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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規模最宏大之
霧峰林家古宅

官宦宅第

「東到茫茫、西到霧霧」，這是過去流

傳於臺灣中部的一句話，形容清代阿罩霧林

家的田地，廣袤無垠，無法一眼望見邊際。

阿罩霧就是今天的臺中市霧峰鄉，霧峰舊稱

阿罩霧，係由原住民語音譯得名，也有一說

是因為附近山峰多霧籠罩而命名，日治後改

為「霧峰」。這林氏家族將阿罩霧蠻荒之地

開闢為良田，建立了一個以地主為中心，協

同佃農齊力開墾的聚落。可以說霧峰的發展

乃至於文風漸起，與林家像是一張解不開的

密網，直到今天，林家後代仍致力於在地文

化的復興與傳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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暫定古蹟  故宮北溝

庫房

拜訪霧峰林家古宅

前，讀到一篇報導，講的

是名聞世界的臺北故宮國寶，自大陸遷運到

臺灣後，除了第一年是寄存在臺中糖廠的倉

庫之外，其餘時間都存放於當年還是臺中縣

霧峰鄉吉峰村的北溝庫房。北溝庫房的所在

地，日治時期是屬於林獻堂、林階堂兄弟所

有，臺灣光復前，移轉成為林家三五興業有

限會社的財產。後來，林獻堂遠走日本，國

民政府選定要在此地興建故宮國寶庫房，就

是向林獻堂的長子林攀龍租賃所得。1949

年到 1965年長達 15年的時間，世界文物

精華就藏放在霧峰北溝這個不起眼的小村落

裡。相較於 1965年才落成啟用的臺北外雙

溪「國立故宮博物院」，

霧峰北溝庫房肩負了保

存文化資產的重要角色，

在國寶文物遷徙史上具

有無可取代的特殊意義，所以有學者就發起

搶救霧峰北溝故宮遺址，並建立故宮文物遷

徙紀念館的呼籲。

看過這一段鮮為人知的歷史，我特地驅

車去找尋這處故宮北溝庫房遺址，幾番輾轉

問路，才在吉峰里「臺灣電影文化城」舊址

的後山找到這處隱密之地。入口封閉的鐵門

及兩個被蔓草掩蓋的庫房山洞，一旁的中市

政府文化資產處的公告，載明這處北溝坑道

屬法定「暫定古蹟」，不得進入。但願故宮

北溝庫房一段國寶保存史，不會被遺忘、消

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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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霧峰林家古宅的宮保第，是台灣清朝時期
最大的一品官宅建築

② 宮保第第二進轎廳是少數未被九二一大地
震震垮的林宅建築，內藏多幅名家墨寶真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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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那時，經歷九二一大地震幾乎

全毀的林家古宅才剛剛修復，尚未對外開

放，只能遠遠的站在古宅外拍下「將軍府」、

「本堂」和「宮保第」3座大落的門面，紅

磚紅瓦以及象牙白的燕尾在藍天的映襯下顯

得氣宇軒昂，從廣場一隅佇立的「國定古蹟

霧峰林宅九二一地震復建紀念碑」，略可一

窺林宅的修復過程。

2013年 10月 27日，霧峰林家古宅開

始有限制的對外開放，為了保護這大病初癒

的國定古蹟，管理單位嚴格控制參觀人數，

遊客必須事先申請，且僅開放周六、日供參

觀，呵護古蹟的心意與決心令人感動。霧峰

林家的顯赫背景，吸引廣大的遊客申請參

觀，熱門的程度不下熱門演唱會一般，讓沉

靜已久的霧峰林家，再次成為中部地區參觀

的熱門景點。

占地廣大的霧峰林家古宅

霧峰林家自 200多年前來台拓墾，由

最早發跡的林石，到發展霧峰林家「頂厝」、

「下厝」的林奠國、林定邦，到參與平定小

刀會有功，使林家得以掌握樟腦外銷權力，

帶動林家經濟、政治權力的林文察；後有抗

日的林資鏗，經營樟腦事業的林朝棟、有

「臺灣議會之父」的林獻堂等一脈相傳的族

譜，在每個時代都扮演影響政治、金融、教

育等舉足輕重的角色，林家的家族故事與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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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宮保第門楣上的匾額因是御賜，所
以可見雲龍的圖案

