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章、研究動機 

 

 我出生並生長在台北，父母年輕時北上打拼成衣事業。逢年過節時父親都

會開車載我們回彰化拜訪長輩。從小我最印象深刻的就是母親家親戚多得驚人。

在每每婚喪喜慶的場合上，總會遇到沒看過的親戚，這時我母親就會說要叫，叔

(姨丈)公、姑(姨)婆、叔公祖、姑婆祖…。直到今年在一次偶然的對話中，發現

外公家中有一本謝氏族譜，裡面記載著謝姓源流、渡台經過、歷代祖先的名字、

生卒時間，這是我的第一次感受到原來歷史離我的生活這麼近。以往在課堂上所

學的歷史總是在談論大人物，少提及一般庶民的生活樣貌，使我們對那些帝王家

譜倒被如流，卻連自己祖先來自何方都說不清楚。出於對先民生活圖像的好奇心

與對社會研究的熱情，我便一頭栽進謝氏家族史的研究之路。 

   

我母親娘家位在彰化縣芳苑鄉的路上厝謝家莊。謝氏祖先早於清朝乾隆年

間開放渡台禁令時，即來台開荒闢地，與當地的發展息息相關。目前這裡的居民

大多從事第一級產業，種植水稻與花生，或是在蛋雞場工作。保著農村的原始風

貌。然而因為地方小，所以官方紀錄甚少，能夠引用的史料並不多，地方志雖偶

有提到，但也只是一筆帶過，而族譜多半強調渡海來台的經過與親屬關係的網絡，

對於生活情形沒有詳加記載，再者，內容多半未經求證，能夠參考的資料更是少

之又少；相較之下，日治時期之後的官方紀錄則詳實清楚很多。 

   

因此我最主要的資料來源是，透過戶籍謄本與地籍謄本等書面資料，加以家

族長輩的回憶佐證。本文的重點有二個部分，一是整理芳苑鄉以及路上厝日治之

前大致的發展情形，先了解該地區的歷史脈絡，有助於理解家族史，也是作為第

二部分的背景脈絡。其二則是描寫我母親家自日治時期的祖先之後的生活史，嘗

試探討這一百年來家族成員，經過清代、日治、國民政府來台至今的社會流動與

人口遷徙。 

 

第二章、芳苑鄉介紹 

   

一、 清朝時期 

 

   芳苑鄉位於彰化縣西南方，東與二林鎮相鄰，南接大城鄉，西臨台灣海峽，

為彰化縣沿海六鄉鎮之一。1清朝時稱「番仔挖」，顧名思義以前曾是原住民的居

                                                      
1
 魏四絨主編，《芳苑鄉志-歷史篇》(彰化：芳苑鄉公所，1997)，頁 3。 



住地。《芳苑鄉志歷史篇》從各種史料判斷，推測出該鄉應隸屬於二林社與大突

社，除了草湖區是屬於大突社，其餘地區包含路上區則屬於二林社。參照平埔族

社名對照表，我們可以知道路上區的原住民應為平埔族中的巴布薩族。後來，由

於漢人入鄉開墾，各個聚落逐漸從散村集結為集村。到了乾隆中葉，清廷開放渡

台禁令，大量漢人湧入芳苑鄉，於是鄉內的平埔族只好搬到更內陸的南投居住。

只有少數人留下來堅守家園，或是與漢人通婚。自此大抵芳苑鄉內各村莊大姓的

祖先皆已入墾，但呈是點狀式的，並沒有形成聚落。道光年間，番挖港取代王功

港，成為台灣中部主要的對外港口，其地位甚至超越在嘉慶末年因泥沙淤積而逐

漸沒落的鹿港。同一時間，「番仔挖」首次出現在相關史書《彰化縣誌》，並寫到

該區有 10個村莊。可見從乾隆 25年(1760年)到道光年間(1821年)可說是芳苑

鄉的興盛時期。番仔挖港在同治年間也因泥沙淤積而不復使用，清朝末期已可見

該鄉內各村莊的發展雛形。 

   

二、 日治時期 

 

