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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樓與人口的流動：
清代以來閩西南僑鄉的建築變革

鄭靜 *

香港城市大學中國文化中心副研究員

清代以來全球化語境下的人口流動，爲中國華南地區的僑鄉建築帶

來了巨大的變革，產生了如碉樓、洋樓、騎樓等等結合中西方建築體系

的新的建築類型。本文試圖探討人口流動對閩西南地區土樓的影響。通

過考察土樓聚落所處的地域與族群背景及持續不斷的社區重組過程，文

章指出，由於生態環境與土樓建築形式的制約，清代以後土樓社區的人

口流動十分頻繁。隨著區域內外經濟、政治及文化的變化，不同時期的

華僑對土樓建築的多元性做出了不同的貢獻。然而，土樓的夯土結構與

海外引進的混凝土結構在建築體系上是不相容的，因此，華僑在土樓社

區未曾帶來類似于其他僑鄉的「折衷式」的建築變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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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ulou and Population Mobility:
Architectural Transformations in Southwestern 

Fujian since the Qing Dynas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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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lobal population mobility since the Qing Dynasty has led to enormous 

architectural transformations in the home villages of overseas Chinese in 

south China. New "eclectic" architectural forms combining local and foreign 

construction systems, such as Diaolou, Yanglou, and Qilou, emerged in these 

villages and led to the modernization of rural landscapes.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population mobility and Tulou, the rammed-earth 

construction tradition in southwestern Fujian. It points out the relevance 

between the spatial layout, structural system, and property arrangement of 

Tulou buildings and the high frequency of population mobility in Tulou 

communities. Among those who travelled abroad for opportunities, some 

returned and contributed to the local architectural transformation. However, 

due to the incompatibility between Tulou's rammed-earth structures and the 

imported concrete techniques, the “eclectic” style did not become a major 

trend in Tulou commun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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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福建省的土樓，一直以來被認為是一種典型的防禦性家族建築形

式。這種建築形式由客家人在動盪的歷史背景下創造出來，它運用了中

原的夯土技藝，體型巨大，可以容納一個大家族長期在內生活和發展。

然而，現存的數千座土樓是在過去的幾個世紀來陸續建造的。他們分佈

在客家人居住的地區，也分佈在閩南人居住的地區；它們建於動盪的清

初與民國，也建於沒有防禦需要的人民公社時期；有的土樓內居住的是

一個家族，但更多的卻是彼此沒有什麼血緣聯繫的核心家庭。

土樓不應被籠統的理解成是客家人為了防禦匪害而興建的聚族而居

的建築，它的功能是隨著區域內外經濟、文化、政治的變化而不斷調整

的。對土樓的理解應該採用動態而多元的觀點。在不同時期、不同社區、

由不同人群建造的土樓，往往在建築形式上只有微妙的區別，但其背後

卻有著非常不同的動機。

本文著重從人口流動的角度入手，考察清代以來不同時期的華僑所

建造的土樓及其動機。本文希望能夠打破以往鄉土建築中以籠統的地域

文化爲框架的研究方法，較為深入地探討建築傳統與社區發展之間的互

動關係。在前言之後，文章的的第二部分簡要地回顧了現有的土樓研

究及其背景，並提出應認識到土樓的多元性。第三部分從建築的角度出

發，揭示當地生態環境以及土樓的建造、居住及分配方式如何導致了社

區人口的不斷整合與對外流動。第四部分從社區的角度出發，以華僑所

建造的土樓爲例，揭示社區人口的流動對當地建築形式產生什麼影響。

最後，文章簡要比較土樓在建築結構上與碉樓、洋樓等其他建築形式的

異同，思考全球化的人口流動對華南地區不同鄉土建築形式所造成的衝

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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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築是社區生活的容器。它的建造、演變甚至廢棄都可以折射出社

區內人群在不同歷史條件下的選擇。希望本研究能夠拋磚引玉，幫助我

們思考應該如何通過社區發展來理解聚落內建築傳統的沿襲或變革，以

及反過來，我們可以如何更好的通過觀察一個聚落建築形式的演變來理

解該社區發展的軌跡。

二、多元的土樓

（一）建築特徵
本文所討論的土樓指的是分佈在中國福建省西南部的大型閉合式聚

居建築。無論是從建築造型，空間分佈還是營造技藝上看，這些建築都

迥異於中國乃至整個東亞地區的民間建築傳統。事實上，「土樓」這個

詞並不是當地人對這類建築約定俗成的稱呼，而是學界經過比較其他建

築形式提出的稱號。在土樓成爲熱門旅遊點之前，當地人一般對這些建

築只稱樓名，或者是根據其外型特徵或地點稱老樓、大樓、田中樓等等。

在他們的腦海中，並沒有「土樓」這個概念。

關於現在公認為土樓的這類建築該如何定義，學界幾十年來爭議不

休。早期的研究成果多將其稱爲「客家住宅」、「客家環形住宅」等。

而後，在 1980 年代初發表的文章中，它們被稱為「大樓」、「樓寨」、

「土牆大樓」或是「生土樓」等等。11980 年代中期，國際生土建築學

術研討會在北京召開，在那前後有許多海外建築學者到該地進行實地考

1    前者如張步騫、朱鳴泉、胡占烈在 1957 年南京工學院學報上發表的文章〈閩西永定
      縣客家住宅〉，也在劉敦楨同年出版的《中國住宅概說》（1957）一書內有所提及。
      後者如臺北《永定同鄉會會刊》（年代不詳）上發表的盧衍琪的〈家鄉的大樓〉
     （2005）、江千里〈最堅固的民房 ──永定金豐樓寨〉（年代不詳）、黃綿彩的〈補
      述一些家鄉大樓的實地見聞〉（年代不詳）。生土樓的説法見林嘉書（2006）。中國
      建築學會第二次夯土建築及窯洞學術討論會盧興全的論文〈永定土牆大樓建築〉（年
      代不詳）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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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並與中國學者交流。2 到了 1980 年代末，「土樓」這個名稱基本上得

到了中國學界的認可。

在不同名稱的背後，是對建築特徵不同的理解。字面上看，「土

樓」這個名稱只強調了建築材料是土，及其結構是多層的這兩個特徵。

然而，這類建築的特殊性卻遠不止如此。著名的土樓學者黃漢民指出了

「土樓」這個名稱簡化了這類建築類型的兩個重要特徵：一、這一地區

的夯土牆應是作爲建築承重結構而存在的，而非像一般的小型木構建築

那樣，只作爲圍護結構。二、這一地區的樓指的是聚居的建築，而非獨

門獨戶的單棟小樓（黃漢民 2009: 109-114）。石奕龍進一步指出樓層

平面佈局「閉合」的重要性，並提議用「土圍樓」取代「土樓」（石奕

龍 2005）。即便如此，「土圍樓」的概念還是很難將其與贛南地區的

圍屋、閩西的土堡等建築形式區分開來。與土樓不同的是，這兩類建築

大多是體型較大，單獨出現，很少構成群組。這與他們的防禦功能是密

不可分的。相比之下，我們所討論的土樓建築則體量較小，樓層較高，

平面多呈正圓、正方等幾何形狀，主要以居住功能爲主，常常成群組出

現。

圖 1 聚落中共存著不同形狀的土樓，圖為永定縣下洋鎮初溪村。

				資料來源：作者提供，攝於 2006 年。

2  有關該會議詳情可見 1986 年第 2 期《建築學報》，參觀土樓詳情可參考永定本地學
      者在 1980 年代在永定文史資料上的記載，如：叢術（1991）、廖德潤（1988）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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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分佈
因爲定義不同，關於現存土樓的統計也有不同的數據，有的學者甚