④ 宮保第牆面窗花雕刻著蝙蝠、螭
龍、香爐等圖案蘊含著特殊的吉祥意

涵，並以磨碎的貝殼裝飾

⑤ 宮保第大門上的門神是台灣目前僅
存的 19世紀的官宅門神，用礦物桐油
彩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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灣近代歷史可謂緊緊相扣。林家古宅也因歷

代顯赫的林家仕紳不斷興建、翻修，逐漸擴

大宅第範圍，包括下厝、頂厝以及萊園 3大

部分，此三區亦為內政部訂定之二級古蹟。

面積之廣大，可說是清朝臺灣中部最大的仕

紳家族宅第，從南到北建築群面，寬近 300

公尺，繞著外圍走一圈約 1,000公尺，是宏

偉壯觀的建築群。霧峰林家在日治時期更與

基隆顏家、板橋林家、鹿港辜家、高雄陳家

並列為「臺灣五大家族」。

目前林家古宅開放的範圍僅林家下厝的

前庭廣場、宮保第第一進至第五進全區，以

及大花廳全區。

「下厝」是西元 1858年，由林文察首

先開始擴建林家宅邸的中落；其子林朝棟於

1870年接棒，形成由草厝、宮保第、大花

廳、二房厝及「二十八間」組成的建築群，

全部建築坐東朝西。最北側的草厝為三合院

建築，但大部分後來已改建。氣勢壯闊的宮

保第乃面寬 11開間的五落大厝，前三落兼

官衙使用，主屋採穿斗式構架，第一進與第

五進的屋頂為燕尾，第四進與第五進之間採

特殊廊院與穿心亭（中央走廊）的作法。

「頂厝」的興築則始於 1864年，由林

奠國一脈主導，位於下厝之北。林奠國的三

子林文欽頗好學，於光緒 19年中舉，從此

奠定頂厝的書香傳統。其中的學堂蓉鏡齋為

紅瓦屋、磚造三合院，前有仿孔廟之制所掘

的泮池。景薰樓則為五開間的三院落建築，

第三進為雙層閣樓，採正面出廊，有一座垂

花門銜接穿心廊的獨立廊院，最具有建築特

色。今日我們熟悉的「霧峰林家」，便是由

這兩支林氏子弟奠定基業，先後開始積極擴

大家族的版圖和建築規模。

然而，即使背景顯赫、規模宏偉的官宦

宅第，甚至已被列為重要古蹟的霧峰林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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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不敵一場大自然能量釋放的大地震。古厝

近百年的建築毀於一夕，讓當時努力多年的

古蹟保存界愕然。災後終究需要重健，特別

是具有歷史意義的古蹟建築，毀壞的古蹟究

竟該不該修復？如何修復以保持霧峰林家的

原始樣貌，重現歷史價值而不失原味？向來

都是修復團隊思考的問題，也一再考驗著修

復團隊的專業與用心。

修舊如舊的古蹟維護

以宮保第為例，導覽人員說宮保第之

名是清同治皇帝追封林文察為太子少保後所

賜，所以門楣上有一品官才有的 8個戶對

（門當），而其大門入口為五開間、開三門

的大氣派立面，也可見這座官宅的豪邁和氣

勢。導覽人員請我們細細觀察第一進的大門

和窗花，由於大門上的門神是臺灣目前僅存

19世紀的官宅門神，屬於傳統彩繪，所以

負責修復的國立臺南藝術大學博物館學與古

物維護研究所的老師和同學，依循「保留真

跡、後人考古、修舊如舊、重現風華、傳統

工藝、礦物桐油」的原則，通過繁複的修復

工序，從分析、加固、清潔、隔離、填補、

全色到保護，可謂精不厭細、一絲不苟。現

場對照修復前後的圖片，發現並沒有像一般

的修復做到「亮麗如新」，反而凸顯出時光

久遠自然褪色的變化。值得細細品賞的還有

大門旁的窗花雕刻，蝙蝠、螭龍、香爐等圖

案蘊含著特殊的吉祥意涵。此外，宅第內外

鋪設的紅磚也有講究，廳外鋪龜殼磚象徵出

入平安，廳內用人字形磚則希望人丁興旺。

來到第二進，導覽人員指著門楣上的金

6

⑥ 宮保第第三進是最早落成的林
宅建築，由林家最大的一品官林

文察興建

⑦ 宮保第第五進為女眷住所與後
花園，彩色窗花十分精美

⑧ 穿過「規」「矩」之門，就是
大花廳戲台，兩側兩層樓的護龍

觀眾席是當時少見的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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箔匾額，說這是當年狂草大師楊草仙用日文

