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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客家土樓巡根記
�陳秀錦

終於如願造訪福建客家土樓，土

親、鄉親、音親、人親，有回

到老家的感覺，倍感親切！

一條龍
飛天、下海，無所不往；高

雄、金門、廈門，一路順暢。中途

休息站－金門〝鬍鬚伯〞麵線店，

免費供應熱騰騰的土產麵線，配上

各種香噴噴的配料，忍不住一碗接

一碗任我選！

約一小時的船程（金門→廈

門），還體貼的送上池上便當，

讓我們一邊欣賞海景，一邊飽食一

餐，這就是我倆這趟“福建土樓自

由行＂「好」而「美」的開始，也

就是美其名為「一條龍」旅遊配套

行程。

隨叫隨停，樂招遙
坐上往漳州的巴士（中巴），

座位未滿，大家也樂得各佔一椅

（兩人座）。

沿途，司機、車掌小姐，很

親切﹒熱心的「招人客」（大家都

說閩南話），只要有人路旁招手，

或有停車亭，一定停車，並隨口

問：「漳州，要坐車嗎？」，「多

少錢？」有人問，3元、4元、6元
.......隨路程遠近由車掌小姐決定。

「太貴了！」乘客說，「好啦！就

少5角吧！」哈！連公車票價也可以

議價呢！又有乘客說：「我上次坐

的是3元呀！怎麼這次…..？」「不

行！不可以每次都優待，4元是正常

價！」車掌小姐回應著，乘客也就

啞口不言，靜靜的坐完全程。

公車公辦，還是充滿人情味，

一路走走停停費時不少（約80分
鐘），身體亦疲累，但能沿途欣賞

當地的風土民情，這種「知性」之

旅，也算是另一種樂趣吧！

紅色燈籠高高掛
慶德樓，算是一座規模較小的

▍企劃徵文

田螺坑土樓群之一：四菜一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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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樓，由張氏居住其間，至今也有

270多年的歷史，3層方形土樓算是

今晚讓我們暫住一宿的家。

樓主人很親切的歡迎我們（2
人），帶領我倆巡視房舍，共24
戶，大部分的原戶已遷移，現已裝

修成具有現代基本的衛浴設備，但

仍保持原有的門窗結構，完全木材

建物，見不著一根釘子，以最吻合

的木板門閂，開合著門或窗，非常

隱密且通風。（樓主人叮嚀：我們

這裡是路不拾遺，夜不閉戶，請放

心，安全可靠！）自然採光，由內

往外望，居高臨下（原房舍的臥室

在3樓，2樓是糧倉，現也改裝成臥

房，1樓是起居廚房）一覽無遺的田

野風光，盡在眼前，但是外人卻不

得見到內部的整體。舊式眠床已換

成新式彈簧床，可以想像若躺在舊

有的掛蚊帳大眠床，今夜的夢鄉一

定是回到從前，不知幾世紀前的我

是何許人物呢？

近黃昏，家家戶戶忙著準備

晚餐，就在樓旁溪水邊，已有村民

忙著洗菜、鍋盤。樓主人很親切的

問我們：「今晚想吃什麼？」我很

直接的回應：「有怎樣的菜單？」

「來！跟我到廚房來！」樓主邀

約的說，原來，樓外原本豢養家

畜、家禽的房舍已改裝成廚房、餐

廳，空間並不大，但擺了各式各樣

的主人親自種植的蔬菜、野菓，至

於雞、鴨、鵝、魚都野放在溪旁、

溪水中，隨手抓。哈！我們道地成

了野食的一群人。（3對夫妻加3個
司機與主人）不多時，桌上即擺滿

了佳餚，無論是葷、素食，經過主

人的一番「風土」做法，也充滿了

道地的客家風味餐呢！眾人讚不絕

口，我暗中詳記食譜（追問出來

的），準備來日可以依樣畫葫蘆，

現買現賣，大顯身手一番！

夜幕尚未籠罩，飽食後，溪旁

水邊，拾小徑緩緩散步而上山丘，

慶德樓 3 樓俯視 慶德樓―暫住一晚的家

慶德樓內部住宿房間外一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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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見溪旁留下了不少尚未成為桌上