    清光緒 20年(1894年)，中日甲午戰爭爆發，次年，清廷戰敗。雙方簽署馬

關條約，台灣及澎湖群島被割讓給日本。日本政權進入台灣後，不斷調整台灣行

政區域的劃分。清朝時期，芳苑鄉各村莊分別隸屬台灣縣彰化廳深耕堡與二林下

堡，幾經更改後，在大正 9年(1920年)日本政府實施土地改革，全面修改原本

的行政單位後，改為台中州北斗郡沙山庄，奠定今芳苑鄉的行政轄域。2據《芳

苑鄉志-歷史篇》推測之所以取名為沙山，可能與當時芳苑鄉內有很多沙丘(沙崙)

有關。 

    由於日本政府在台灣的殖民，以工業日本、農業台灣為主要政策。因為台灣

氣候適合種甘蔗，日本政府大力推行種植甘蔗，但是收購價格完全由統治方主導，

嚴重剝削台灣農民的權益，引起許多農民的不滿。沙山、二林地區種植甘蔗面積

廣大，主要是由林本源製糖株式會社(下稱林糖) 與溪湖明治製糖株式會社(下稱

明糖)收購。然而其中林糖的蔗糖收購價格長期偏低，肥料價格卻又比明糖高，

於是由李應章為首的農民組合向林糖要求提高收購價，林糖消極的處理方式更加

激化了農民不滿的情緒。談判破裂後不久，林糖夥同警方到二林庄竹圍強行採收

甘蔗，農民組合的成員再三阻擋行動，最後雙方人馬發生激烈衝突，直到北斗郡

警察大隊出現，組合成員才散去。事發後，日本警方大規模逮捕參與此次行動或

是與組合成員有關係的沙山、二林農民，最後二審判決 25人有罪。事件後，許

多農民不再願意種植甘蔗，採取消極不配合的態度。此事件也深遠影響著日後台

灣的農民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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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光復後 

 

    民國 34(1895年)日本戰敗投降，結束漫長的中日八年戰爭，台灣與澎湖群

島回歸中國。光復後，沙山庄先更名為沙山鄉，後改為3芳苑鄉。由於風頭水尾

特殊的地理環境，加上土壤多屬沙質土，芳苑鄉過往多以種植番薯、大豆、花生、

甘蔗等比較耐旱的作物。光復後，由於水利設施的改善，水稻翻身成為芳苑鄉耕

作面積最大的作物，其中在 1940年代到 1980年代是最好的黃金年代，在 1990

年代後，種植面積開始倒退到甚至接近 1920年代最差的水平。而若就單項作物

來看，日治時期是番薯，光復後是稻米。花生、玉米和蘆筍也是經常名列前五名。 

 

    由於自然環境不利於耕作，本鄉農作收成不佳，4畜牧業和漁業一直是農戶

們的重要副業與經濟來源。隨著經濟結構變遷，芳苑鄉的畜牧業逐漸由小規模的

家庭副業轉型為大規模的專業生產。除了家畜(牛、羊、豬、鹿)外，以雞、鴨、

鵝為主的家禽類，芳苑鄉的飼養數量也遠超過其他彰化縣其他鄉鎮，使得芳苑鄉

成為彰化縣的畜牧大鄉。 

 

    以芳苑鄉最重要的家禽-雞為例，台灣人大約每 5個蛋，就有 1個是來自於

芳苑鄉，是台灣雞蛋的主要產地。民國 60年代芳苑鄉以蘆筍外銷歐美地區為主

要產業，後來面對韓國蘆筍的競爭，農民開始另尋出路。由於有農民轉型飼養蛋

雞成功，當時飼料便宜、飼養的人少，蛋價自然就高，吸引許多農民投入蛋雞市

場。另外，近 2、30年沿海地區漁業受到工業廢水的汙染，漁獲量大幅減少，許

多漁民也紛紛轉型飼養蛋雞。蛋雞產業為芳苑鄉帶來了不少財富。 

 

第三章、謝氏後寮派與路上厝發展 

 

一、 謝氏源流 

 

