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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室報告
2021 年的下半年，不管對於本刊、臺灣、甚至全球，都意味深遠。
全球在 COVID-19 的肆虐下，居家辦公、施打疫苗、遠距會議等，逐漸
從不尋常轉變為再正常不過的生活模式。彷彿世外桃源的臺灣，自從上
半年末以來，首次面臨疫情爆發的危機，經歷近半年的時間，疫情終於
逐漸趨於緩和，但口罩與各種防疫措施卻也漸漸深入日常。各種學術活
動從實體轉變為線上，全球化與疫病正逐漸改變人類和學術研究。就在
人類社會面臨關鍵轉折的時刻，本刊也疫情期間，通過線上會議迎來了
新的編輯委員會與團隊。感謝許維德主編與其團隊在過去 8 年的努力與
付出，讓本刊蒸蒸日上，儼然成為客家研究指標性刊物之一，並在學術
研究上產生的卓越貢獻，特此代表新的團隊向之致上最高的敬意與感
謝。新的團隊成立後，本刊將由國立陽明交通大學客家文化學院院長黃
紹恒教授接任主編、副院長簡美玲教授擔任執行編輯，配合各領域專家
學者的協助，期待未來能延續過往的學術美名，延續跨領域的研究典
範，並持續開創有關客家、族群研究的更多元之可能性。也希冀學界先
進能共襄盛舉，協助本刊百尺竿頭更進一步。
本期主要有三個部分，計研究論文 4 篇、研究紀要 1 篇、書評 2 篇。
4 篇研究論文共享了重要的核心關鍵，即是人文研究與數位時代在方
法、趨勢上的使用或探索。第一篇是張皓的〈殊異的共同體：臺灣南、
北客家菁英的社會網絡 (1987-1999)〉。該文通過歷史學界和社會學界
對於「客家」認同辯論產生的問題做為核心，轉而探索客家菁英族群在
二十世紀最後十餘年的狀況，經由臺灣南、北客家菁英族群的互動，發
現「泛臺灣客家認同」必須將族群認同以外的地域、政治意識形態與議
題偏好等元素也該被納入範疇。藉由數位人文方法建構出人脈、社會網
絡作為論證核心之一。嘗試在新的方法下，重新思考此一經典重要議題

vii

的其他分析可能性。
第二篇是葉秋杏、賴惠玲〈臺灣客語語料之數位化〉，旨在討論臺
灣客語語料庫的數位化之建構、流程、脈絡，論述此資料庫為全臺灣第
一個書面語料和口頭語料兼具，更囊括六種不同客語腔調，將能替未來
語言學和相關跨領域研究提供新的方向和幫助。建構類似這樣的語料庫
將面臨不少挑戰，例如和華語不同的特殊字詞之使用、書面資料文字授
權、口語和書面語言間的差異和不同。此文章即是通過建構資料庫的過
程與實務經驗，傳遞如何建構一項語料庫的系統性方法和過程。
第三篇是吳詩婷、顏上晴、傅鈺淇〈客家博物館數位典藏詮釋資料
欄位探討〉。該文建構於數位時代網際網路便利發展趨勢下，文物數位
化成為典藏文化資產的重要方法，然而過去對於客家博物館的數位典藏
之學術討論較少。基於此，本文嘗試探索臺灣四間客家博物館（客家
文化發展中心、新北市客家文化園區、屏東客家文物館與美濃客家文物
館）的數位建置，聚焦於詮釋資料欄位，試圖提出實務建議。通過詮釋
資料欄位的定義與簡述，作為文章基礎，經由個案研究和案例分析，建
議可擴增詮釋欄位、增添客家性、主體辨識、國際化、統一各博物館的
詮釋資料增加交流與整合的未來發展建言。
最後一篇研究論文則是許瓊文、唐允中〈「浪漫臺三線」與客家文
化創意產業的媒體再現〉。該文檢視 2017-2019 年間桃園、新竹、苗栗、
臺中四縣市對「浪漫臺三線」這一主題的媒體報導方式可分為政治性的
政策宣導與介紹客庄兩種面向。然而，缺乏「活化客庄」角度，導致新
聞媒體報導不易與在地需求結合，因而缺乏多元面向，期待客家背景的
記者能在未來在此範疇下有進一步的推動與發展。
研究紀要則是出自賴志純、游庭昀的〈藍染在臺灣與日本德島的發
展歷程與客家藍染的設計建議〉一文，出於近年客委會將藍染與客家文
化結合的推廣，結合討論日本德島的藍染發展，通過比較歷史與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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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二者在產品上的改進建議和討論。綜合出 25 項發展的建議與分析，
期待從設計層面，提供臺灣客家藍染的進一步發展可行性評估。
書評 2 篇，分別由盧正恒評莊英章、黃宣衛所寫的《客家移民與在
地發展》通過逐一回顧論文集的各篇文章，試圖以該書之架構與核心問
題為中心，重新組織各篇文章架構，認識該書嘗試建構一個宏觀的客家
移民與土客關係的長時間和帝國邊疆之相互比較成果。胡紹嘉評李文玫
《客家敘說．敘說客家：一種文化心理學的探究》，認為作者通過文化
心理學補足客家研究的侷限，展現了一種新的視野和觀察角度，認為作
者試圖將客家研究過往側重的重點從族群轉向社群。評論者則從中詢問
出對於敘述客家的過程中，主體者的身份多元堆砌的過程如何合適地被
解釋和理解。
最後，本刊將向本期所有編輯委員、工作人員、審查人、投稿人致
上最高的謝意、敬意，在疫情的不確定期間，大家仍對本刊的支持和努
力，促使順利出版。讓學術在疫情期間仍舊閃爍點點星光，願世界早日
恢復健康與活力。

副執行編輯 盧正恒謹誌
2021 年 11 月 22 日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客家文化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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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於六堆地區中心位置的屏東縣客家文化中心，原為民國 90 年 11
月開幕的屏東縣客家文物館，建築以深具客家原鄉風貌的方式建造而
成，透天的天井讓光線得以灑落在建物中心，內部則為半圓樓的造型，
客家圓樓過往主要做為遮風擋雨、抵禦野獸與土匪之用，深具防禦功
能，是客家文化中頗具代表性的建築物。
屏東縣客家文化中心典藏了屏東六堆地區自清代至民國後的文物，
文物豐富而多元，包含書籍典契、貨幣、信仰器物、服飾、農具與其他
生活器具，完整展現了從書香世家到平民百姓的客家族群生活面貌。
中心裡除了有客家文物的展覽外，還設立了屏安樂智屋，一個定期
舉辦失智症照護課程或紓壓活動、給予照顧者喘息空間的友善失智據
點，地下室則打造成一個活的故事空間，以人為本，採通用化設計，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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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原建物與當地風貌。屏東縣客家文化中心不再只是關注於六堆精神文
化的研究，而是努力與民眾進行互動，規劃許多學習課程與產業推廣
活動，讓中心能成為包含多種可能性的文化場域。（圖・顏上晴攝於
2012 年 ∕ 文・吳詩婷、顏上晴 ∕ 資料來源・屏東縣客家文化中心 - 原屏
東縣客家文物館臉書 https://www.facebook.com/pingtunghakk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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殊異的共同體：臺灣南、北客家菁英
的社會網絡（1987-1999）
張皓 *
國立清華大學社會學研究所博士研究生

本文的研究動機，源自於學界對於當代臺灣客家族群認同本質的討
論：歷史取向者認為「客家」此一集體概念在很早之前便已發源；社會
學者則認為，當代臺灣整體的「客家」族群認同實際為 1980 年代末期
基於族群整體的社會位置不平等認知才形成的政治性集體概念，在此以
前「客家」仍僅是文化性質的地方社會認同基礎。但本文無意延續此一
論辯，並轉而針對客家菁英的社會互動狀況進行考察。經檢視 1987 年
至 1999 年間臺灣西部地區南、北客家菁英的社會互動關係後，可發現
「泛臺灣客家認同」的共識動員基礎未必是促成跨地域動員的關鍵因素
── 除了族群共同認知，還交雜著地域認同、政治意識形態與議題偏好。
同理可證，本質化敘事也無法充分解釋行動者的參與動機。

關鍵字：泛臺灣客家認同、客家運動、客家菁英、本質化敘事、社會網
絡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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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terogeneous Community: Social Networks of Northern and Southern Taiwanese Hakka Elites During 1987-1999
Hao Chang**
PhD Student, Institute of Sociology, National Tsing-Hua University

This study investigates the social networks of Hakka elites during 19871999 to explore whether the consensus mobilization of “Taiwanese Hakka
identity” can convert into the mobilization of social movements. Social network analysis is used to examine the social interactions between the southern
and northern Hakka elites from 1987 to 1999. The finding shows that the
political connotation of “Taiwanese Hakka identity” did not necessarily lead
to the cross-regional mobilization of Hakka elites. In addition to the common cognition of ethnicity, the regional identity, political ideology and issue
preferences also played key factors for the action mobilization. The finding
proves that the Hakka image cannot fully explain the social movements of
Hakka people.

Keywords: Hakka Identity, Hakka Movements, Hakka Elite, Narratives of Essentialism, Social Network Analysis
** Date of Submission: February 17, 2021
Accepted Date: June 25,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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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綜觀當代臺灣公民社會運動發展歷史，1980 年代末以降一系列客家
社會文化運動無疑為經典案例之一。隨著 1987 年《客家風雲》雜誌創
刊、1988 年還我母語運動，及臺灣民主化運動鼓吹「本土化」的刺激，
使過往數十年在國家政權主導下處於弱勢地位的客家人，對於自身族群
認同產生轉型，並積極爭取權益，進而成為俗稱的臺灣「四大族群」之
一。
但在這層脈絡下，關於「客家」認同何時形成，以及其認同的建構
基礎為何的問題，便引發社會學取向與歷史取向研究者之間不小的爭
論：前者指出，當代整體的「客家」族群認同實際為晚近（1980 年代末
以後）基於社群整體的社會位置不平等認知才形成的政治性集體概念，
在此以前，「客家」仍僅是地方社會的認同基礎（王甫昌 2003）；後
者則認為「客家」此集體概念的雛形，早在清代的「粵人論述」中便已
發源，最終發展成為「客家人論述」（羅烈師 2006）。
往後幾位研究者自前述爭點出發，試圖以歷時性觀點檢驗不同論證
的有效性，並認為歷史取向及社會學取向的觀點並非全然是對立的（許
維德 2013；林正慧 2015）；除此之外，爾後歷史取向的研究成果也注
意到群體概念形成脈絡不同的問題，使得「客家」也會有籍貫、方言群
等不同的分類判準與認同偏好，導致歷史經驗中「客家」的群體界定範
疇，其實擁有更加多元、複雜的實作過程（施添福 2013，2014；林正
慧 2020）。

殊異的共同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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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由於分析資料或研究方法的限制，上述這些研究，往往較
難掌握客家行動者在社會互動中的認同實作情形。以王甫昌（2003，
2018）的論證為例，推動客家文化運動和建構論述的主導者，幾乎是以
旅居北部地區的客籍菁英為主。而在針對 1987 年後客家文化運動發展
歷程的舉證中，也缺乏對於南部客家發展經驗的考察。從而南、北客家
菁英對於認同論述的認知程度究竟有無差異性，即成為研究者所遺漏的
關鍵證據之一。
除此之外，僅仰賴認同論述的文本分析（王甫昌 2003，2018），也
不能確切得知臺灣各地客家菁英行動者是否都由族群不平等位置的「共
同認知」來運作每一項串聯與集結行為，以及實際動員到的參與團體性
質為何。因此，若缺乏對當時行動者間社會互動情況的掌握，便無法證
明由一系列整體性認同論述所累積的「共識動員」基礎，能夠有效轉換
成為「行動動員」的動能。
另一方面，在當今許多研究者或客家菁英論述（曾金玉 2000；黃子
堯 2006；洪馨蘭 2008；陳康宏 2009；何來美 2017）中，仍常見以單一
地區社會運動、少數政治團體代表客家認同，或將客家族群所參與之各
式議題（工運、農運、環境運動等）整合至本質化敘事的現象。
自 1987 年客家文化運動興起，2000 年代經由官方力量推動客家知
識體系建制化（如在大學內設立客家學院、研究所，或由客委會定期提
供出版品、學術研究獎補助等）後，影響大量客家菁英開始梳理客家
族群相關研究課題。其中不乏有著作內容出現了宣稱客家整體認同的論
述。例如黃子堯於 2006 年出版《臺灣客家運動：文化、權力與族群菁
英》，嘗試將客家族群菁英積極投入各式社會運動的原因歸納於其「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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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性格」傳統精神（硬頸）的發揚。
但早在 1990 年代時，便曾出現過關於本質化敘事解釋效力的爭論。
例如文史工作者藍博洲（1991）首先把客家人的運動特質與階級性格
劃上等號。「綜觀臺灣史上客系人民的蜂起，其階級性至為明顯。客系
人民蜂起，鮮有鄉紳士大夫地主階級的領導，而皆為貧困農民的蜂起，
因此其決心、意氣、勇氣、堅定性、徹底性與進步性也高」（藍博洲
1991：183）。但楊長鎮（1991）則持不同看法，並且針對這些將本質
精神與運動結合的論述提出反思，其藉由對臺灣農運、工運的發展脈絡
進行分析，認為族群身分因素無法被證明與這些抗爭運動有任何關聯。
顯然，楊長鎮已注意到了本質化論述中，時常被忽略的社會互動真實性
問題。
綜上所述，無論是當前許多客家認同研究在論證時所忽略的考察面
向，或是關於本質化敘事有效性的爭論，皆反映了一項事實：若不能加
以釐清客家行動者的真實社會互動樣貌，便難以證明認同論述能夠有效
解釋客家認同與運動集結之間的關聯性。
因此，若要驗證社會學觀點所指出的「泛臺灣客家認同」論述是否
為 1980 年代末期後客家菁英的各式行動動員基礎，以及本質化敘事是
否真能解釋客家社會運動行動者的行動動機，本文的取徑，便是以各類
客家族群相關之社會運動、團體中行動者作為研究主體，試圖探究 1980
年代末期至 1999 年的客家運動歷程中，臺灣西部地區南、北客家菁英
間的社會互動情形，以及各地客家菁英會在何種時機與認知下，有明確
的行動集結？
從以上問題意識出發，本文將不再延續關於「客家認同」本質及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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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有所質變的討論，轉而針對客家菁英的互動狀況進行考察。我決定把
分析重點聚焦在菁英論述和實際社會互動網絡的比較上，並依循著部分
客家菁英、研究者所提出的「共識動員」敘事邏輯，開展針對各案例的
研究推論，試圖探尋各項運動案例中，客家行動者所提出的認同論述，
是否真的能成為各地客家菁英更進一步跨地域行動動員的號召基礎。