書寫的「春秋又八千」，是為當時林朝棟夫

人 81歲大壽揮毫賀壽，因是真跡，所以十

分珍貴。由於第二進轎廳是少數在大地震中

沒有傾倒的林宅建築，所以屋內壁面得以保

存完好，上面留有李鴻章、左宗棠等清廷重

臣的親筆題字，還有福建泉州最後一位狀元

吳魯等人的墨寶，聽聞是真跡，所有遊客的

眼睛都為之一亮。而樑柱上彩繪蓮花，更是

罕見的礦物彩繪，特別以螃蟹和鷺鷥支撐，

寓含「一甲連科」、「一路連科」，代表林

家先人對子孫的殷殷期許。

第三進是最早完成，也是由林文察親自

督工興建的，其特別之處就是樑柱上雕刻著

古琴、棋盤、書畫等，與一般的吉祥圖案顯

有不同，原來林文察是武將出身，下厝林家

子孫也多是武官，所以林文察想藉此期望後

代能允文允武。此進還有一個特別之處，就

是門窗在修復時，發現窗櫺的雕刻圖案是以

茄冬木鑲嵌石榴木，也就是說每幅壁飾都是

由兩種木頭鑲嵌而成，可見當時工匠雕刻技

藝之精湛。

第四進在大地震中全毀，目前僅存基石

遺跡，並未重建。

第五進即所謂的後花園，是宅第裡女眷

活動的範圍，由於過去家規門風的束縛，女

子不可輕易拋頭露面，只能留在官宅的最後

一進。既然大門不出、二門不邁，所以第五

進有廣大的庭園，蒔花植草，這裡成排的枝

摘窗，風格特殊。枝摘窗由上下兩扇組合而

成，上面一扇可用竹「枝」支撐起，下面可

以「摘」除拿下。

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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遊客到此，等於走完了宮保第的五進院

落，導覽人員邀我們到旁邊的休息室享受「茶

席」，接待人員特別沖泡了香釅的桂圓紅棗茶

迎賓，讓我們感受一下在大戶人家被「奉茶」

的尊榮感。

但導覽還沒有結束，稍事飲茶潤喉，再移

步穿過宮保第旁過去奴婢下人行走的窄巷，便

進入了林宅盛名遠播的大花廳。但遊客要進入

大花廳之前，必須先經過廊廡一方一圓的「規」

「矩」之門，其意不言而喻。

全臺唯一福州戲台

霧峰林家的大花廳，是林朝棟出任府墾局

9

⑨ 大花廳是全台唯一福州式戲台，雕梁畫棟令
人驚嘆

⑩ 大花廳的屋頂是少見的木結構閩北式內凹白
色天花板，稱作「菱角軒」

⑪ 大花廳因戲台藻井上刻有牡丹而命名，也有
別於一般寺廟的藻井，具有擴音效果

⑫ 戲台下的「桃眼虎」有招來人氣之意，並暗
藏多個大水缸，增添天然迴聲和擴音效果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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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為了接待賓客和公共宴席建造的，也是