至認爲有 20,000 座之多（永定縣地方誌編纂委員會 2009）。經過考察，

我認爲比較接近實際狀況的數據應該是約 4,000 座，其中形狀典型並有

初步調查資料的方樓、圓樓、五鳳樓等大約有 1,000 多座。3 由於方樓在

建造和居住都比較容易，因此數量也最多（黃漢民 2001: 27-28）。值

得注意的是，受限於地塊的形狀和建築造價，大部分的土樓難以達到標

準和工整的形式，而是呈難以歸類的橢圓形、弧形、扇形、交椅形、馬

蹄形等等形狀。4

這數千座土樓主要分佈在福建省龍巖市永定縣和漳州市南靖縣交界

的博平嶺之東西兩坡的河谷聚落中。在永定縣的下洋、湖坑、大溪、南

溪、撫市、坎市、高陂以及南靖縣的書洋、梅林等鄉鎮，有些聚落以土

樓為最主要的建築形式。除了這一核心分佈區之外，類似的建築形式也

散見於略偏遠的地區，如龍嚴市適中鎮、漳州市平和縣、華安縣，以及

廣東的大埔縣、饒平縣、潮陽縣等地。

3    圓樓與方樓內主要指的是土樓的平面呈正圓或方形。五鳳樓一般認爲是永定客家地區
   比較特別的一種建築形式，集中見於永定縣的坎市與撫市兩個鄉鎮。它由居於中軸的
   堂屋和兩側的廂房組成，標準形式是三堂兩橫，三堂即中軸線上從前至後建有三座廳
   堂，兩橫即在三堂的兩側各有一座橫屋，橫屋也就是廂房。整體造型有如展翅的鳳凰，
   故稱五鳳樓。許多學者對五鳳樓的建築形式均有著述，如曹春平（2003: 103-124）、
   黃漢民（2009: 72-78）等等。限於文章篇幅，本文不展開介紹。
4    類似以形狀出發的分類可見於黃漢民（2009）、胡大新（2006）、林嘉書（2006）
   等等學者的著作。這種分類方式為我們了解土樓的概況提供了一定的參考。然而，筆
   者以爲這種的從平面形態出發的分類方法，過度簡化了建築的複雜性與多樣性，忽略
   了建造者背後可能存在的不同動機以及在建樓時財力、技術、宅基地等各方面的因素，
   無法解釋衆多不滿足規整幾何平面形狀的「異形」土樓的成因。其適用性有待進一步
   的商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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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土樓分布的主要鄉鎮，及其與行政區範圍及河流的關係。5

					資料來源：作者提供

在不同的地區，土樓的形式有所不同。在永定縣，汀江有兩個支流

流經土樓集中區域。永定河發源於坎市鎮，經龍巖適中轉回永定縣撫

市，再流向坎市鎮，與發源於高陂溪和坎市溪匯合後，往西經注入汀江。

在永定河上流地區，五鳳樓較爲集中。金豐溪發源於古竹鄉，流經湖坑、

大溪，至岐嶺鄉匯集陳東溪後，再往下洋鄉的中川，而後往西流向廣東

大埔樟溪，注入汀江下游，最後匯入韓江，由潮州入海。在南靖縣境博

平嶺東麓，船場溪流貫南靖縣西部的梅林、書洋、船場等鎮，往東匯入

九龍江，於漳州入海。在金豐溪和船場溪流域，方樓和圓樓比較集中，

五鳳樓則非常少見。

5  本圖亦標出了文中案例研究的兩座華僑土樓二宜樓與虎豹別墅的位置。值得注意的 
      是，發生了較大變異的華僑建築都地處方圓土樓集中區的外圍。而在核心的永定縣與
   南靖縣的南境，華僑出資建造的土樓在形式上與當地其他土樓基本並沒有太大區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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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客、閩之爭
博平嶺基本上是永定與南靖兩縣的自然地界，在它的兩麓是不同的

方言區：西麓屬汀江流域講客家話，與粵東及潮汕地區聯繫較爲緊密；

東麓屬九龍江流域，講閩南話（當地人叫福老話），與漳州地區聯繫較

爲緊密。

土樓究竟是客家人的建築還是閩南人的建築？這是有關土樓的研究

中最主要的爭論之一。最早被介紹的著名土樓，如承啓樓、振成樓、遺

經樓、大夫第等等，都分佈在講客語的永定地區，也因此土樓在一開始

就和客家聯繫在一起。6 1998 年永定縣決定申請世界文化遺產時，他們

提出的名稱就是「永定客家土樓」，宣稱土樓是客家文化特有的建築

形式（永定縣地方誌編纂委員會 2009: 230）。一些當地的學者如胡大

新、林嘉書等進一步提出，土樓的產生是因為客家先民來到這片蠻荒之

地後，就地取材，運用古代中原的生土版築技術，仿造用於防衛的土城

土堡模式，在定居地夯築土牆，建築土堡、土圍或城寨，然後逐步發展

成今天的土樓（胡大新 2006: 3；林嘉書 2006: 27-29；江文野 1995: 35-

45）。

隨著調查的不斷深入，在漳州市毗鄰永定的南靖、平和、詔安等縣

也都發現了數量巨大、形式多樣的土樓。据黃漢民的統計，閩南人居住

的圓樓、方樓總數上看，比客家人還多（黃漢民 2009: 109）。加上在

華安等地發現了一些有明確紀年的明代樓寨，如建於明洪武4年（1371）

的齊雲樓，在建築形式與空間設置上與土樓都相當類似。因此，謝重光

提出土樓可能是由軍事堡壘演變而來，在激烈競爭的背景下，被兩個族

6    如張步騫、朱鳴泉、胡占烈的文章〈閩西永定縣客家住宅〉（1957），劉敦楨的《中
   國住宅概說》（1957），永定縣地方誌編纂委員會所編的《永定客家土樓志》（2009）
   等。即便是黃漢民自己，在 1982 年完成的福建傳統民居研究碩士論文中也是把土樓
   民居稱為「客家土樓」（黃漢民 2009: 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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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不約而同地採用了：

（客家人與福老人）兩個族群之間的山區，即博平嶺的東西

兩麓開發得很遲，到明中葉人煙還很稀少，處在這一帶的漳

平、華安、永定、南靖、平和、詔安等縣，除了南靖設立於

元代，其他都是明中葉以後才設立的。這樣，兩個族群間本

來有一道緩衝地帶，彼此間的衝突和鬥爭還不至過於頻繁和

激烈。隨著時間的推移 …… 兩個族群的緩衝地帶 —— 即博

平嶺東西兩側及其迤南的大山長谷都被新移民佔據了，兩個

族群的界面因而互相銜接，彼此的矛盾衝突也就日見其尖銳

和頻繁了。…… 住在博平嶺和玳瑁山之間閩客交界地帶的

居民，在福老人一邊，須要防「山賊」、「饒賊」，在客家

人一邊，須要防「漳寇」、「潮寇」，於是，經過防倭實踐

檢驗行之有效並已積累了豐富經驗的土樓，同時被交界地帶

的福老人和客家人所採用，而成為這一帶大受歡迎常見的民

居形式。（謝重光 2007: 76-82）

謝重光文中指出了土樓聚落所集中的地區，地處閩客兩個族群的交

界。7 在這多元族群聚居之地，雖然存在著一定的語言障礙，族群之間

還是存在著頻繁的交流。如永定在 19 世紀前有 21 姓氏遷入南靖縣開基

變成了福老客。8 從地處南靖永定平和三縣交界的田螺坑村，到南靖縣

7    從行政區劃看，博平嶺以西基本上是龍嚴市的轄區，主要居民是客家人。博平嶺以東
   基本上屬漳州市管轄，主要居民是閩南人。但南靖縣、平和縣、雲霄縣、詔安縣的西
   部鄉鎮，如南靖縣的梅林、書洋，平和縣的長樂、九峰、大溪，雲霄縣的馬鋪、下河，
   詔安縣的太平、秀篆、官陂、霞葛等鄉鎮，居民有一定比例的客家人。
8    據《南靖縣志》（鄭豐稔 1949: 140-176）記載，永定人外遷到臨縣南靖開基的有：
   大排簡姓、金砂張姓、湖坑李姓、奧杳黃姓、黃竹煙魏姓、岐嶺陳姓等等。



全球客家研究

       
132 Global Hakka 

                               Studies

城走路需要一天一夜，而去永定的高頭等墟市卻只需要半天就可以來

回。所以他們常常去講客語的地方採辦物品。當地很多老人家也都是兩

種語言都會講的。9 除了隔離與競爭，更多的應該是人口的流動和互相

影響。與其爭執土樓的創始權，不如將其看成是文化與族群交融的產

物。因為建築形式適合當地生態條件下生存方式，而由不同族群的人們

共同合作或是互相促進而形成的建築樣式。

（四）動態的社區
有關土樓的客、閩之爭，揭示了一個很重要的可能性。即一種成熟

的建築形式，是因應於特定狀況下人們的生活需要而產生的。當一種生

活狀況出現的時候，不同的族群會主動地選擇類似的建築形式。這個觀

點也正是本文所希望強調的。

研究鄉土建築很難像研究現代建築一樣，單向的追溯出一個風格的

來源和脈絡。1969 年，拉普普（Amos Rapoport）出版了著名的 House 

form and Culture （《住屋、形式與文化》）一書，將在一個地域中出

現的特有的建築形式視爲該地特定文化的產物（Rapoport 1969）。這一

觀點在世界鄉土建築的研究中影響巨大，在中國，它也被許多學者用來

考察諸多亞文化下的鄉土建築。如陸元鼎就曾經提出借用人類學中民系

的概念來研究鄉土建築的地域風格。他的基本假設是，在鄉間工匠所講

的是大多特定的方言，因此每一群工匠擁有一個以方言區為界的區域市

場。由於這些工匠遵循一定的技術規範，所以也就連帶著形成了某一

地區的特定建築風格（陸元鼎 2005）。10 然而，由於鄉間的工程量不穩

定，有些村落幾十年都不建造房屋，而有些地方由於某些原因會一下子

9      據作者 2009 年田野調查。
10  類似研究方法如戴志堅（2001: 14-15、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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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現很多工程，工匠為了謀生，常常是跟著工程四處流動的。而每一處

