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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祖父常說我們的祖先是從廣東省潮州府饒平縣元歌都社洋較埔鄉來。來台祖文根、文平
祖乾隆年間從唐山坐船過台灣，由台北淡水上岸，輾轉來台到桃園縣中壢市社仔、平鎮鄉東
社村落戶，開墾荒地，以農耕為生，延續後代子孫。台灣陳氏裔孫亦時常提起欲想回原鄉探
視。在祖父時期政府未開放兩岸探親政策，後來祖父就逝世了，此任務則由父親承擔下來。
不久適逢政府開放探親，父親透過中壢宗親從事旅行社事業的陳漢斌，歷經五年時光奔走、
打探。方得到饒平縣政府同意遴派饒平縣志作者劉陶天老師代為尋找，後來找到今改地名為
廣東省饒平縣饒洋鎮崗下管區陳厝埔村，向宗長陳卯訪談歷史往事。
獲悉祖先原鄉的宗親依然在那裡生息，台灣宗親非常的高興。立即召開陳氏文根、文平
祖基金會會議，在全體委員支持並組成大陸尋＂根 Root＂認祖參觀團。刻於西元一九九一年
六月二十日所組成參觀團，由陳輝錢率領團員二十名有陳輝良、陳輝通、陳輝鑑、陳光榮、
陳光雄、陳光宇、陳光瑞、陳旭祥、陳思慧、呂蘋蘋等。返回饒洋故里探望宗親並祭拜祖先
靈位，查看祖先牌位果真有文平、文根祖牌位（木製）及後代祖先牌位十幾位，再訪談陳卯
宗親細說歷史來龍去脈後，在文化大革命時破四舊下，陳卯宗親將祖先牌位用籃子裝好藏在
森林中，躲過了被焚燒的命運。在族譜與牌位及陳卯的訪談口述事實，多重見證。千真萬確
就是唐山原鄉的祖居地。宗親目睹陳氏祖堂多年失修，被于蟻損壞，斷垣殘壁，有倒塌危險，
岌岌可危。返回台灣後在基金會議全體委員及代表全力擁護陳輝錢為「台灣省陳氏祠堂重建
委員會」擔任主任委員，筆者擔任主任秘書，並展開重建陳氏祠堂工程計劃事宜。
本文內容依序分別為摘要。壹：緒論。貳：陳氏祠堂之地理位置。叁：陳氏祠堂重建經
過。肆：依原鄉方式舉行祭祖典儀。伍：結論。內涵從摘要開始談起緣，然後陳氏祖堂地理
位置，再談重建祠堂的經過，然後如何按原鄉祭祀禮儀，完成祭祖大典，最後結論以歷史背
景，政府單位所認可，學術單位所採用，祭祖元素等面向分析。本文主旨在探討原鄉找尋，
陳氏如何透過祠堂的重建，捐款與祭典，在饒平和台灣復振宗族認同之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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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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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者係從中壢南遷到高雄文根、文平祖第十七世子孫，對於原鄉（饒平）尋根之願望，
緣起在孩童時候阿公時常提起，我們的祖先係從唐山（饒平元歌都）來台灣。在清代同治二
年（公元一八六三年）為修建祖祠台灣族親有捐款帶回原鄉的記載，此時原鄉有第十三世孫
達祚渡台言及在唐。祖祠于蟻損壞，在唐丁稀財無不能修理。望台灣房內回唐修理，顯威與
親房酌議，各房捐款有 139 銀圓，顯威與達祚攜捐款二人回唐修理。即請大埔邱丹崖以齊先
生，主經擇日照原坐，往後日治時期、國民政府時期則切斷了兩岸人民往來。阿公一生想回
唐山拜祖，未能如願於民國六十年就仙逝了，留下無限的遺憾。阿爸一肩挑起這千斤重擔，
勇往直前，一心一意想在有生之年能夠完成這歷史大業。筆者追隨家父一起尋找原鄉，絞盡
腦汁去想方法，自然就立下誓願一定要找到唐山的原居地，佛法上云人所發的願力有多大，
其力道就有多大，其能量就有多強。則焚香祭拜祖先願祖先能出現貴人相助，事隔多年在清
明節（中壢祖塔）祭祖時，筆者當眾焚香秉告開台祖先第十一世祖文根、文平祖及歷代祖先、
阿公。多年來尋找唐山（饒平）原居地未能如願，千巧百巧出現一位宗親陳漢斌經營旅行社
業務，請他代為尋找。過了三年透過饒平縣政府指派劉陶天老師尋找，終於找到了饒洋鎮陳
卯宗長，述說祖先歷史經過。
在民國八十年陳氏祠堂重建之前，筆者立志要把陳氏祖先由原鄉東渡台灣至現今歷史一
一記錄下來，所以在認祖確定後就用照相機、陳卯宗親口述歷史訪談一一記錄，否則耆老往
生就很難再找到更原始資料。歷史的還原是要靠人去尋找資料、訪談、相片、實際參與共事。
歷史是還原過去人、事、物的真實故事記錄。今天不做明天就後悔，尤其這種寶貴歷史資料
不記載下來，有一天則消失無痕。回想陳氏族譜的記載於公元一八六三年迄今。已經中斷了
一百多年之久，身為陳氏後裔孫有責任、義務把祖先留下來的人、事、物記錄下來，留給後
代子孫作為歷史見證。藉著陳氏祠堂的圓滿落成，記載一切祖先歷經奮鬥的血、淚、汗的歷
史事實，這就是筆者想要去完成的最大使命。
本文主旨依前後順序排列則分摘要。壹：緒論。貳：陳氏祠堂之地理位置。叁：陳氏祠
堂重建經過。肆：依原鄉方式舉行祭祖典儀。伍：結論。內容從摘要開始談起因緣，然後陳
氏祠堂地理位置，再談起重建祠堂的經過，然後如何掌握機緣舉行原鄉祭祀禮儀完成祭祖大
典，最後以結論來總述該宗族之復振。