二、社會網絡方法的運用
由於過往研究者多僅針對菁英的論述內容進行分析，其實無法得知
各地客家菁英是否已具備能夠累積動員能量的社會關係連結，並產生具
體的跨地域串連行動。因此在研究方法的取徑上，我將運用社會網絡
分析（social network analysis）方法，觀察「還我母語運動」、「臺灣
客家公共事務協會」，以及主要由南部客家菁英組織的「美濃反水庫運
動」。這三項跨地域動員案例中，核心行動者的出身地域、議題屬性及
南、北客家菁英之間實際的社會互動情形，並對照核心行動者的運動回
顧文獻，及少部分匿名訪談內容，以檢視部分客家菁英提出的整體性論
述觀點，是否真的能反映在團體行動者的跨地域集結分佈、動員基礎上
── 究竟參與行動者有無高度跨地域性？若確實有跨地域集結，那麼動
員脈絡為何？各地域參與集結者的行動過程又是否具備高度統一性？
社會網絡（social network）是一種透過節點（node）與線（edge）
之間交織而成的網絡，可以將行動者、團體視作為一個個相異的節點，
連線則是他們彼此的互動關係。社會網絡分析（social network analysis
）則是利用數學的運算技術，統計社會網絡單一節點連接其他節點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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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個節點之間在一定距離內所共同連接的節點數多寡，以及辨識連線的
單向或是雙向屬性，藉此釐清諸如行動者／團體影響力、個體之間社會
關係強弱，或行動者在訊息流通中所處的位置（接收者、傳遞者或彼此
有雙向交流）等社會互動狀態。但相較於傳統的「統計」或「計量分析」
途徑，社會網絡分析更傾向以「決定論」觀點看待資料分析結果，意即：
視測量得出的關係、強度等網絡狀態為「真實情況」的反映（Hanneman
and Riddle 2005）。
另外，根據社會關係的行動者屬性不同，又可將社會網絡區分為
一模網絡（1 mode-network）與二模網絡（2 mode-network）。僅由單
一類型節點所形成的連線互動網絡為一模網絡（1 mode-network），例
如：以人為單位來觀察社運人士彼此的社會關係，或僅以團體為單位，
分析同鄉會團體的合作關係網絡；由兩種不同類型的節點所形成之關係
網絡，則是二模網絡（2 mode-network），用以表現行動者與團體，或
團體與事件間的連結網絡，例如：作家（行動者）與合作出版社（團體）
的關係網絡，或者社運組織（團體）參加了哪些運動集結（事件）的關
係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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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一模網絡（1 mode-network）及二模網絡（2 mode-network）示意
圖
資料來源：作者製圖。

近年來，社會網絡分析方法在社會運動研究領域的運用獲得相當豐
碩的成果，其分析重點與經驗證據的貢獻，大致可分為三類：（一）個
體的網絡 ― 經由私人及公共關係的直接互動形成運動串聯，抑或是純
粹涉入共同的運動、事件中；（二）組織的網路 ── 同一場運動中可能
有各式不同性質的社群團體參與其中，又或者在不同事件中能夠發現團
體之間明確的邊界；（三）集體與事件的網絡 ― 同一個組織／行動者
會號召或參加多起抗爭事件，因而「事件」本身便成為運動組織重要的
象徵性資產，有些團體宣稱各項運動是相互影響、依存的，但也有部分
團體為了爭取敘事主導權而互相切割。若呈現各團體與事件的社會關係
網絡圖，便可作為判斷這些後設論述真實性的依據。例如：不同事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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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團體並不重疊，所以部分論述者所強調的抗爭事件連續性不一定存
在。同理，同一事件中出現多個參與團體，則證明了團體間互相切割也
不必然代表他們在事件中毫無互動或合作關係（Diani 2003：7-12）。
參考上述關於社會網絡分析在社會運動研究領域的幾項運用重點
後，在探討各地客家菁英（主要係南、北部行動者）跨地域互動的課題
上，同樣可採取以社會運動做為背景框架的分析取徑。順著客家菁英
（黃子堯 2006）敘事觀點所定義的「客家運動」架構（即為包涉各項
抗爭議題至一套整體性認同敘事內），可將客家菁英定位為 1980 年代
末期以降、一個當代整體性「客家運動」想像框架底下，涉及的各項抗
爭中積極參與行動的政治頭人、新興中產菁英、知識分子等，而在分析
內三種重要角色節點（node）則分別是行動者、團體／刊物、事件。
本研究使用 Gephi 社會網絡分析程式製圖，並主要參考各式足以證
實人群互動足跡的文獻資料，如歷年客家運動相關報導資料、雜誌刊物
成員名單、社團文宣、組織成員名冊及訪談稿、影像紀錄等，藉以繪
製南、北客家菁英行動者之間的串連關係圖（1 mode-network）、多數
行動者與團體／刊物關係的社會網絡圖（2 mode-network）以及集體與
事件的連結網絡（2 mode-network），釐清行動者的參與脈絡、各類屬
性行動者／組織的邊界和不同事件中參與團體的重疊性、性質異同。
然而以各類次級資料（即二手歷史文本、報章刊物文獻等）作為主
要蒐集的分析資料來源，其限制便在於無法掌握文本以外的線下人際互
動關係，但這也是為了避免過度仰賴當事人訪談資訊所可能造成論述重
構風險而採取的權宜做法。所以除了針對少部分關鍵事件中更細緻的集
結過程，以匿名當事人訪談資訊做為補充、驗證外，本研究其餘分析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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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的資料來源皆以文本內容為主。
此外，我會將 2000 年代以前的客家文化運動區分為兩個時期：（一）
1987-1989 年政治意識萌芽期；（二）1990-1999 年團體集結發展期。
此一區分係參考葉德聖（2013）所提出的客家文化運動時期劃分方式，
其依據各個時間階段重要事件的發展，將客家運動歷程區分為：發端期
（1987-1989 年）、集結期（1990-1999 年）及制度化期（2000-2012 年）
三階段。例如：發端期代表事件為《客家風雲》創刊及還我母語運動，
集結期則以臺灣客協（HAPA）的與寶島客家電臺的設立為代表，至於
制度化時期象徵事件則為行政院客委會的建置、客家電視臺設立以及客
家基本法的訂定（葉德聖 2013：85）。
不過本文的考察重點在於制度化前各項事件及客家團體中的行動者
社會互動網絡，因此僅保留前兩個時間階段（1987-1989、1990-1999）
的分類，未將 2000 年過後的發展歷程列入研究範圍中。

三、1987-1989 年政治意識萌芽期
（一）「還我母語運動」核心行動者的社會網絡分析
本文首先將考察當代臺灣客家菁英跨地域動員經典案例 ──1988 年
底由《客家風雲》雜誌社同仁策劃並與各客家社團、社運團體共同串聯
發起的「還我母語運動」遊行中，參與團體的組成及南、北客家菁英間
的社會互動情形。
關於還我母語運動發生的近因，是為了抗議新聞局的廣電政策長期
打壓「國語」以外的各式方言，因此訴求政府全面開放客語電臺節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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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將廣電法第二十條從限制方言條款（以方言播出之節目僅能佔全體節
目中 10% 的比例）改正為方言保障條款，進一步建立多元語言政策。
不過，若將此運動的生成因素放置於 1980 年代臺灣民主化運動脈絡底
下，也有部分遠因係來自具政治性的客家族群身分之啟蒙。至少就運動
核心行動者而言，他們過往提出的認同論述大多建立在關於「客家族群
在社會中整體地位」的政治性討論上。而保障語言權的訴求，也已隱含
了對「共有文化處境」的整體性想像（王甫昌 2003：136）。
然而，何種要素是引發族群身分認知的關鍵條件呢？在還我母語運
動過後，出現了部分左翼政治意識傾向的文化工作者，試圖將客家族群
的認同敘事整合進一種強調「階級性格」的整體性論述中。例如藍博洲
（1991）經由對臺灣歷史中各式客籍／客家族群反抗統治者事件的爬
梳，歸納出客家人的運動特質：「綜觀臺灣史上客系人民的蜂起，其階
級性至為明顯。客系人民蜂起，鮮有鄉紳士大夫地主階級的領導，而皆
為貧困農民的蜂起，因此其決心、意氣、勇氣、堅定性、徹底性與進步
性也高」（藍博洲 1991：183）。
又或者是直到近期，曾任職於人間雜誌的左翼運動者鍾喬（2018）
在敘述這段還我母語運動歷史時，也提出了「工農階級意識」的觀點，
認為在這場客家運動的背後，實則有一種深入在客家人血脈中的階級反
叛性格，隱沒在號稱為「硬頸精神」的正面修辭底下。

就客家歷史與生活的現實而言，人與土地的生產關係所形塑出
來的工農社會構造，既是牢固的事實，卻又因涉及一場地下黨
人的左翼革命撲殺，必須在現實中被消音。深入血脈的工農階

殊異的共同體

12

級意識，被迫「轉向」為客家人本就有「硬頸」的習性，且看
在族群優勢的福佬人眼底，恰有低下勞動者勤奮的性格。這表
相正面的修辭，骨子裡，恰在遮蔽客家人，在特定社會歷史條
件下，一慣存在的反叛精神。（鍾喬 2018）

但是，一場運動的發起脈絡能夠被如此簡易化約至某種「階級性
格」的展現嗎？或換句話來說，既然注意到了工農社會構造的問題，即
表示在此一階級不平等結構底下，弱勢者會發起抗爭多係因分配問題導
致。但這並不代表參與行動者本身必然擁有關於其自我「階級身分」主
體的心理意識認知。那麼，將歷時橫跨數百年、各個不同生成脈絡的歷
史事件（武裝抗日、農民組合、戰後左翼革命、遠化罷工等）聚合為一
種高度連貫的敘事，創造出具有歷史記憶連續性的「階級性格」，進一
步與當代社會運動案例做出略為牽強的連結，顯然實有自相矛盾之處。
關於此一「階級性格」本質化敘事的反證，楊長鎮（1991）曾針對
解嚴前後有大量客家行動者積極參加的農民、工人運動進行系統性脈絡
的釐清，並發現「族群身分」其實未必能與客家人參與之議題屬性有直
接精神關聯；同理可證，左、右立場或階級意識也是由知識分子論述所
人工附加在行動者身上的。首先在農運參與的部分，1988 年農民運動
組織結盟所呈現的「閩／客分裂」表象背後，其實造成群體有所區別的
因素來自農民的生產項目、生產方式在體制中位置的不同。

比較起來，客家地區農權會是以果農為主力，受國際市場之波
動大……如以農運的主體 ── 農民來看，雲嘉南農民的勞動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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級色彩較明顯，而農盟系統農民的果作生產的資本投入、市場
導向都較強烈……如果夏潮系去支援雲林系統，反而和其理論
貼近些 ── 亦即，就事實上來看，左右的問題是人工地加到農
運之分派上的，我們只能以偶然因素來解釋。（楊長鎮 1991）

再者，北部客家工人運動的興起，恰巧是因大型廠區設置在客庄地
區所偶然形成的結構條件所致，並且由於這些客庄的離農程度高，或農
業收入佔家庭所得比例降低，也使得行動者更易萌發工人意識，可能採
取較激烈的抗爭手段（楊長鎮 1991）。
而立基於社會網絡分析觀點，我們也必須審視行動者從微觀（行動
者）到宏觀（網絡）的過程（連結），才能夠為整個運動的「機制」提
供解釋。因此本文不從個人敘事中的動機做探討，而是把焦點帶回結構
本身：究竟有可能具備階級意識的行動者（參與工運、農運的客家菁
英），在整個還我母語運動中處於何種角色位置？他們的資源又是在什
麼條件下被引進運動中？
除了檢證整體性論述的社會關係真實性外，各地域組織者的社會互
動網絡仍然是本文的核心問題。經由網絡圖像，本文將試圖理解在還
我母語運動中，誰是較為核心的主導者？而各地客家菁英之間又有多大
的互動緊密性？
1. 個人與團體網絡
本文根據文獻紀錄，1 確認當時積極投入運動籌備或擔任遊行核心
1

包括《臺灣客家族群史【社會篇】》研究專書、聯合報系回顧報導、客家雜誌網站資
訊及客委會數位資源網站資訊、臺灣省議會歷屆議員資料庫，以及有明確引用來源的
共享知識庫人物傳記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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幹部的客家行動者各自所屬／活躍參與的團體類型，2 並加以統整為一
社會網絡圖（2 mode-network），如圖 2。節點分成行動者、團體兩類，
連線表示此行動者是該團體的成員或活躍參與者。

圖 2「還我母語運動」遊行核心組織者所屬／活躍參與之團體
資料來源：作者製圖。

從行動者與團體網絡可以注意到，較為核心的遊行幹部來自國民
黨、民進黨及《客家風雲》、工／農運團體等。事實上，主要組織者大
多來自《客家風雲》雜誌及民進黨（黨外）系統。這麼多積極參與民進
黨活動的客家人士，顯然與同一時期以陳映真為首的左翼團體分屬不同
2

林保仁（實際名譽總領隊）、陳子欽（總主導）、傅文政（總指揮）、林豐喜（副總
指揮）、林一雄（副總指揮）、馮青春（副總指揮）、林光華（總協調）、邱榮舉（總
領隊）、羅肇錦（致詞代表）、楊長鎮（運動標誌設計）、張富忠（運動標誌設計）、
陳文和（客家風雲總編輯）、鍾春蘭（總策劃）、陳石山（遊行發起人）、羅美文（遊
行發起人）、魏廷昱（副總領隊）、黃安滄（副總領隊兼桃園縣總負責人）、胡壽鐘（總
糾察）。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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陣營（即便各團體因擁有共同對抗目標，而在 1980 年代大多數社運場
合中尚未有明確分眾現象）。
那麼，若假定在核心幹部群中，來自工／農運團體的客家行動者是
具有「階級性格」者，他們又會是在何種結構條件下進入遊行的核心運
作中？
身為還我母語運動遊行核心組織者，楊長鎮於大遊行結束五年後，
曾撰文回顧 1980 年代末期新興客家中產菁英、《客家風雲》雜誌知識
分子的參政模式及行動者政治意向，如何導致運動發起團體「客家權益
促進會」內部成員、組織的鬆散和複雜化。

八八年的社會氣氛，正是解嚴前後，臺灣社會極其晃動不安的
年代，大型的街頭遊行不斷，而是年的五二○遊行，更將解嚴
後臺灣街頭活動的激情推向最高潮。五二○之後，社會出現相
當的肅殺氣氛，而九○年軍頭組閣之後，尤其進入「社運冬
天」；因此，一二二八幾乎可以說是社運黃金年代的尾聲。（楊
長鎮 1993）