的工程，則常常由不同背景的工匠合作完成。如南靖縣梅林鄉坎下村的

懷遠樓，建於清光緒年間，當時的石工請自饒平縣，土木工請自永定縣

（塗僧 1991: 28-30、44）。又如 1938 年建造的永定下洋鎮霞村永康樓，

風水先生胡丕興是村裏人，木匠師傅張「卵滿師」和泥水師傅阿武師和

阿群師是永定大溪鄉呂溪塘下人，打石師傅陳根師和長春師是廣東饒平

人，木雕師傅方進榮一家是上杭人（蘇志強 2005a: 193-196）。而南靖

縣書洋鄉河坑村於文革期間新建的六、七座圓樓，土牆都是由來自永定

古竹鄉高頭村的江國強、江敦福等師傅帶人夯築的（塗僧 1991）。

我們不應假設族群是孤立存在的，文化是固定不變的，或是一個社

區所建造的建築是始終如一的。現存的幾千座土樓不應被視爲一種靜態

不變的建築傳統。儘管外形上看可能相當類似，但是在不同地區、不同

社區、不同時期，由不同經濟社會背景的業主建造的土樓可能是很不一

樣的。比如在漳州市華安縣的二宜樓外形簡潔，內部卻裝飾華麗並且有

著非常完備的防禦設計，這與其樓主是清初走私商人的背景有關。而到

了二宜樓主的孫子輩，已經通過科舉成爲了地方精英，此時他們選擇建

造的房屋，不論大小，則全是外形張揚的五鳳樓形式。類似的，建於清

末的永定湖坑鎮洪坑村的福裕樓，樓主是做煙刀發家的林氏三兄弟，建

樓時父母尚在，所以他們建造了等級分明的五鳳樓形式維持家族管理。

然而到了他們的孫子輩 1912 年蓋振成樓的時候，三兄弟已經分家，其

中兩支由於經營不善已經衰落了。堂兄弟們合建的新樓，選取的就是強

調平均合股的圓樓形式。11

一個社區在不同的時期與歷史環境下不斷重新整合。每一種建築形

式都有其自身的特點，如五鳳樓平面形式多為三堂兩橫，有明確的中軸

11   關於洪坑村福裕樓、振成樓興建背後的動機及操作細節，參見 Zheng（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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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側軸之分，可以區分居民在樓內的身份，而造價也比較昂貴，因此比

較適合相對富裕的大家族居住。圓樓內的房間面積與朝向均相對均等，

構件尺寸統一，獲取材料相對簡易，適用於彼此關係相對平等的住戶或

經濟狀況較差的住戶。通廊式土樓與單元式土樓在外觀上完全相同。然

而通廊式的土樓靠內側迴廊聯繫各戶，以公共樓梯上下。而單元式土樓

在平面上各戶自成單元，單元內有獨立的樓梯。它可以提供較好的家庭

隱私，相對應的，造價也就較通廊式土樓爲高，但仍然比單棟的房子要

划算，並且可以提供一定的防禦功能。

我們看到的似乎千篇一律的土樓，在不同的社區背景下有著豐富的

多元性。它可能是商人炫富的家族建築、士大夫光宗耀祖的象徵、華僑

安置鄉民的投資，也可能是窮人的容身之處、或是社會主義的公社宿

舍。即便是同一個村子裡不同的人，甚至同一個人，在不同的時期建造

的房子都可能是不同的。鄉土建築沒有固定的圖則，人們在建造每一幢

房子的時候會在當地文化、技術、材料的條件約束下選擇大致的建築樣

式，爾後根據自己的需要加以調整。因此，在地域文化的框架之下，樓

主的社會背景和生活狀況也應該成為研究鄉土建築的一個重要視角。

三、分家與「遷出去」的人口

（一）聚居
博平嶺的東西兩麓山高谷深，平地不多。這裡交通閉塞，生存條件

惡劣。耕地大多都是山上的梯田。因此，建造住宅所需要的土地很難取

得。更因為時有山賊盜匪騷擾，需要採取閉合的建築形式，將採光通風

的天井留在房屋中間，因而所需的地皮比較大。當地的土地經過長期的

分家易手，產權已經相當的零碎。一塊完整的宅基地常常需要整合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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戶不同的人家的土地。如在高頭村江衛信的分家文書中顯示，村裡的土

地產權是非常零碎的，蓋一座小房子都需要整合數家人的土地，12 更不

用說蓋大土樓了。當地流傳著很多關於基地難求的傳說。最典型的傳說

是購地時遭到原地主的敲詐，一顆禾苗所佔的面積要價一個銀元，甚至

要用銀元鋪滿地皮才肯賣。13 所以，要建造一座完整幾何形狀的土樓，

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大部分的土樓都不是標準的形式，便是因為這

個原因。如南靖縣書洋鄉河坑村的南薰樓是一座建於清末的方樓。與一

般的土樓不同，它的正門不對著中廳，是歪在一邊的，方形平面也缺了

一個角。據樓主說，這個安排與風水並沒有關係，而是因為要建樓的時

候買不到地，原來設計要開樓門的位置被人家的房子擋住了，只好改到

邊上。屋角的地也是因為原地主要價太高，就只好放棄了。14

又如永定縣高頭鄉高東村的順源樓，又稱五角樓，就是一個順應

地形靈活改造的案例。它是由江氏第九代孫江敏光建於清道光 19 年

（1839）的（永定縣地方誌編纂委員會 2009: 125）。它坐落在高頭鄉

高東村小溪北一塊三角形的地塊上，順溪建造，故稱順源。樓高三層，

平面呈五邊形，沿溪一邊為弧形。它結合西邊的坡地，前半部建三層，

後半部建兩層。大廳與門廳基本在中軸線上，其餘房間則自由佈局。底

層有 12 個開間，大小不一。樓上房間以通廊相連，縱向由房屋東南角

和西南角的木梯連接。其內院呈三角形，利用陡峭的地形分上下兩個庭

院，並與矮牆分隔，在祖堂前形成方正的天井；上庭院居於一角，與二

層的敞廳連成一起。順源樓的空間設置基本上採用了通廊式圓樓和方樓

的原理，但在建築的平面設計上因地制宜，很好的利用了村中土地的

「邊角料」。

12   據作者 2009-2010 年在高頭村的田野調查。文中所用爲化名。  
13   據作者 2009-2010 年在多個村落的田野調查。這種說法在當地相當典型。
14   據作者 2009-2010 年在河坑村的田野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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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不規整的土樓平面圖示例：永定縣高頭村順源樓

          資料來源：黃漢民（2009）

在山區建土樓，購地的造價往往會占到總造價的多達四成。15 一旦

獲取一塊平整的基地，建樓的時候一般都希望能夠盡可能的容納下比較

多的人。因此，相比起閩西的九廳十八井或是閩南大厝等單層建築，多

層高的土樓在功能空間上等於是把一套套住宅單元拆開縱向地摞起來，

而後把各個單元橫向拼接而成。雖然居住上比較不方便，但得以大量節

省了土地，因此在土地緊張的山區是一個受歡迎的選擇。

土樓一般高三至五層，有一個閉合的平面。平面的中央是一個開敞

的大院落。外牆由厚實的夯土牆築成厚度可達一米五厚。樓內的房間由

15   據作者 2006-2009 年在初溪村、坎下村、田螺坑村的田野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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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樑架分割而成。樑的一端架在夯土牆上，另一端架在柱上，而後橫向