貳、陳氏祠堂之地理位置
饒平縣是廣東省陸上最東的一個縣。上饒區包括緊連一起的六個鎮：上善鎮、上饒鎮、
饒洋鎮、新豐鎮、九村鎮和建饒鎮。從宋朝末年起，上饒區客家人的祖先就先後在這塊土地
開墾荒地，繁延後代子孫，至今約有七百多年的時光。
上饒區總面積 363 平方公里，其中上善鎮 43.7 平方公里，上饒鎮 52.6 平方公里，饒洋鎮 8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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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方公里，新豐鎮 61.5 平方公里，九村鎮 47.8 平方公里，建饒鎮 73.2 平方公里。
饒洋鎮地理環境：饒洋鎮地域在上饒區的中部地帶，方圓 84.2 平方公里。北與上饒鎮、
南與新豐鎮接壤，東西兩面是南北走向的高山，分別與福建的秀篆鄉和九村鎮相鄰，中部是
一片開闊的緩坡地，行成一個狹長的丘陵兼實谷地帶。黃岡河上游和豐柏公路從中間穿境而
過，分別是饒洋農田的主要灌渠和交通要道，鎮城西北境的西岩山主峰上尖髻海拔 1,256 公
尺高，素有＂饒平屋脊＂之稱。
饒洋鎮人口依公元 1990 年統計有 53,182 人，其中有畬族 71 戶 305 人。鎮內經濟以農業
為主，工業以陶瓷為輔。鎮內人口姓氏以詹、劉、邱為大部分，還有藍、林、黃、簡等姓氏。
崗下村位於饒洋政府機關駐地旁邊（今饒洋中學），在公元 1992 年末，人口 2,986 人，
多數屬姓詹、劉村民，姓陳村民 20 餘人，講上饒客家話。陳姓開基祖挺稙公，裔孫曾是葉茂
枝繁，後因環境變化，多數人向外遷移，至公元 1989 年只有陳卯宗親兩家人住在崗下村。
（其
資料取於參考資料 7、8）
陳氏祠堂位於饒洋鎮崗下管區陳厝村，係坐北朝南方位，前方水塘，後面有小山丘陵，
長滿龍眼、荔枝等果樹、正前方水塘前有小溪流，據長者說是龍穴之處。筆者於民國八十年
曾回到此地訪談陳卯宗親說祖先千辛萬苦做起的圍龍屋，他們也住在此屋生息，房屋高約二
米半左右，每間房舍很狹小，牆是用泥土磚砌成的。筆者曾經在民國八十一年四月陳氏祠堂
興建中，曾住過圍龍屋。門是用木製的，其房舍有養雞、鴨、鵝、猪等，有些屋舍用於儲放
糧食、工具、雜物、有牛舍、生活非常的苦，沒有電燈用媒油燈。煮飯用稻草、木材等。飲
水靠前方水塘旁小水井。筆者曾經飲用過此井水，確實很清澈甘美，是一口龍泉水。可想而
知其生活條件很差，慾想要溫飽一家人口太辛苦了。而祠堂的建造很簡陋，其四周牆壁全用
泥土磚砌成，高度大約 4 米左右，有前堂左右伸手，中間有天井，後堂高度四米半左右，牆
面白色石灰已褪色，露出泥土模樣，房樑已腐壞，危險極了。但要感恩祖先當時的生活條件
這麼差，能夠集所有力氣蓋祖堂，讓上輩祖先有個免於日曝雨淋有安息地方，充分表達這份
忠孝心，令後代裔孫感到敬佩與感恩，先祖也知道有朝一日陳氏後代子孫有發揚光大重建祠
堂的能力。

