區殆無疑問。從距離來看，從西路區南遷的路徑最遠，這樣的結構也

算合理。但是若我們以：〔堂號數目所佔％〕／〔郡級行政區數目〕作為一個比

較的商數(quotient)，則又可以發現另外一層訊息：東路、中路、西路等三地理區

居民南遷的推力（即所面對天災人禍的壓力）大致相當，亦即西晉末年到南宋末

年間的中古世紀，中國北方戰亂所造成的民族大遷徙是全面性而非局部地區性的

發生。 

以非西晉地望為堂號的情況，提供研究者另外一層解讀的線索。從表 2的統

計：西晉以前的地望（西晉無此行政區地名）為堂號的僅佔表 2 總數的 5.2％；

西晉地望為堂號的佔 77.6％；西晉以後（西晉無此行政區地名）的地望佔 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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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地理區的佔 4.5％，可見五胡亂華確實是造成中國北方士族南遷的最大影

響因素。 

另外，如果我們拿臺灣地區民國 40年代的前一百大姓2的主要堂號當成樣本

作比對，所得的結果如下：西路區的堂號數量佔 33.9％、中路區佔 28.9％、東路

區佔 26.4％、江南區佔 10.7％、其他佔 0.0％；順序剛好調過來。不過將之與表

4之(2)比對，雖然兩份資料來源不同，但其統計趨勢並無顯著差異（卡方檢定：

3.20＜χ2(0.90；3)＝4.61）3（江南及其他地區不列入計算）。 

表4、以唐、宋以前地望為名的堂號之地理分布 

項目        地理區 東路區 中路區 西路區 江南區 其他地區 總計 

(1)西晉時郡級行政區

的數量 
43 36 28 不統計 無法統計 － 

(2)表2堂號數量所佔

總堂號數的％ 
31.9 25.2 20.7 16.3 5.9 100.0 

(2)／(1) 0.74 0.70 0.74 － － － 

臺灣前一百大姓堂號

數量所佔％ 
26.4 28.9 33.9 10.7 0.0 99.9 

資料來源：對照譚其驤等(1996)及李棟明(1978) 

當南遷各士族幾經開枝散葉及世代交替之後，原有以地望為堂號的成規已經

無法滿足某些家族，作為突顯其特殊出身及誇耀光榮事蹟的表徵，依個別事例，

就有自立堂號的情況衍生，如東晉謝安族裔以「寶樹」（「寶樹」名稱來自典故而

非地望名）為堂號，唐代郭子儀被封為汾陽公，子孫便以「汾陽」為堂號。 

更少的個案，如洪姓的堂號通常是「敦煌堂」，「敦煌」在各朝各代中只有唐

代稱為「燉煌」（判讀自《中國歷史地圖集》），由此可推，在臺灣以「燉煌」為

堂號之洪姓者，有可能是在安史之亂後，唐室對河西走廊失去控制後，才輾轉南

遷到閩南及粵東。翁姓的鹽官堂與錢塘堂，前者是西晉的縣名，而後者是隋朝時

割土另立的郡名，鹽官縣改隸錢塘郡。（參見表 2） 

四、從堂號起源地的地理分布看臺灣閩南與客家人遠祖祖居地的差異 
作者以李棟明在〈臺灣大姓人口縣市分布特點研究〉一文（以下簡稱李文）

之表一「一百大姓抽樣人數、各籍別所佔百分比及位次一覽表」所列的（民國

40 年代）各姓氏人口數資料為統計樣本。統計操作方式是先確認閩南及客家人

個別前 50 大姓之主要堂號的地理區歸屬，再依李文之「表一」各姓氏人口數分

                                                 
2 參見：（1）王國璠(1981)：〈臺灣傳統姓氏源流〉，收錄於《臺灣史蹟源流》（中興新村：臺灣省文獻

委員會，1981年），頁 264-331。（2）李棟明(1978)：〈臺灣大姓人口縣市分布特點研究〉，《臺北文
獻》（台北：臺北市文獻委員會），直字第44期，頁1-64。 

3 林清山，《心理與教育統計學》（台北：東華書局，1984年），頁244-2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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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累加而得，統計結果表列如表 5。4 