鏈接，分割出一圈大小均等的房間。樓內每一層的房間有一個功能：首

層是廚房，在建造時會在夯土牆內預留煙囪管道；二層一般用作穀倉，

外牆均不開窗，內牆有時會留有透氣的小隔扇；三層以上用作臥房。如

有需要，二層的儲藏室也可以改建成臥室。一般在通廊式的土樓裡，一

家人佔一至兩個豎向對齊的開間，該開間的各層房間均屬於這家人所

有，像是一個住宅單元，只不過單元內的每一個房間都直接通往公共的

走廊。土樓一般體量龐大，一座土樓可同時居住三、五十戶人家多達數

百人，極大地節省了土地資源。

圖 4 土樓内產權單元示意圖。16

                      資料來源：黃漢民 (1994)

需要注意的是，土樓內的聚居並不等同於我們一般所說的聚族而

居。華南地區的村落大多是家族村落，一般的大宅也都是以血緣關係爲

紐帶，以同居共財為目的的「聚族而居」。然而，土樓內的聚居卻有別

16	一般而言，首層為廚房，二層為儲藏，三層以上為臥室。



全球客家研究

       
138 Global Hakka 

                               Studies

於這類爲大家庭而設計的家族建築。一般的家族建築因為需要有明確的

血緣紐帶，五世同堂居住上百人就已經很罕見了，且在這裡面的所有家

庭是長幼有序輩份明晰的。聚族而居的建築內的空間分配也需要反映這

一點，如住房的分配需要等級分明，考慮到不同房份在家族中的位置，

如需要有祠堂，公共廚房等等供不同族人活動做儀式的公共空間等等。

土樓裡的狀況卻不是這樣。在土樓中，居住數百人是很常見的事

情，如「土樓之王」承啟樓，最多的時候甚至居住過 600 多人。這些家

庭之間大多是平等的關係。這在樓內的空間上也可以看出來，一般各戶

所占的開間大小相等。在圓樓內朝向無明顯差別。在方樓內，角落的房

間採光較差，所以一般在某層分得角落房間的家庭可在另一層獲得較好

的房間作為補償，這種分配方法當地人稱為「梅花插」。每戶人家居住

在哪一個單元，大多是在樓房建好之後抽籤決定，以示公平。除此之外，

每戶家庭有自己的廚房，生活上並未與其他家庭「共財」。而所有家庭

也幾乎沒有共同的祭祀活動，樓內只有首層一個中廳，一般供奉的是觀

音菩薩（鄭靜 2011: 1-6）。

土樓裡的聚居，在大部分的情況下並不是「聚族而居」。大部分的

土樓也主要不是家族建築，而更像是合股居住的「集合住宅」。除了土

樓內空間所表現出來的均等性及向心性，與一般家族建築的空間等級分

佈有異之外，更重要的是，土樓的結構形式本身與分家之間存在著固有

的矛盾，導致了它難以適應聚族而居的需要。

（二）分家
華南地區的分家，父母一般會將財產分為均等的數份分給各個兒

子。在分家之後，兄弟們不再同居共財，而是有了自己的住房，更重要

的是，他們有了自己的灶臺，這標誌著從此他們的家庭從此在財政上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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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獨立了。

在一般單層的住宅大院中，一個家庭的住宅單元有時可經歷多次的

分家。每次分家只需要重新分配房間並在該單元裡找到地方建造新的灶

臺。空間緊張的時候，甚至還可以在天井裡煮飯，或者在院落旁邊的空

地上擴建房屋。因此，在這種空間佈局中，一個家族有可能幾代人住在

同一個屋簷下生活，五世同堂的理想是有可能被實現的。

然而土樓裡的情況卻很不同。土樓的主體結構是連續閉合的夯土

牆，木架嵌入土牆而又互相咬合，整個結構的完整性很高，一旦蓋成就

很難被改造。土樓內的空間利用非常緊湊，它的房間一般較小，每個家

庭單元之間只隔著一個木牆，每一層的房間都是由通廊相連的，在主體

結構上完全沒有可以加建改造的餘地。在首層的廚房裡沒有地方加建灶

臺做廚房，原有的臥室也小得難以分割。因此，如果原來的家庭只有一

個住宅單元，在分家的時候，是很難分給幾個兒子的。

圖 5 樓內房間尺寸及家具排布示意圖。左圖爲廚房，右圖為臥室。

  資料來源：茂木計一郎等（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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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土樓聚落裡，分家過程相當複雜。如果父母沒有足夠的房子可

以分給兒子，臥室的問題還比較容易解決，可以改造儲藏間，或者向樓

裡甚至樓外的住戶購買或租借。但是分灶就比較麻煩了。在土樓底層的

廚房在建造時，在一米多厚的夯土外牆內預留有煙囪的管道，這樣灶裡

的煙就可以直接通往樓外，而不會進到中庭。樓上房間沒有留煙囪，因

此是不能做廚房的。而廚房的面積太小，也很難加一個灶臺或將其一分

為二。若是在中間的院落裡另外蓋個廚房的話，則用起來很不方便，且

往往會引發與鄰居的矛盾。所以最常見的情況，是父母一般會盡可能地

幫分不到房的兒子在土樓外面找一個單元。因此，在分家之後，有些兒

子仍居住在原來的樓裡，另一些兒子則搬到其他樓裡，或是和別人湊份

建新樓。結果，原本住在一起的一家人，因為住宅的形式無法滿足分家

的需要，往往不得不住在村裡幾個不同的地方。幾代之後，同一棟樓裡

的住戶已經相當混雜，樓與房派之間的關係也相當弱了。通過這一過

程，聚落裡的成員被不斷重組，不再以家族為單位居住在一起，進而整

個社區的組織形式也因此被改變（鄭靜 2011）。

建造一座土樓需要大量的人力與物力。即便是裡面的一個家庭住宅

單元，也可能耗盡一個普通家庭幾十年的積蓄。17 非有巨大的財力，一

個家庭幾乎不可能獨自蓋起一座大土樓。在大部分情況下，土樓是由村

裡一個時期需要新房的不同家庭湊股份合資建造的，這些家庭之間無需

有緊密的血緣關係，甚至不必同姓。這種集資協作的參與原則是以投資

的股份，而非血緣關係。因此，在居住空間的分配上，它強調的也是可

以按股份平均分配的大小均等的空間，而非家族組織所需要的尊卑有序

的空間。

土樓的營建過程和空間分配與傳統的家族發展方式之間存在著矛

17   有關土樓造價問題的細節，參見 Zheng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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盾。因此，即便一開始存在著家族聚居的方式，隨著土樓聚落的發展，

它也將一步步分化，並慢慢的被一種超越血緣，以合股為基礎的聚居方

式所取代。

（三）遷出去的人口
合資建造土樓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當村民沒有房子住，卻又還

沒有財力蓋新房子的時候該怎麽辦？土樓在聚落中並不是孤立存在的。

事實上，在許多尚未經過政府整治的土樓內部周圍，一直都有許多小的

臨時性附屬建築或棚屋供無法住在土樓內的居民臨時使用。這在一些早

期的土樓相片裡都可以見到，如在河坑村 1980 年代的照片可以看出，

聚落內並不是只有壯觀的大土樓，更有許多參差不齊的小房子，以供無

法住在土樓內的家庭容身。18

圖 6 聚落內加建的小房子。為 1980 年代永定縣下洋鎮月流村。

    資料來源：永定土樓編寫組（1990）

另一個選擇就是遷出村落。當地的族譜裏也大量記載了居民外遷的

18  有關土樓聚落內其他建築狀況的問題，感謝賀喜教授的提醒。這類建築目前並無相關
   研究解釋，然在早期的圖片中處處可見。可參見 1980-90 年代早期有關土樓的考察報
   告，如《永定土樓》編寫組（1990）、Laude（1992: 163-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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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況。如在高頭江氏的族譜中，清中葉以後，因為土地緊張，每一代都