楊長鎮（1993）認為，當時運動的資金主要為南部旅北的新興中產
菁英所提供，他們為求確保自身的經濟利益，開始積極投入運動，以追
求自身政治地位的改變；而在運動論述方面，則以《客家風雲》編輯群
為首的北部客家知識分子作為主力文膽。因此這兩股社會力量的結盟，
促使《客家風雲》召集各地客家社團、同鄉會組成了「客家權益促進會」
（簡稱客權會），並宣布發起 1228 還我母語運動遊行。但由於《客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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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雲》知識菁英群並未擁有長期規劃「運動」的自覺，再加上運動中多
數組織者為具有特定政治目標（追求隔年大選提名）的各政黨人士，從
而在「客家運動是臺灣政治民主化運動的一環」的論述基調下，實際上
客權會是一個沒有章程、成員不明且運作空洞的組織。
基於上述歷史文本的理解，便能夠嘗試來解釋現有的網絡圖像 ──
在工／農運團體的行動者組成中，來自臺中東勢的林豐喜、胡壽鍾為農
民權益促進會聯盟（以下簡稱農盟）幹部，同時也是民進黨臺中縣黨部
草創成員；馮青春為屏東地區的農盟幹部，羅美文則是遠東化纖產業工
會核心組織者。同時，這些工／農運團體行動者所共同接觸的社團網
絡，是左翼統派立場的夏潮聯誼會、人間雜誌等，而夏潮系統中的重要
人士如陳映真，即為《客家風雲》雜誌顧問。
由此能夠得知的是：基於各團體有高度重疊的成員參與，所以在
大型運動裡便有可能因人際網絡互相牽引而集結。再加上主辦遊行的客
權會內部各成員職權不明，也無法明確分辨各行動者在運動中所擔任角
色的主導性差異，階級論述立場的客家菁英，實際上在核心幹部群中，
反而不太可能屬於多數者。
換言之，各種力量的串連動機，正來自同屬 1980 年代社會運動、
政治異議者的人際網絡親近性。而在「政治民主化運動」的旗幟下，便
讓這些立場各異（甚至互相矛盾）的團體、客家人士集成一扁平化社運
組織，齊聚於相同場域中。也正是此一曖昧模糊的運動整體自我定位，
成為了左翼團體、工／農運組織者得以投入還我母語運動大遊行的重要
結構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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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核心幹部出身地分佈及個人間關係網絡
釐清關於工運／農運人士參與遊行的可能脈絡後，我將檢視核心行
動者的出身地比例，以及他們之間的活躍團體重合程度，據此推測各地
運動菁英的連繫密切程度。首先，本文藉公開資訊搜尋前述 1228 大遊
行中核心運動幹部出身地，3 並依北、中、南、東地區分類，4 統整其出
身地分佈 ── 出身北部者有 13 人，中、南部則各為 2 人，至於出身東
部者則無人參與核心組織。
由此便可發現，由於大遊行仍以臺北都會客家知識分子作為團體成
員主幹，所以各幹部出身地仍多分佈在北部地區，而來自南部地區的分
別是國民黨籍國大代表陳子欽、屏東農民權益促進會幹部馮青春，中部
行動者則是林豐喜、胡壽鐘兩位農盟幹部。那麼，究竟中、南部客家行
動者和這些北部客家菁英群體是否有更為密切的社會互動關係？
本文基於圖 2（2 mode-network）的行動者與團體網絡，將當中團
體節點移除並轉置成為行動者互動網絡（1 mode-network），即圖 3 所
呈現。這樣便能夠圖像化地檢視各行動者之間參與團體的重疊性 ── 舉
例來說：某 A 與某 B 活躍於相同團體，則社會關係連線次數為 1 次；
累計彼此共同活躍的團體數量後，則會讓雙方連線加粗；此外，單一
行動者所擁有的連線數量也影響其所屬節點大小（連線越多節點越大，
反之則越小）。

3
4

同註 2。
在此使用「出身地」一詞，有別於「出生地」，係指當事人成年以前主要定居、成長
的地方。而出身地域則分為四區：臺北、桃園、新竹、苗栗為北部，臺中、彰化、南
投為中部，高雄、屏東為南部，臺東、花蓮為東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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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還我母語運動」遊行核心組織者社會互動網絡圖
資料來源：作者製圖。

如上圖所示，藉由模組性（modularity）5 衡量指標來區分不同緊密
群體後，大致可判別出四個群集：左側橘色節點群集為工／農運行動者
群體，中間綠色集群為民進黨人士，右側紫色集群是《客家風雲》雜誌
社幹部群，右上方藍色集群則屬國民黨人士（網絡圖中活動跨足兩個以
上團體的客家行動者，則以統計程式自行分析其社群連結密度強弱，據
此判別行動者團體屬性。操作原理的說明如註 5）。
結合個人與團體網絡（圖 3）的分析，運動當時的核心成員應屬《客
家風雲》主力寫手群，尤其因部分成員已與民進黨有密切互動關係，便
5

模 組 性（modularity） 為 社 會 網 絡 分 析 指 標 之 一， 目 的 為 協 助 執 行 網 絡 社 群 偵 測
（Network Community Detection）。模組性越高代表該社群中節點連結密度高，同時
與其他社群有較低的連結密度。而經由模組化分類後，即可區別不同類別的社群。

19

Global Hakka

全球客家研究

Studies

能引介許多遊行所需資源、人力。6 再者，由於林豐喜、胡壽鐘這兩位
農組織者同時具備民進黨臺中縣黨部草創幹部身分，所以他們也極有可
能係由民進黨脈絡引進客權會系統內，接著使南部馮青春經農運團體人
際網絡加入運動。
出身南部的國民黨籍國大代表陳子欽則擔任整場遊行的總主導。陳
子欽過去曾為《客家風雲》雜誌社務委員（即資金挹注者），而在 1228
大遊行當時，其帶領群眾前往立法院外並進入群賢樓內與執政當局談
判。然此歷程在遊行副總指揮。林一雄的運動回顧中卻有一弔詭的敘述：

全臺參加鄉親近萬人，沿途喊「和平、奮鬥、救客家」、「修
改廣電法」為口號，浩浩蕩蕩往總統府前進，然經有心的政治
人士協調下不幸經中國國民黨黨部轉往立法院而和平落幕。
（林一雄 2010）

綜上所述，藉助個人間關係網絡圖像的分析結果，可以發現：中、
南部行動者在整起遊行組織歷程中，更多是非核心參與者。此外，根據
楊長鎮（1993）指出部分南部出身的客家新興中產菁英經介入運動團體
運作，以求提升政治影響力，以及林一雄的運動歷程回顧內容，或許也
可推測：少數南部菁英係另有政治目的而選擇投入遊行。

6

例如林一雄因擔任民進黨臺北市執行委員而得以調派宣傳車輛供遊行當日宣講使用
（林一雄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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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1990-1999 年運動團體集結發展期
（一）臺灣客家公共事務協會的成員組成分析
除了 1987 年的《客家風雲》雜誌社以外，另一個不同於過往傳統
文化性質，具備高度政治意涵的跨地域性客家社團 ──「臺灣客家公共
事務協會」（簡稱臺灣客協）也於 1990 年底成立。此一社團組織者以
鍾肇政、李喬等文化知識分子為首，社團創立的脈絡，源起自 1990 年
六月由臺灣客家文化人士組成的一支客家文化訪問團，在前往美國各地
與旅美客家鄉親進行集會、意見交流後，決議籌組一個新的客家社團。
經過八次以上的籌備會議後，1990 年 12 月 1 日，「臺灣客家公共事務
協會」正式成立。
1. 成員組成與還我母語運動的關連性
長期投入客家文化運動的范振乾（2002）認為，臺灣客協的成立
雖是偶然機遇下的結果，但就一開始近半數參與創會的會員都曾參與
過 1988 年 12 月的「還我母語運動」來看，卻絕非僅是偶然；據此，他
也進一步提出，臺灣客協的成立正是《客家風雲》雜誌主要幹部對於運
動路線發展爭辯後的結果。誠然，僅以去脈絡化的簡易論證去強調臺
灣客協的成立為「還我母語運動」大遊行之必然發展（范振乾 2002：
221），恐有落入過度詮釋的風險，但在范文中所統整的數據也值得我
們參考，可據此探討臺灣客協的創設和曾參與「還我母語運動」大遊行
成員之關連性。
在客協的 42 位創會會員中，有 25 位（超過半數）曾參與「還我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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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運動」遊行，而第一屆 21 位理監事（包括候補）中，則有 13 位是當
時參加運動的行動者（范振乾 2002：221）。7 在這屆理監事名單中，
林一雄為 1988 年大遊行的副總指揮，羅肇錦為活動發言人（祭拜國父
致詞代表），陳文和是遊行核心組織者（曾任客家風雲雜誌第一屆總編
輯），而鍾肇政、梁榮茂、徐正光及劉福增則為過往與客家風雲雜誌有
互動的顧問，但在刊物運作中多屬象徵性質角色，實際影響力有限。此
外，其他理監事當時多為活動捐款者或被動員參與人士等運動外圍行動
者。
因此在檢視互動過程後，從理、監事組成的比例來看，臺灣客協於
創立初期時，確實仰賴前《客家風雲》雜誌核心成員及還我母語運動
參與者來擔任社團的部分主力幹部，足見其團體組建可被視為 1980 年
代客家族群政治運動的意識形態遺緒。且不只是核心行動者的組成，從
會訊發刊詞中「新个客家人」身分論述內容可證實，客協同樣係以積極
參與公共事務為主要目標，並繼承了《客家風雲》雜誌及還我母語運動
所號召之泛臺灣客家集體政治意識。

史冊上曾經輝煌光耀的我們客族，曾幾何時成了弱勢的族群，
或曰「隱藏的議群」，或曰「冷漠退縮」，譏誚詆毀，無所不
至……新的客家人之出現，此其時矣！……在此世局詭譎、社
會擾攘、新的人文景觀亟待建立之際，我們願意為尋回我們的
尊嚴、再創我們的光輝而努力，更願意與其他族群，不論福佬、
7

經本文考證後增補為 15 位（含候補），分別是：鍾肇政、林一雄、梁榮茂、羅能平、
徐正光、劉福增、羅榮光、張書武、羅肇錦、劉還月、李智期、黃榮洛、陳文和、楊鏡汀、
杜潘芳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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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省抑原住民各族攜手同心，為我們大家的光明未來而戮力以
赴。( 臺灣客家公共事務協會 1990)

然而在經過 1991 年至 1993 年團體內部理念衝突後，主導社團運作、
整體行動走向的核心成員逐漸轉以鍾肇政人脈組成之幹部為主（林吉洋
2007），8 已非過去《客家風雲》主力幹部群，甚至後者中部分重要運
動者在數年內相繼退出了臺灣客協。這樣的團體運動路線競合歷程，大
抵是圍繞統獨立場差異所爆發。首先是曾任《客家風雲》主編的鍾春蘭，
身為客協主要推動者之一，卻因反對臺獨立場使其在大會理、監事選舉
失利，從而黯然退出組織運作；接著，羅肇錦也基於堅持客家文化與
中國根源不可斷裂的立場，在社團創立數年後決定淡出當時以本土派人
士為多數的客協（葉德聖 2013）。
經歷組織者內部爭論後，臺灣客協的偏臺獨立場越趨穩固，所以不
再只是單純繼承過去模糊的客家認同想像，更進一步成為具有本土意識
形態的臺灣客家想像及相關論述生產者，此一轉變也影響了往後其社團
主辦活動的類型。
2. 主辦活動類型及主力成員出身地分佈
正如同《客家風雲》在族群政治共同體想像下促成客家菁英行動者
的跨地域串聯，繼承過去各種論述所形構的「泛臺灣客家」集體政治意
識基礎，臺灣客協（HAPA）在團體活動的辦理上，更明顯呈現了超越
地域的互動樣貌。
在全島性的團體活動方面，主要分為「下鄉巡迴講座」、「新客家
8

包含李喬（作家）、吳錦發（作家）、李永熾（臺大歷史系教授）、劉還月（文史工
作者）、羅榮光（長老教會牧師）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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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選團」兩類。下鄉巡迴演講、文化講座，目的在於傳達「新个客家人」
理念與促進客家文化傳播、相關公共政策的討論。根據范振乾（2002：
229）所統整講座一覽表，自 1991 年 5 月 18 日起至 1993 年 9 月 25 日，
臺灣客協共舉辦了 15 場講座，足跡遍佈臺灣西部各地區 ── 臺北（公館、
通化街）、桃園（中壢、楊梅、新屋）、新竹（竹東、新埔、關西、竹北）、
苗栗（苗栗、頭份）、臺中（東勢）、高雄（美濃）、屏東（內埔）等地。
另一項集結行動，係 1993 年地方縣市長大選中，臺灣客協核心成
員組成了「新客家助選團」，積極投入各地助選活動，為諸多反對黨候
選人結盟、站臺。此助選團由鍾肇政擔任團長，陳文和、黃子堯分別任
總幹事、秘書，演講人員組成模式則以「每五人組成一團，由會員或經
團長、分團長推薦之非會員組成之」（范振乾 2002：234）。在選戰衝
刺期（11 月 2 日至 11 月 18 日），他們總共前往基隆市、臺北縣、新竹
縣、臺中縣／市、宜蘭縣、花蓮縣、高雄縣等八個縣市。
但從主要活躍成員的出身分佈及組織成員運作來看，積極參與臺灣
客協的組織者仍屬於北多南少 ── 雖說按照區域人口比例推估，跨地域
客家團體中北多南少應是正常現象。然而，或許是因為其往後獨派政治
意識形態、運動目標更為明確，與過往由多元理念者、地方頭人脈絡所
串連組成的《客家風雲》相比較下，南、北行動者比例不均的現象似乎
更加明顯。
本文參照臺灣客協第二屆理監事會時期的各式會議記錄、大事記年
表（收錄於客協會訊第五期及第七期內容中），並參考各式公開文獻資
料，9 比對、彙整出所有曾任第二屆理、監事者的名單，以釐清核心參
9

《客家風雲》、《臺灣客協會訊》之專欄文章、客委會數位資源網站資訊、人物自傳
／回憶錄、具明確引用來源的共享知識庫人物傳記等。

殊異的共同體

24

與者的出身地比例分佈。表 1 為各理監事所屬出身地區分類，分為北、
中、南、東四區。

表 1 曾任臺灣客協第二屆理、監事者名單
出身地

理監事名單

北

鍾肇政、李喬、羅肇錦、黃卓權、林國隆、魏錦芳、劉還月、羅能平、魏廷朝、
楊國鑫、盧孝治、梁榮茂、林一雄、黃子堯、徐秀蘭、劉福增、陳秋濤、楊長
鎮、范光群、蔡清彥、陳文和、張書武

中

李永熾

南

李智期

東

無

資料來源：作者製表。

根據第二屆理、監事者名單可得知，實際主導社團運作的核心幹
部，仍以北部出身者為主。非北部出身者僅有中部、南部各一名，其
身分皆為文化界人士 ── 臺中李永熾時任臺大歷史系教授（因此嚴格意
義上仍以臺北地區為其活躍地），亦是知名散文創作者、譯者；屏東李
智期則為知名六堆文史研究工作者，後者也係南部地區資源的重要引介
者，在其積極奔走下，臺灣客協六堆分會在 1993 年初開始規劃、成立。
3. 臺灣客協六堆分會的成立與運作情形