表5、臺灣閩南人與客家人堂號來源的地理分布比較 

項目    地理區 東路區 中路區 西路區 江南區 其他地區 總計 
臺灣閩南人前50大姓各姓氏遠祖祖居地與主要堂號來源地之比對 

堂號數量所佔％ 32.08 33.96 22.64 11.32 0.00 100.00 

各姓氏人口數之

和所佔的％ 20.14 41.42 30.68 7.76 0.00 100.00 

臺灣客家人前50大姓各姓氏遠祖祖居地與主要堂號來源地之比對 

堂號數量所佔％ 28.30 35.85 28.30 7.55 0.0 100.00 

各姓氏人口數之

和所佔的％ 36.88 36.16 20.70 6.25 0.0 100.00 

資料來源：整理自李棟明，1978 

從各姓氏主要堂號來源地（東路、中路、西路區三區）的比對上觀察，閩南

人及客家人之遠祖祖居地並無顯著差異（卡方檢定：1.136＜χ2(0.90；2)＝4.61）；

從人口數上觀察，閩南人及客家人之遠祖祖居地則有顯著差異（卡方檢定：7.199

＞χ2(0.95；2)＝5.991）。 

也就是說，以臺灣漢人作為抽樣母體所做的堂號統計：(1)透過推論統計方

法，閩南人及客家人之遠祖祖居地的差異若有似無。但可以確定的是，(2)不管

是閩南人或客家人，其遠祖祖居地絕大部份（90%以上）來自長江以北，且均明

顯以「中路區」為優佔。因此本處統計結論與漢語學者「客方言是以司（州）豫

（州）移民為大宗，青（州）徐（州）及秦（州）雍（州）移民為小宗，逐步南

遷；閩方言則是以青徐移民為大宗，司豫移民為極小宗」（圖 1）說法是有些出

入的（按：司豫相當於作者所稱的中路區、青徐相當於東路區、秦雍相當於西路

區），尤其以「閩方言以司豫為極小宗」5的說法是有待商榷的。 

然而，就語言學上分析：(1)張光宇比對「油條」一詞的用法，使用官話系

統者均稱為「油條」；而從山東濰坊方言、吳語、上海話、福州話，到臺灣閩南

語均使用與「油炸粿」類似的用詞 6，張認為這並非巧合，而是驗證了「閩方言

則是以青徐移民為大宗」的說法。(2)許多人都知道閩南語的文讀音很強，在日

常使用上約佔 2/5，閱讀上更是明顯。 7其次，閩南語的漳州腔（漳州系白讀音）

較泉州腔融入更多的唐宋官話，此由漳州腔在發音上較泉州腔接近閩南語文讀音

                                                 
4 李棟明(1978)：〈臺灣大姓人口縣市分布特點研究〉，《臺北文獻》（台北：臺北市文獻委員會）直字第

44期，頁 6-12。 
5 陳子祺，〈新竹縣海陸客方言音韻研究（上）〉，《客家語言研究（上）》（新竹縣立文化中心，2001

年）。 
6 張光宇為董忠司主編《臺灣閩客語辭典》一書所寫之序言。 
7 許燉極，《台灣語概論》（台北：台灣語文研究發展基金會，199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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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可清楚判定8；許多客語（客語的文讀音數量遠少於白讀音）聽起來與閩南語

