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章
莊黃家族概述—從營頂經固園到臨沂街



�

第一章●莊黃家族概述—從營頂經固園到臨沂街

�

第一章 
莊黃家族概述—從營頂經固園到臨沂街

營頂昔日為鄭成功、鄭經在此屯田設營之盤地，莊姓最先到此

的是，開基祖—莊德，他在東寧王國降清之後，未隨鄭軍撤離回到原

鄉，反而留在此繼續開發繁衍子孫。據文獻記載：「營頂里為錦繡堂

莊姓所開墾，他們來自福建泉州府青陽市，開台祖為莊德，可說來台

相當早且具有勢力」。

莊氏家族為了緬懷祖先勞苦功高，於1817年肇建「錦繡堂」莊氏

宗祠，第八世的莊仲卿（1867-1945）曾任第一任主任委員。宗祠經百

餘年風吹雨打、失修毀損，於1964年1月組織了「重建委員會」，推舉

住在台北市臨沂街，任職農復會，莊仲卿之孫—莊維藩（1918-1968，

（一）莊家營頂

營頂、固園和臨沂街是三個地名，卻是莊健隆的父母—莊維藩、

黃京華生涯旅程的重要軌跡、輪廓。營頂只是台南佳里區一個容納10

個鄰的里，她一直以來是人口數不及八百的純樸小村落，目前居住者

多半是退休的長者；直到2018年5月12日，台南市文學類歷史名人莊培

初的故居（佳里區營頂里80號）掛牌，才再次為這寧靜鄉村帶來幾分

熱閙。莊培初（1916-2009）是鹽分地帶文學的重要人物，名列「北門

七子」之一；他只比維藩大兩歲，是後者佳里興公學校、日治時期台

南州立第一中學的學長，卻屬叔執輩。

■莊家營頂故居 ■莊培初的故居掛牌日，台南市文化局長葉澤山與莊培初家屬合影

（台南市文化局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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莊德來台二百多年後、第十世傳人）為第二任主任委員。據第三任主