我在十年前參加六堆大專青年聯誼會，此後，也不斷地參與大
大小小的客家社團、同鄉會等活動，每每在歡樂嘈雜的餐會所
帶來的短暫振奮後，總有一股莫名的感觸千牽繞著──光是這
樣，是絕對不夠的！……直到加入了臺灣 HAPA，我的衝動才
算有了歸宿。( 李智期 1993：13)

25

Global Hakka

全球客家研究

Studies

1992 年臺灣客協成立兩週年慶祝大會時，來自屏東地區的理監事李
智期提議成立「六堆分會」，並在往後數月中，經眾多六堆地方人士如
曾秀氣、曾貴海、林淼塘、鍾鐵民、鍾振斌、賴士安、涂耀順、李世添、
黃楓詠等人協助下，逐步推動設立社團（李智期 1993：13）。
李智期在臺灣客協的角色，明顯為一串連南、北資源交流的引介
者，其參與客家社團歷程，最初由同鄉聯誼性質的六堆大專青年會聯誼
會及地方客家社團等，至 1980 年代末期逐漸轉向跨地域的組織刊物，
他開始不滿於過往地區聯誼性社團僅自限於傳統型式的聚會、聯歡活
動，導致和社會現狀逐漸脫節。例如在《客家風雲》第 3 期，其投稿撰
寫〈走出孤立、展現信心：六堆知識青年的覺醒與自救【對六堆青年聯
誼會之頹敗發出警語】〉一文，痛陳其對此一現象的擔憂。
然而，若在過去已有強烈動機欲投入跨地域團體行動，也在 1990
年代初期積極參與臺灣客協的跨地域運作，李智期重回地方所主導創立
的六堆分會，又在整個臺灣客協社團內處於何種結構位置？其分會又是
否具有任何能動性？
事實上，基於相同的政治性質基礎，客協六堆分會自成立後即一定
程度跳脫原先團體框架，展現其高度自主、能動性，積極投入地方公共
事務，與其他客家社團聯合舉辦活動、參與各式議題串連 ──1994 年地
方選舉前「南方客家之聲」廣播電臺成立，由李智期擔任臺長，並集合
其他客協六堆分會成員參與主要運作（潘翰聲 1995：115）；1995 年 6
月 25 日聲援屏東佳冬楊氏宗祠保留運動，參與搶救宗祠後援會成立大
會及遊行。1995 年 7 月底和客協高雄分會、世客高雄青年會、楊梅文
化促進會、觀音文化工作陣、美濃愛鄉協進會等一同於美濃舉行為期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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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的「客家事務共陣營」會議（黃子堯等 1995：30）；1998 年 5 月 31
日聲援「美濃反水庫大聯盟」成立大會。
根據六堆分會的行動歷程可以觀察到：在全國性組織結構底下，臺
灣客協各地分會團體其實具備一定程度的獨立性。舉南部客家地區重大
議題 ──「美濃反水庫運動」及「楊氏宗祠保留運動」―― 為案例，客
協團體的參與皆以分會為單位進行，如圖 4 所示。此圖為前述兩例抗爭
運動的參與團體網絡圖（2 mode-network），節點分為團體（集體）與
運動（事件），連線則表示此團體曾參加該運動之實際行動聲援（報章
投書不納入考量）。
水庫運動裡僅以六堆分會主力成員投入聲援，但在楊氏宗祠保留運
動中，參與聲援且列名為顧問團體者則有臺北總會、桃園分會、高雄分
會、六堆分會等，顯見各分會組織擁有對議題參與的選擇權。
最後，藉由網絡圖像可以觀察到：同為臺灣客家公共事務協會成員
的南部客家行動者，雖立基相同的泛臺灣客家集體政治意識基礎，卻在
六堆分會成立後漸漸脫離北部總會方面的參與脈絡，並於一連串政治運
動中形成了具有地方主體性的南部客家精英群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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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反水庫運動和楊氏宗祠保留運動參與團體網絡圖
資料來源：作者製圖。

（二）「美濃反水庫運動」的社會網絡分析
整個座談會後，世居當地的作家鍾鐵民有相當深沉的宣示……
他更進一步指出：美濃人大部分都是客家人，客家人在歷史上
以強悍聞名，水庫問題如果讓我們感到未獲公平待遇時，美濃
客家人可能會顯示美濃客家人的「個性」，還有也不單只是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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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濃地區的客家人，相信南部六堆加上北部桃竹苗客家人也都
不會袖手旁觀。（黃子堯 1993：16）

由南部客家菁英所主導的美濃反水庫運動，始於 1992 年底。經由
經濟部水資源統一規劃委員會在該年 12 月舉辦「第一次美濃水庫興建
公聽會」的消息，美濃客家鄉親首度確認傳聞已久的興建水庫計畫屬
實，且水庫選址將使距離水庫攔水壩僅一公里餘的農村聚落，遭逢天災
無處洩洪或壩址崩塌時，村莊可能有淹沒的風險。
至此，甫返鄉進行社會調查的「第七小組」青年成員—鍾永豐、鍾
秀梅、李允斐—便結合地方藝文工作者、政治領袖，組織起一系列抗爭。
基於各式觀點從事抗爭的地方團體，如八色鳥工作室、美濃愛鄉協進
會、美濃反水庫大聯盟等也相繼成立，他們互相合作、緊密串聯，除了
集中地方內部的動員力量外，更進一步引介外部資源（環境運動團體、
跨地域客家菁英）協助，不僅促進抗爭能量提升，也逐步朝具有客家文
化底蘊的社區總體營造路線前進。2001 年，政府宣布擱置水庫興建計
畫，1990 年代波濤洶湧的美濃反水庫運動也暫告段落。
正如臺灣文學作家鍾理和之子、美濃地方文化菁英鍾鐵民先生於
1993 年 4 月 16 日由客家立委林光華先生（兼任當時客家雜誌社社長）
所主持的保衛美濃自然生態公聽會中，提及其相信臺灣各地的客家人都
將十分關心美濃水庫問題（黃子堯 1993：16），美濃反水庫運動案例
不僅涉及環境保護議題，也因為議題所在地特殊的文化脈絡，而有大量
客家菁英行動者投入其中，積極為此一運動奔走。所以在部分客家菁英
論述中，美濃反水庫運動也被視為 1980 年代以降客家文化運動的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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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環。例如黃子堯（2006）觀點認為，客家運動的開展有三大因素：母
語危機、勞工權益問題、鄉土家園保護；而美濃反水庫運動則為客家運
動中鄉土家園保護的代表案例，既發揚了愛鄉護土的「六堆精神」，也
成就客家運動典範。
1. 六堆客家菁英參與情形
但就像本文前述內容所提及，本質化敘事所面對的正是代表性問
題 ── 有無證據能指出六堆各庄在美濃反水庫運動中的確相互串聯從事
抗爭，從而實踐以往高屏地區客家聚落維護共同權益、互助性質的「六
堆精神」？同理，臺灣各地客家菁英間在此運動中究竟擁有多大程度的
跨地域合作，是否真能夠達到鍾鐵民所言「南部六堆加上北部桃竹苗客
家人也都不會袖手旁觀」（黃子堯 1993：16）？而他們確實都具有從
事「客家運動」的共同認知嗎？
首先，從高屏地區六堆各庄菁英與美濃在地菁英的互動來看，較
早期（1993 年至 1997 年）的抗爭主力仍以美濃本地社群團體為主，而
外部支援團體則多為高雄地方上的環境議題相關社團。但在中、後期
（1998 年以後），隨著抗爭強度漸趨升高，美濃地方菁英與六堆其他
聚落菁英互動也更加緊密，頻繁的串聯行動聲援。

五月三十一日在美濃體育館旁側，以反水庫為主旨的『美濃反
水庫大聯盟』正式成立，成員涵蓋美濃各階層重要人士，並有
六堆及南部環保團體代表前來聲援，凸顯美濃水庫按並非美濃
之地方事務……遠道而來的六堆文教基金會董事長劉錦達、客
家公共事務協會六堆分會長吳應文教授等客家鄉親則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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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保護客家人最後的這片家園，屏東地區的六堆客家鄉親要像
以前六堆共同抵禦外敵一樣，與美濃鄉親站在一起，向贊成建
水庫的人宣戰！（美濃愛鄉訊 1998）

六堆菁英甚至曾成立「反水庫義勇軍」，並在抗爭運動的政治處境
危急時（1999 年 4 月）於美濃集結、舉行具有高度象徵意義的誓師大會。

美濃愛鄉協會的三百多人最近到恩公廟請救兵，也循清朝時六
堆成立團練的古禮，向六堆的總司令稟報，討救兵聲援反美濃
水庫……在當天的會場上，六堆文教基金會董事長劉錦鴻、前
立委邱連輝授旗六堆的各堆青年代表成立反水庫的義勇軍，鑼
鼓喧天，聲勢浩大。（溫筆良 1998）

由高縣美濃反水庫大聯盟所串聯的各地客家族群，昨日在美濃
廣善堂舉行誓師授旗大會，為了保護客家原鄉，六堆客家人發
出怒吼，正式向美濃水庫宣戰……在愛鄉協進會榮譽理事長鍾
鐵民主持下，全場三百多名客家鄉親宣讀反水庫宣言……為團
結所有客家族群反水庫，客家六堆的前、後、左、中、先鋒等
五堆客家人從各地趕來，聲援右堆美濃人，右堆的六位代表在
客籍大老 -- 前屏東縣長邱連輝手中接下各堆的聲援旗幟。（徐
白櫻 1999）

而在統整各項活動記錄後（參考聯合報系報文章、遠見雜誌報導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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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動者論述、「美濃愛鄉協進會組織」會訊等內容）所初步繪製的行動
者社會網絡圖，也顯示除了美濃以外，許多六堆地方人士也積極參與在
這場抗爭運動中。
2. 個人與團體網絡
首先是行動者隸屬團體的分佈情形 ── 將個人與團體區分為兩類節
點，連線表示此人屬於該社團成員。如圖 5 所示，在美濃反水庫抗爭中
多數行動者主要聚集兩個主力運動團體：一個是由在地知識青年、文化
菁英所組成的「美濃愛鄉協進會」，為圖中綠色集群者；另一個則是主
要由地方政治頭人（前、後任鎮長、鎮代表等）號召組織的團體「美濃
反水庫大聯盟」，為圖中黃色集群。
至於圖中所圈選的其他三個集群，則多為屏東六堆各庄的地方藝
文、政治領袖，然而他們分屬於不同類型的社群：藍色集群為環境保育
社團；紫、粉色為知識份子組織的文教、廣播及公共事務團體；而橘色
集群則是過去屏東地方具有聲望的客家政界人士。
這樣特別的成員、團體分佈，其串連集結的脈絡，或許可以在行
動者的跨群體互動網絡中窺見端倪。雖然依據有限二手資料整理出的網
絡圖像，無法得知人群間更細緻的社交關係（例如行動者間私下的親
密、友好程度），但經由網絡圖的呈現，可得知個別行動者參與了多少
不同團體的活動，進而搭配既有文獻脈絡，推敲各類型團體資源可能是
在何種互動條件下引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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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1993-1999 年參與美濃反水庫抗爭者所屬團體網絡圖
資料來源：作者製圖。

因此我將行動者與各式團體、刊物互動網絡繪製為圖 6。節點分類
（個人、團體）與圖 5 相同，不過連線則代表行動者曾參與此團體的組
織活動。圖中所圈選的四種連線分佈情形，將按照行動者／團體參與動
員的時序來說明。
最早為綠色圓框處，第七小組工作室的三位成員及鄉土作家吳錦發
和「客家風雲雜誌社」（客家雜誌前身）、「客家雜誌社」的互動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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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 年代末期，鍾秀梅、李允斐於青年時期即於客家風雲雜誌中撰寫
專題文章、報導，吳錦發先生則曾經擔任此雜誌的顧問團；1990 年雜
誌改組為客家雜誌過後，前述三位客家菁英依然與其維持投稿等互動關
係。1990 年底，鍾秀梅、鍾永豐、李允斐等三位青年因進行中研院民
族所徐正光教授（客家雜誌社 1-10 期社長）委託之田野調查工作，回
到美濃、內埔，進而組成第七小組工作室，開啟接下來成為反水庫運動
組織者之契機（陳豐偉 1994：227）。綜合過去活動脈絡來推測，最早
在 1993 年 4 月由時任客家雜誌社社長，林光華立委所主持的保衛美濃
自然生態公聽會，應與過去跨地域刊物互動累積的社會網絡有重要的連
繫關係。
再者為棕色圓框處，文教、政治性團體資源的引入。1993 年，六堆
文化工作者鍾鐵民、李智期嘗試尋求南、北各客家組織、民意代表協助
反水庫議題（黃子堯等 1993：7），而李所屬的臺灣客協六堆分會也進
一步參與聲援，1994 年大選前由李擔任臺長的「南方客家之聲」廣播電
臺成立，集合大量關心族群政治的南部客家菁英（多為臺灣客協成員）
參與運作，其中也包含了美濃愛鄉協進會（潘翰聲 1995：116）。
第三類則是藍色圓框處的在地環境團體資源的引介。1993 年時任高
雄市醫界聯盟成員且十分關注美濃反水庫議題的曾貴海先生，於 1995
年推動成立高雄市綠色協會後，即積極號召周邊區域環境保育團體結
盟，也串聯起在保護水資源議題同一陣線的美濃愛鄉協進會、屏東縣藍
色東港溪保育協會。10 此時期約莫在 1996-1997 年間。
10 雖然在本文所繪製的社會網絡圖像如圖 4-2 及圖 4-3 中難以看出，但根據 1990 年代高
屏地區環境運動組織者的互動歷史，曾貴海醫師無論在美濃反水庫、反瑪家水庫、反
濱南工業區（七輕）等議題中皆有其積極參與身影，並且是當時高屏地區各環境保護
團體／人士的重要串聯、支持者（周克任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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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 1993-1999 年參與美濃反水庫抗爭行動者與各式團體、刊物互動圖
資料來源：作者製圖。

最終，紅色圓框處是屏東政界人士與反水庫聯盟的聲援互動。反水
庫運動前期少有屏東地區政界成員參與行動聲援，但在 1998 年以後，
同時為屏東縣前縣長和民進黨屏東地區大老的邱連輝先生，與反水庫運
動組織逐漸有更緊密的互動關係，邱多次擔任反水庫誓師活動的授旗代
表，1999 年 4 月 19 日美濃反水庫大聯盟組織北上抗爭，邱更擔任其中
「六堆反水庫義勇軍」隊伍的總指揮。此外，也有其他屏東地方民進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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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士，如曾擔任屏東縣黨部第四任主委的鍾文中投入反水庫運動中。
3. 個人間關係網絡
藉由將個人與團體網絡圖（2 mode-network）中的行動者區分出來，
並分析其參與共同團體活動之情形，便能製作出個人間關係網絡圖，如
圖 7。
節點（行動者）的連線為彼此參與過相同團體之組織活動的互動關
係 ── 例如某 A 與某 B 曾參與過同一團體所舉辦的活動，則不論出席
活動次數皆計為 1 次；而依據彼此聲援共同團體的重覆數量，也有連線
粗細度的不同；此外，單一行動者所擁有連線數量也影響其所屬節點的
大小（連線越多節點越大，反之則越小）。