參、陳氏祠堂重建經過
陳氏文根、文平祖基金會，全力支持重建陳氏祠堂則命名「台灣省陳氏祠堂重建委員會」
全體委員代表一致擁護家父陳輝錢擔任主任委員，主任祕書陳光榮，展開重建祠堂工程，設
計規劃、資金籌劃、組織人員分配、施工發包等。筆者與高雄知名設計師葉汝泉構想藍圖模
式，其設計方式為預防往後維護困難，全用最安全施工方法，所用建材以石材及鋼筋水泥建
造。屋頂全用 R.C 結構設計，力求完美耐久性的高標準結構體設計方式。筆者曾服務建築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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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負責工地施工作多年，受主任委員指派負責陳氏祠堂重建工程任務。資金方面以基金會名
稱分別北、中、南部各宗親名單寄信通知，再以北、中、南部各有一名委員負責募款，所募
款資金再滙入基金會的財務部。
組織人員分配以老、中、青三代為主，北、中、南部以人口數為比例分配，任何職務的
委員均考慮到委員對基金會的忠誠、熱心、負責態度為原則。
在台灣方面如設計圖、施工方法、人員組織、資金募集、總工程預算、開工日期、施工
日數，完工日期等告一段落後。主任委員召集基金會幹部會議，報告陳氏祠堂的籌劃過程已
完畢。指派陳光榮、陳輝通、陳輝良、陳光瑞、陳光騰等 5 人遠赴饒洋鎮原鄉。
工作人員到達饒洋時，即召開當地宗親施工說明會，利用當地施工人員來完成陳氏祠堂
的重建，介紹有泥水工程，模板工程、紮鐵工程、混凝土工程，砂石工程等基礎結構工程等，
經過飾選有工程經驗工程人員，並赴當地正在施工中及其已完成的建案，進行深入瞭解施工
品質較佳者，再訪談建案附近民眾的口碑，評估其可行性後，五人小組開會審核調查的資料，
作最後決定由那家來承包工程，會議決定兩家工程公司得標，分別前、後兩棟施工，順利完
成承包工程發包。擇於西元一九九二年三月十八日動土開工，各方施工人員相互配合得宜，
天時地利人和之下，在西元一九九二年十二月二十五日順利圓滿落成，祭祀大典由主任委員
陳輝錢親自主持。祠堂動土開工，首先以三牲、水果、紅粄、包子、金香銀紙、清酒等祭品，
祭拜地基主，土地龍神，土地公、諸神其他等，祭拜完成燒金銀紙後。即開始折除舊有祠堂、
整地、拉水平線、定方位(以羅盤為主),訂中心位置出水口，分配結構樑柱位置，地中樑，四
週樑柱位置，以石灰做記號區分。開挖主樑柱深度三米 30 公分，四週宽度一米 30 公分，地
下擺鵝卵石，加井型鋼筋，灌注水泥漿(R、C)完成，四週樑柱以方型鋼筋灌注水泥漿完成。
地中樑以長方型鋼筋水泥漿灌注完成。基礎平面下層用鵝卵石排列魚鱗式，加紮井字型鋼筋
水泥漿灌注完成，初步地面基礎初批完成。後殿四支主樑柱以孤型字設計加紮超強鋼筋美觀
堅固，灌注水泥漿成型。四面圍牆用石英混合石磚砌成。大門之門框柱在泉州購置之花崗岩
石乳白色雕刻成型。正前圍牆用花崗岩石的石磚砌成，窗戶圓型亦用花崗石製成，全部門框，
窗戶均花崗石製成。屋頂用鋼筋水泥加紮鋼筋雙層以 15 公分井字型距離灌注水泥漿加防水材
料完成。屋頂紅色琉璃瓦片採用潮州市生產的產品美觀耐用。內部外部牆壁用高級防水泥漆
粉刷完成。內部地板以圓型圖樣分淡紅色及粉白色磨石子完成。內部樑柱以紅色系列粉刷完
成。大門、左側、 右側、用漳州市木製品材料完成。
內部設備全部由桃園大溪佛具行老師傅精心設計雕刻的產品包括祖先大牌位、上層佛
桌、下層供桌、香爐等是紅豆杉木料材質，至目前已有五十年左右時光，呈現轉紅色明亮，
亦是好兆頭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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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隻神獸雌雄麒麟由大陸泉州老師傅雕刻而成的產品，據賣方說已放置約十五年之久，
遇上有緣人得到此寶物，其價格定價的一半成交。大門陳氏祠堂，對聯、石碑文字由廣東著
名書法家張守強先生書寫人。陳氏祠堂所有建築材料是用最好頂級的建材興建的。家父為讓
陳氏後代子孫在往後能夠很清楚地，回到大陸原鄉尋找祭祖的〝根〞居地，集合台灣宗親所
捐出的資金重建陳氏祠堂之使命。結合台灣與原鄉宗親最具有向心力的祭祀信仰中心，每每
聽到台灣宗親要回鄉舉行祭祖大典，原鄉的宗親都非常高興與期盼，從外省份返回原鄉參與
祭祖大典，略表後代子孫對祖先的忠孝心。