佳餚的小雞、小鴨…們，仍不停的

覓食、玩水，自理羽毛，或者相擁

成堆，互相取暖，準備夜眠，這裡

是牠們溫暖的家園！但我心中卻疼

惜著：「牠們還有明天？又明天？

……。」

有些樓屋脊，煙囪口白煙裊

裊，與清山相輝映著，迷濛飄渺，

想像著屋內的女主人仍在等待著男

主人忙於農事還未歸屋吧！或者，

撒野的小孩還沒玩過癮，忘了回家

吃晚飯的時間吧！

沿著溪旁築屋而居的住家，每

戶人家門，長廊上都有大紅燈籠高

高掛，溪橋上，刻意裝上了五彩閃

爍的LED燈，倒映在水中，繽紛閃

閃，與路旁、溪旁的土樓住戶大燈

籠相對應，彷彿時光隧道般，回到

從前？還是奔向未來？

夜深了，住宿的房門前，每

戶廊上都有個大紅燈籠高高掛，照

亮了全樓，等待著、守護著每戶夜

歸的遊子。靜悄悄地，除了天籟之

聲，陪伴著緩緩而流的溪水聲，一

切盡是無聲勝有聲！只有內心盤算

著；明天，我們即將一一走訪老祖

先們留下的曠世遺產，美麗的山河

足跡…。一會兒工夫就讓我進入了

甜美的夢鄉。

土樓大王
「承啟樓」經過江氏三代的努

力，建於1684～1709年間，佔地5376
平方米。有這麼一說：高4層﹒樓4
圈，上上下下四百間；圓中圓﹒圈

套圈；歷經滄桑300年。獲得〝土樓

大王〞的美譽至今！

最外環是居家用，有72戶，每

戶有1樓～4樓，但從2樓～4樓只有

4部共用樓梯上下。中環有40個房

間，有2層是會客房，幾戶共用一

房。內環有32個房間，是讀書房，

供孩子上課、讀書的地方，如此設

想周到的「讀書」環境與氣息，刻

意栽培後代子孫的用心與執著，這

種優良的傳承—客家人對教育的重

視與開明，久久流傳至今，莫怪人

人皆知在高雄「美濃」鎮是博士、

老師最多的地方。最內圈（由三環

包圍）是個方型大廳—公廳堂、會

承啟樓―土樓大王 振成樓內由 3 樓俯視 ( 土樓王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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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室，全族有重大議題都集會在

此，無論是婚喪喜宴也在此舉行。

一本所生，親疏無多，

何須待分你我；

共樓共居，出入相見，

最宜注重人倫。

堂內一副堂聯，闡述了一家族

的共生、共活的基則，也是「承」

先「啟」後明示，封以〝土樓大王

〞實至名歸啊！

土樓王子
「振成樓」是由林氏家族建於

1912～1917年間，占地5000平方米。

原本家境貧窮的家族，藉助於

菸業起家，辦起第一家菸刀廠（日

升號），逐漸致富而興建此一土

樓，想起年少時，回到高雄美濃老

家，典型的三合院式土角厝，院旁

有幾座的菸樓，菸葉收割農忙時，

燻菸葉；叔叔伯伯們在菸爐旁，為

了保持一定的溫度，漏夜輪流孤守

爐火旁（當初可沒有自動控制溫度

器，全憑目視、經驗）悶、熱，汗

流夾背的辛苦樣，原來也都是老祖

先們飄洋過海，歷經堅守的辛苦傳

承啊！

「它」是一座八卦形的同心

圓，內外兩環的土樓共有184個房

間，內環二層有32個房間，外環4層
（居家用），以標準八卦圖式分八

個單元，每一卦與卦間設有一樓梯

可由1樓通向4樓（各戶內無樓梯，

自行上下），每一單元之間有青磚

隔防火牆連結，牆中有設拱門相

通，若門開即成八個單元連棟，若

關閉則各單位即成分棟，彷若現代

建屋的「防火巷」用意吧！

由於渾圓濶大，氣勢磅礡，通

稱為〝土樓王子〞，科技的進步，

林家「菸業」受到日本現代機器的

操作批量生產影響，原本以人工為

主的林氏菸業即衰微，林氏有感

「科技」的重要，極力投入巨資興

辦新式學校—「興權學校」「日新

學堂」，（至今舊址仍保留）振興

家業。

在公廳，正堂內仍保留老祖先

們遺留的真跡，如：書法、畫作、

對聯、題詩、字篇…等，充滿了

「書香味」氣息，這是最有別於其

它土樓的珍貴遺跡。

四菜一湯
南靖田螺坑土樓群，若無親自

目睹，不能相信它建築神奇！它的

結構、外型，彷若外星人的本營基

座，它奇特的造型，早已引起全世

界人文、歷史、科技、考古人士震

驚與興趣，最初發現者是美國人，

由衛星圖示，原懷疑是核彈發射基

地台呢！多方的探尋才得知，證實

是數百年前（500～700）年，我們

的老祖先為了求生存，尋求立足，

安家之地，設計、建造而成。

〝它們〞是依著山坡地勢，依

山傍水，建成外圍有4個圓樓，最後

一圓樓建於1966年，中間有一方樓

的土樓群，最早建於1796年，由於

圓形樓，它的起點亦是終點，若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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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其內有時會迷失了方向感（特別