    5謝氏起源自於周宣王時，一世申伯公，原姓姜，伐玁狁有功，宣王封於謝

邑(河南南陽府唐縣)，之後便改為謝氏。傳至宋朝時戰亂四起，散居到大江以南

各省聚族而居。根據謝寶樹堂重修族系紀序記載： 

 

「閩系先移居汀州上杭縣士田地方，家邦公聚族而居馬，未幾烽煙復

起干戈未熄，迺散遷淳州、泉州二府，泉地即泉城西塔巷建族而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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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芳苑地名的由來有很多說法，詳細請參考同註 1，頁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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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良行主編《芳苑鄉志 經濟篇》。頁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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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森林，謝氏大族譜，頁 1、頁 3。 



立祠奠祖者馬，傳至宏猷公於大明正統年間，乃重遷居同安縣馬巷廳

十二都翔風里井頭堡後寮鄉創業垂統。傳世至七，於清乾隆庚辰年間

有朝公暨八世誇公、標公、建公、群公、欽公乃先後挈眷渡台，住居

彰化縣二林堡路上厝鄉務農為生，其後子孫相繼渡台，迺或散至瀛島

各處務農、務商各盡其業。」 

 

    乾隆 25年，清廷全面開放人民渡台。當時謝氏族人為改善生活，多人均有

意渡海來台開墾。6第七世的朝，第八世的清(入南部)、建、陣、贊、定、誇、

標、群、欽、輝妣、午(朝之子)，第九世的補、積、譽、神助、彭、尚、褒，攜

眷來到路上、二林等地發展。可惜族譜沒有更進一步的說明遷徙的過程。幸得7《寶

樹堂宏猷公族裔開發路上厝史》一篇中，作者明確的指出，是從番仔挖港上岸，

謝氏族人先是選擇在8西港溪旁的菜寮莊北方，頂莊此地開始屯墾。9其中建、陣

兄弟與贊、定兄弟則選擇在大城過湖莊北方、芳苑新厝莊西北方的一片的低窪地，

過著半農半漁的日子。直到乾隆丁酉年(1777年)，據傳謝家長工程白公在往二

林鎮上採買的路途中看到路上厝荒地一片，深具開發潛力，回去向族人推薦，於

是謝氏族人從此在路上厝定居下來。但非所有謝氏族人都搬到路上厝，有的人選

擇到芳苑、二林其他地區或到更北方的新竹抑或是南部另闢新天地。此段敘述雖

然無明確的史料以供驗證，但因其詳細描謝氏族人渡台之後到路上厝定居的詳細

過程，這是族譜沒記載的，因此仍具參考價值。 

   

二、 路上厝發展史 

 

    路上厝位在彰化縣芳苑鄉的東南邊，全區包含三成村、路平村、路上村、福

榮村總共四村，是芳苑鄉內重要的聚落。相關史書中，路上厝地名最早出現在道

光年間的《彰化縣誌》二林保轄內。推測應該是乾隆丁酉年後，謝氏一族移入定

居後才有此地名的出現。10然而在村莊的四個入口處，有刻著「南無阿彌陀佛」

的石牌供人奉拜，上面就有路上厝此地名，而且落款日期是嘉慶 22年(1817年)，

比道光 10年(1830年)出版的《彰化縣誌》早了 13年，關於這方面的史料，還

有待考證。隨著謝氏家族開墾，清末到戰後初期，附近鄉村陸續有其他姓氏來到

路上厝，長工助耕、入贅定居、親戚帶入，以及光復前後理髮、行醫、修車等經

                                                      
6
 關於渡台祖先因多份族譜與史料寫法不一，此篇主要是以謝氏大族譜(謝森林)為主，並參酌寶

樹堂宏猷公族裔開發路上厝史(謝寶銅)、台灣姓氏堂號考(楊緒賢)為輔。 

 
7
 謝寶銅，2008。〈寶樹堂謝氏宏猷公族裔開發路上厝史〉，《彰化縣二林區地方文史專輯第六輯》。  

彰化：二林社區大學。 

 
8
 同註 7。頁 18。今地圖在彰化芳苑、大城鄉內找不到西港溪，在菜寮旁倒是有一條名叫魚寮溪

的溪流，不知道筆者是否意指此溪。且頂厝位在菜寮的西南方，而非筆者所說的北方，不知是否

菜寮村內或附近是否也有叫頂厝的地方。關於此段敘述有待日後考證。 
9
 同註 7。頁 19。 
10
 同註 7。頁 22。 



商的入居，使得路上厝地區生活機能逐漸完善，發展為一個完整的聚落。 

 