肆、依原鄉方式舉行祭祖典儀
位於饒洋鎮崗下村陳厝陳氏祠堂，重建於公元一九九二年三月十八日動土興建，同年十
二月二十五日(農曆十二月初二日)圓滿完工。並舉行陳氏祠堂落成祭祖大典儀式，由重建委
員會主任委員陳輝錢親自主持祭祖，有饒平縣政府官員、長老、宗親、親朋好友、台灣宗親
有陳輝通、陳輝良、陳輝鑑、陳光榮、陳光瑞、陳旭祥、陳光雄、陳光宇、陳詩翔、呂蘋蘋、
陳思慧等及族親約二百多人參加祭祖。祭品豐盛多樣五牲(猪、羊)果、粄等。祭祖以三拜三
跪九叩首大禮，另外別姓氏也參加三叩首祭拜禮不計其數，非常踴躍，令人感動不已。上午
十二點左右功德圓滿。午宴席開三十二桌宴請政府官員及宗親朋友，其中有遠方姑婆走了三
天才到此參加盛典，真是一份忠孝心，值得晚輩後代子孫敬佩和效法。家父陳輝錢曾經在落
成前日夜宿於陳氏祠堂旁的祖屋宗親陳浪家，由筆者陪伴家父同住感受彷彿時光倒流的記憶
及回顧，心情無比興奮。正巧的事(阿公、阿爸、筆者)三代人，每代相隔二十四年又是三代
屬馬，終於在祖先庇佑下完成祖宗三代人重建陳氏祠堂，不可思議的使命感任務與回憶。
在西元一九九六年十月返鄉祭祖，有陳輝良、陳輝煥、陳光榮、陳光瑞、陳金森、余秋
香等五人。在西元二 0 一一年五月十四日返鄉祭祖(廈門、漳州、饒平祭祖客家土樓文化遺產
7 日遊)，並且整修陳氏祠堂內外部工程，合計工程款人民幣 35,650 元(折合新台幣 158,927
元正)，整修後煥然一新，恢復往昔光彩，留給後代子孫永遠的懷念與追思。此行特派油漆工
程公司總工程師陳光龍，負責施工、品質管控等。隨團員有陳輝良、陳光榮、陳福田、陳黃
阿娥、陳光銘、黃秀卿、陳光誥、陳鍾主、江文德、賴秀惠、陳嘉義、陳光銪、陳詩田、陳
輝旭(九世祖)、陳輝銘(九世祖)、陳輝沐、陳光龍、陳詩傑等十八人。工程款樂捐名單:
陳輝銘 3,000 元正、陳輝旭 3,000 元正、陳光榮 3,000 元正、陳輝良(關西)3,000 元正、陳
安雄 3,000 元正、陳輝湧 3,000 元正、陳光瑞 3,000 元正、陳旭祥 3,000 元、陳光銘 3,000
元正、陳江海 3,000 元正、陳福田 3,000 元正共十一人，合計新台幣參萬參仟元正。
第四次於西元二 0 一六年七月二十三日(農曆六月二十日),由台灣陳氏文根、文平祖基金
會第十七世委員陳光榮及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客家文化研究所前所長吳中杰博士教授率領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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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研究生有:楊景謀、陳光榮、盧純月、林慧欣、邱美都、黃莉芸、湯玉萍、張肇翰、劉秀珍、
林采玲等十一人。與本地宗親陳浪、陳煉、陳金湖、陳名立及宗親三十三人。
陳氏祠堂祭祖大典流程表:(一)擺設祭祀供品(二)焚香祭拜(三)行三拜三跪九叩首禮(四)
請恭讀祭文(五)燒金銀財寶(六)送恭讀祭文(七)完成祭祖大典功德圓滿。