的文讀音很像9，顯然兩者（閩南語文讀音及客語白讀音）均融入大量的唐宋官

話（當時華北西半部的優勢語言），可見漢語學者的論證是有其根據的。其實從

語言學的研究及本文對堂號的分析，一個可能的答案已經呼之欲出，就是：「客

家族群與閩南族群的差異10（甚至漳泉兩系的差異）係源於移民的路徑，以及移

民到閩粵時間先後的差異，而非源於移出地的差異。」更進一步說：閩、客族群

間的不同在於語言及生活方式而非血緣上的差異。我們模擬閩南及客家族群在時

間洪流中逐步南遷形成的過程是這樣的。11    

1.閩南族群的形成過程是： 

(1)第一次移民融合（五胡亂華及以後）：青徐移民（大宗）＋司豫移民（中

宗）＋秦雍移民（小宗）＋吳地土著→漸次南移到閩省與土著融合→形成閩地漢

人，（泉州系為主）閩南語之白讀音祖語成形。 

(2)第二次移民融合（黃巢之亂與五代十國）：五代閩國成立前後入閩之北方

                                                 
8 作者以非隨機抽樣的方式列舉一些閩南語常用字的「白讀音」比較，偏漳州腔在發音上與「文

讀音」較相近或相同（文讀音係轉化自中古唐宋官話系統）的詞有：過、街、歲、退、媒(mue
n
)、

郭、(標)會、月、果、雞、溪、細、題、地、齊、糜、用、飛、關(門)、熱、銀、園(hui
n
)、

光(kui
n
)、龍、做(作)、張、根；偏泉州腔與文讀音發音較相近的詞有：呂、豬、箸、平、彭、

姓(、生、性)、青(、星、腥)、鄭、去、香、井。另外，許多發“b”的聲母在文讀音常化成

鼻音“m”，對應偏漳州腔的閩南語也有這種趨勢；還有文讀音中發“j”的聲母在偏漳州腔多

仍發成“j”，而泉州腔則清化成“l”（丁邦新等，1997：62）。從上述例證可看出：「偏漳

州腔的發音較偏泉州腔的接近閩南語文讀音（即接近唐宋官話系統）」，可間接論證了「漳州

系閩南人可能較漳州系閩南人混有較多比例唐宋時期的移民」的論點。其次，從表6的比對，

也可發現「客家語與閩南語的文讀音」較「客家語與閩南語的白讀音」的親屬關係更為相近，

意即「客家人可能較閩南人混有較多比例唐宋時期的移民」的論點，也可間接論證「客家人應
比閩南人晚到的閩、粵地區」。 

表6、臺灣幾種漢語發音及其語言上的親屬關係 

方言  例詞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臺灣「國語」 yi er san sih  wu Liou chhi pa chiou shih  

閩南語文讀 yit  
ji(漳) 

li(泉) 
sam su ngo· Liok chhit pat kiu sip  

閩南偏泉州腔 chit nng sann s i go· Lak chhit pueh kau chap 

閩南偏漳州腔 chit nng sann s i go· Lak chhit peh kau chap 

客語偏四縣腔 yi ngi(liong) sam s i ng Liuk chhit pat chiu siip  

客語偏海陸腔 rhi ngi(liong) sam s i ng Liuk chhit pat chiu ship  

本表使用教會羅馬拼音法，但不標記調號。“rh”之發音似“ㄖ，“ih”為空韻；客語之「二」也習慣唸成“liong”

（「兩」）；閩南語白讀音之“六”也有少數發音成“liu”或“liuh”者。 
參考資料：丁邦新等(1997)；董忠司主編(2001)；徐兆泉(2001)；韋煙灶(2002)。 

9 羅肇錦，《臺灣的客家話》（台北：台原社，1990年），頁 49-60，63-70，218-239。 
10 徐兆泉，《臺灣客家話辭典》（台北：南天書局，2001）。 
11 參見：（1）徐曉望，《閩國史》（台北：中華發展基金管理委員會 & 五南圖書公司，1997年）。（2）
丁邦新、楊秀芳、羅肇錦，《重修臺灣省通志(卷三) —住民志：語言篇》（中興新村：臺灣省文獻委員會，

1997年）。（3）陳運棟，《臺灣的客家人》（台北：台原社，1999年），頁 15-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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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民〔青徐移民（小宗）＋司豫移民（大宗，主要以五代閩國開國主王審之兄弟