任委員—莊南山（1925-）稱，當時社會還未富裕捐款有限，莊維藩

曾跑去拜託時任行政院長的嚴家淦先生，撥發水泥數百袋，先行重建

後殿。其後，更在族人慷慨捐款共同努力下，1989年美輪美奐的祖祠

擴建終於完成。錦繡堂牌樓上還有前總統嚴家淦所頒贈墨寳「莊氏大

宗祠」。

時創校，同年4月10日開始招收一年級生兩班，教室就暫借佳福寺。

虔誠的信徒遍及台灣各地，香火鼎盛的佳福寺，已成為當地人的

信仰中心及芸芸衆生心靈歸依聖地。1983年之後寺園週邊並開啓造景

工程，進而營建野餐區域，更成立「慈幼兒童樂園」，躍居佳里觀光

旅遊最佳景點、親子遊的好去處。

莊維藩就是在這友善平靜的鄉村，和祖父母、叔叔、兄長等，

住在台式三合院古厝；因父母早逝，從小由慈祥的祖父仲卿公撫養成

長，並以優異成績畢業於佳里興公學校。他追隨大兩歲的叔叔—培初

之後，順利考上「台南一中」（戰後的二中）。

（二）黃家固園

維藩就讀的州立台南第一中學，有九成三的學生是日本（內地）

人，居於極少數的台灣同窗（同學）間的凝聚力自然很強；有位同

期「闊少」同學—黃天益，常常會邀請同班、同期或前後屆台籍學生

到他家去玩。大夥兒也喜歡去參觀他們家的西式洋樓、木造日式招待

所、和式花園。在1930年代初，這種寬敞摩登的庭院，在台南市尚屬

少見，這也正是維藩首次驚艷看到的「固園」。

這座宅第坐落在台南市古東門城門往西行不遠處，當時地址是

「東門町二丁目九十五番地」，二戰後改編為東門路58、60號。黃家

來台開基祖—黃清蛟大約在18世紀的70年代，由福建泉州府晉江縣舗

錦鄉渡海來到台南佛頭港落腳；到第三世黃維霖開始發迹。到第四代

黃江遷住柱仔行（府中街一帶），並在1900年前期買下清代稱為「祝

三多街」即東門路約一公頃之地，裡頭設有糖間，乃是將粗紅糖製成

精製白糖。

■莊家營頂宗祠大門

■莊家營頂宗祠裡面的牌匾

成就營頂社區發展的，當然不僅是莊姓家族而已；為求佛光普

照，神威顯赫，普渡眾生，早在1711年（清康熙年間）鄉賢吳濟川聚

資興建佳福寺，供奉觀世音菩薩。鄉人對寺院維護十分重視，1795年

（乾隆年間）整修寺貌；1897年日治第三年，一場地震使得寺廟傾

斜、損壞，鄉賢莊仲卿、陳金潭、陳宣壽等發起搶救行動，到1909年

（明治42年）完工。1916年3月份麻豆公學校佳里興分校申請設立、同



�

第一章●莊黃家族概述—從營頂經固園到臨沂街

�

■黃溪泉固園洋樓正門進去左側

■黃欣固園洋樓正門右側，有小丘上有「固園石」（1921完工）

■固園平面圖

圖下方為前院，

有兩棟洋房兩個小丘，

最右邊為台式平房；

圖上面為後院，

有一個水泥錦鯉池，

一個大土池，

最後方為小南門城牆

黃江（1859-1900）有魁梧體格又身懷武功，開館招收弟子，可惜英

年早逝；所幸育有二子—黃欣（1885-1947）、黃溪泉（1891-1960）。日

本政府為興建台南州廳舍整頓道路，徵收拆除柱仔行房子，黃氏兄弟

遂隨同母親於1900年稍後，遷居到「祝三多街甲四八三番地」。1914

年7月，黃欣自日本明治大學法科畢業、返台，不久即與弟弟溪泉開始

建構新居家庭院、取名「固園」。他們在前庭造景堆起土丘，並擺置

天然大塊硓石古石，表示兄弟手足情深，期許家族凝聚力堅固如磐石。

因為了準備考高等學校，所以莊維藩於1933年後，未再前往訪

問固園。當時固園主人黃欣，早已於1921年受命就任台灣總督府評議

員，1920年代中葉受總督府委託出差中國華南、東南亞，北抵朝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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滿洲國等地；1928-1930年黃氏兄弟為創設「台陽中學」奔波，及設立

共勵義塾救濟失學兒童，1930年代初黃欣開始積極到中國投資、拓展

中藥貿易。維藩自然無緣看到當時這兩位重量級士紳、雅人。更萬萬

沒有想到自己會與黃溪泉的三女—黃京華，在十餘年後的1944年結為

連理；而當時的黃京華應該是就讀南門小學校五、六年級吧。

黃京華（1920-2015）自出生到婚後6年多的1951年，除三度赴東

灜、新婚後隨夫婿住台北不及半年外，有四分之一世紀以上時光都在

固園渡過。其實京華的第一次「東灜行」是反方向由日本返回台灣。

溪泉在1919-1920年攜家帶眷到日本學習牙醫時，夫人蘇添愿於1920年

產下三女—京華。正因為她在東京出生，所以取名京華，乃採東京的

「京」字再配以姊妹共有的華。

時序推延到二戰之後，因溪泉夫人—蘇添愿在戰爭末期的1945年

7月病逝於「疏開地」學甲寮，黃家人心靈創傷不可言喻。殘酷與恐怖

的戰爭雖已結束，換來的卻是失去摯愛的痛苦陰霾。然而正常的生活

總是要重啓恢復，1937年落成的黃溪泉洋房豪宅，在1945年3月至8月

間，已被美軍機掃射得千瘡百空，戰後光買建材請人整修，就花不少

時日方可入住。當年8月初到年底，黃家人就暫時搬住到莊維藩新營郡

守宿舍。

1946年1月結婚才一年多轉入台南縣政府工作的莊維藩，為了就近

上班（先初上班地點是日治時期的「台南州廳」），於是以女婿身份

也住進黃溪泉空闊的洋房。相對的，營頂三合院的老家，因兄長莊維

周、維熊及尾叔—培禧，皆已子女成群、居住空間狹窄，容納不了維

藩一家三口。

黃家對這位女婿很友善尊重，從岳父妻舅們等都稱呼他為「維藩

官」可知；莊維藩曾在固園前院東側闢出一片花園，栽植玫瑰花、且

盛開美艷，似乎讓黃家人感受到，固園又稍微恢復到之前1937-1943年

的「榮景」。1946到1948年底，黃志鴻、莊健隆、黃博正分別出生，

固園內孩童嬉鬧、哭笑之聲，逐漸呈現欣欣向榮的氣象，也稍稍轉

移、消減「新接收政權」帶來恐怖的鬱陰。莊健隆在台南醫院出生，

並在固園成長到5、6歲，卻因父親調職到台北的「中國農村復興聯合

委員會」，必須離開最心愛敬仰的外公，「北漂」台北。

（三）臨沂街日本厝

到台北漂泊了兩年多，曾暫住中山北路四條通的姊夫林益謙（黃

溪泉長女—黃荷華之夫婿）家一、兩個月時間，又租房於中山北路

三條通頭長達一年多，這期間維藩夫婦一直在找可長居的自家房屋。

1944年底新婚不久的莊維藩夫妻，就曾住在台北市御成町（Onanicho）

四丁目拾番地（今中山

北路一、二段），自然

優先在那附近找房子，

但並不順利。最後終於

在兒子健隆入小學前，

找到了一幢合意的日式

木造房舍，位於臨沂街

（南北向的街）39號。

■臨沂街日本厝入口，

莊維藩全家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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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新居地位處日治時代的「幸