圖 7 美濃反水庫運動行動者社會互動網絡圖
資料來源：作者製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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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圖 7，可更明顯看出團體脈絡所導致行動者互動緊密程度的不
同。而依照參與共同團體的重覆數量多寡來觀察，也能夠發現：無論地
方政治頭人（黃色連線集群）、美濃六堆地區知識份子（紫色連線集
群）、左翼青年（紅色連線集群）、屏東六堆環境團體行動者（青色連
線集群）、美濃環境團體行動者（棕色連線集群）等，除少數個人活動
橫跨多種類型團體外，其他人大抵仍維持明確互動邊界。另外，可注意
到的是：看似為同質性團體的愛鄉協進會，實際上卻係由具異質性的不
同團體成員 ── 左翼路線的第七小組（紅色集群）與生態保育取向的八
色鳥協會（棕色集群）共同參與其中。
4. 集體與事件網絡
但在上述網絡圖中可以發現，除了出身新竹的客家雜誌社長林光華
外，美濃反水庫議題在多數時候似乎未有其他北部客家菁英的積極參
與。那麼，在何種時機點，又是立基在何種認知基礎下，美濃反水庫運
動才會有較明顯的跨地域客家菁英行動集結？

『美濃反水庫大聯盟』今天晚上集結十五輛遊覽車人員北上立
法院展開『一九九九年終結美濃水庫』行動……參與反水庫行
動的人員，包括鎮長鍾紹恢領隊的美濃各社團義工、美濃同鄉
會長宋國榮領隊的各地會員、屏東縣副縣長吳應文和前縣長邱
連輝領隊的『六堆反水庫義勇軍』、『大隘社』負責的北部客
家團體、南北環保社團及學生、六龜客家村民，以及茂林、牡
丹、瑪家原住民等各路人馬。（黃世暐 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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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既有報章文獻上，唯一發現北部客家團體參與活動的記錄，是當
反水庫運動於 1999 年再次達到高強度抗爭時，在「美濃反水庫大聯盟」
前往立法院舉行的「一九九九年終結美濃水庫」行動中，出現了以「大
隘社」號召的北部客家聲援者團體。
從而本文假設因立法院位處首都，具地緣親近性，致使北部客家菁
英較能夠克服交通成本的限制，積極現身聲援抗爭，故以 1999 年 4 月
19 日與 5 月 28 日，美濃鄉親兩度北上立法院舉行之抗爭行動為案例，
試著在兩場行動的聲援團體行列內搜尋北部客家行動者身影，並加以釐
清他們參與集結的動機。
圖 8 為兩場行動中參與團體的網絡圖，節點分為團體、事件兩類，
連線代表此團體曾於該次行動參與抗爭／聲援。按照團體類型差異分為
不同顏色標記：藍色係工運團體；紅色為美濃在地團體；黃色屬外地美
濃同鄉會及周邊六堆地方團體；綠色是各地環境保育社團；棕色則為同
屬地方抗爭或投入社造議題的團體／工作者。

殊異的共同體

38

圖 8 美濃反水庫運動北上抗爭中參與行動團體網絡圖
資料來源：作者製圖。

確實在第一次北上抗爭活動裡，有許多北部客家團體出席現場。但
經仔細爬梳團體之間的互動脈絡，及與當時其中一位美濃在地組織者訪
談求證，11 證實北客行動者多數為地方抗爭（如楊梅護樹運動）團體、
社區營造團體（新竹北埔的大隘社）成員或相關工作者，因此可推測他
們或許並非基於單純的「文化認同」動機而決定參與串連。舉「大隘社」
為例，其便是因為 1997 年社區運動浪潮而開始與美濃愛鄉協進會有經
11 個人於 2018 年 3 月訪問曾參與組織美濃愛鄉協進會，後任職於高雄市客委會的受訪
者 D。據其表示，南、北客家行動者的串聯、互助多僅限於零星行動者的聲援：像是
1999 年立法院前抗爭，客家歌手陳永淘號召了新竹北埔鄉親包車（一臺遊覽車）北上
支援；陳板以社區營造專業工作者身分提供協助；曾年有則代表楊梅護廟搶救伯公樹
運動的行動者加入聲援。除此之外，同時期的北部其他客家團體（例客家公共事務協
會、客家雜誌等），幾乎沒有參與串聯、聲援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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驗交流（許惠捷 2011）。所以除了文化共性的客家認同外，對於這些北
客在地菁英而言，參加抗爭的號召基礎，似乎更多來自於共同的團體屬
性所形成的夥伴關係，從而在意識到美濃遭遇不平等處境時投入行動聲
援。
由網絡圖像可知，美濃反水庫運動中少有跨地域的客家社團聲援，
尤其明顯缺乏與臺灣客協臺北總會及北部各分會的互動關係。即使反水
庫團體北上立法院請願時（此時多數北部團體應較可突破地域交通條件
限制參與行動動員）亦然。
上述現象可能涉及運動主要組織者基於其運動理念、意識形態差異
而有意識的選擇合作者。在何明修（2003）的社會運動研究〈自主與依
賴：比較反核四運動與反美濃水庫運動中的政治交換模式〉一文中，身
為美濃反水庫運動裡核心組織幹部的幾位受訪者，透露了其對於運動的
理念與組織策略：

C18 注意到了「福佬沙文主義」，因而「看破民進黨」，無疑地，
這種認識使他們能夠更在意社會運動的自主性……誠如另一位
運動者 C14 所指出的，「我們不像核四一開始就依附政黨。社
會運動本來就是透過人民自我組織的能力，將問題提出來，表
達自己的聲音……」（何明修 2003：20-21）

然而在同時期的臺灣客家公共事務協會，其運動路線自 1991 年底
後即高度朝民進黨靠攏，主要行動也依附於選戰政治動員，以期取得反
對黨執政縣市對客家族群更多的公共資源挹注（林吉洋 2008）。顯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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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意識形態及組織策略偏好上的極大差異，可能使得反水庫運動組織者
與臺灣客協間無法創造深入合作的機會，也僅有客協地方分會（高雄、
六堆）成員能仰賴地方社會脈絡而參與其中。

五、結論
本研究之問題緣起，起因於當代學術界對於「客家」認同建構基
礎的爭論：社會學者認為當代「泛臺灣客家認同」為一種政治性集體概
念；歷史學者則指出「客家」集體概念實際在極早以前便以發源。另一
方面，在 1987 年客家文化運動興起及 2000 年代由官方推動客家知識
體系建制化後，影響大量客家菁英／學者開始梳理客家族群相關研究課
題，並致力建構一整體性客家認同論述，將各式歷史事件納入本質化敘
事中。
從而，為了驗證社會學觀點所提出的「泛臺灣客家認同」共識動員
能量是否可以有效轉化為 1990 年代客家文化運動的行動動員關鍵動能，
並針對部分客家菁英所提出的本質化認同敘事進行反證，本文著重於探
尋客家菁英間社會關係的分佈與串連程度，試圖釐清臺灣南、北客家菁
英間互動緊密性、團體串連程度，以及明確跨地域政治性集結立基的時
機與認知條件。我將分析時段區分為「1987-1989 年政治意識萌芽期」、
「1990-1999 年運動團體集結發展期」兩個時期，考察對象則為一個跨
地域團體及兩起社會運動案例，依時序排列分別為還我母語運動、臺灣
客家公共事務協會、美濃反水庫運動。
首先， 在 1988 年還我母語運動的參與遊行團體、核心組織者的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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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網絡分析中，依據個人與團體間社會網絡分析，推論工／農運行動者
並非是 1228 大遊行中的主導者，而是經由活躍社團高度重疊的社運人
際網絡牽引至動員中。再者，藉由核心幹部出身地分佈及個人間關係網
絡的分析，發現在北部菁英所主導的運動裡，南、北客家行動者間仍少
有連帶網絡。中、南部菁英做為被動響應者，其中也有部分人士係因政
治目的而短暫投入組織。之所以促成不同類型的客家行動者擔任 1228
大遊行當日的核心組織者，是因為在 1987 年以降，客家運動論述強調
其為「臺灣政治民主化運動一環」之定位下，得以號召 1980 年代末社
會運動高峰期時立場各異（甚至互相矛盾）的客家籍社運、政治團人士，
共同集結成為一扁平化社運組織（即客家權益促進會）。
接著，本文分析了臺灣客家公共事務協會之團體組織脈絡。在
1990 年代，其為《客家風雲》雜誌後最具跨地域代表性的團體之一。
首先在籌組團體的主力成員（第一屆理監事）與過去《客家風雲》、還
我母語運動中幹部具有一定重疊性，部分證實了范振乾（2002）認為「臺
灣客協」與「還我母語運動」擁有傳承關係的論述觀點。且從論述內容
判斷，客協確實係 1980 年代末期「泛臺灣客家」集體政治意識形態的
繼承團體。不過在 1991 年至 1993 年內部成員一系列衝突後，以鍾肇政
人脈串連新網絡所集結的客家菁英，逐步取得組織主導權，促使客協成
為具本土意識型態的臺灣客家論述生產者，也影響其往後的社團活動型
態。例如：除了跨地域的理念宣講外，甚至有組織地投入地方選戰動員，
替民進黨候選人站臺。
不過根據團體幹部（理監事）出身地分佈及組織成員運作判斷，積
極參與行動者出身地比例仍為南、北不均，且僅有一名行動者平時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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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躍於北部地區。其中重要的區域分立現象，為南部行動者於 1992 至
1993 年間成立六堆分會後，各成員開始不以同一團體，而係以總會、
分會團體名義投入各地客家社群相關議題的奧援。總言之，臺灣客協
（HAPA）在實際的組織運作上有各地分會群體的行動分立現象。
最後，從本研究提出之高雄美濃反水庫運動案例可看出，如果單靠
「共同體」想像去推動跨地域的運動集結，其實效果有限。社會不平等
認知為建立整體性「共同體」想像基礎之一，然而真正影響多數客家行
動者是否願意合作／實際聲援的因素，還包含政治意識形態、議題認知
等。在美濃反水庫運動案例中，因為反水庫運動組織者較重視社會運動
的自主性，不願過度向政黨動員策略靠攏。所以除了少數北客菁英基於
社造運動夥伴關係而參與跨地域集結外，反水庫運動與臺灣客協並沒有
進一步的合作，也僅有客協高雄、六堆分會成員仰賴地方社會脈絡而參
與其中。
總體來說，在「客家」（我在此將其稱之為「泛臺灣客家認同」）
此一模糊集體意識下，各地菁英的認同實踐多元而紛雜。而其最終所導
致在各類團體／行動中的跨地域集結，也正是彈性選擇的結果 ── 換言
之，影響客家菁英更進一步互動與否的考量，不單只有族群共性認知，
還時常交雜地域認同、政治意識形態與議題偏好。

43

Global Hakka

全球客家研究

Studies

表 2 各項動員案例的跨地域集結考量條件
動員時段

1987-1989 年 政 治
1990-1999 年運動團體集結發展期
意識萌芽期

動員案例

還我母語運動

臺灣客家公共事務協會

高雄美濃反水庫運動

動員類型

社會運動

跨地域團體

社會運動

族 群 共 同 認 知（ 泛 臺 灣
跨 地 域 集 結 政治意識形態（民 客 家 認 同 ） 交 雜 地 域 認
考量條件
主化運動訴求）
同（ 各 地 分 會 群 體 的 行
動分立）