所帶來光州移民集團）＋秦雍移民（中宗）〕＋閩地漢人與土著→漸次向南擴散

形成目前之閩南族群，閩南語確立→進一步分化為漳州與泉州兩個次方言。 

2.客家族群的形成過程是： 

(1)第一次移民融合（五胡亂華）：青徐移民（小宗）＋司豫移民（大宗）＋

秦雍移民（中宗）＋吳地土著→散居在江淮及江南一帶。 

(2)第二次移民融合（黃巢之亂與五代十國）：青徐移民（小宗）＋司豫移民

（大宗）＋秦雍移民（中宗）＋江淮及江南漢人→南遷與贛省土著融合成贛語族

群。 

(3)第三次及以後移民融合（南宋末年及以後）：贛語族群→翻越武夷山與閩

地漢人及土著融合→漸次形成目前閩西客家族群，客家祖語確立→循汀江（韓江）

流域向粵東擴散→形成目前之粵東客家族群。 

五、自立堂號的案例分析 

討論臺灣漢人祖籍地，必須先弄清楚，臺灣漢人的族群別（主要是以語言為

分別依據）；以及臺灣漢人祖籍地在清代的地方行政區歸屬及行政區層級關係。 

臺灣的漢族移民大部分是明末至 1948 年間，由閩粵兩省梯山航海而來，若

依移民所使用的方言區分包括：福州語、莆田（興化）語、閩南語、潮州語（有

將之歸為閩南語中的一個「次方言」）12、客家語等五個，歷經數百年的同化整合，

歸併為閩南語和客家語兩者，福州語、莆田語及潮州語不復被使用。若將移民在

原鄉所使用方言對應其（清代）行政區，則使用閩南語的地區為泉州府、漳州府、

永春州、龍巖州及潮州府等；使用客家語的地區為汀州府、漳州府西南部、龍巖

州西南部、潮州府、嘉應州及惠州府東半部等；使用莆田語的地區為興化府；使

用福州語的地區為福州府。這些府州就是台灣漢人的主要祖籍地。（圖 2） 

清代省以下的地方行政區建制分為府級（府、直隸州及直隸廳三種）及縣級

（縣、散州及散廳三種）兩級。府、縣是一般行政區，州與廳則是特別行政區。

直隸州的設制通常是因地理位置重特殊，但面積或人口規格較小，缺乏設府的格

局，而獨立設制；散州設制的情況與直隸州同，而其規格只相當一個縣級大小，

而受府管轄。州與廳最大的差異在於後者往往是任務性編組，而非常設性地方行

政區劃，直隸廳可視為預備府的性質，清代通常在新開發地區先設直隸廳，作設

府的準備；散廳設制的情況與直隸廳同，而其規格較小，為預備縣的性質，受府、

                                                 
12 徐曉望，《閩國史》（台北：中華發展基金管理委員會 & 五南圖書公司，1997年），頁 43-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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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隸州管轄。13 表 7中的永春州（自泉州府分出）、龍巖州（自漳州府分出）、嘉

應州（自惠州府及潮州府分出）為直隸州性質，連平州則為散州；表 7中的馬巷

廳及臺灣在清代先後設置的淡水廳、澎湖廳、噶瑪蘭廳等均為散廳。另外，明、

清兩代的「道」其行政位階雖說是介於省與府（州）間，但因其為省府的派遣的

虛級機構，為任務編組及監察區性質，一般不被視為實質的行政區。14 

有別於上述以「祖居地」為堂號的類型，表 8與表 9所列堂號大部分是成形

於閩南、粵東，這類堂數量雖然較以「祖居地」為堂號者來得少。但是所指涉的

已經是另外一層區別我群及他群的空間符號，是一種以閩南、粵東或臺灣為認同

對象的「在地化」行動的體現，其鄉土性尤較表 1為鮮明。 

 

圖2、清代臺灣漢人移民主要祖籍地行政區圖 

 

 

 

 

                                                 
13 參見：（1）張勝彥，《清代臺灣廳縣制度之研究》（台北：華世出版社，1993年）。（2）許雪姬，《北

京的辮子：清代臺灣的官僚體系》（台北：自立晚報文化出版社，1993 年）。（3）黃葦主編，《中國
地方志詞典》（合肥：黃山書社，1996年）。 

14 韋煙灶，《鄉土教學與教學資源調查》（台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地理學系，2002年）頁 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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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7、臺灣漢人之主要祖籍地（以清朝中葉的縣級行政區為準） 

閩南族群主要分布區域 客家族群主要分布區域 

漳州府系 泉州府系 

福州府系 

(閩東族群) 嘉應州系 惠州府系 閩客過渡帶 

龍溪(薌城、漳 

 州、清漳)* 

漳浦(金浦) 

雲霄 

南靖(蘭水、南 

 漳) 

平和(南勝) 

長泰 

海澄(含東山) 

詔安 

晉江(泉州、晉 

 水、鯉郡[鯉城 

 ]、溫陵、刺桐) 

惠安(螺陽) 

南安(武榮) 

同安(銀同)(含 

 金門及廈門) 

安溪(清溪) 

馬巷廳(自同安 

 分出，含金門 

 及廈門兩島) 

福州(榕城。閩 

 縣與侯官縣合 

 併成閩侯縣) 

閩清 

永泰(永福) 

連江 

羅源 

古田 

福清 

長樂 

屏南 

程鄉(梅縣、梅 

 州) 

鎮平(蕉嶺) 