    關於是路上厝地名的由來有三種說法，根據11台灣舊地名沿革第二冊記載「路

上厝地名的由來，於往昔濱海地地域番仔挖，經新厝抵二林，到路上之村落而得

名。」然而芳苑鄉志歷史篇的作者卻不這麼認為，他認為從芳苑東走斗苑路可到

二林，沒必要繞經新厝、路上，反而比較遠。若要說是道路上的村落，從西港(清

乾、嘉年間的三林港街)到二林鎮上最近的路會必經路上厝，也有可能是因此此

條路而命名。另外，以七字歌仔著名的陳再得，曾用歌仔紀錄路上厝村莊開發情

形，其中一句12「厝煞蓋在路面頂，路煞變佇厝下面」指出是因為房子蓋在路面

上，才有此地名。 

 

路上厝地區重要紀事： 

 

1921年：成立沙山公學校路上厝分教場。 

1922年：蓋謝氏宗祠 

1923年：成立沙山公學校路上分教場 

1925年：13二林蔗農事件，二審 25人被判刑，其中有 8人是路上厝人。 

1930年：路上厝警察官吏派出所 

1930年：路上厝分教場正式獨立為路上厝國民學校。 

1944年：開闢路上厝飛機場，又稱二林機場，僅完成徵收及整地，戰後隨恢復

一般農用。 

1953：年路上厝地區土地改良工程完工，開始種稻。 

1983：年新謝氏宗祠完工 

1992年：路上厝南區土地重劃，隔年，北區亦重劃，大幅改善耕作環境。 

 

 

第四章、十三世謝梱世系家族史 

一、 渡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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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3 
 

4 
 

5 
 

6 
 

7 
 
8(渡台) 

 

宏献 

(後寮派始祖) 

  
耿樂 

  
建基 

  
明志 

  
徽聲 

  
維申 

  
文英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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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11 
 

12   

逢生 
  

繼佛 
  

南淡 
  

邦辨 
 

       

 

 

    一世宏猷公定居於大明正統年間，遷居同安縣馬巷廳十二都翔風里井頭堡後

寮鄉。乾隆庚辰年(1760年)，七世朝公與眾多八、九世祖先一同渡台來到彰化

芳苑路上厝開基立業。其中包含我外公家的渡台祖先-第八世的定公。在五個兄

弟中，只有老三-贊公與老四-定公來台，他們來台之後先是到湳仔埔，14在芳苑

新街西方，也就是離海不遠處的一片低窪地，以漁為主，以墾為輔。乾隆丁酉年

(1777年)，謝氏族人決定搬到路上厝定居時，定公從善如流來到路上厝，贊公

則是選擇到菜寮發展。八世定公有 5個兒子，老大早夭，老二性生、老三逢生、

老五進財和父親一起渡海來台定居。老四記載不詳。3個兒子中只有性生有生小

孩，為了不讓同宗香火斷掉，於是性生將第二個和第三個兒子過繼給弟弟們。這

在當時是很普遍的情形。十世的謝繼佛傳四子，南淡、南存、南宰、南馮。十一

世南淡同樣有四子，邦閃、邦辨、邦前、邦怕。只有老二的邦辨有傳，其餘 3

個兄弟均無後代。十二世謝辨出生於道光庚寅年 (1830年)，卒於明治庚辰年

(1880年)，有 5子，曾岌、曾縛、曾返、曾朝、曾梱。住在現今舊謝氏宗祠的

後面，那一帶在路上厝區是最早開發的地方。 

 

 

二、 路上厝 591番地路上厝 508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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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十三世謝梱是我的外曾曾曾祖父，歷經清朝政權與日本統治。是我外公家