有人四處遷徙，除了天助樓一房以外，其他所有的房支最後都分居海內

外各處。類似的，在永定縣大溪游氏，書洋張氏的族譜中，也有大量人

口持續遷出的記載。他們近則遷至鄰近村落鄉鎮，遠可至浙江江西，甚

至東南亞的緬甸、印尼、新加坡等等，大部份出去的人都沒有再回來居

住，他們分出去的房支在族譜中也鮮有記錄。19

相較於其他低層的合院建築，土樓更不適應於家族的發展，也因

此，土樓社區內的居民具有更大的流動性。尤其是清朝中葉以後，土樓

社區的人口通過不斷遷出的方式達到一種與生態的平衡。根據永定與南

靖兩縣縣志內的統計，土樓集中的鄉鎮的確也是華僑最集中的地區。如

民國 38 年（1949 年）編纂的南靖縣誌中，記載了居住在縣內的 69 個

姓氏 404 個支派，有僑居記錄的爲以下 7 個姓氏 16 個支派：

張姓，

梅江鄉，塔下保，塔下社，始基祖張小一郎，妻華氏，

明宣德年間由永定縣金沙遷入，迄今傳二十三（代），

一百五十七戶，六百二十三人（另居南洋一千八百餘人）。

梅江鄉，大壩、南歐、曲江等保，始基祖張小一郎，明

宣德年間由永定縣金沙遷入，迄今傳二十三代，共計

二百四十八戶，一千零九十八人（另由大壩遷居南洋一千一百餘

人，由南歐遷居南洋一千一百餘人）。

梅江鄉，大壩保，汶水坑。始基祖張百十郎，元末由永定縣

19  如在《濟陽郡永定江氏宗譜》（永定江氏宗譜編纂委員會 2003），《初溪徐氏族譜》
   （永定縣徐氏族譜編纂委員會 2001），《廣平永定游氏族譜》（永定游氏修譜委員會 
       2009），《南靖縣石橋開基祖張念三郎公派下族譜》（不著撰人 1994）等等之中，
   均可見類似記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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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豐、奧杳遷入。迄今傳二十一代，七十一戶，三百人（另

居南洋一百五十餘人）。（鄭豐稔 1949: 159）

黃姓，

梅江鄉，上更保，上版寮，始基祖黃白三郎，明代有永定縣

奧杳遷入。今傳二十二代，一百零八戶，五百一十人（另百餘

人僑居南洋）。

梅江鄉，上科嶺，始基祖皇祖保，由永定縣撫市遷入，今傳

二十代，八戶，六十人（另十二人僑居印尼）。（鄭豐稔 1949: 

162）

簡姓，

書洋鄉，官洋，坎下保，長教社。始基祖簡德潤，明初有永

定縣洪源遷入，迄今傳二十代，三百六十四戶，二千二百零

九人（出洋八百八十人）。

書洋鄉，清溪保，清水塘，由長教筆仔尾遷入。今傳七十八

戶，三百人（出洋九十六人）。

書洋鄉，龍水保，涂水坑、龍祭頭、圳尾、羅坑洋、大赤坑、

頂雷坑等處，由官洋遷入，今共一百十三戶、五百二十二人

（出洋四十五人）。

書洋鄉，廈嶺保，頂嶺，山腳，始遷祖簡純柔、簡坤志，由

長教官洋遷入，今傳二十代，共四十五戶，二百二十三人（出

洋六十一人）。

書洋鄉，楓林保，楓樹坪，始遷祖簡貴信，由長教遷入，今

傳九十八戶，五百十二人（出洋三十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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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洋鄉，書田保，書洋坪，由楓林坪遷入，今傳三十戶，

一百七十人（出洋三十四人）。

書洋鄉，書田保，田治，始遷祖簡月池，由長教坎下遷入，

今傳八十二戶，四百五十人（出洋四十五人）。（鄭豐稔 

1949: 170-172）

    另外還有四個小姓有的僑民的記錄：

詹姓，「梅江鄉，雙溪保，始基祖詹千三郎，由永定縣湖雷

遷入，今傳十八代，七十三戶，三百四十五人（二十人僑居仰

光）」；（鄭豐稔 1949: 167）

劉姓，「梅江鄉，下屋，始基祖劉萬七郎，明弘治年間由永

定縣貴竹遷入，今傳二十代，一百二十八戶，六百零四人（僑

居南洋二百五十人）」；（鄭豐稔 1949: 169）

鄧姓，「梅江鄉，下科嶺，始基祖鄧國安，由龍巖縣白土遷

入，今傳十九代，二十戶，六十人（另八人僑居仰光）」；（鄭

豐稔 1949: 174）

和魏姓，「梅江鄉，梅東、梅西保，梅林社，始基祖魏進

興，元末由寧化縣石壁溪遷入，今傳二十三代，一百八十五

戶。一千一百七十人（僑居南洋五百餘人）。」（鄭豐稔 1949: 

174）

（以上引文中重點均是加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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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時期的梅江鄉大致就是今天梅林鎮的範圍。所有僑民的姓氏幾

乎都分佈在土樓集中的書洋、梅林兩鎮，而其中反覆出現的塔下、南歐、

曲江、版寮、長教、科嶺等地，多有著大量的土樓群。

類似的，永定縣華僑記錄集中的地區也都是土樓集中分布的地區。

據民國版永定縣誌記載，「永定各鄉旅居南洋僑胞，以第三區金豐為多，

第二區豐田次之，其他地方較少」（張超南、林上楠等 1943）。金豐

里即金豐溪上游地區，「在縣東境而達南」，包括了土樓聚落高度集中

的的下洋、大溪、湖坑、苦（古）竹、岐嶺、奧杳、南溪、陳東等鄉鎮。

在這些數據中，我們首先看到的是土樓聚落中人口在地域內外的頻

繁流動，尤其是往海外的流動。南靖縣 1990 年縣誌記載，全縣華僑、

華裔共 24,653 人，其中僅書洋鄉就有 9,610 人，梅林鄉 8,199 人，佔

了總人數的 72%（南靖縣地方誌編撰委員會 1992）。而據民國 27 年

（1938）廈門僑務局查報，僅從廈門出境後居住南洋諸多群島的永定「番

客」，在 1938 年時人口已有「一萬五千有奇」。在有一些聚落，如南

靖縣的塔下、大壩、南歐等鄉的張氏，僑居海外的人口超過了本地的人

口（張超南、林上楠等 1943）。

當然，我們不能輕易地因此斷定，是土樓建築對家族發展的限制導

致了這些人口的流動。在清中葉以後，隨著山區資源日益緊缺，閩粵各

地都有大量人口受到海外機遇的吸引，飄洋過海去東南亞「行番」。但

不可否認的是，較之其他住宅形式，土樓與人口流動之間存在著更強的

關聯。例如，比起該地區以合院式建築為主的聚落，土樓聚落不僅有更

多遷往海外的記錄，也往往有著更多遷往區域內部其他聚落的記錄，這

說明了這種遷徙不只是地域性的資源緊缺的問題，而和建築形式是有一

定關聯的。土樓建築體型巨大並且空間緊湊，在社區發展的過程中，比

較沒有靈活性。因此，可能使當地人更容易下定遷出家鄉的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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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華僑與「帶回來」的變化

（一）下南洋

土樓聚落中出來的華僑，大多去了東南亞。由於交通原因，各地僑

民出洋的路線有所不同。永定南部的下洋、岐嶺、陳東等鄉鎮與粵東地

區語言相通、習俗相近，多由水路和陸路直接通往廣東的潮州汕頭及海

豐、陸豐等地，由香港轉口出海。而永定北部的高陂、坎市、撫市、培

豐、龍潭一帶，以及與南靖毗鄰的湖坑、古竹、大溪等鄉鎮，雖也是客

家方言區，但由於交通原因，鄉僑多取道南靖由廈門出海。除了上述兩

條路線外，還有一部分付不起船錢的人，被迫徒步從雲南廣西出境，再

進入馬來半島的緬甸、泰國等東南亞國家（不著撰人 1924）。

永定僑外的人口遍佈南洋諸多群島，計爲「印度支那半島（包括越

南、緬甸、暹羅）、馬來半島、馬來群島（凡菲律賓、摩鹿加、亞里

伯、婆羅洲、蘇門答臘、小巽他、巴布亞及阿祿群島均屬焉）。」（張

超南、林上楠等 1943）而南靖縣的外僑則最多集中在緬甸與印尼兩地，

合計約兩萬人，占該縣僑民總數的五分之四（南靖縣地方誌編撰委員會 

1992）。同一村落出洋的華僑在海外常常散居各處。如據永定下洋的《永

同胡氏族譜》記載，中川村胡氏十世孫胡兆字，胡映字兄弟移居沙撈越

（砂拉越），13 世孫胡永香、胡永和移居叮咖嘮；13 世孫胡佛壽移居

荷印甲八丹；13 世孫胡門林移居井裡汶；13 世孫胡移玉、胡增瑞移居

檳榔嶼；13 世孫胡移林遷往吡叻等等（胡大新 2006: 242）。 

僑居仰光、新加坡、爪哇、西里比士、蘇門答臘及婆羅洲各島的華

僑，大多從事藥業，兼營米穀、雜貨、土產等。而在大吡叻、檳榔嶼等

地者，則多營錫礦業（張超南、林上楠等 1943）。大部分人都只是謀

生而已，少有巨富，也很少有人回到家鄉。如在永定，「東南亞各國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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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之後，永定僑胞有 80% 加入了當地國籍，成為了居住國的公民」（張