地 域 認 同（ 南 部 六 堆 客
家）、政治 意識形態（不
願偏向政黨動員策略）、
議題偏好（社造運動結盟）

資料來源：作者製表。

正由於在各項動員案例中，客家行動者各有不同的關懷面向／投入
條件，證實了「共識動員」的動能基礎（即整體性認同論述），未必能
有直接轉化為「行動動員」的效果。所以不能僅因為某一抗爭是由客家
菁英發起，就必然能聲稱其為「客家運動」的一環或代表「客家意識」
的展現，甚至是將「階級性格」粗略地嫁接至族群身分上，否則都將導
致所有推論落入後設觀點及本質化敘事的風險。
回歸本論文的研究動機，正因為過往各項研究成果證明「客家認
同」內涵的多元性，以及其認同形塑為一個變動歷程，所以更不能在缺
乏詳實的社會互動證據下，便將本質化認同敘事簡易化約為所有客家菁
英的行動動員必要條件。而依據過去主流論述觀點，設計一整體性「客
家運動」分析架構來檢視南、北客家菁英的社會網絡，也恰恰是為了藉
助更細緻的行動者互動圖像考察，來檢證此敘事框架，並不代表個人完
全同意其敘事觀點。
然而必須承認，單單依據二手文本等次級資料，尚不能全面掌握本
文欲討論的主題，這也正是個人力有未逮之處。我曾希望蒐集第一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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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述訪談資料與社會網絡圖像相互檢驗。但由於研究對象多具備一定社
會地位及知識水準，作為缺乏身分同質性的圈外人，田野過程挫折連
連。最後，考量部分文獻論述及其他研究者的訪談成果尚能和網絡資料
交互驗證，且在與少數當事人互動後，判斷具有重構論述可能性，遂忍
痛採取權宜做法。僅有在美濃反水庫運動的研究案例中，實際訪談到一
位核心行動者，並以其受訪內容驗證運動參與團體的社會網絡圖像。
事實上，以二手文本作主要資料來源的研究限制在於：除了無法掌
握到歷史文本記錄之外的線下人際互動關係，本文主要的分析對象（一
個跨地域團體及兩項運動案例內參與團體、行動者）之外，或許有在當
時努力耕耘、發揮影響力的部分客家行動者或團體未被納入分析，又或
者是透過不同人的說法，同樣有機會能夠檢證當事人說法真偽。但另一
方面，將次級資料（歷史文本的證據）作為分析主軸，而少部分訪問／
回憶錄作為補充，同樣也是為了避免只依靠局中人訪談而落入重構敘事
的潛在困境。
最終，必須再次強調，本文目的並不在於證明何者才是認同的本質
（畢竟認同本質已難以追溯，但即便是建構的認同也並非僅是虛幻），
而係試圖跳脫關於「客家認同」本質及其是否有所質變的爭論，轉而針
對行動者的互動狀況進行考察。本質化敘事的問題正是其忽略了異質
性，以致於造成歷史事實受限於客家意象（Hakka images）的後設觀點
框架，而失去適當評價的可能。因此，唯有盡可能更加廣泛、全面地理
解歷史事件裡行動者的社會互動樣貌，我們才能釐清史實，並從中找到
更加多元、珍貴的歷史資產。至於本文的未竟之處，也期待後續研究者
的延伸討論及成果補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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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臺灣是一個多元語言文化的社會，語言使用以臺灣華語最為廣泛，
本土語言則包含臺灣閩南語、臺灣客語，及臺灣原住民族語。然而，社
會變遷及經濟發展造成臺灣本土語言面臨了嚴重的語言流失。客家委員
會（以下簡稱客委會）為瞭解各縣市客家民眾使用客語的情況，自 2004
年迄今多次進行全國客家人口暨語言基礎調查，最近一次報告為客委
會 2017 年發佈之《105 年度全國客家人口暨語言基礎調查資料研究》
（客家委員會 2017）。研究報告中顯示，會說客語與會聽客語的民眾
數量比例呈現逐年下降的趨勢，且該期調查中「完全聽得懂客語」的客
家民眾占樣本數的 46.5%，「會說流利客語」則占 46.8%，比例皆未達
樣本數的五成；60 歲以上會聽、說客語的比例分別為 87.4% 及 77.8%；
13 歲以下則下探至 31% 及 13%。此外，臺灣客家民眾使用腔調最高者
為四縣腔，占比 58.4%；其次是比例為 44.8% 的海陸腔；而同屬少數
腔之大埔腔、饒平腔及詔安腔僅分別占 4.1%、2.6%、1.7%，顯示少數
腔面臨著更加嚴峻之語言流失困境。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
於 2010 年發布《世界瀕危語言地圖》（Atlas of the World’s Languages in
Danger）（Moseley 2010）將語言瀕危性鑑定分爲 6 個等級：無危（safe；
此語言被群體內所有年齡層使用，且跨年齡層傳播順暢無阻）、脆弱
（vulnerable；此語言絕大多數小孩使用，但可能侷限於某特定場域（如
在家））、明確瀕危（definitely endangered；此語言不再被小孩作為母
語在家學習）、嚴重瀕危（severely endangered；此語言多被祖父母或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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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一代年齡層使用；父母可能可理解，但不會對小孩或同齡層使用）、
極度瀕危（critically endangered；此語言僅被祖父母一代局部或鮮少使
用）、滅絕（extinct；此語言自 1950 年以來已失去所有使用者）。以此
鑑定臺灣客語的現況，確實已接近明確瀕危。賴惠玲（2008）指出臺灣
客語正處於瀕臨死亡的危機，當使用客語的人數越來越少，客語就處於
凋零，甚至於走向死亡的階段，當時即呼籲應積極推動臺灣客語語料庫
的建置，以忠實保存與記錄客語的樣貌。語料庫具有語言典藏、保存紀
錄與永續傳承之重要價值，對於面臨急遽流失之臺灣客語而言，建置數
位化的書面及口語語料庫，保存典藏書面文字以及口說語音資料，不僅
刻不容緩，也是讓臺灣本土語言永續傳承之有效方式。有鑑於此，客委
會自 2017 年底開始推動「建置臺灣客語語料庫」計畫，1 並委託政治大
學團隊執行，目標為國際間第一個同時收錄客語書面與口語文本的語料
庫，希冀藉由系統性地蒐集六腔 2 語料並將客語進行數位化處理與保存，
以利後續研究、教學、推廣及延伸應用，而語料庫之三個少數腔的語料
收錄比例以占總體至少 3% 為目標，期能為客語稀缺腔調留下彌足珍貴
之語言紀錄。
接近明確瀕危的臺灣客語，在語料庫建置時面臨到許多挑戰，語料
蒐集之初即遭受語料盤點的困境。首先是用字問題，儘管官方與民間已
有為數不少的客語書面文本或口語音檔，然客語仍有許多詞彙有音無
1

此案執行日程為 2017 年 12 月 25 日起至 2022 年 10 月 31 日止，共計五年，主要項目
為語料庫架構與資訊系統建置、系統設計與各項相關功能開發擴充與維護（如搜尋功
能、詞性標記功能、斷詞功能、介面管理功能等），以及語料蒐集目標達到至少 600
萬字書面語料以及 40 萬字口語語料。
2 根據 2010 年公布的《客家基本法》，客語指的是臺灣通行之四縣、海陸、大埔、饒平、
詔安等客家腔調。教育部於 2012 年將「南四縣」自四縣腔中獨立，列為第六個客語腔
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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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且大部分有音無字之用字制訂仍有爭議；而客語與華語同屬漢字系
統，許多客語文法與詞彙在使用上與華語類似，加上不同作者對於客語
文字掌握度與熟悉度不一，有些客語母語人士在創作時借用華語進行書
寫，導致有許多客語文本內容夾雜華語漢字以及不同系統之拼音（多為
漢語拼音或通用拼音）。此外，因客語特殊性，許多語料文本會選用特
殊字體來表達客語罕用字（如

3

），然而大多數的輸入法及網頁無法

支援罕用字之輸入與顯示。在仍有大量客語用字尚待官方制訂之下，上
述種種因素皆造成客語用字系統紊亂，導致臺灣客語各家用字遣詞百家
爭鳴之狀況。儘管教育部為了改善坊間本土語言教材之用字不一情形，
已分別於民國 98 年與 100 年發布第一批與第二批「客家語書寫推薦用
字」，然總數僅達 564 字，無法因應臺灣客語所有的詞彙量。雖然教育
部另設有「臺灣客家語常用詞辭典」，客委會也制訂「客語認證詞彙資
料庫」，然官方用字多有不一，許多特殊字也依舊只有拼音沒有相對應
的文字。此外，即便是客語大腔（四縣（含南四縣）、海陸）的語料來
源，仍遠遠不及華語語料的豐碩；而具獨特性之客語少數腔（大埔、饒
平、詔安），語料徵集尤為艱難。書籍絕版無法獲得或是口語檔案品質
欠佳影響文字轉寫正確率等，也是常遭遇到的問題。
另一個棘手挑戰即是語料授權歸屬釐清。在授權取得上，早期的著
作權概念不盡成熟，過往許多官方（如政府部門或各地方政府機構）補
助或策劃執行活動產製的出版品，常有原作者或著作權不清的問題，導
致版權歸屬不明，因此在進行語料數位化之前，必須妥當處理著作權相
關問題。江俊龍（2013）在其計畫《東勢客語故事採集整理暨「臺灣客
3

華語釋義為「幫忙」。字型資訊為 Unicode: U+22BED，屬「中日韓統一表意文字擴展
區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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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語語料庫」的增建》報告中也提及：「…惟因配合語料庫後設資料的
更新擴充，以及版權問題尚未全部解決，因此未能全面開放給網路大眾
使用。有鑑於此，深感妥善取得版權實為數位典藏工程的當務之急…」，
顯見語料數位化及後續應用加值工作每每涉及著作權議題。而在聯繫過
程中常遇授權主體不明之情形，或是共同作者並非每位都願意授權等情
況，因此，在授權階段必須確認出版方及作者方的權利結構，方可釐清
兩造間擬定之授權形式及著作權歸屬等相關規範。由於具法治結構之授
權體系發展至今已日趨完備，即便順利與作者取得文本授權，為求謹
慎，仍必須進一步廓清公部門與私人單位、個人之間的權利義務關係，
施以不同處理原則洽談授權。因此，授權書擬定與效力釐清、授權歸屬
狀態之確認格外重要。
再者，無論國內外，相較於書面語料庫，口語語料庫較少，原因之
一為書面語式較為正式，多數經過潤飾或修訂，文句較為連貫且合乎語
法，階層結構也較完整緊湊並具規範性，斷詞處理較為容易；而口語則
多為非正式語式，文句較豐富多變，然較不連貫，甚或支離破碎，階層
結構較鬆散且相對不具規範性，對於斷詞是一大挑戰。此外，口語語料
庫須額外規劃音檔相關設計，相較於單一模態的書面語料庫，口語語料
庫的建構更為困難。
語言本就帶有多模態特色，文字或是話語即屬於不同類型的信號，
隨著科學技術不斷發展，自然語言訊息處理以及語音合成、語音辨識、
人機互動等相關應用與發展皆為日益受到關注的重要議題。儘管口語語
料蒐集與採錄相當不易，但真實且自發性的（spontaneous）口語語料，
可提高自然口語語音合成的表現效率，亦有助於語音辨識精確度；口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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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反映母語使用者的口音、自然語流及情境化的慣用詞藻，因此客語口
語語料的收錄彌足珍貴。本文將透過臺灣客語語料庫建置經驗，介紹臺
灣客語語料數位化流程，並就上述語料庫所面臨的幾項挑戰（如用字規
範問題、語料授權歸屬釐清、書面與口語語料轉寫校訂以及口語語料之
聲音處理等）提出一些建議。兼具書面與口語語料的臺灣客語語料庫，
其語料數位化的每一階段繁瑣且環環相扣。如何將為數眾多的語料予以
組織分類至為關鍵，不但可讓工作人員清楚地掌握語料數量以及處理進
程，進而系統性地控管，也提供未來使用者進行語料探勘觀察與比對分
析。分類後的語料如何進行資料清理同樣相當關鍵，由於臺灣客語腔調
種類繁多，六腔各自之特有用法及字詞產生的歧異性，也會影響電腦處
理及判斷。用字規範對於詞頻統計數據亦有著重要影響力，在語料的文
字轉寫與校訂過程中，如何顧全客語用字的規範性，同時留意跨腔調之
間的特殊性，甚或區分客語和其他語言之間的混用情況等，皆需謹慎處
理。此外，臺灣客語語料庫中的所有書面或口語語料均會標註斷詞與詞
性標記，與一般傳統的多半只提供文字的一般傳統無標語料庫相比，帶
標記語料庫更增加語料之附加價值，使用者可經由斷詞與詞性標記更加
理解客語詞彙的語言資訊，而透過斷詞系統程式，即可在龐大的資訊量
中計算獲取所需的統計資訊，如詞彙頻率與共現關係等等。藉由臺灣客
語語料庫的建置，本文擬聚焦於臺灣客語書面及口語語料數位化流程與
內容，分享臺灣客語語料庫前期作業的語料盤點徵集與授權處理之實務
經驗，同時將語料處理作業進行脈絡性爬梳與歸納性整理，嘗試建構一
套語料庫數位化流程之概貌，兼顧臺灣六腔詞彙之共性與殊性，希冀能
為其他語料庫的建置提供建設性的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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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文獻探討
語料庫建置無論是世界之強勢語言或瀕危語言均有成功的案例。本
節將以世界具代表性的兩大語料庫：英國國家語料庫（British National Corpus（BNC）） 及 美 國 當 代 英 語 語 料 庫（Corpus of Contemporary
American English（COCA））為引，介紹國內外不同類型語料庫的建
置實例及其功能設計。以下將針對英語語料庫與臺灣語言語料庫進行概
述。

（一）英語語料庫
相較於國內而言，國外語料庫的建置起步較早。最早的機讀語料
庫為英國布朗大學於 1960 年代所建立之布朗大學現代美式英語標準語
料庫（Brown University Standard Corpus of Present-Day American English
（Brown Corpus），通稱為布朗語料庫）。此語料庫收集 500 個語料文本，
總計達約 100 萬字，並由專家歸類為 15 種不同的文類，包含報刊、宗
教、技藝與嗜好、熱門影片、學習、小說、幽默、其他等（Kučera and
Francis 1967）。自布朗語料庫之後，國外語料庫蓬勃發展，現今較著
名的國家型英語語料庫，當屬英國國家語料庫（British National Corpus
（BNC））及美國當代英語語料庫（Corpus of Contemporary American
English（COCA））。 英 國 國 家 語 料 庫（BNC） 建 置 於 1980 年 代 至
1990 年代初期，並由產學界組成集團共同運作，產業界包括英國牛津
出版社（Oxford University Press）、朗文出版（Longman，現為培生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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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出版（Pearson Education））、樂思出版（Larousse Kingfisher Chambers）；學界則包含牛津大學計算服務中心（Oxford University Computing Services）、蘭開斯特大學的計算機語言庫研究中心（University
Centre for Computer Corpus Research on Language（UCREL））以及大英
圖書館的研究與創新中心（British Library’s Research and Innovation Centre）。該語料庫廣泛收錄 20 世紀後半的語料共約 1 億字，其中 90% 為
書面語料（含報紙、學術期刊、學術專書、小說、書信手稿等）、10%
為口語語料（含非正式自然會話、正式的商業或政府會議、廣播節目
等）。此語料庫檢索頁面之呈現如圖 1 所示。

圖1

BNC 語料檢索顯示頁面

資料來源：作者截圖自 The British National Corpus（2007）。

美國當代英語語料庫（COCA）則於 2008 年由美國楊百翰大學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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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學教授 Mark Davies 建立，收錄 1990 年至 2019 年共約 10 億字語料，
可供一般使用者使用，文類包含八個類型：口說、小說、流行雜誌、報
紙、學術文章，以及於 2020 年 3 月新增之電視與電影字幕、部落格以
及其他網頁。該語料庫檢索之頁面如圖 2 所示。

圖2

COCA 語料檢索顯示頁面

資料來源：作者截圖自 Corpus of Contemporary American English（Davies 2008）。

儘管英國國家語料庫（BNC）及美國當代英語語料庫（COCA）皆
同時收錄書面語料及口語語料，此二語料庫的口語語料呈現方式皆為轉
寫後的文本材料，而非原始的口語語音素材，網站並無提供相對應之音
檔（英國國家語料庫（BNC）之語音錄音檔需額外註冊申請），因此無
法忠實呈現美國與英國國內各地口音之變換差異性與多元豐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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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數英語語料庫以書寫語料為主，而也有少數英語語料庫專門收
錄口語語料。密西根學術英語口語語料庫（Michigan Corpus of Academic Spoken English（MICASE））即是收集當代學術口語語料的語料庫，
由美國密西根大學於 1997 年至 2001 年建構，語料主要為大學校園中各
類型的情境與說話者及不同形式的互動（Simpson et al. 2002）。目前網
站提供 152 個語料轉寫稿，共計 1,848,364 個單詞，並設計多種篩選條
件提供使用者檢索，內容主要為分為兩大類，包括說話者資訊（含學術
職位、母語使用者狀態、第一語言）以及文本資訊（含事件類型、學術
部門、學術學科、參與者程度、互動等級）。然而，該語料庫目前只提
供語料瀏覽及關鍵字搜索，聲音檔之連結已毀損無法使用。4

圖3

MICASE 語料檢索顯示頁面

資料來源：作者截圖自 The Michigan Corpus of Academic Spoken English（Simpson et al.
2002）。
4