直系血親在戶籍謄本中可以找到最早的一輩。他不僅有日治時期的戶籍謄本，連

墓碑上原本該是刻堂號-寶樹也變成皇民。加上謝梱從祖厝搬出來後，成功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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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註 13。 

15
 出生時戶籍地為彰化廳深耕堡路上厝庄 591番地。大正九年(1921 年)轉居台中州北斗郡沙山

庄路上厝五百八番地。 

 



他處開基立業，一直到現在，外曾曾祖父謝真和四個房的子孫仍然有密切的來往，

我想五兄弟分家後仍並排同是很重要的原因。我的母親曾說她小時候住在舊家，

五房中年齡相仿的小孩都會玩在一起，所以長大之後關係還是很親。母親家親戚

們常用「五條仔內」總稱五房的子孫。前幾年由三房謝咾的孫子發起屬於我們五

柱內的宗親會。足以可見謝梱後代子孫人丁興盛以及關係的親近。 

   

    謝梱出生於同治 13年(1874年)，是十二世謝辨與陳有的么子。17歲時透過

人家介紹娶了隔壁庄的洪靟。兩人育有 5男 4 女。靠著謝梱種番薯、花生過活。

1895年日本接收台灣，日人在台大力發展糖業，1900年後陸續建置新式糖廠取

代傳統糖廍。謝梱也開始種甘蔗，是主要的收入來源。28歲時兄弟分家。隨著

孩子一個接一個出生，原本的居住空間不敷使用，加上大兒子，也就是我的外曾

曾祖父謝真也到了適婚年齡，需要新房娶媳婦。於是大正 8年(1919 年)16在庄內

買了塊地，靠大兒子和幾個親戚幫忙，半年後就從熱鬧的街上搬到相對人少很多

的「芋園」，從此奠基此地。幾年過去，外曾曾祖父五兄弟逐漸長大，開始幫忙

分擔農事。有趣的是，謝真兄弟除了種田，還會兼做其他甘蔗相關的副業。謝真、

謝斗牽牛車，負責將甘蔗從田運送到集貨場。謝咾是甘蔗工的工頭，因為識字，

可以記人名，可以叫人來採收或載甘蔗，類似現在的人資。謝芥負責顧台車，甘

蔗從牛車卸到五分車的車廂上。最小的謝麗水年紀還太小，沒辦法幹活。雖然這

些兼業的薪資微薄，但四個兒子都很努力工作，幾年過去掙了點錢，慢慢地把一

塊一塊田買起來，家裡生活稍微得到改善。又過了幾年，老二、老三、老四也娶

妻生子，家裡住不下所有的人，於是謝斗和謝芥先後在先前買下的隔壁蓋厝，留

謝真住舊家的正身，謝咾、謝麗水住護龍。 

 

   我的外曾曾曾祖母洪靟出生於清末光緒 7年(1881年)，來自新街庄。現在在

五房三合院的廳堂牆上，還掛著她的遺像，畫中的她個子頭戴清朝女性的頭巾，

裹著小腳，看起來莊重沉靜。16歲就嫁來路上厝，因為裹小腳的關係，走起路

來不是很穩，沒辦法下田幫忙，大部分時間都在家帶小孩、燒飯。為人恭謙、友

善，對子孫們也是疼愛有加。父母過世的早，於是將年幼的弟弟-洪萬車接來謝

家照顧。洪萬車在謝家當長工，幫了不少的忙。洪萬車因為經濟能力比較不好，

沒辦法像謝真、謝斗牽牛車賺錢。但是他為人勤奮，一和家中長輩提到他的名字，

每個人都稱讚他養的那隻母豬很會生，生出來的小豬總是很漂亮，庄內大家都爭

相拿錢跟他買小豬，說得好神奇。而他也因此賺了不少錢。後來靠著姊姊洪靟幫

忙，跟姊夫謝梱買部分的土地，雖然沒辦法知道詳細的買賣過程，但是我想謝梱

跟洪靟對洪萬車這個弟弟是很疼惜的吧。之後洪萬車的兒子們也有與我的外曾曾

祖父兄弟來往，一直到我外公這代才較少來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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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地名的由來有待探究。訪問時長輩都叫-路上派出所前那塊地-芋園，但是沒有人為何如此稱