平遠 

興寧(齊昌) 

長樂(五華) 

惠陽(惠州,含 

 惠東) 

歸善 

陸豐(含陸河) 

海豐 

長寧(新豐) 

和平 

永安(紫金) 

龍川 

河源 

博羅 

連平州 

永春州系 龍巖州系 興化府系 汀州府系 潮州府系 

永春(桃源) 

德化 

大田 

龍巖(龍岩、雜 

 羅) 

漳平 

寧洋(目前已廢 

 縣) 

莆田(興化、莆 

 陽) 

仙游(清源) 

長汀(汀州、臨 

 汀) 

歸化(明溪) 

清流 

連城(蓮城) 

武平 

上杭 

永定 

寧化(黃連) 

海陽(潮州、潮 

 安) 

澄海(含南澳) 

潮陽(含汕頭) 

饒平 

惠來 

大埔(茶陽) 

揭陽(含揭西) 

寧普 

豐順 

潮州府 

 海陽 

 饒平 

 潮陽 

 澄海 

 揭陽 

 普寧 

 惠來 
 
惠州府 

 海豐 

 陸豐 
 
龍巖州 

 龍巖 

 
漳州府： 

 詔安 

 南靖 

 平和 

*上表中括弧內地名表示該地的現名或別稱或舊名。 

資料來源：徐曉望(1997)、作者田野調查、網路檢索。 

表 8、9所列的堂號，所佔之人口絕對數雖然不多（也比較不易確認），但其

命名有相當的自由度與隨機性，因此此類堂號數量卻是多不可勝數，通常有其個

別的典故來源，作者僅能就所蒐集及篩選較著名者列出。不過我們仍可歸類出幾

種類型： 

1.以祖籍地名為堂號 

可再區分為以府、縣、鄉名、小地區名等四小類。如表 9的「泉勝堂」、「晉

江堂」、「東石傳芳」、「漳湖衍派」等。 

2.複合堂號 

通常是將兩個姓氏之堂號分別取其第一字為堂號。這類堂號比較容易辨識，

往往一猜便知。如表 8之「陶渭流芳」、「清武堂」、「河江世第」、「三五堂」等。 

3.以非地望所自立的分堂號 

包括有以開基祖字號為堂號、以特殊典故為堂號、以店號、以吉祥語為堂號、

忠義傳家的惕勵語為堂號等。如表 8之「光裕堂」、「六桂堂」、「安泰堂」、「安之

居」、「忠孝堂」等。 



臺灣漢人之堂號──兼論閩南人與客家人堂號之差異 

 29 

再次引發作者好奇的是，表 9中並未見以粵東或閩西地名作為堂號的現象，

表 9所蒐集的資料雖然不多，但也可以視為一種抽樣。作者想要解讀的是：相較

於閩南人，客家人似乎有更為濃烈的「中原意識」，即使到了南方仍然不忘故土，

一直以「客」自居；閩南人所表現的似乎是較鮮明的海洋性格，日久他鄉作故鄉，

這樣的族群性格差異表現在兩者常民文化中。這部分尚有待蒐集更多資料，以更

進一步研究，在此就個人的觀察提出，供讀者參考而已。 

表8、臺灣漢人的堂號（不以地望命名堂號而自立的分堂號） 

堂 號*1 姓     氏 堂 號 姓     氏 堂 號 姓     氏 堂 號 姓     氏 

忠孝堂 岳飛後裔。以其生

平忠孝節義為訓。 

六桂堂 洪、江、翁、方、

龔、汪等六姓*2 

孫武子

房 

取春秋末年孫武族

裔之意 

安泰堂
*3 

取住居「大安」與

店號「榮泰」合稱 

陶渭流
芳*4 

桃園縣新屋鄉范
姜古厝群之堂號

是在臺獨創堂號 

藜照堂
或天祿

堂 

劉姓(西漢劉向裔孫
以劉向於天祿閣注

經之典故而得) 

百忍堂
*5 

以唐代張公藝九世
同堂，唐高宗贈「百

忍」而為堂號 

光裕堂 苗栗縣西湖鄉彭姓

(以開基祖字號為堂

號) 
問禮堂
*6 
 

新竹竹北市六家

林姓家族。(取「林

放問禮」之意) 