町」，算是台北市之行政區，是稍

早日本人喜歡居住的區域，也有莊

維藩夫婦的許多舊識、親朋就居住

附近。出了宅門往西直行一公里多

就是總統府—昔日維藩上班的「台

灣總督府」；若上林森南路往南

行，可達南海路37號，又是維藩後

來上班的農復會。

這新家連同庭院約96坪多，地形並不方正，反倒類似五角型，而

且有點前寬後窄；有人說最好是「前窄後寬」才能「聚財」，維藩夫

妻倒不在意這些。外門進去，有一條向東約1米半寬5或6米長的水泥地

小徑，通往入屋子的玄關。小徑兩側配放中、大型石塊，並種植些小

樹木造景；小徑的右邊（南面）更有一塊近20坪的空地，想必是以前

主人的花園。就在這片園地上，維藩夫婦很細心地慢慢種植玫瑰花、

杜鵑花，並舖上朝鮮草。

朝西大門左方（稍稍偏南）有面牆，維藩夫婦就在牆內側搭起竹

架，並延長到大門，然後在門上頭搭木架，種起紫藤花及葡萄樹、讓

它們攀藤延伸，當枝葉茂盛、百花齊放、果粒纍纍，紫色花及綠葡萄

成串低下垂時，令人愉悅。維藩常在下班回家，脫下西裝上衣解掉領

帶，就去整理修剪竹木架上的枝葉、枯花或不良葡萄串；而京華也經

常在清早或傍晚，去澆水或剪幾枝花、葉，插入花盆、花瓶。

庭園東面的圍牆，是以細竹桿築成雅緻的「竹籬笆」，沒有水泥

牆「自禁式的」隔離感。但圍牆的另一邊可是「大戶人家」，據說是

福建省主席的官邸；不過，因臨接部分是兩家的「後園」，以致從未

有打招呼的機會。北邊的牆是水泥砌成、看不到一樓住戶人家，而這

面牆離莊家住屋距離寬遠許多，倒是有點像個「後花園」。以前的屋

主還築了一個水泥錦鯉池，並排列大、中型石頭造景，可惜會漏水不

■臨沂街日本厝坐東朝西平面圖（黃志學繪畫）

■臨沂街日本厝前門

（黃志學等3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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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放水養魚，新屋主就填平它；並在庭院東北角搭造一個雞舍，養起