陳氏祠堂祭祖大典於西元二 0 一六年七月二十三日(農曆六月二十日)上午十時三十分開
始。
(一)擺設祭祀供品:1.首先祭祀的供品有三牲(鵝、肉、魚)，圓包、粄、水果(蘋果、龍眼、
葡萄、紅龍果、香蕉、水蜜桃等)及金銀財寶、金紙、清酒等，祭品豐盛代表誠意。2.獻上香
花兩束置於祖先大牌左右兩側 3.點燃寶燭兩支挿在香爐左右。
(二)焚香祭拜:1.點香後分香各持二支給參拜者 2.全體向外一拜(拜天公)收香一支挿於外面
天公爐。3.手持一支香向內拜祭堂上列祖列宗拜三次，收香揷在香爐上。
(三)行三拜三跪九叩首:族親列隊行跪拜禮。1.一拜→跪→一叩首、二叩首→三叩首→起。2.
一拜→跪→四叩首、五叩首、六叩首→起。3.一拜→跪→七叩首→八叩首→滿叩首、起、拜(完
成)。
(四)恭讀祭文:
內容:請〝恭維〞伏以吉日良時，六神通利、四道開張，裔孫謹誠，立地焚香，躬身拜請
陳氏祠堂，穎川堂上，陳氏歷代始太高曾祖考妣，列祖列宗，再來拜請，傳香童子，奏事童
郎，轉奏各位列祖列宗，拜請第一世祖挺植公劉氏太孺人，各位先祖，拜請第十一世祖文根、
文平公涂氏太孺人，敬請歷代先祖。於公元二 0 一六年七月二十三日(農曆六月二十日)大吉
良時，今有台灣裔孫等陳氏文根文平祖及歷代祖墳基金會委員第十七世陳光榮及國立高雄師
範大學客家文化研究所前所長吳中杰博士教授帶領研究所碩博研究生前來拜祭，點起燈寶
燭，奉上水果、三牲、清酒尊請列祖列宗共嚐，伏祈鑒納，採鑒微誠。尊請列祖列宗，保佑
各位身體健康，萬事如意。聖筊證明，擲聖筊、聖杯、開壼酌酒。1.第一支柱香燒至一半後，
2.再燒第二柱香至一半後，開始燃燒金銀財寶 3.再燒第三柱香至一半後 4.送列祖列宗恭讀祭
文。
送〝恭維〞
祖德積厚，葉茂根深，懷念上祖，淵源流長，祖上恩德，永懷弗忘，後裔孫旺盛，財富
恩德，後裔旺盛，財富榮昌，以迄于今，億萬斯年，長發其祥，茲蒙庇佑，四時集祉，八節
呈祥，三多有慶，五福無疆，伏祈我祖，庇佑裔孫，及參拜者，讀書者，名登首金榜，工業
者，工到得利，萬事吉祥，經商者，萬商雲集，收金萬斗量，士農工商，房房富貴，人丁大
進，福祿康祥，裔孫誠心敬拜，若有不敬之處量請列祖列宗原諒，諒有歡喜領受，言祝不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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聊表祝章，祖其靈矣，降福降祥，祈求列祖列宗保佑到案參拜者，事業成功，身體康健，心
想事成。一路平安。(聖筊證明)擲聖筊，聖杯。奉請眾位神祇，列祖列宗，一派宗親，各歸
原位。禮成。
終於在十二點完成祭祖大典，功德圓滿。祭祖大典結束後由本地宗親陳浪、陳煉、陳金
湖等宴請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師生及本地宗親聚餐，品嚐道地的家鄉美食料理，尤其難得吃到
的鵝肉，粄條麵條，高級湯料，當季水果非常新鮮，大家吃得樂開懷，可說賓主盡歡，令人
回味無窮，心存感恩與期待，師生們依依不捨離開了原鄉(饒洋鎮陳屋),完成終生難忘的祭祖
大典的情景及美食。再往下一站是饒洋鎮邱屋(西華樓)，參觀八角型的圍龍屋非常奇特後，
結束一天行程返回饒平縣黃崗之饒平大飯店。