桓忠

堂*7 

彰化福興鄉頂粘(頂

粘村)及下粘(廈粘

村)粘姓堂號 

安之居
*8 

竹南鎮港墘里姚宅

(該地多洪氾，寓意

「安之」) 

白水堂 全氏之先出於泉地

(洛陽泉亭)，子孫拆

字「白水」為堂號 
三五堂
*9 

屏東佳冬鄉六根

村曾、涂兩姓合用
堂號 

忠恕堂 曾姓(取論語中「夫

子之道忠恕而已」
之語) 

紫陽堂 南宋朱熹人稱「紫

陽先生」，故子孫以
此為名。 

三槐堂

(三槐
挺秀) 

宋代王祜後裔(取庭

中有三棵槐樹之意) 

寶樹堂 東晉謝安族裔，臺

灣地區謝姓甚多
以此為堂號 (取

「謝家之寶樹」之
典故)*10 

團圓堂

(原稱
芳山

堂) 

彰化縣社頭鄉劉宅

(以多護龍合院外型
暨祈求宗族和睦團

圓之意) 

四知堂 東漢大儒楊震後裔

(取家訓「天知、地
知、你知、我知」

四知之意) 

帶草衍

派(書
帶草

堂) 

新竹縣關西鎮等鄭

姓(因庭中長書帶草
帶來吉祥[中科舉]
之意) 

燕樓堂 臺北市士林區社

子李家以其先世
在唐朝時居燕京

東角樓，故此而別

於其他支派 

星聚堂 
、德星
堂、德

興堂、 
德聚堂 

陳姓。取「德星聚

奎，五百里內有賢
人聚」的孝義典

故。在臺灣陳姓以

此為分堂號者甚多 

愛蓮堂 北宋大儒周敦頤族

裔，取其文「愛蓮
說」之名。彰化縣

伸港鄉泉厝村周

姓，以此為堂號 

荔枝流

方 

北宋蔡襄後裔。蔡

襄曾建任官閩南，
建惠安洛陽橋，並

作荔枝譜一書，子

孫以此為堂號 

*
1
以下為不以郡名（郡號）或地望為堂號而自立堂號，所佔數量甚多，以下僅列舉作者蒐集較有趣

或著名者。 

*
2
「六桂堂」的來源是宋朝時泉州人翁乾度分別給他的六個兒子六個不同的姓，依序為洪、江、翁、

方、龔、汪。此六姓後裔為避免譜系混淆，因此共立「六桂堂」為堂號。六桂堂是華人世界相

當著名的堂號，尤其是閩、粵、臺灣及南洋等地。 

*
3
新店大坪林林姓安泰支房以「榮泰」為店號，在今北市大安區興建大厝名曰「安泰堂」，乃林安

泰古厝名稱由來。 

*
4
范姜為范、姜兩姓合併之複姓，全臺之「范姜」姓皆自桃園縣新屋開枝散葉。范姓發源山東定陶

附近，姜姓源於渭河上游天水郡（或謂范姜遠祖乃陶唐之後，又封在渭水），故稱「陶渭流芳」。

臺灣此類之複姓較著名者尚有臺中市西屯等地的「張廖」姓（張姓入贅廖家；而源出同脈的雲

林縣西螺廖姓則採「生廖死張」 —即生時姓廖墓碑姓氏改用張姓模式，俗稱「雙廖」，也是較特

殊的例子）及高雄縣大寮鄉之「張簡」姓（簡姓入贅張家守寡媳婦）。新竹市埔頂里之黃呂姓透

過領養關係將黃、呂合併成「黃呂」複姓。 

*
5
張姓堂號尚有：(1)孝友堂：西周張仲後裔；(2)兩銘堂：北宋張載後裔；(3)金鑑堂：唐朝張九

齡族裔，如北埔及竹北鳳岡等張宅，楊梅三湖張宅；(4)青錢第：桃園龍潭鄉三坑子、苗栗西湖

鄉大茅埔、頭屋鄉等張宅。金鑑堂與青錢第源出一脈，均為醫藥世家之意（東漢張景仲著有傷寒

論及醫中金鑑），聯曰「青錢世第，金鑑家聲」。 

*
6
竹北市六家林姓祖籍潮州府饒平縣，於乾隆17年來臺，為新竹著名之望族。六家聚居著說「饒

平腔」的客家移民，有別於臺灣主流客語海陸腔及四縣腔。其另一支系以「忠孝堂」為堂號，

用以標誌忠孝傳家之族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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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福興鄉頂粘與下粘之粘姓先祖於乾隆53年由晉江潯海移居該地，開枝散葉。粘氏一族均清楚其