營頂親人送來的伴手禮—活雞。

據說「幸町」的住宅區多在1920-1940年代大量興建的，因此當時

所購買的屋齡大概是20多年吧。莊家的新屋舍從臨沂街入了大門穿越

小徑，來到日本厝的玄關，就可以「登堂入室」了。這棟日式建築物

大約40坪。玄關約三坪，分成週邊磨石子、中間貼小瓷磚的「土間」

（DoMa，兩坪），及左側高起木造平台（YuKa，一坪）、供脫外出

鞋換拖鞋處。講究體面的維藩下班回到家，總先坐在木枱上，脫下鞋

子、拿刷子去污垢，甚或上鞋膏、以專用毛巾、擦亮皮鞋，放入鞋

櫃、換上拖鞋；之後，才「入室」，往左走經餐廳到廚房、或轉入他

和妻子臥室旁的盥洗台洗手。玄關木

造平台（YuKa）之左右面各有兩片

拉門（襖，Fusuma），左轉（向西）

為餐廳，也是放電話的地方，因為正

好是房子中央位置，而往右（向東）

即進入客廳。

客廳約五坪（十疊），其南、

西向之牆面二尺半高處，打造出約50

公分的外凸平枱，再各裝四片滑動

玻璃窗，使室內採光、通風良好。夏

天時，健隆還會打開所有窗戶，在平

枱上睡午覺。客廳裡的籐製沙發椅、

長方形矮桌，都是維藩當時正推廣的

農村手工藝品；其中，有些設計是出

自藝術家顏水龍大師創意。不久，

客廳內又添置了電唱機、及存放進

口古典音樂唱片的木櫃。由客廳往

裡（向北）走，是間「和室（座

敷）」，約五坪；其東面有「內凹」

空間、中立「座の柱」（座之柱），

左邊稱「座之間」（Tokonoma），

地面略高，可置藝術品，右邊或稱

「違棚」有兩段式棚架及儲櫃（押

入，Oshire），可放書籍及茶具等。

此屋的座柱是上等檜木（Hinoki）

去皮原形呈現的，可見原來的主人

品味很高。

和室之西，隔一欄間（接天花

板）及四片拉門（襖），又一個四

坪的房間，是莊家主人夫婦的臥室

（在餐廳之北）。「和室」通常充

作維藩的書房，也可作「客房」或

看電視的Family room；裡面放一張

淺白咖啡色書桌，及可以折疊的床

平常竪立成沙發。房舍最北邊聯接

和室及主臥房（與其平行），有一

條長廊（緣側，Roga）寬約一米半

長七米二；朝外有近乎落地窗式拉

■臨沂街日本厝內客廳東南角，沙

發與窗戶間有「平枱」

左起：京華、健隆、志學

■臨沂街日本厝內客廳東面（顏水龍設

計之藤沙發），左起：黃瓊華、黃荷華

■臨沂街日本厝室內客房，中間為「座の

柱」，其左「座之間」，其右「違棚」

（莊思敏繪）

■臨沂街日本厝走廊（莊思敏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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門八片，拉門最東端有一「戶袋」用來裝拉門。長廊朝內的和室及主

臥房面，則是白色「障子紙（Shoji）拉門（Fusuma）」，便於採光並保

有隱私。此長廊西端有二扇對開小拉門及小片白漆土牆。與此「寬」

長廊相垂直的，有一條「封閉式」南北向「小走廊」，其西邊又是整

體房舍另外一個小世界。

東西向的寬長廓面對的是本文稍前提及，類似「後花園」的造景

（真正東面的「後園」只是約二米寬通道），所以此長廓就相對「隱

私」。京華在電力公司工作的四弟—黃天輔來訪時，總喜歡把所有拉

門收入「戶袋」，跟著客廳電唱機所放的歌劇哼幾句。他也會邀外甥

健隆跪在長廊地板上，打乒乓球；後來維藩夫婦也跟著陪兒子較量球

技、運動、活絡筋骨。京華經常在長廊尾端（西側）的盥洗台揷花，

最美麗的兩盆放在客廳及「座の間」，還有一小盆放在玄關小圓桌

上。走到長廊（緣側）盡頭，穿過小窄門，來到一橫向陰暗的「小走

廊」，首先面對的是兩間前後相連的「廁所」；若往南繼續前行，右

邊先是一約三坪的

房間、後來變成健

隆的書臥房，接著

是浴室。再接下去

是廚房，正好是房

舍西南角。

走了一圈臨沂街39號日本厝，

它的面積可能只有固園溪泉的洋房

一樓日式裝潢隔間的一半，且搬進

去時，所有房間沒有塌塌米全是木

板地，和式味道似有欠缺；但這

卻是維藩夫婦專有的「愛巢」，更

是邋塌兒子的「狗窩」，足足比美

「金屋、銀屋」。

京華年輕時，雖敬愛父親—溪泉，卻會嫌他像「宅男」在家「管

東管西」，她更崇拜魄力十足的伯父—黃欣；因此，她嫁了位「拼

命三郎型」的丈夫。先生維藩住在臨沂街39號15年間，農復會工作時

常加班、出差，她寂寞之餘，只有全心顧家照護兒子。所幸丈夫在家

時，不是隨時自己修復房子，或鑽入房舍下層舖補下陷地板緣側走

廓；就是清掃房間粉刷牆壁或油漆地板翻土除草。京華則配合種植花

草樹木、澆水，再摘剪花草、樹枝，精心創作日式揷花之作，佈置溫

暖的家。

1968年3月22日清晨，莊維藩心肌梗塞無預警發作，送台大醫院急

診室強救不治、遽然往生。為了往後的生計，莊黃京華與兒子莊健隆

決定把臨沂街的日式房舍拆掉，改造成四樓八戶的公寓；1974年母子

倆又搬回臨沂街39號的二樓，1976年春健隆娶張臨蘇為妻，並在1977

■臨沂街日本厝西南角

前院子朝鮮草皮

左起：黃博正、莊健隆、

吳宏仁

■臨沂街日本厝東北角水池旁的石頭

左起：吳宏仁、莊健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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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春生下長女—思沛。全家移民

美國之後的1989年和1990年，健

隆帶著兩個女兒（包括二女兒—

思敏）返台過暑假，還是住進了

臨沂街39號之1的四樓，期許臨

沂街的記憶可以延續，也讓下一

代有臨場感的體驗。

■興建中的臨沂街39號公寓

（1970冬）

左起：吳怡慧、莊健隆、吳哲仁

■1971年夏完工的臨沂街39號公寓

左起：莊健隆、吳怡慧（前）黃京華

（後）、吳柏憲（前）、潘綉美（右）

■臨沂街39號公寓大門前

左起：莊思敏、黃京華、張臨蘇、

莊思沛（思沛、思敏返台體驗台

北公寓生活，1989）

第二章
莊維藩的祖（族）譜、尋根之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