超南、林上楠等 1943）。

即便發達了，很多人也選擇定居海外。在永定縣初溪村徐氏的舊族

譜中，夾了一頁不知年份的手稿，上面記載了一個「暹羅國王」的傳說：

徐卓雲，初溪開基十二代孫，生於清朝 1773 年間。從事醫

學。生前忠實有智慧，醫學精明。生就烏頷。欲出國謀生。

1798 年間到暹羅國。當時國王兒子病重，及群眾患傳染病，

無法醫治。原國王信仰佛教，拜神保佑，一夜夢見唐人烏頷，

能治百病，即將到此，下令派員到堤岸查訪。一日上岸，見

似是夢中人。命令以禮相迎入宮，病者果真醫治痊癒，是天

助其也。後受封暹羅名譽國王，也可講安樂王。一生享福。

後接家眷前往。葉落歸根，人老思故鄉，臨終前囑兒子，逝

世後可將其辮子帶回唐山，並打銀牌安葬在鍋子岽，其後代

子孫紀念。（徐始權） 

初溪 2001 年重修的族譜中對這個傳説加以改寫，說徐卓雲出洋前

是個不務正業的浪蕩子弟，賭博將盤纏輸光，後得鄉民相助才得以出

洋，發達之後，他邀請三位鄉親出外享福，並教育他們要勤勞致富等等

（徐始權 2001: 461-462）。但在這兩個版本中，有一點是共通的，即

這位「暹羅國王」一輩子都沒有再回來永定，他的子孫也沒有回鄉居住。

真正能夠衣錦還鄉，並在家鄉留下紀錄或是留下建築的華僑數量其

實非常的少。大部分的人在遷出之後就此消失，他們的名字在族譜上就

只是一個個盡端。這種不回來的現象有許多的原因，除了經濟狀況不允

許之外，更多的是受到國家制度的限制，如清中葉之前的閉關、軍閥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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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的戰亂，或是文化大革命時期的政治鬥爭。因此，雖然從族譜上看，

人口的遷出在過去幾百年間相對連續的，但他們的歸來，或是公開他們

的華僑背景的時段卻相對集中，主要是在清朝的中後期、民國時期、

1960 年代印尼排華時期，以及改革開放以後。

（二）早期的歸僑
坐落於華安縣大地村的二宜樓是一座建造於明末清初的土樓。這是

一個非常罕見的有早期海外背景的土樓案例。據《福建華安蔣氏宗譜》

記載，二宜樓於清乾隆 5 年（1740）秋開始動工，建成於乾隆 35 年

（1770），歷時近 30 年。蔣氏先祖蔣景容於明嘉靖 44 年（1565）從漳

州府海澄縣避海寇之禍，到大地村肇基。至清初，蔣氏已成為當地的大

家望族。康熙 22 年（1683），施琅率軍攻入臺灣，次年設臺灣府，屬

福建。漳州海澄的月港是當時較大的走私港，蔣氏第 14 世孫蔣士熊開

始時就在月港從事山區特產與沿海走私貨品的銷售。在財富積累到一定

程度後，他開始與官場聯絡，資助福建巡撫劉銘傳建設臺灣，獲清政府

賜其官袍一套，又與漳州府臺交往，獲賜名「鄉飲大賓」。正因如此，

漳州府衙特許其海貨入山，山貨出海，還可自由出入沿海軍營、港口銷

售貨物（華安縣蔣氏宗譜編委會 2005: 319-331）。

蔣士熊有六個兒子。雍正 12 年（1734），蔣士熊把在外埠的生意

交给次子蔣登翰管理，自己回大地村養老。登翰及其弟登懋將生意擴

大，他們在廈門及海外出售茶葉、交結番商、學習洋話，還在鼓浪嶼蓋

了三座洋樓，稱爲樂安園。乾隆 3 年（1738），蔣士熊向大地村的劉家

購買及置換了约千畝土地動工興建二宜樓。乾隆 5 年（1740）二宜樓主

體工程開工。由於工程耗大，大地四寨的村民對與蔣家的資金來源感到

疑惑。然而蔣氏兄弟出洋的生意並非合法，於是蔣母對外聲稱，家中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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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一條金蛇，牠跑到哪一櫃，哪一櫃就裝滿了白銀。登翰屬蛇，蔣母這

麽說的意思，就是家裏的白銀都是登翰運回來的。然而，二宜樓開工 4

年後，地基剛剛完成，蔣士熊便過世了。蔣母希望登翰兄弟不再出洋，

留在家鄉建樓，完成先父遺願。登翰不願遵從母意，將工程推給長兄登

岸與三弟登懋主持，自己則與四弟登蘭繼續出洋經商。1761 年，蔣母

去世，二宜樓仍未建成。登翰深感愧疚，決心不再出洋，留在家鄉建樓，

而將南洋的生意全盤托付給四弟登蘭。他從本村及藍水、汀州、永春等

地請來工匠大興土木。終於在乾隆 35 年（1770）建成了主體結構，之

後又用了 4 年才完成了樓內的裝修（華安縣蔣氏宗譜編委會 2005: 398-

402）。

二宜樓的建築結構十分特殊。在外觀上看它與一般的圓形土樓無

異，有直徑 70 多米的圓形平面和厚實少窗的夯土牆。但其內部的平面

佈局卻相當複雜。它有四層樓高的外環樓與單層的內環樓組成，最中間

是一個大約 600 平米的圓形中庭。內環樓用作輔助用房和廚房。外環樓

兼有單元式與通廊式的特點。它共 52 個開間，正門、祖堂和兩個邊門

占 4 個開間，其餘的 48 個開間分割成 12 個單元，其中 4 開間的單元有

10 個，3 開間和 5 開間的單元各一個。每個單元獨立自成體系，有單獨

的樓梯上下，平面上每一層都像是一套有廳有廂房的小住宅。然而在最

頂層，挨著外牆有一個全樓貫通的隱秘走廊將所有的房間聯繫起來。通

廊約一公尺寬，由各單元頂層的祖廳開有隱蔽的後門進入，可供樓內居

民抗匪時在樓內奔跑。若遇外敵，全樓壯丁可從 12 單元梯道和 4 個公

共梯道內迅速集結到隱通廊內，居高臨下的射擊敵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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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 華安縣仙都縣大地村二宜樓示意圖及其單元結構剖視圖。

     資料來源：黃漢民（2009）

在嘉慶 22 年（1817）前後，登翰在南洋經商的侄輩登蘭之子經邦

與登懋之子宗杞回到大地村，又建造了一圓一方兩座較小的土樓，名

曰南陽樓與東陽樓（華安縣蔣氏宗譜編委會 2005: 319-331）。加上二

宜樓，在乾隆、嘉慶年間建造的這三座樓，是大地村僅有的方圓土樓，

聚落內後來建造的房子，不論大小，都是三堂兩橫，等級分明，外形張

揚的五鳳樓的形式，如蔣登翰的孫子身修建造「澤春樓」。乾隆 47 年

（1782），身修進入國子監，因懂「番文」獲賜進士出身，而後不久就

被派到俄國、西洋當差。嘉慶初年，他在法蘭西看到烏龍茶銷售行情很

好，便辭去皇差，將家族的「澤春茶行」開到了歐洲。身修頻繁往來於

南洋、西洋，並請西洋老師教授四個兒子番文。鴉片戰爭後，茶行在海

外各埠的分店紛紛停業，鼓浪嶼的洋樓也遭戰火焚盡。身修這才舉家返

回大地村，並建大厝一座，名曰「澤春樓」（華安縣蔣氏宗譜編委會 

2005: 398-402）。儘管同樣有著海外的背景，身修建造的澤春樓卻選擇

了標準的五鳳樓形式，而非其祖父及叔父輩所選擇的圓樓及方樓形式。 

這種形式上的改變，與其說是源自樓主個人海外經驗的影響，不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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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是受到了他們在家鄉的身份和地位限制。在清朝的乾隆嘉慶年間，出