為女真皇族（金朝）支系粘罕族裔。目前全臺粘氏宗親，已傳30代以上，子孫逾6千。為表慎終

追遠，在廈粘村建粘氏宗祠號曰「桓忠堂」，內除了奉祀歷代祖先牌位，並供奉清太祖努爾哈赤

神像。 

*
8
其他如新竹縣芎林鄉永興村官姓的「耕讀居」（取「耕讀傳家」之意）等。至於這類的門牌用詞

是否歸類於堂號？仍然有待進一步討論的。 

*
9
「三省堂」係取論語中「曾參：吾日三省吾身」之語；涂姓有以「五桂」為堂號者，故合稱「三

五堂」。這類複合堂號在臺灣偶可見到，如前述黃呂姓將黃之江夏堂與呂姓之河東堂，合併成「河

江世第」及「河江世澤」。 

*
10
由東晉金陵望族謝安家族所繁衍的支派，除了以寶樹堂為堂號外，另有使用「東山堂」、「會稽

堂」、「烏衣衍派」等（唐詩人劉禹錫詩曰：朱雀橋邊野草花，烏衣巷口夕陽斜。舊時王謝堂前

燕，飛入尋常百姓家） 

資料來源：臨時臺灣舊慣習調查會，1904；王國璠，1981；楊賢緒，1979；作者田野調查；網路
檢索資料。 

表9、臺灣漢人的堂號（以閩南、粵東及姓氏發跡地為地望命名或複合的堂號） 

堂 號 姓    氏 堂 號 姓    氏 堂 號 姓    氏 堂 號 姓    氏 

泉勝堂 臺中清水泉州王姓

移民所立堂號 

晉江堂 楊姓(祖籍來自晉

江)[竹北市] 

龍山堂 曾*1 東石傳

芳 

彰化線西鄉黃姓。

取祖籍晉江東石鄉

名 

龍田祖

祠 

臺南縣七股鄉篤加

邱姓*2 

登嶼流

芳 

金門西山前李姓移

自大登島而名 

漳湖衍

派 

開漳聖王陳元光

族裔 

平和堂 彰化永靖鄉賴姓

(取原鄉平和縣名) 

清武堂 張廖(取張姓之清河

堂及廖姓之武威堂

之字首合併成之堂

號) 

潯 海

(潯江)