伍、結 論
綜觀上述歸納總結下列方面:(一)歷史背景（二）政府單位所認可(三)祭祖元素。
(一)

歷史背景:根 ROOT(饒洋鎮)陳氏祠堂，先祖做起圍龍屋安置全家有屋住地方，第一
世祖梃植公為懷念祖先的恩德，不顧環境惡劣，生活艱難，千辛萬苦，毅然提起
勇氣，做起祖先祭祀的祖堂，讓後代子孫有參拜祖先靈位的場所。其宏觀的睿智
令後代子孫尊敬與讚佩。否則後代子孫遠離原鄉有三百年時光，想要回去尋找到
自己血脈相連之〝根 ROOT〞是不可能達成任務。藉著祠堂的建成，並將歷代祖先
的世代及姓名刻在牌位上。讓後代子孫有所瞭解，考證的事實是很重要的依據。
祖先的牌位及族譜是每一個姓氏記載它們如何遷移及後代子孫所在地，惟有帶著
這兩種寶物，不管你行遍天涯海角，五湖四海，都可以查出祖先的根在那裡，人
在那裡。尤其客家族群對於祖先牌位及族譜是非常的珍惜及愛護。倘若沒有族譜
的保存，也許陳氏後代子孫也無法很順利找到我們祖先原居地，祖先冥冥中保佑
陳氏後裔完成重建陳氏祠堂的使命感。

(二)

政府單位所認可:早在西元一九九二年一月台灣陳氏文根文平祖基金會曾派員遠赴
饒平縣由台灣辦事室鄭先生陪同至饒洋鎮人民政府拜訪，由於鄭先生鼎力協助獲
得人民政府的同意，得以重建陳氏祠堂的計劃。在西元一九九二年十二月陳氏祠
堂圓滿落成。
在西元一九九八年八月十二日由饒平縣台灣辦事室及饒平縣志編委會辦公室
合編「饒平鄉民移居台灣紀略」主編鄭國勝所編書中有台灣陳文平、陳文根歷代
祖墳復修委員會修建饒平崗下村「陳氏祠堂」的照片記戴。及書中第 121 頁第七
節崗下管理區崗下村(陳姓)第十七世陳卯宗親訪談內容記戴。饒平縣政府已將陳
氏祠堂列入縣志上及註冊在案。政府認定後受到國家保護古蹟文物的禮遇，更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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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揚古蹟文化的意涵。
再則是在西元一九九三年十二月廣東饒平客家海外聯誼會，出版一本書名饒
平客家叢書「客家人在饒平」主編鄧開頌、余思偉。本書第 149、150 頁上有「饒
洋陳氏祠堂」相片。以上兩則在在顯示出陳氏祠堂已被政府及民間寫作單位，在
撰寫饒平縣方面的書籍時，將陳氏祠堂選為最好的材料元素。更加對饒平縣饒洋
鎮文化古蹟有深度宣導意義。
(三)

祭祖元素:陳氏祠堂〝祭祖〞依照原鄉饒洋地區客家祭祖的典儀進行，全程用客家話
採用最古老的方式三拜三跪九叩首大禮，恭讀祭祀文亦用客家話誦讀談，恭送祭
祀文亦用客家話誦讀。顯示出祭祖是一種表達對祖先尊敬與懷念。祖先做起祖堂
之時，全用泥土磚砌成，歷經幾百年來有三次修祠，而年久又失修未能徹底改善
其祠堂的結構。欣逢大陸兩岸開放探親政策，而台灣宗親，組成大陸原鄉之行祭
祖(認親)探親團，於西元一九一年六月二十日返回原鄉(饒洋鎮崗下村陳厝)認祖
歸宗。在舊陳氏祖堂焚香祭拜列宗列宗，行三拜三跪九叩首禮節，屋內很小完成
最初的祭拜原鄉祖先，其意義重大。宗親目睹祖堂被于蟻損壞，岌岌可危。台灣
基金會發動宗親重建原鄉的陳氏祖堂，則命名為「台灣省陳氏祠堂重建委員會」，
全力支持家父陳輝錢為主任委員，筆者為主任祕書後，則展開重建工程的規劃事
宜。在西元一九九二年三月十八日開工興建陳氏祠堂，工程進行順利，在西元一
九九二年十二月二十五日(農曆十二月初二日)完工，舉行陳氏祠堂落成〝祭祖大
典〞
，由台灣省陳氏祠堂重建委員會主任委員陳輝錢親自主持〝祭祖大典〞以古式
方式行跪拜大典，熱鬧非常的氣氛中完成。祖先第十一世祖文根、文平祖離原鄉
遠渡台灣約三百年左右，不可思議能有機會親自設計、監工、完成重建陳氏祠堂
的心願，在此劃下完美的句點功德圓滿。