呼。有長輩表示可能該地以前有種芋頭。 



    17聽外曾叔公祖說，外曾曾祖父五兄弟都不怎麼說話，以前謝真和謝斗還常

常為了牛的而吵架。按理來說，要用來載甘蔗的牛是越壯、健康越好，謝真買牛

總是精挑細選，都買到尚讚的牛。反觀老二謝斗，隨便買牛，所以牛常生病牽不

動，就要跟謝真借牛，謝真就是不肯借他，於是就吵了起來。大家都笑老二憨，

都要花一樣的錢買牛，總是買到差勁的牛，一直外曾叔公組長大後也是這樣，一

點都沒改變。 

 

三、 五兄弟的命運 

 

 1942年十三謝梱死後一年左右，洪靟將三、四甲多的土地分給外曾曾祖父

五兄弟，一人大略分到七分多的土地，是說家產分完後，一個人擁有的其實不多。

5人只好各自更努力打拼。五個兄弟的命運大不同。其中我的外曾曾祖父謝真相

對算是很幸運。分家沒多久，他與當時18十三頭關係很好，聽說十三頭很有錢，

手上握有很多地，於是他將一些土地放給謝真做。正值青壯年的謝真，加上外曾

祖父謝老晏和外二叔公祖謝天來也長大，可以幫忙做事，就這樣共同耕作三、四

甲的地，地主也沒有討回去的意思，穩定的耕作機會，使得外曾祖父的收入算是

穩定的。更幸運的是，誰也沒料到光復後，國民政府的土地改革政策，透過三七

五減租、公地放領、耕者有其田三步驟，外曾曾祖父晉身擁有四甲多土地的自耕

農，是五兄弟中經濟狀況最好的一位。 

 

  然而其餘兄弟雖然沒有像謝真這般幸運，但是老天也還算眷顧。在二次世

界大戰後，日本人戰敗，由國民政府接收台灣。當時日人在台的軍事用地全轉交

給國軍接收。其中未建造完成或臨時搭建的軍用地在戰爭結束前，日人已發還農

民。而路上厝飛機場比較特殊，既未在戰爭前發還人民，戰後空軍也沒有接收。

1944年建造的路上厝飛機場，才剛鋪好石頭，連柏油都還沒鋪，加上美軍不時

的轟炸，還沒蓋好政權就更換了。而當日本宣布投降後，趁著政權的空窗期，路

上厝村民便伺機去飛機場圈地，以拓展耕作版圖而有更多的收入。當時謝斗、林

葉(謝咾之妻)、謝芥也跟風，清晨時分，各自帶著小孩牽著牛，犁了四分多到一

甲多不等的地，這天上掉下來的田地。於是最後，路上厝飛機場還沒等到正式啟

用，升官晉祿的那天，就像是船過水無痕般，又回到了農用的命運。 

   

事實上，並不是每個庄裡的人都有去犁田，想去的人為了減少競爭對手，放

假消息說警察會來抓，有人聽到之後就不敢去了。可見當時人民對於日本警察大

人的恐懼有多大，即使日方已宣布放棄台灣主權。據聞老么謝麗水似乎也是被傳

聞嚇到不敢去的人之一。至於謝真，我猜想依長輩描述他的個性，沒去應該不是

前述原因，而是原本耕作的面積已經足夠，就沒有跟去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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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文慶口述。2015年 9月。 

18
 13保就是三成村，三成村的村長就叫做 13頭。謝文慶口述。2015年 9月。 



 

 路上厝鄰近地區自古因無水利設施，遍地飛沙走石，農民生活慘淡。光復

後民國 36年，由原北斗水利委員會策定路上厝土地改良工程計畫，中央政府補

助一半的費用。由於當時全國各地同時有很多大型水利工程在進行，導致物價飛

漲，一直到了民國 42年才完工。拜此工程所賜，家裡可以吃到米飯，而不用面

對餐餐的番薯籤，生活條件至此改善許多。同時這一年也是謝真成為自耕農的頭

一年，只可惜十五世謝真在一期稻還沒收成之前，就因為肝炎還是肺炎發病嚴重，

先走一步了。 

   