衍派 

來自晉江的施、粘、

何等姓(分布以鹿港

為中心之中部沿海

為主)*3 

紫雲堂 唐代泉州人黃守

恭之族裔，臺灣

地區以此為堂號

之黃姓頗多 

開閩（ 

或開閩 

堂）*4 

為五代閩國王姓皇

族裔在大廳上所掛

燈籠之燈號，以「開

閩」顯示其出身 

*
1
從閩南移民到臺灣之曾姓人家許多是（唐末）五代閩國曾世延之族裔，世延由光州固始縣遷居

晉江之西天龍頭山輾轉分支而來的，故以「龍山」為堂號。 

*
2
臺南縣七股鄉篤加村邱姓先祖邱乾成於乾隆13年(1748)自漳州府海澄縣永泰鄉新興里新鞍庄

（現屬廈門市）來台，輾轉定居該地。以有曾姓入贅新鞍邱家，曾氏堂號「龍山」，邱乾成在

新鞍屬「田房」，故來台以「龍田」為堂號。篤加邱姓最特殊之處，在於它的道地「單姓聚落」

（傳說外姓入贅篤加多不長命，以是外姓無人敢進住，至今村內有95%以上為邱姓同宗。），在

臺灣地區可說是絕無僅有的。「邱家莊」的形成是個謎團，有些學者懷疑，篤加邱姓或許與平

埔族有些牽連（臺南地區西拉雅族中有篤加社）。然而，真相如何？就不得而知了。 

*
3
鹿港施姓另有重要一支派，係移民自晉江之錢江，故稱為「錢江衍派」。彰化縣沿海，尤其是

鹿港的居民，其祖先來自泉州府（尤其是晉江縣）的比例甚高，以縣級行政區為祖籍地的空間

符號，已不足以區隔「我群 —他群」，故多用縣級以下的地名為祖籍地及堂號，如薜谷（衍派）、

紫雲、石龜、后宅、崙峰、瑤林、石湖、塘市 …等。「衍派」指某姓的某一支派所凡繁衍的裔

孫，通常因某姓在某地開基，便以開基地為堂號；或以開基始祖字號為堂號。 

*
4
燈號的意義類似堂號，為閩人大廳所掛燈籠上所書之文字，通常是堂號或吉祥語。五代中閩國

開國者王潮、王審邽、王審知兄弟之族裔，以「開閩」為燈號（也有作為堂號）是較為特殊者

（參見王世慶，1980）。 

資料來源：臨時臺灣舊慣習調查會，1904；王國璠，1981：264-331；楊賢緒，1979；作者田野

調查；網路檢索資料。 

六、結  論 

首先，我們透過統計分析發現：自西晉末年五胡亂華以來，郡級行政區是漢

人堂號命名的主要依據，尤以西晉時期的郡國級地名更佔了絕大部分，可見郡級

行政區是中國中古時期人們作為區隔彼此的地理單元，當漢人輾轉南遷，來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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閩、粵，這種沿用堂號的習慣一直流傳下。 

從堂號命名之地理區分布的統計分析來看，中古世紀幾次的民族大遷徙是發

生於華北全區而非局部地區，閩南及客家族群的遠祖祖居地以中路區（中原區）

為大宗，但無法明顯看出兩者的遠祖祖居地在地理上有何空間差異，之所以產生

現今的族群區隔，主要在兩者的移民的路徑與移民的時間先後的差異，而非血緣

上的差異。 

從移民的時間及路徑上辨識，閩南族群之形成是五胡亂華及唐末兩大批移民

先後入閩融合所成的，前者帶來閩南語的白讀音；後者帶來閩南語的文讀音，故

我們可以推論，閩南語可能在北宋初年以前就已經成形，且透過與後來（唐末）

移民混居的程度，漸次分化為泉州系及漳州系兩個主要次方言。客家人最初寓流

在皖、蘇、浙、贛、湘、鄂，必有較長的時間再次與唐末五代期間南來的北方移

民融合，由於地緣的關係，因而吸收了比閩南語更多的唐宋官話，融入到客方言

中。從地理的角度觀察及參照客家文獻的說法，客家族群在唐末至宋末 400 年

間，由北而南，由江淮及江南而贛省，由贛省而越過武夷山進入閩地，循著汀江

水系南下，漸次向粵東擴散，這樣的遷徙路徑從圖 2的水系分布也可清楚判識了。 

故閩南族群的形成，基本上是透過五胡亂華及唐末宋初兩次離亂的大遷徙所

催化成形的；客家人則在經歷了漫長的時間洪流，沿途吸納其他族群的份子逐步

南遷所成形的。客家人在備極艱辛的生活環境及遷徙過程中逐步醞釀出「務本」

態度（安土重遷的內地性格），如強烈的中原思想、重農的維生方式、集體主義

與嚴謹宗族組織，一年三節集體祭祀等；相鄰的閩南族群則發展出「逐末」態度

（海洋性格），如個人主義、鬆散的宗族組織、重商、向海的維生方式15。 

最後要討論的是：臺灣漢人對追遠原鄉故土的空間符號，呈現具有「差序格

局」16的兩層（甚至三層以上）認同關係。如；大廳正堂寫著以中古時期以中國

北方地望的堂號是第一層認同關係，這一層認同關係基本上在唐宋以前就已經成

形；而祠堂、公廳或大廳的祖先牌位及墓碑寫的是閩東、閩南、閩西、粵東的祖

籍地，或者在閩、粵自立堂號及以閩粵地名為堂號，則是第二層認同關係（落實

以閩東、閩南、閩西、粵東為主體的認同關係）；若更進一步，將堂號及墓碑祖

籍地改為以臺灣本地地名（比例很少），則是第三層認同關係（落實以臺灣為主

體的認同關係）。將臺灣的客家和閩南兩族群對照，似乎是前者較趨向於第一層

認同關係；後者則較傾向於第二層認同關係。 

                                                 
15 施添福，《清代在台漢人的祖籍分布和原鄉生活方式》（台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地理學系，1987年）
頁 160-181 

16 費孝通，〈差序格局〉，《鄉土中國》（1948）頁 22-3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