是我這個路痴者），於是居中有一

方形樓，有了東、南、西、北的定

位後，方向也就明顯了，老祖先的

智慧真令我折服！若從空中俯視有

如中國佳餚的「四菜一湯」格局！

現今仍是「黃氏」家族居住其間。

東倒西歪
由劉、張、羅、唐、范五氏

合建於1308～1338年間的「裕昌

樓」，高5層，分五大單位，分別由

五姓家族居住其間，每一單位之間

有一樓梯上2樓～5樓，每層有54個
房間。

在興建期間，是由五家族輪流

供飯、點心給木工師傅與水泥師傅

（土角厝），這種習俗乃流傳於美

濃客家莊，在農忙或有家事忙時，

必須供應點心、茶水給來幫忙的師

傅、工人。

傳說；某一寒冷深夜，木工

師傅漏夜趕工，但供應飯、點心者

一時接洽不當，竟忘了誰家該負責

（一時的誤解吧！）引來木工師傅

的不滿而有意作弄，竟做出〝榫子

不合規範〞-榫眼太大，榫頭太小之

事（很佩服當時整棟圓樓竟無須用

一根釘子），當時沒有被發現！日

後，風吹、日晒、雨淋… . .逐漸發

覺，東邊三樓迴廊的圓柱竟往西邊

傾斜，而西邊四樓迴廊的圓柱也往

東邊歪斜，也許是達到某種程度的

平衡點吧！五樓卻沒事，但族人確

實很擔心，也極力「補強」，用一

根根長柱由一層直頂3層，整個外型

結構也就看似東倒西歪的模樣了。

由於樑柱相互牽引，整體合力

沒有受到破壞，就這樣安居樂業。

600多年來繁衍生息至今人才輩出，

由劉氏家族（其它四族已外移）獨

佔整棟圓樓。

眾人驚訝於眼前的建物，人

都歪頭、斜頸試圖「正視」它的建

構！無愧是世界奇景、古蹟。

土生、土長已逾70歲老翁，熱

心且真誠的訴說著這些陳年往事，

欲罷不能，臨別前，他特別叮嚀：

不能再叫它「東倒西歪」樓！樓倒

了就不存在了！應該叫它「東歪西

裕昌樓―東倒西歪樓家家戶戶紅色燈籠高高掛與橋邊 LED 燈相輝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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斜」樓才對啊！〞眾人相視而笑，

頻頻點頭同意老翁的肺腑之言！

古代版透天厝
繩武樓，葉氏家族建於1 7 9 6

～1820年間，分內外雙環，外環三

層，內環一層，共有72個房間，也

許是時代的變遷，原本客家人硬

頸、獨立、自治的特質，每一戶室

內各設有樓梯直往上樓，（1樓→2
樓），但每戶連結成一體的3層圓土

樓，另設有4個共用樓梯，只能直往

3樓，整體結構可算是〝古代版透天

厝〞吧！有別於其它土樓，室內無

樓梯上下，而另設4～6共用樓梯前

往2、3、4樓。

每一戶門窗設計、雕刻都別

出心裁，精雕細琢，各有特色；如

門上、牆頭的花鳥、昆蟲木雕，陽

台欄杆的木雕不同結構，屋簷上也

有水草、動物石雕顯示各有較勁，

別出風頭的意味！也可看出我們老

前輩們當下的藝術、創作，頗具才

華、風範與智慧。

雖然算是較近代的土樓，居

留戶已不算多，大部份後代都往外

發展，或移居他鄉、異國，功成名

就者亦不少，他們有些仍返鄉修復

舊屋，在就近另建舒適的現代房舍

（他們熱情邀約我們前往參觀、喝

茶）成為安享天年之屋呢！

由於很是特殊的房舍土樓，當

地政府已接收為「古蹟」、「世界

遺產」 ,正積極維護修補，當我們

參訪時，有幾戶居民加入維修的行

列，放下工作熱忱的與我們交談，

帶領我們參觀，詳細介紹他們的房

舍，可看出他們內心深處仍然珍惜

老祖先們留下的產物吧！

據說是；政府出資維修，完

工後居戶仍保有所有權，但維修期

（也許1~2年）居民須自行負責遷居

築巢的房事了。

妙的是當下打工者，婦女仍

居多數，這又是客家女人特質—勤

勞、吃苦、耐操、愛家。而且也可

以看出互相「換工」的特色（即大

家互相幫忙，不取分文代價），如

現代客家莊的婦女（少些男人）

在農忙收割時亦是有「換工」的情

形。這種「客家本色」原來已經久

久流傳至今呢！

「再見」土樓
傳說中：福建土樓共有2萬多

個，分佈於華安、南靖、永定，大

部份規模較大成群較多，並非全

是客家族群獨有，仍有其他閩南

族群 . .等，這次的走訪（雖然已第

2次），仍意猶未盡，還有許多待

尋覓發覺的故鄉故事，我仍十分的

期待有朝一日，我們仍然會「再

見」，土樓！

(作者為徐貴勝診所徐貴勝醫師夫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