    隨著十五世一個一個結婚生子，十六世陸續出生，原本的居住空間不敷使用。

於是在民國 50年左右，五房商議全面翻修房子，和隔壁條的買地後，就將原本

三間面西簡陋的土角厝，翻修成面南並排的四間三合院，其中因為二房表示不願

意一起蓋，只蓋了簡單的小鐵皮。時至今日，大房的三合院在我國高中時翻修城

樓仔厝，經營起一貫道佛堂，三房和四房則因為子孫有的外出打拼，有的人丁興

旺，在家附近也蓋了樓子厝，兩間三合院久未有人居住，偶而回去整理神明廳罷

了。另外，在翻修房子時，因為土地面積不是很夠，最裡面的一戶少了三、四坪

的面積，洪萬居為了感謝謝家對他的照顧，於是無條件地讓我們使用他的地蓋房

子。 

 

四、 務農到水電工 

 

    十六世謝老晏出生於民國 13年出生，是名水電工。讀書時就曾自己摸索一

些。以前日本人規定每戶只能有一盞電燈，然而謝老晏卻私下偷改電線，多接出

一盞電燈來，白天蓋起來，晚上再打開使用。從路上分教場畢業後，隨著父親謝

真到線西許家農村學習水電技能。因為在路上厝市場小，於是謝老晏就到二林鎮

上開店。起初，沒有社會網絡的支持，生意並不好，後來慢慢地累積人脈後，才

漸漸好轉。連帶大兒子謝良宗、三兒子謝村田、四兒子謝棧榮國小畢業後也加入

水電的行列。謝老晏或許有繼承到謝真人際應酬的天賦，民國 50、60年代，謝

老晏與時任芳苑鄉長關係很好，因此承包到整個芳苑鄉的路燈工程，賺了一大筆

錢。現在謝良宗兄弟住家的地就是用這筆錢買的。在生意穩定後，謝老晏透過對

面鄰居劉氏的帶領下，接觸一貫道，從此便一心向佛，是彰化縣一貫道有名的謝

經理，外曾祖父最令人佩服的就是，八十多歲了，還可以開車從彰化來回台中、

台南、屏東各地佛堂。 

 

五、 水電工變蛋農 

 

    我的外公-十六世謝良宗，民國 33年出生，是家裡的大孫，所以很得謝真疼

愛。  外公小學畢業後，就到外曾祖父的水電行幫忙，然而是沒領薪水的，一直



到 30歲，外公才驚覺已屆而立之年，若再不出來打拼，等再過十年，小孩要分

家，卻什麼都沒有。於是外公開始決定另起爐灶，打拼自己的事業。剛開始外公

在家門外養一水的肉雞，沒什麼賺，後來看到二叔公養蛋雞本想那自己來養豬好

了，但外婆勸外公，人家養什麼就跟人家一起做。外公想想，養豬還要考慮到排

水的問題，這裡排水不易，幾經考慮，於是聽從外婆的意見，才開始養蛋雞。現

在外公家以前就是最初養雞的地方。起初養的少，後來因為地方太小，外公就改

到離家裡不遠的地方設場，原本的地方則改做住家使用。養雞事業為外公賺取不

少財富。近一二十年來，外公陸續將養雞場交由三個舅舅經營，自己則是重拾老

本行，偶而幫親戚好友修理水電，甚至當上當地大廟的總務。家裡總笑他退休反

而變更忙了。 

 

    民國 60年代，芳苑鄉開始興起一股養雞風潮，十六世謝清山因朋友建議而

開始養雞，後來外公和二叔公看到叔公祖做得不錯也跟進。早先養雞場設備簡單，

柱子自己灌水泥，橫樑則是撿台北當時很多人家翻修房子所拆掉的材料，一種木

材叫福杉回收再利用。沒錢就跟標會或是跟親戚借錢，慢慢累積點積蓄後，再投

入更多資本，增加雞蛋生產量，在民國 70年代蛋價好時，一天最多可以收到快

兩萬元。 

 

六、 一種米養百工 

 