網際網路可搜尋到「密西根大學學術口語英文語料庫」聲音檔附文字檔之網址連結
（https://micase.elicorpora.info/sound-files-online），但該網頁顯示「找不到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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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許多正遭受瀕危的少數語言，許多國家也正積極採取搶救措
施，將影音文字等語言資源彙整並記錄保存，然受限於語料稀缺且蒐集
不易，瀕危語言多半是以檔案庫或資料庫的方式呈現。拉丁美洲原住民
族語言資料館（The Archive of the Indigenous Languages of Latin America
（AILLA））即是致力於收藏逐漸流失的拉丁美洲原住民族語，此於
2000 年由美國德克薩斯大學奧斯汀分校的李拉斯本遜拉丁美洲研究和
收藏館（LLILAS Benson Latin American Studies and Collections）共同設
立，典藏之資源主要為拉丁美洲原住民族語言的影音檔與聲音檔及文字
轉寫檔，另也收藏圖像，如相片、圖畫、地圖等。資料類型包含敘事、
聖歌、演講、對話、歌曲，許多錄音檔也被轉錄為英語、西班牙語或葡
萄牙語，而語言文檔資料以語法、詞典、民族誌以及田野筆記為主。截
至目前為止（2021 年 9 月），拉丁美洲原住民族語言資料館已收藏多
達 25 個國家，合計 420 種拉丁美洲原住民語的多媒體材料，5 並運用後
設資料（metadata）的描述，以數位檔案方式保存語言資源（詳圖 4）。

5

資料來源為拉丁美洲原住民族語言資料館之臉書資訊：https://www.facebook.com/AILL
Aarchive/posts/20248549643353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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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

AILLA 語言檔案顯示頁面

資料來源：作者截圖與製圖自 Archive of the Indigenous Languages of Latin America（2002,
revised 2015, 2017）。

同樣面臨瀕危困境的，為澳洲的原住民族語：達利語。達利語是由
澳大利亞北領地之戴利地區中 4 到 5 個澳大利亞原住民語言群體所組
成，為保存此瀕危語言，墨爾本大學的副教授 Rachel Nordlinger 與阿德
萊德大學的博士 Ian Green 兩人合作建立澳洲達利語檔案館（The Daly
Languages (Australia)），並於 1980 年至 1996 年進行達利語實地考察與
記錄。此檔案館語料包含 11 種語言共 157 小時的錄音檔，以及豐富的
田野筆記、詞典材料與未出版的手稿（其中記錄語法描述、語言分析以
及歷史重建資料）。網站使用「語料庫（corpus）」描述所收錄的內容，
然而根據網頁語言檔案的呈現方式（如圖 5 所示），此資料館應亦較偏
向以數位典藏的形式儲存語言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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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Daly Languages (Australia) 語言檔案顯示頁面

資 料 來 源： 作 者 截 圖 與 製 圖 自 The Daly Languages (Australia)（Green and Nordlinger
2021）。

由於數位科技突飛猛進，基於語言運用實例進行的語言研究已然成
為一種趨勢，以計算機為載體呈載真實語料的語料庫日益受到重視，國
內近年來也陸續開啟了在地語料庫建構。藉由國外語料庫與相關語言資
料網站的成果，得以對國外語料庫與資料庫現況獲得大致地了解，以下
則將基於〈國家語言發展法〉定義之「臺灣各固有族群使用之自然語
言」，對於臺灣明定為國家語言之臺灣華語、臺灣閩南語、臺灣客語、
臺灣原住民族語等幾項現有較具代表性之語料庫的整理發展進行簡覽與
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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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臺灣華語語料庫
1. 中央研究院漢語平衡語料庫
中央研究院漢語平衡語料庫（中央研究院 2021）為中央研究院（以
下簡稱中研院）從 1990 年起至 2013 年共歷時 24 年所建置第一個帶詞
類標記的現代漢語平衡語料庫，所蒐集的語料為 1981 年到 2007 年之間
的文章。詞庫小組（1998）指出，為建構漢語平衡語料庫，平衡語料之
抽取以中研院詞庫組已收集之現代漢語語料為優先，再同時透過不同管
道取得語料以達平衡，來源諸如：（1）經合作計畫交換取得（如中國
時報、洪建全基金會、師大國語中心等）；（2）向版權所有單位取得（如
天下雜誌社、國語日報社、資訊傳真雜誌社、節目製作單位、中研院內
單位、多位教授提供之轉寫口語資料等）；（3）由公共區域取得的公
共資料（如 BBS 電子布告欄、蕃薯藤等）。語料收集後便進行語料整
理，包含語料清潔、語料分類、加詞類標記等，以足夠的人力條件進行
耗時費力的漢語平衡語料庫建構，並以計算語言學常用規模之五百萬詞
做為目標建置。現行為 4.0 版本，網路可供檢索的語料量為一千萬，語
式（文檔的呈現方式）包含書面語及口語，收錄共計 17,554,089 個字數
（character token）與 11,245,330 個詞數（word token）。
而在李佩瑛等（2010）所整理的《語料庫建置入門數位化工作流程
指南》中，介紹該語料庫的數位化流程，並依照六項步驟進行，依序為：
（1）詞類分析、定義及確定；（2）選擇語料文本來源；（3）程式抓
取電子語料；（4）程式自動分合詞及詞類標記；（5）人工詞類檢查；
（6）匯入語料庫。其中「程式抓取電子語料」係以人工操作電子語料
抓取程式，同步分類文章主題以及匯入系統，並於「人工詞類檢查」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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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中文斷詞編輯介面由助理以人工方式作詞類檢查（李佩瑛等 2010：
35-42）。
2. 國教院語料庫索引典系統（含國教院華語中介語索引典系統）
此索引典系統（國家教育研究院 2021）由國家教育研究院（以下簡
稱國教院）依據教育部《推動全球華語文教育八年計畫 (102-109) 》執
行之「建置應用語料庫及標準體系」工作計畫，為 2014 年至 2020 年所
建置「華語文語料庫及標準體系整合應用系統」之子系統之一，整合共
計 10 個語料庫，包含書面語、口語、華語中介語三種類型。根據《「建
置應用語料庫及標準體系」108 年工作計畫期末報告》（國家教育研究
院 2019），書面語料的文字檔係以臺灣華語之正體字為限，來源為近
二十年包含具 ISBN 之書籍語料及新聞資料類型；口語語料為自 2005
年起首播之電視節目，每集長度為 20 ～ 50 分鐘（不含商業廣告），以
授權方式取得，語言以臺灣華語為限；至於華語中介語之語料來源則分
屬各大華語文中心提供、華測會試場收集、華測會授權共三類。索引典
系統累計字數為書面語料約 4 億 3,500 萬字、口語語料約 4,600 萬字（僅
文字無聲音）、中介語語料約 156 萬字。
3. 政 治 大 學 中 文 口 語 語 料 庫（The NCCU Corpus of Spoken Taiwan
Mandarin）
該 語 料 庫 6（The NCCU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Corpus of
Spoken Taiwan Mandarin ( 政治大學中文口語語料庫 ) 2021）為國立政
治大學語言學研究所徐嘉慧教授所建置，自 2006 年開始錄製與蒐集
語料迄今，共收錄 49 筆會話型語料，每筆語料大約為 20 分鐘左右，
6

前身為「國立政治大學漢語口語語料庫」，分別收集華語、閩南語及客語語料。詳見
Chui et al.（2017）與 Chui and Lai（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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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數幾筆長達半小時以上。此語料庫提供口語語料之文字轉寫檔，部
分 語 料 聲 音 檔 可 於 多 語 言 語 料 庫 TalkBank 之 CABank（MacWhinney
and Wagner 2010） 閱 聽（TalkBank 成 立 於 2002 年， 為 卡 內 基 梅 隆 大
學 Brian MacWhinney 教授所開發創立）。語料皆依照口語轉寫標記
（speech transcription convention）標註（標記方式主要依循 Du Bois et
al.（1993）之言談標記轉寫格式），如語輪轉換（turn transition）、重
疊（overlaps）及語碼轉換（code-switching）等。每筆語料皆依流水編
號規則命名，以 NCCU-TM001-CN-FM 為例，TM 為臺灣華語（Taiwan
Mandarin）、001 為 順 序 編 號、CN 為 會 話（conversation）、F 為 女 性
（female）、M 為男性（male），用以表示該筆語料的參與者。
4. 現代漢語口語對話語料庫
此語料庫 7 為中研院語言學研究所籌備處於 2000 年至 2002 年執行
的口語語料庫，蒐集共 30 個對話的錄音資料，共計 25.6 個小時，每個
對話平均為 50 分鐘。曾淑娟、劉怡芬（2002）於技術報告中介紹語料
蒐集的工作項目主要包含：（1）選取發音人：隨機抽樣選出 16 ～ 25 歲、
26 ～ 35 歲、36 ～ 45 歲三大年齡層之臺北市市民，依意願同意而前往
參與錄音者取前 60 位（即 30 個對話中皆含兩位參與者），其中含 37
位女性與 23 位男性；（2）錄音過程說明與指示：主要過程為向發音人
說明計畫目標與錄音過程，發音人瞭解同意後進行同意書簽署、基本資
料及語言使用問卷填寫、過程說明閱讀，最後是正式錄音；（3）錄音
設備與格式：錄音地點為普通房間，兩位發音人分別錄於左右聲道；（4）
7 「現代漢語口語對話語料庫」（The Mandarin Conversational Dialogue Corpus（MCDC））
無對外開放；另有「中研院漢語對話語音語料庫」（Sinica MCDC8）提供 8 個對話之
聲音檔與文字轉記檔，此須付費申請使用，申請網址為：http://www.aclclp.org.tw/use_
mat_c.php#mcd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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錄音資料處理：每個對話轉為數位聲檔，檔名以 mcdc-01 到 mcdc-30 命
名，雙聲道音檔則個別存為 ptk 及 wav 的單聲道格式；（5）對話內容整理：
將檔名、音檔長度、發音人的性別年齡、對話主題製表建檔。

（三）臺灣閩南語之語料庫
1. 臺灣閩南語口語語料庫
此閩南語口語語料庫（蔡素娟、麥傑 2013）係由國立中正大學語言
學研究所麥傑教授與蔡素娟教授自 1999 年至 2014 年共同執行之五個國
科會（現為科技部）計畫所建構，將閩南語的廣播節目轉錄成文字。語
料來源為雲嘉電臺（《Q 鬆鬆太太俱樂部》、《歡喜看臺灣》）及中廣
寶島網（《輕鬆麻辣鍋涼拌小黃瓜》、《四神湯》、《美麗人生》、《中
午茶》、《有緣來做伙》、《寶島向前行》、《下班真輕鬆》、《幸福
萬事通》），共計 10 個廣播節目，以 MP3 格式儲存，並依《臺灣閩南
語辭典》、《臺灣話大辭典》、《廈門方言詞典》、《閩南語詞彙》之
順序參考四本辭書之用字，將廣播轉記為閩南語漢字或拼音，同時將段
落做斷句工作，每一筆語料會由兩位轉記者確認用字及音標在斷詞上無
誤後，以自動檢測程式進行詞頻計算與詞條比對，最後由人工檢測完成
確認工作（蔡素娟、麥傑 2013）。目前已公開完成轉記的錄音約 28 個
小時、詞頻數約 315,069 詞。
2. 臺灣閩南語兒童語料庫（Taiwanese Child Language Corpus）
臺灣閩南語兒童語料庫（Taiwanese Child Language Corpus 2021）為
國立中正大學語言學研究所蔡素娟教授所主持之國科會（現科技部）研
究計畫《臺灣話聲調習得的發展之研究》，執行期間（1997 年至 200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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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錄 14 名兒童（男童 9 名、女童 5 名）長期自然語料，共計 430 個錄
音檔案，錄音總長為 330 小時。參與計畫的閩南語母語兒童主要來自嘉
義縣民雄鄉，錄音年齡為一歲兩個月至五歲三個月，錄製同時還包含其
他參與人員（訪問者、兒童的父母親、兒童的祖父母、兒童的兄弟姐妹
等）。錄音檔以 MP3 格式儲存，錄音語料經過錄音內容的編輯，文字
檔案以標準萬國碼（Unicode）方式編碼。根據蔡素娟（2011）《臺灣
閩南語兒童字詞統計分析》之研究結果，「臺灣閩南語兒童語料庫」之
總詞頻（包括其他參與錄音者）為 1,741,408 詞，兒童的詞頻為 499,618
詞（占總詞頻 30%）。

（四） 臺灣客語之語料庫
1. 國立政治大學客語口語語料庫
政治大學於 2007 年推行「國立政治大學漢語口語語料庫」，下轄
三個子語料庫，分別為國語語料庫、客語語料庫、8 閩南語語料庫。其
中，客語口語語料庫由國立政治大學賴惠玲教授所主持建置，係臺灣首
座開放性之臺灣客語口語語料庫。此語料庫記錄臺灣客語的真實使用狀
況，每一份語料皆註明參與者的客語腔調、年齡、性別、語料內容主題
與內容簡介、談話地點及參與者彼此的關係。語料涵蓋臺灣客語不同次
方言，包含北四縣、南四縣、海陸、大埔、饒平等腔調，音檔內容依言
談分析標記系統轉錄方式（主要遵照 Du Bois et al.（1993））將真實語
8

「國立政治大學客語口語語料庫」網址為：http://140.119.172.200/，然現已關閉。2017
年 7 月起與 Carnegie Mellon University 的 Brian MacWhinney 教授合作，部分客語口語
語料聲音及轉寫之文字公開於 TalkBank 之 CABank（MacWhinney and Wagner 2010）
提供全球使用，可於以下之網址取得（the CABank of TalkBank https://ca.talkbank.org/
access/TaiwanHakka.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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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轉寫為客語文字。文類為不同主題的「對話」和口述故事的「獨白」，
主題式對話口語語料是由兩至三位具有客語母語口說能力之發音人不限
主題以聊天的方式自由進行談話，攝錄時間為 1 小時，語料庫工作人
員則會從中擷取語料內較為自然之 20 分鐘片段；口述故事則以 Mayer
（1980）無文字的圖片故事書 Frog, where are you? 為引，請受錄者以
客語講述故事，長度約 10 分鐘。語料處理工作包含語料建檔、語料加
工（文字轉寫及校訂、聲音檔切割、影像隱私處理等）、語料標記等，
完成後便上傳至語料庫。語料庫為會員制，提供一般會員語料瀏覽功能
與語料檢索功能，除了可瀏覽每一筆語料的整篇文字內容，亦可查詢欲
搜尋的關鍵字詞，並可檢視字詞的前後文。語料庫也設有字／詞頻系統
（僅開放予語料庫管理者），包含個別詞彙頻率查詢、詞彙排序查詢、
個別字元頻率查詢、字元排序查詢。
王勻芊（2016）從建置、典藏與應用的視角，對國立政治大學客語
口語語料庫語料建置與典藏的三個主要過程進行全面性檢視：（1）前
置作業（如語料收錄、語料發音人選擇、錄影準備、標記規範制定、系
統評估規劃等）；（2）數位化作業（語料數位化處理及系統開發建構）；
（3）保存作業（語料歸檔保存、異地備援、後續維護）。根據 Yeh（2017：
18）之統計資料，語料庫自 2007 年起建置起至 2016 年 10 月共收錄 77
筆口語語料（含對話 31 筆，獨白 46 筆；已公開語料筆數共為 44 筆，
含對話 15 筆及獨白 29 筆）。9 所有經過一校與二校的公開與未公開語料，
累計文字數量共 248,556 字。
9 44 筆 已 公 開 之 口 語 語 料 目 前 存 放 TalkBank 之 CABank（MacWhinney and Wagner
2010）：https://ca.talkbank.org/browser/index.php?url=TaiwanHakk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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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臺灣客家語語料庫
此語料庫 10 為國立中央大學客家語文暨社會科學學系江俊龍副教授
所建置，根據其 2010 年與 2013 年的國科會（現為科技部）計畫報告
（江俊龍 2010，2013），語料庫建置主要分為兩個階段。第一階段為
臺灣客家語語料庫的建構工作（2008 年至 2010 年），語料來源主要為
兩項，一是取得現有客語文獻及客語口語語料授權，共計約 220 萬字；
二是自產語料，除了由具備客語母語能力之研究生從各新聞網站中蒐集
語料並進行華語和客語的轉碼工作，累計共約 21 萬字的新聞稿轉寫（含
南四縣 19 萬、海陸 2 萬）之外，也進行田野調查，將錄音語料轉換為
文字電子資料，完成約 19 萬字。語料總字數為 2,608,026 字，並依照六
種腔調進行分類，詞條也陸續進行字型校對、詞性標記、人工斷詞等工
作。第二階段則是重點進行大埔語料的擴充（2010 年至 2013 年），主
要為訪查地方耆老並進行客語故事採集，田野採集工作以全程錄音和筆
記方式記錄訪談內容，並標記發音人的性別、出生年、語言別等相關基
本資料。口述語料收錄完成後則進行逐字稿轉錄，並會經過用字與標音
規範、字碼轉換等工作。兩年計畫執行期間共訪查 13 位耆老、採集 48
篇口述故事，並集結為《新編臺中東勢客語故事》第一輯與第二輯出版，
其中第一輯已匯入語料庫，其文字內容皆已完成用字與標音檢查、字碼
轉換、文句分詞、詞類標記等工作，且網頁擴建錄音資料頁面以提供使
用者聆聽實地語音音檔。根據江俊龍（2013），該語料庫已匯入 90 萬
字，並陸續完成約 70 萬字之字型校對、人工斷詞、詞性標記等工作，
語料分類為六種不同腔調，各自累計字數如下：北四縣累計 70,929 字次、
10 「臺灣客家語語料庫」網址為：http://163.16.82.253/hakkacorpus，然現已連線失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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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四縣累計 203,877 字次、海陸累計 112,538 字次、大埔累計 88,845 字
次、饒平累計 113,115 字次、詔安累計 110,953 字次。