洋的背景與走私貿易所獲得的財富在鄉間中並不是件值得誇耀的事情。

正因如此，蔣母才需要編造出金蛇的傳說來搪塞鄉鄰。圓樓與方樓在外

觀上都樸實無華，對外封閉，看不出內部的玄機。在二宜樓內部的裝飾

中有很多以西方文化相關的彩畫，如帶有羅馬字符的鐘錶，或是印度人

模樣的半裸女性（盧克松 2002）。在清中期，這些帶有異域風情的裝

飾與他們巨大的財富一樣，都是不可為外人道也的。因此外觀內斂低調

的圓樓與方樓，便適應了樓主的需要。

當地之前並沒有建造土樓的傳統，這三座樓是方圓幾十公里內僅有

的「土樓」形式。臨近地區的齊雲樓（建於 1590 年）、升平樓（建於

1601 年）等，雖然形式類似，卻都是石條外牆並且防禦性很強的寨堡

式建築，而非夯土結構的聚居住宅。二宜樓的結構體系相當成熟，並不

像是嘗試之作，應該是由熟練的工匠負責建造。雖然此時永定南靖等地

的土樓建造技術已經相當成熟，但此地與永定南靖有相隔近兩百公里，

中間地區層巒疊嶂，也並沒有出現過類似的建築形式。族譜裡雖然提及

蔣登翰從藍水、汀州、永春等地請來工匠建造二宜樓，但這幾個地方也

並非土樓形式集中的地區。所以，這空降到大地村的土樓建築形式，有

可能是樓主在海外經商時與閩西南的商人交流時獲知，而後根據自己內

斂守財的實際需要刻意選擇，而後「移植」到華安縣來建造的。

而到了第三代身修等人建樓的時候，已是清末，一則這些子孫大都

設法得到了朝廷的科舉功名，二則這時留洋的背景和巨大的財富已經成

為了值得炫耀的資本。因此，儘管二宜樓東陽樓和南陽樓的技術流傳了

下來，這時建造的樓房，卻都已是外形張揚、彰顯門第的五鳳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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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民國時期
到了民國時期，海內外的人口流動愈加頻繁。一方面，為躲避國內

軍閥混戰及國共內戰引發的抓丁與匪害，大量人口出洋謀生，另一方

面，在東南亞的各國殖民地飽受戰亂，當地人又時有虐殺華人之舉。因

此，出洋與歸國雙向的人口流動都很頻繁。20

較之於清朝，這一時期建造的土樓大多比較勇於展現樓主的海外經

驗。如永定縣下洋鎮霞村的永康樓建於 1938 年，是新加坡華僑胡來興

出資建造，樓內樑額和門扇處的裝飾，有高樓、大橋、巨輪、飛機和海

邊的椰林，處處可見樓主飄洋過海的經歷。有趣的是，這些樓房的設計

和建造都是由本地的工匠完成的，因此，在形式與結構上完全採用當地

的建造傳統，而那些與出洋有關的裝飾，也都是本地匠師根據樓主的描

述想像出來的（蘇志強 2005a）。

南洋著名的實業家和慈善家胡文虎在家鄉永定縣中川村的虎豹別

墅是一個特例。胡文虎 1882 年生於緬甸仰光，十歲時曾回中川讀書，

4 年後返回仰光在父親胡子欽開設的永安堂，一邊經商一邊行醫。1923

年，胡文虎與其弟胡文豹到新加坡設立虎標永安堂總行和製藥總廠，不

到十年時間，永安堂便在曼谷、香港、上海、福州等十餘城市先後建立

了分行。與此同時，胡文虎 1929 年在新加坡創辦了《星洲日報》，此

後陸續創辦星華、星光、星暹、星檳、星島、星閩、星洲等以「星」字

命名的報紙，這些報紙被人們稱為「星系報」，在南洋及大中華地區影

20 例如在南靖縣，民國時期有三次成批出國定居高潮：第一次是 1926年至 1930年，駐
   漳州軍閥張毅派兵圍剿塔下、長教、奎洋等地抗捐抗稅農民，造成數千人無家可歸，
      有 360 多人逃往海外謀生，其中塔下就有 230 多人。第二次是 1931 年至 1937 年，國
      民黨對科嶺、上版寮等地進行大規模「清鄉」圍剿，全縣有 348 人被迫背井離鄉遠涉
      重洋到海外謀生，其中科嶺、版寮就有 100 多人。第三次是 1946 年抗日戰爭勝利後，
      國民黨發動內戰，民不聊生，全縣有 376 人出國謀生，其中曲江、塔下、石橋、長教
   等地就有 200多人往緬甸定居（含 1942年日本南侵逃難回國的緬僑 90餘人返回緬甸）
   （南靖縣地方誌編撰委員會 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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響很大（蘇志強 2005b）。

1947 年在永定動工的別墅是胡文虎第三棟以「虎豹別墅」命名的

建築。此前，他在 1931 年在新加坡的巴絲班讓六里購置了一座山坡，

大興土木，建造規模宏大的虎豹別墅，至 1937 年完工。而後他又在

1935 年又在香港大坑道上銅鑼灣山麓鳩工庀材，建造了一座巨大的虎

豹別墅（胡榆芳 1992: 24-27）。二戰結束後的 1946 年，胡文虎萌生了

退休回老家頤養天年的想法，決定在故里興建一座虎豹別墅。他讓永安

堂汕頭分行經理胡兆祥代表他主持建築事宜，又請原來承建永安堂和星

華日報社大樓的建築師黃先生設計繪圖（黃梅 1992: 28-30）。胡文虎

特別交代了胡兆祥兩條原則「第一、家鄉少田地，不比銅鑼灣，別墅

不要佔用太多的水田，規模可盡量小一點。第二、地價由鄉親們自己

提，由你酌定，但不要跟他們過多計較。」21 當胡兆祥返鄉選定虎豹別

墅基址後，地基界內的一二十戶土地業主，為了滿足胡文虎告老還鄉的

願望，只收回一般的地價，「以示特別的優惠」（胡榆芳 1992）。可

惜幾年後時事變化，中川虎豹別墅只建至出水（即屋頂蓋瓦）即告停

工。在之後的 40 多年裏，都僅有一個空殼子，內部毫未裝修（胡榆芳 

1992）。

儘管如此，中川虎豹別墅的空殼子已經顯示出強烈的中西合璧的風

格。胡文虎的品味土洋結合，並且非常喜歡炫耀。他將自己汽車的前蓋

改成了老虎頭，又將自己設計的華麗而怪異的萬金油花園開放供市民遊

覽。中川虎豹別墅雖與香港及新加坡的別墅一樣暗含坐地老虎的意象，

但其平面佈局卻像當地的傳統，如方圓土樓一樣是內通廊式的多層建

築。正中是一個大約 250 平方米的中庭，主體建築三層樓高，房間環中

21  此處亦可例證土樓聚落中的土地緊缺問題，在 1930 年代的胡文虎看來，中川村的宅
   基地比香港銅鑼灣還要緊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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庭排佈。但在前堂的兩端，卻各頂著一座 23 平方米的小圓形的角樓，

角樓三層高，頂層各有一個八角重簷亭子的屋頂。此外，在二樓各間後

面都附有一個 3 米多寬的陽臺，屋頂則是個大陽臺。陽臺是在現代平屋

頂出現之後才有建築構件，在中國傳統的建築形式中是沒有的（蘇志強 

2005b）。在結構上，它引入了鋼筋水泥作爲骨架，每間房間的大樑、

陽臺、大門過樑等承重部件都用水泥澆注。在 1940 年代，水泥稱洋灰

或紅毛灰，本地是不產的，要先從香港運到汕頭，再從汕頭僱腳夫肩挑、

翻山越嶺地挑回永定的中川村（黃梅 1992）。

圖 8 永定縣下洋鎮中川村虎豹別墅 ( 中 )

                 資料來源：作者提供，攝於 2009 年。

胡文虎生在緬甸，事業在新加坡和香港，最後在美國檀香山去世。

他一生中只有 10 至 14 歲在永定生活接受華文教育（黃梅 1992）。他

在 1927 年就已在汕頭投資建造永安堂製藥廠，之後又陸續在汕頭建造

了報社大樓、醫院和學校（邵建生 2006；鄞鎮凱 2012），卻沒有再

回過永定。對他而言，中川的土樓可能只是一個後備的投資。胡文虎

1935 年在香港銅鑼灣建造的虎豹別墅總投資 1600 萬港元，而 1946 年

中川村的虎豹別墅只用了 34 萬港幣（黃梅 1992）。港幣自 1935 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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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始發行，至 1972 年前一直與英鎊掛勾，以 16: 1 兌換。二戰期間，英