    日治末期到戰後出生的 15世，除了大房外，共同面臨著分家後土地無法養

活一家人的問題。大多人選擇跟別人承租土地，擴大耕作面積來增加收入，餓不

死，養不飽的情形。然而並不是每一個人都能順利的找到願意出租土地的地主，

於是有人靠親戚牽線，到外地打拼，想賺更多的錢。但是整體來說，出外的還是

不多。到了民國 30到 50年代出生的 16世，出外的人就佔了三分之二。16世們

成長的年代正值台灣經濟起飛，以農養工的階段，許多叔公皆表示年輕時到台北

做工過，有的人做床墊加工，有的人做建築工程，或是去當學徒。其後每個人各

自因為親戚提攜，兄弟幫忙，加上個人努力，各自在第二級與第三級產業闖蕩屬

於自己的一片天。 

    我外公五兄弟則比較特別，全部留在路上，沒有外出。我想他們之所以能夠

成功留下的原因是我的外曾曾祖父與外曾祖父關係。因為養雞固然賺錢，但有著

一定的門檻，初期必須投入相當的資本，我外公五兄弟的養雞場初期蓋在謝老晏

所買、或是謝真因公地放領所得到的土地上，因此節省掉一筆大成本，才有辦法

可以經營養雞事業。其後十七世，我的舅舅們年輕時也曾出外打拼過，經營服飾

店或小吃店都失敗，是外公的養雞事業讓舅舅們得以回鄉定居，否則舅舅們也很

有可能要到外地發展。 

 

 



15世 地區職業 16世 地區職業 

15-1-1 路上水電 5男 皆路上養雞 

15-1-2 新竹做燈泡 2男 皆新竹做燈泡 

15-1-3 路上務農轉養雞 3男 2路上養雞；1台中教書 

15-2-1 路上務農 2男 1路上務農；1汐止工作未明 

15-2-2 路上務農 2男 皆路上務農 

15-2-3 台北開公車 2男 皆未明 

15-2-4 台中賣檳榔 2男 1台中賣便當 

15-3-1 路上務農 4男 板橋、景美，開旅社塑膠模具、模板工程 

15-3-2 台北餐飲 3男 石牌、桃園。汽車相關零件、建築相關 

15-4-1 路上務農 1男 科技業廠長 

15-4-2 先台北後路上， 

換過很多工作 

2男 台北皆工人 

15-4-3 台北先工人後開

計程車 

1男 台北五分埔賣衣服 

15-5-1 路上務農 2男 板橋做水泥 

15-5-2 路上務農轉養雞 2男 皆路上養雞 

15-5-3 新加坡廚師 1男 1生物科技研究員 

15-5-4 高雄水電 1男 未明 

總共 16位，6位外出。 總共 35位，23位外出。 

 

第四章、結論 

 

    透過我們家近百年來的故事，不只反映路上厝甚至是整個芳苑鄉的發展命脈。

從日治的甘蔗、戰後的水稻、民國 60年代興起的蛋雞產業，整體產業的轉變；

另一方面，外出發展的情形也道出偏僻貧瘠鄉村的無奈。從個人層面來看，家族

中個人的生涯發展與父親輩甚至祖父輩有著相當程度的關聯。這關係到你有沒有

成本可以留在原鄉。而外出的人則可能會因為妻子娘家親戚而決定到哪裡定居，

從事哪個行業。雖然個人特質也會影響一個人的生命軌跡，但是相對來說，是整

體社會的發展與個人社會網絡主導著一個人的生命歷程。 

 

    對我來說寫這篇文章的意義不在於家族史本身的撰寫，而是在回鄉踏查的過

程中，試著去認識家中長輩，和他們聊聊天，或是就跟著外公外婆日常生活起居，

企盼能夠從他們的角度看世界。在一個尋常傍晚，我跟外公外婆到花生田去除草，

因為外公昨天才放水，田裡的泥土黏黏軟軟的，在曬過太陽後還帶著點溫度，我

突然有種感覺，彷彿在這一刻，我才真的是回到了農村、回到家鄉，莫名地感動。

我感覺我似乎找到回家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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