霧峰林家鼎盛時期的象徵。過往只有經濟優

渥且有權勢之家族，才有能力請戲班到府演

出，當時的霧峰林家，除了有戲台，還擁有

專屬的唱戲班子。大花廳內包式結構上的

擴音效果，木造結構上的雕飾等，讓大花廳

的身分更顯高貴。霧峰林家的戲台，除了娛

樂因素，還身兼會客、接待的責任。許多政

商名流，都曾是大花廳明廳與洞窗下的座上

嘉賓，大花廳更是林家嫁娶、喜慶活動的最

佳場地。九二一大地震大花廳全倒，原本的

斷垣殘壁，靠著林家子孫與臺大城鄉研究所

畫下的建築細節，拼湊還原出當年的一磚一

瓦。也讓旅客能夠體會這座全臺唯一的福州

式戲台，感受仕紳人家的休閒娛樂時的影音

效果。

大廳後的展示空間，播放著李崗執導

的描述霧峰林家的歷史紀錄片「阿罩霧風

雲」，以 1746年霧峰林家第一代林石的渡

臺為起點，展開日後 200年驚心動魄的移民

史。歷經林文察，林朝棟，林獻堂三代的曲

折傳承，建立起臺灣中部的巨大家族。雖然

是以一個家族興衰為主軸，卻也訴說著 18

世紀以降，整個臺灣命運的坎坷。從這家族

的興衰，足以窺見臺灣歷史的複雜詭譎，林

家的歷史更與臺灣的開發史有著密切關聯。

看完了影片，對這棟古宅大院又多了幾分真

實情感與感嘆。

離宮保第數步之遙，就是林宅古蹟群的

頂厝，頂厝與下厝間雖隔著一條巷子，卻有

11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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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人與武人相異的建築風格。頂厝有頤圃、

蓉鏡齋、新厝和景薰樓等，是色彩華麗鮮明

的文人居邸。景薰樓入口的外觀，為兩層式

歇山頂門樓，日治時期修建，入眼是亮麗活

潑的藍，搭配白牆，成為後世人家爭相仿

效的「臺中藍」。另一處頤圃結合傳統建築

與日式建築風格，以白色為基調搭配日本黑

瓦，展現日式素雅清秀的時代風格與特色。

由於頂厝目前尚有家族後人居住，並未對外

開放。

離開了頂厝，沿著萊園路，不過幾分鐘

的步程，就看到明台高

中的校門，進入校園，

石橋流水、亭榭樓台的

畫面立刻映入眼簾，這

裡是林宅的萊園。萊園

在清光緒年間由林文欽闢建，以奉養母親羅

夫人，取名「萊園」，有「老萊子彩衣娛

親」之意。萊園後經其子林憲堂增築，使得

這座山水園林的建築頗受西風影響，呈現一

種中西合璧的風格，例如以精緻洗石子施作

而成的祖塋。林憲堂經營下的萊園，將園中

重要建築五桂樓，從原本的重檐歇山式木構

架，改建成中西折衷的磚拱樣式，一樓為紅

磚巴洛克式圓拱造型，二樓是木造建築，同

時擁有西洋風及臺灣味。深具文人風的五桂

樓，因曾接待過梁啟超而聲名大噪。林俊堂

首創「臺中櫟社」，集

合中部文人雅士，於每

年春秋佳節聚此賦詩吟

和。此詩社與「臺北瀛

社」和「臺南南社」同

13 14

⑬ 不同於下厝的宮保第屬武官官宅，頂厝的景
薰樓是色彩華麗鮮明的文人居邸

⑭ 萊園就是當地人口中的「林家花園」，為臺
灣 4大名園之一

⑮ 萊園的五桂樓是臺灣三大詩社之一的臺中櫟
社聚會場所，曾接待過梁啟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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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為臺灣三大詩社，如今萊園中還有一座

「櫟社二十年題名碑」遺跡。站在兩層樓建

築的五桂樓，可以遙望綠草如茵、景色如畫

的萊園，小習池中的飛殤醉月亭，則是林文

欽中舉後為母親搭建的戲台，坐臥亭中，更

生思古幽情。萊園內還有一座林家先人的祖

塋，占地廣闊，其剪黏、彩繪和雕刻均十分

精緻。

霧峰曾因林家輝煌一時。1954年，臺

灣省政府遷移來此，霧峰再次躍上政治舞

台，不過它的政治地位在廢省之後喪失，加

上九二一大地震所造成的傷害，無疑是霧峰

自發展以來最嚴重的創傷。

如今，隨著霧峰林家古宅的「重生」，

這座充滿故事性、歷史性及建築之美的老宅

第又重新帶動起霧峰的風華，它與鄰近的

九二一地震教育園區、臺灣省議會紀念園

區，串聯成一條文化風景線，等待更多遊客

前來探覓臺灣歷史生命的痕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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