鎊貶值，港幣的價值跌了近一半。22 所以中川別墅的投資幾乎是香港虎

豹別墅的一百分之一。對胡文虎來説，這只是一個非常小的投資。他與

永定並沒有太多的聯繫，如非戰亂萬不得已，他大概也並不打算真的搬

回來住（黃梅 1992）。

民國時期的建造的華僑土樓，很多都是這種情況，即華僑主要是出

資，自己並沒有回來住。與早期的華僑將家眷留在村裏隻身出國不同，

這一時期的華僑大都在外有家有室。而在海外出生的第二、三代華人，

很多從來沒有回過中國，也沒有接受過華文教育，如永定縣志所載，

「華僑風習與土人同化」，更有甚者，爲了適應海外的生存狀態，「暹

羅、菲律賓之土生華僑，多有不承認為華裔者」（張超南、林上楠等 

1943）。因此，這些爲鄉民所建造的建築大都只是沿襲了本地傳統的建

造方法。除了財大氣粗的胡文虎在建造虎豹別墅時大費周章地採用新技

術新形式外，大部分的樓都由本地工匠負責建造，和本地人蓋的土樓相

比，主體結構變化不大，主要是在內部裝飾上有一些變化（如下洋鎮霞

村的永康樓），或是去除中廳，加大房間面積，改善建築內部的採光與

通風條件（如大溪鎮大溪村的南山樓、東昌樓，大聯村的太和樓、天德

樓）等等。

（四）1949年以後
1949 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後，限制人員出入境，人口的流動

也就比較少了。1949 年以後華僑大量歸來主要有兩波，一波是 1959 年

印尼排華事件之後回鄉安置的僑民，另一波則是 1978 年改革開放以後

22  有關港幣的歷史參見鄭垣（1994: 30）。有關英鎊價值的歷史變化參見 http://www.
       hkma.gov.hk/media/chi/publications-and-research/background-briefs/hkmalin/04.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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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鄉投資的外僑。

1959 年，印尼掀起排華浪潮，對印尼各地華僑進行打擊和排擠，

武力逼遷華僑、削減華校、迫害僑領、解僱華工等等。中國隨後派出接

僑船組織撤僑。1960 年，據官方記載，永定縣安置了近 200 名回國定

居的華僑，南靖安置了 60 人（永定縣地方誌編撰委員會 1994；南靖縣

地方誌編撰委員會 1994）。這一波的華僑是落難歸來，所以並未帶回

大量的財產。但因爲這一時期國家有相關的華僑安置政策，所以實際上

有些人在海外的華僑利用安置政策低價買地，幫助留居家鄉的親戚解決

住房問題。永定高頭鄉的僑福樓就是 1962年時用這種方式建造起來的。

僑福樓是三層圓樓，位於高北村著名的承啓樓一側，這是個寸土寸金的

地方，過去一直無人有財力在此蓋樓。有別於聚落內的其他早期建造的

土樓，僑福樓內中庭廣闊、房間寬敞，樓內長年只有樓主江振林一家人

居住，出錢的華僑是他在海外的幾個兄弟。他們從來沒有回來住過，只

在祖廳的牆上掛有幾兄弟在海外的全家福。23

類似的情況也發生在改革開放的初期，這一時期也有少量由華僑出

資建造的土樓，如初溪的善慶樓等等。但不過幾年，隨著家庭聯產承包

責任制的推行，混凝土結構等新技術的引入，以及村莊人口外流到沿海

地區打工並帶回了新的生活方式，傳統樣式的夯土大樓變成了既費人

工，又不實用的選擇，慢慢地也就不再有人蓋了。

五、結語：人口流動與鄉村建築變革

近幾個世紀以來，閩粵地區的人口一直存在著向海內外的頻繁的流

動。這種人口流動是在全球化產業革命和商業貿易的背景下發生的，也

23   據作者 2010 年在高頭村的田野調查。文中所用爲受訪者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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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伴隨著技術與商品的流動。這些離鄉背井漂洋過海的人中有少數最

後衣錦還鄉，並為中國的鄉村帶來了建築的變革。閩粵僑鄉的洋樓和廣

東開平的碉樓都是這樣的例子，如開平碉樓是民國時期歸僑為抵禦盜匪

侵擾，而出現一種中西合璧的塔樓式的建築。它一般高三至六層，每層

設為一個住宅單元，設有客廳、餐廳、衛生間等等現代生活的功能，由

青磚或鋼筋水泥建造，頂層的瞭望臺大多有著華麗多樣的海外風格。而

洋樓則大多是二至三層的具有殖民地風格的別墅，與碉樓類似，它在開

始時也基本沿革了本地傳統建築的平面佈局。

華僑在家鄉建造的房子，最大的變革是層數。無論是碉樓還是洋

樓，他們都突破了原有村落中單層的雙坡頂住宅的樣式。這主要是因為

建造技術上的突破。混凝土結構承重體系使得建築的牆體得以加高。同

時混凝土樓板和屋頂板的採用使平屋頂排水成為可能，也因此取代了傳

統的木構架坡屋頂蓋瓦排水的做法。多層建築形式的引入，為鄉村建築

帶來的主要是技術和理念上的巨大衝擊，此後即便是沒有海外背景的鄉

民自己建造的房子，在經濟可能的情況下，也都開始採用這種結構體

系。而平面佈局在一開始並沒有發生很大的變化，在很多洋樓與碉樓

裡，平面照搬傳統大厝裡中廳和廂房的樣式，只是將其一層一層的摞起

來蓋而已。新技術的引入在一開始，更多的是修正了原有樑架體系的缺

陷，使其得以縱向發展，增加居住空間。在財力受限的時候，內部裝飾，

甚至樓板都可以繼續沿用傳統木架結構住宅的做法。相較於結構體系的

改進，之前研究中較為關注的用以彰顯華僑的海外經歷的內部裝飾，對

於我們理解鄉村建築形式的變革，實際上是相對次要的。

然而，華僑帶回來的這種建築革命卻並未發生在土樓。這當然是因

為土樓在中國的傳統建築中是一個異類：它原本就是多層的，而且自己

有著一套完善的結構體系和建造程序。有別於洋樓和碉樓中混凝土與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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架結構相結合的情況，混凝土結構與夯土結構是衝突的。無論從技術、

材料、結構或是工匠體系上，兩者都是無法相容的。也正是因為如此，

在土樓地區，華僑並未帶回類似於洋樓和碉樓的「折衷式」的對原有建

築體系修正的建造方法，而是採用了傳統的建造方式。要改，就只能像

虎豹別墅一樣，整個結構體系都改。這也是為什麽 1980 年代混凝土結

構開始在鄉村中普及了之後，土樓就完全不再建造了的原因。

華僑在土樓建造中所扮演的角色，很大程度上受到特定歷史背景的

影響。對於清末以後的華僑來說，他們之中的大部分人其實並沒有回來

住，那些房子是蓋給他們在家鄉的鄉親住的。也因此，很少有人像胡文

虎那樣大費周章的請海外工匠按自己的生活習慣建造房子。華僑的土樓

大多請的是本地的工匠，這些人並沒有去過海外，而他們所建造的所謂

「西洋風格」的土樓，多是根據自己的想像建的。24

16 世紀以來的全球化，給世界不同地方的建築與居住方式帶來了

巨大的變革。從早期的「殖民地風格」、現代主義的「國際式風格」到

後現代思潮中的「地域主義風格」，建築的全球化不僅僅是歐美國家對

外輸出他們的建築理念與技術，更是世界不同地方的人們根據自己的需

要對新的可能性進行取捨和修正。我們考察中國建築在過去幾個世紀以

來的革命，不能只關注那些由外國建築師，或是受海外訓練的中國建築

師建造的西洋式建築，更要看到那些由全球化的人口流動所直接或間接

造成的建築革命。人口流動引發的中國鄉村建築革命，存在著非常多元

的可能性，它可能是有海外經驗的樓主土洋結合的設計，是工匠聽了對

海外建築的描述之後異想天開的蓋法，甚至可能是因為中國兩個不同地

區的人在海外相遇之後互相交流而導致的中國地區之間建築風格的互相

影響。在技術和觀念上的輸入之外，更重要的是，華僑投入的資金，使

24   據作者 2009-2010 年在大溪村及高頭村的田野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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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本地人得以用原本力不能及的方式建造房屋，使他們見識了新的技術

和結構的可能性，進而加快了鄉村建築變革的速度。

現存的數千座土樓，鮮有關於建造者意圖與理念的記載，在外形與

空間上看也似乎相當的類似。然而，在每一座土樓的背後，卻可能隱藏

著複雜的社區重整的動機，以及對不同國家制度，甚至是世界政治經濟

文化變革的回應。這些土樓在建築形式上的差別是往往微妙而不起眼

的，單純從建築外形或是建築裝飾出發，難以分辨出裡面的玄妙。因此，

我們需要考察建造以及居住在土樓裡的人，思考他們的個人經歷和生活

狀態，以及社區的組織方式如何影響了他們對建築及空間的要求。只有

這樣，我們才能更好的理解建築形式的演變與興衰，進而通過建築的歷

史理解社區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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