西元二 0 一六年七月二十三日由台灣第十七世委員陳光榮及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客家文化
研究所前所長吳中杰博士教授率領碩博研究生，返回研究生的原鄉(饒洋鎮)陳氏祠堂舉行〝祭
祖大典〞
，並用本地禮儀舉行祭祖全場用客家話唱誦、恭讀祭文，表達陳氏後代裔孫對於祖先
个忠孝心，追思與懷念。本文探討廣東饒平陳氏祠堂重建經過。在台灣所成立之基金會的運
作部分，將另文探討。

謝

辭

此行特別安排回鄉祭祖，感謝吳老師及研究生參與祭祖參拜，再三感謝。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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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原鄉(饒洋)陳名立、陳浪、陳煉、陳金湖及家人熱情的招待及配合祭祖大
典。

附錄一、陳氏祠堂之沿革
陳氏祠堂座落於原名廣東縣饒平縣元歌都瓜園社洋較埔鄉。今改稱廣東省饒平縣饒洋鎮
崗下管區陳厝埔村。
開基元祖挺植公於此創立家業，開墾荒地，務農為生，並建立宗祠龕坐艮向坤兼丑未分
金，奉祀祖宗靈位，以保後代子孫平安。因此處土地貧瘠、生活艱苦、環境惡劣、謀生不易。
毅然由九世祖聖瑞公、十一世祖先文根、文平公先後分二批離鄉背井，遠渡重洋，移居台灣
拓荒，落脚於台灣西北部台北府淡水庄內湖鄉與大自然博鬥，披荆斬棘，手胼足胝，刻苦耐
勞過著日出而作日沒而息之艱難日子。日積月累之成果，而奠定今日台灣子孫之成果根基。
第一次修祠於清乾隆十年八月十四日(公元一七四五年)。第二次修祠於清同治二年(公元一八
六三年)由台灣先祖捐款修建為一三九銀圓，其祖先修祠芳名錄:聖瑞公三、四、六房捐柒拾
銀圓，聖瑞公二房捐六銀圓，達載公捐六銀圓，達番公捐四銀圓，達那公、達璊公捐四銀圓、
達恩公捐五銀圓、顯燕公捐參拾銀圓、顯威公捐八銀圓、顯茂、顯良捐四銀圓、顯木、顯應
公損二銀圓，共計壹佰參拾玖銀圓。第三次修祠於(公元一九五八年)由原鄉陳卯宗親所發起
重修。而後台灣之宗親緬懷唐山之祖厝，歷經五年，不惜千辛萬苦尋找祖先的〝根 ROOT〞，
乃透過台北華美旅行社於一九八九年協助尋訪，先由台灣中壢市宗親陳漢斌，一九九 0 年十
二月二十五日遠赴廣東省汕頭市轉往饒平縣人民政府，並拜會有關官員，幸得政府遴派劉耀
天老師陪同本地宗親陳浪前往饒洋鎮人民政府拜會，由於兩位之密切配合熱心參與，遂能順
利完成初步的接洽工作，除感激之餘，可謂皇天不負苦心人。
此時欣逢大陸開放兩岸探親政策，刻於一九九一年六月二十日台灣之宗親組成祭祖尋
〝根〞之旅，並由陳輝錢率團員二十名返回饒洋故里探望宗親，並祭拜祖先靈位，以表達後
代子孫對祖先的忠孝心，及追本溯源與無限懷念。各宗親目睹祠堂多年失修，于蟻損壤，斷
垣殘壁，岌岌可危。返台後即成立〝陳氏祠堂重建委員會籌備處〞研礙重建工程，設計施工
等事務。於一九九二年一月十八日特派第一批工作人員，陳輝通、陳輝良、陳光騰、陳光榮、
陳光瑞等五人再至饒洋現址展開重建祠堂各項工作，幸獲當地政府與對台辦單位之鼎力協
助，得於完成規劃。此後又經常派員前來聯繫，施工說明、動土、安樑大典，終於在公元一
九九二年十二月二十五日(農曆十二月初二日)順利落成啟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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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台灣宗親重建陳氏祠堂樂捐芳名錄
耀地

3 仟元

耀錦

1 萬元

輝錢

60 萬元

輝通

35 萬元

輝良

35 萬元

輝雲

10 萬元

劉鸞

10 萬元

輝銘

10 萬元

阿標

5 萬元

信開

5 萬元

輝星

5 萬元

輝春

3 萬元

朝枝

3 萬元

立枝

3 萬元

輝煌

3 萬元

馮鳳球

3 萬元

安雄

3 萬元

輝鑑

2 萬元

輝樹

2 萬元

吳輝岳

2 萬元

輝良

2 萬元

徐度妹

2 萬元

輝沐

2 萬元

李則雄

2 萬元

國義

2 萬元

輝松

2 萬元

輝煙

1 萬 6 仟元

輝路

12,500 元

輝煥

12,500 元

輝雄

12,500 元

輝夫

12,500 元

輝桶

1 萬元

輝振

1 萬元

輝淳

1 萬元

輝榮

1 萬元

輝田

1 萬元

輝樹

1 萬元

輝相

1 萬元

輝炎

1 萬元

輝波

1 萬元

輝成

1 萬元

輝平

1 萬元

輝寶

1 萬元

輝澩

1 萬元

輝海

1 萬元

輝木

1 萬元

輝泉

1 萬元

輝棚

1 萬元

輝漢

1 萬元

輝網

6 仟元

輝村

5 仟元

輝盛

5 仟元

光騰

35 萬元

光瑞

6 萬元

光福

3 萬元

光釧

3 萬元

漢斌

3 萬元

光金

2 萬元

光益

2 萬元

光鐮

2 萬元

光龍

2 萬元

光鑑

2 萬元

光安

2 萬元

有亮

2 萬元

光生

2 萬元

光海

1 萬元

光海

1 萬元

光亮

1 萬元

光漂

1 萬元

光銅

1 萬元

光雄

1 萬元

楊秋雲

1 萬元

敏郎

1 萬元

光桂

1 萬元

光雙

1 萬元

公榮

1 萬元

光銘

1 萬元

坤盛

1 萬元

光明

1 萬元

光銀

1 萬元

銀炎

1 萬元

文龍

1 萬元

光鳳

1 萬元

光炳

1 萬元

光星

5 千元

光琳

5 仟元

光成

5 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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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親

詩卿

3 萬元

合計新台幣:參佰貳拾柒萬伍仟元整。NT 3,275,000 元
(折合人民幣捌拾貳萬貳仟元)
樂捐陳氏祠堂正門花崗石麒麟壹對芳名錄:
陳輝坤、陳旭祥、陳光榮、陳光華、陳光富、陳光貴、陳光遜、陳光文、陳光春、陳光
雄、陳光發、陳光鈺、陳光彩。
陳氏祠堂落成大典樂捐芳名錄:
陳輝錢五萬元、陳輝通五萬元、陳光騰五萬元、陳光榮樂捐陳氏祠堂重建委員會四方型
牛角印章一枚及印製陳氏祠堂沿革 200 份。姻親

謝長藍

樂捐十二尺八仙彩刺繡品一件。

附錄三、陳氏祠堂重建工程名單:
一、

工程名稱:台灣省陳氏祠堂重建委員會

二、

工程發起人:陳輝錢、陳輝通、陳輝良、陳光瑞(以上台灣宗親)

三、

設計建築師:葉汝泉(台灣)

四、

技術工程師:陳光榮(台灣)

五、

施工人員:陳名立、陳名正、陳名忠、陳浪、陳煉、陳金湖、詹木生(以上大陸)

六、

工程總金額:新台幣參佰貳拾柒萬伍仟元整(折人民幣捌拾貳萬貳仟元正)

七、

台灣陳氏祠堂重建委員會組織表:
會員大會

委員會

主任委員:陳輝錢、副主任委員:陳輝通、陳光瑞
主任祕書:陳光榮、副主任祕書:陳詩詮、陳光龍
委員:陳光雄、陳光福、陳光海、陳輝煥、陳輝良(關西)、陳朝枝、
陳信開、陳輝良(高雄)、陳輝漢、陳輝星、陳光騰、陳詩卿、
陳卯(大陸)、陳名立(大陸)
撰文人:陳輝星、陳光榮
書寫人:大陸石碑書寫人

張守強

公元一九九二年十二月二十五日立碑

參考資料:
1、 陳氏〝族譜〞民國八十五年製及原鄉族譜西元一九九一年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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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西元一九九二年陳氏祠堂施工前中相片。
3、 西元一九九二年陳氏祠堂完工中相片。
4、 西元一九九二年陳氏祠堂完工後相片。
5、 西元一九九三年十二月饒平客家叢書(客家人在饒平第 34 頁)
廣東饒平客家海外聯誼會出版相片第 150 頁
6、 西元一九八年(饒平鄉民移居台灣紀略)書由 121 頁
饒平縣台灣事務辦公室主編鄭國勝
饒平縣志編輯辦公室合編相片
7、 西元二 0 一六年回鄉祭祖大典相片。
8、中壢祖塔於民國五十五年十月十八日祖墳墓完成。

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