（五） 臺灣原住民族語之語料庫
1. 臺大臺灣南島語多媒體語料庫
此多媒體語料庫（國立臺灣大學語言學研究所 2021）原屬於國立
臺灣大學資訊電子科技整合研究中心「多媒體整合實驗室」子計畫之一
（2001 ～ 2003 年），由臺灣大學語言學研究所黃宣範教授、蘇以文教
授及宋麗梅教授共同主持，自 1998 年便以團隊合作方式致力於研究臺
灣南島語語言，並於 2005 年建立語料庫雛型。目前語料庫中已建置好
的南島語，分別為：噶瑪蘭語 4 筆口述語料（附聲音及影像檔）、賽夏
語 22 筆口述語料（附聲音檔）、阿美語 2 筆口述語料（附聲音及影像
檔）、鄒語 2 筆語料（附聲音檔）（Sung et al. 2008）。該語料庫透過
田野調查方式每週定期採集第一手口語語料，語料內容為發音人的生活
對話、傳說故事，或為發音人觀看無對白影片 （Pear stories）或不含文
字的圖書（Frog story）後再口述觀看過的影片或圖書內容。語料以數位
錄音機及錄影機記錄，並予以轉寫成文字，文字採用由原住民族委員會
（以下簡稱原民會）與教育部於 2005 年共同公告之〈原住民族語言書
寫系統〉，並參照 Du Bois et al.（1993）的轉寫標記法，進一步將語料
以語調單位（intonation unit（IU））切分成句，並記錄口語現象如停頓、
重複、修正、音調等；而在語法標記方面，則遵循「萊比錫標記系統」
（Leipzig Glossing Rules）之規定。語料查詢系統除了可查詢任一字詞，
亦提供詞綴及語法或篇章標記之檢索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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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蘭嶼達悟語口語資料典藏網
此典藏網由靜宜大學於 2005 ～ 2006 年所執行的達悟語蒐集計畫，
計畫主持人為何德華教授、共同主持人為楊孟蒨助理教授，以收錄口語
紀錄為主，該網頁所釋出的語料共計 88 筆，每筆皆含聲音檔及轉寫後
的文字，然每篇語料各自獨立，尚無法如一般語料庫提供檢索功能。依
其網站所載之計畫內容概述，口語紀錄之操作細節係由靜宜大學研究生
配合基金會進行採集與收錄，針對所採之語料加以整理編輯，使用文字
來描述口語語料並整理達悟語言的字彙庫，且以電腦資料表形式儲存。
目前提供關鍵字查詢 11 的文本為《達悟語多媒體語言教材》（四冊）、
二十篇語料（網站無指明語料來源）、《聖經》。
以上為臺灣華語、臺灣閩南語、臺灣客語、以及臺灣原住民族語
幾項較具代表性的語料庫介紹。綜觀國內外這些語料庫，大多對於各語
料採集與整理等數位作業歷程較少著墨，因此，本文彙整正在建置之臺
灣客語語料庫的實際操作經驗，詳述書面語料與口語語料之數位化作業
流程，以期做為援引，希冀能夠提供其他語料庫建置的參考。

三、臺灣客語語料庫之語料數位化
為將客語語料以系統性且數位化方式進行收錄、處理與保存，臺灣
客語語料庫團隊（以下簡稱語料庫團隊）藉由實務操作經驗的累積，建
立一系列語料處理作業流程，主要可分為「前置作業」和「數位化及檔
案管理」兩大部分。
11 「蘭嶼達悟語口語資料典藏網」之「關鍵字查詢」網址為：http://yamiproject.cs.pu.edu.
tw/yami/yami_ch/database.htm（靜宜大學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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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置作業
1. 語料盤點
前置作業係指語料在文字數位化處理前須先進行的工作，包含語料
盤點以及語料徵集與授權。語料盤點著重於出版品篩選及審核，並依類
型分為書面語料（如實體書籍、電子書）和口語語料（如電視節目、演
講）。語料庫團隊致力於全面性地清點盤查全臺灣客語著作，並予以系
統性地分類，以篩選符合臺灣客語語料庫收錄需求的語料。客語書面
出版品盤點涵蓋 1990 年代迄今近三十年的政府與民間客語出版品，並
同時對客語著作發展歷程進行耙梳，盤點過程中發現早期客家文學作品
仍屬華語文字書寫階段，如黃恒秋（2005）介紹之吳濁流《亞細亞的孤
兒》、鍾理和《笠山農場》、李喬《寒夜三部曲》等膾炙人口的著作（以
及而後相繼透過鍾肇政、羅肇錦、黃恒秋、龔萬灶、朱真一等作家投入
並出版的客語文學作品）；真正的客語寫作則是以客語詩歌成濫觴，12
如杜潘芳格率先以客語從事現代詩的寫作。客語作品中詩歌類的創作量
明顯多於其他文類，一方面簡短的句型較能夠掌握，有利於客語寫作，
另一方面詩歌的重複性及朗誦效果有助於形成感染力較強的效果，因此
許多作品在客語詩的文學領域逐漸遍地開花，包含葉日松《一張日曆等
於一張稿紙》、邱一帆《田螺》與《油桐花樹下介思念》、曾貴海《原鄉．
夜合》、張芳慈《天光日》等。客語散文也開始逐漸發展，根據黃恒秋
（2005），范文芳於 1998 年所著《頭前溪个故事》為臺灣出版的第一
12 客語作品雖以詩歌類為大宗，然目前臺灣客語語料庫處於建置初期階段，就系統工程
的角度而言，為了有效地訓練機器斷詞，目前斷詞階段仍仰賴人工過濾分類詞條並標
示斷詞標記，須使用大量包含標點符號的完整語句方可較順利地訓練機器學習，因此
目前語料收錄以具完整篇章結構的文章優先，詩歌類的著作須待系統建置穩定之後，
再評估其列為未來徵集標的之適切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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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客語散文集，可將之視為客語散文集的出發，張㨗明《客家少年》、
龔萬灶《阿啾箭个故鄉》等以客語撰寫之著作也隨之出版。隨著客委會
與原民會先後成立，母語寫作的風氣開始受到重視，其中以閩南語寫作
起步最早、客語居次、原住民族語殿後。雖然母語寫作已經開始上路，
但閱讀族群仍屬於小眾，出版量極為稀少（邱各容 2016）。儘管臺灣
客語文本數量遠不及臺灣華語，透過書面語料盤點可揭示臺灣目前客語
作品類型之概貌。語料庫現已蒐集為數不少採用客語文字書寫的語料，
如經典著作、一般書籍、獲獎之單篇作品、報章雜誌刊登文章、客語認
證試題等。
至於客語口語出版品的盤點，則是從現有的影音媒體檔案進行評估
與揀選；另因口語語料須仰賴人工逐一聽打，檔案品質的清晰度為優先
篩選的門檻。臺灣客語口語出版品最初始的萌芽形式為客語廣播節目，
發展至今已有近三十年的歷史，最早是由「寶島新聲客家臺」（現為
「財團法人寶島客家廣播電臺」）自 1994 年起開播，之後隨著社會逐
步風氣逐步開放、母語意識逐漸抬頭，其他的民間電臺也如雨後春筍般
地設立，例如 1997 年創立的「中廣客家頻道」（現為「I go 531」），
以及 2002 年於桃竹苗地區開始播送節目的「大漢之音調頻廣播電臺」
等。南部地區的「高屏溪廣播電臺」也於 2002 年正式成立，製播內容
包含客語及原住民族語的節目。至於客委會最早的廣播節目為 2002 年
委外製作的《哈客一族》，並透過國立教育廣播電臺進行全國性播送。
然而，傳統廣播媒體性質屬於特定頻段、特定時間的即時播送，現今難
以透過公開平臺取得早期節目清單，亦無法有效取得檔案資源，語料內
容與檔案音質的審核工作難以推進；且廣播性質主要為聲音傳遞，無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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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者之臉部畫面，工作人員在進行語料轉寫時若遇到模糊不清之處，無
法依據發音者之口型進行文字輔助判斷。幾經權衡之下，臺灣客語語料
庫以同時具影像與音檔之口語語料納入優先收錄考量，如以客語發音的
電視節目。臺灣第一部客語連續劇當屬 2002 年由臺灣公共電視臺與客
委會合製的一齣客家文學大戲《寒夜》，然而，演員錄製是以華語發音
演出，所有客語發音皆為後期配音添加，如此演員嘴型和客語音軌無法
對應，不利於音檔轉客語文字工作。考量後續語料數位化需求，口語語
料之收錄聚焦於以真人客語發音演出的客家電視臺影視節目。客家電視
臺於 2003 年開播，為臺灣最具客語代表性的電視媒體，早期的節目雖
多以錄影帶錄製，但隨著數位化技術逐漸普及，多數錄影帶已轉檔為數
位電子檔，並可於「好客 ING －客家影音網路平臺」瀏覽，國際性影
音平臺 YouTube 亦可查詢到近年製播的節目，資源蒐整管道更為便捷，
有利於盤點工作進行；且電視節目多提供華語字幕做輔助，對於客語轉
寫工作人員亦為一大助益。而參與客家電視臺演出之客語發音者經由電
視臺選角篩選，其母語能力須達到一定流利程度，客語語言能力具有標
準可信度。目前語料庫取得授權且已收錄的口語出版品，包含客家電視
臺產製的戲劇節目以及人物報導節目，至於新聞等其他類型的節目也納
入未來持續蒐整標的。
通過篩選的語料則進入初步審核。書面出版品的初審重點在於文本
是否為客語文字書寫或發音，以及是否符合客語用法標準，多半可藉由
著作的出版資訊、名稱、目錄等內容來檢視，有些著作書名即帶有明確
客語特徵詞彙，部分書籍也提供線上簡介或電子目錄做為參考，然而語
料是否使用客語書寫仍須進行全文內容審查方可確認，且需倚賴客語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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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工作人員進行語料判別與審核。客語的書面文本在眾多不同的文學類
型上仍屬發展中階段，且根據國家圖書館（2020）《108 年臺灣圖書出
版現況與趨勢報告》可以得知，申請 ISBN 圖書出版使用語文統計中，
相較於以正體中文出版作品約占全部新書總數之 93.68%，以客語出版
之作品屬於「其他」語文別之中的一個小次分類（「其他」類僅占整體
之 2.94%，且內容主要為東南亞語文、雙語、多語對照等，故可推估以
客語書寫之作品比例應更低），此外，許多作品列屬或標示為客語書籍，
但經過實際檢核後，發現內容參雜大量華語或甚至不符合客語語法，於
盤點過程中在在影響客語語料篩選，因此語料必須符合審核標準，方可
收錄於語料庫。至於口語出版品的初步查核，則特重客語母語口說能力
以及音檔語音品質。語料庫每筆口語語料均設計附帶音檔，為利轉寫工
作人員進行文字繕打與文本數位化，口語發音者客語能力須達標準程
度，口語音質必須清晰可辨，盡量避免環境噪音或其他聲音源如震動或
反射音等干擾因素而致使語音識別率降低。因此，客語口語出版品盤點
與審核優先以使用客語發音的電視節目或新聞為主要標的，因影視出版
品事先已經由電視臺執行把關，品質及內容相對穩定。
語料盤點作業流程可對客語文本內容或語料發音者客語能力進行評
估與篩查，初步審核語料或語料發音者是否符合收集採錄標準，審核通
過後再進行下一步聯繫洽談，因此是一個相當重要且不可或缺的作業環
節。若書面文本或口語言談之中出現大量非客語語流文字或話語，對於
語料庫後續斷詞流程之系統自動斷詞與機器學習而言將會遭遇到許多困
境；因此，從作業流程的開端即進行把關，對於語料庫的基礎工程建置
具有相當大的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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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語料徵集與授權
語料盤點完成即進入語料徵集與授權階段，主要為聯繫出版品之著
作財產歸屬人並洽談語料授權事宜。為使書面與口語語料得以正當且合
法地收錄、使用、加工或重製（如標註詞性標記），同時保障著作人之
權利，語料在數位化工作前必須遵循相關法律規範。授權狀況相當繁
雜，例如有些公部門或民間團體作品之授權不清（常見於比賽得獎作品
合集等）；有些典藏單位或機構對典藏作品僅享有物權而無著作權；有
些典藏作品不只有著作財產權，還有著作人格權問題，甚至有部分出版
品更進一步衍生出其視聽及錄音作品之相關著作權。因此，臺灣客語語
料庫以〈著作權法〉為依據，結合實務使用之範圍，在諮詢專業法律顧
問並制訂授權同意書內容後執行授權洽談。由於著作品版權不必然歸屬
於作者，而著作權常見的法律糾紛中，又莫過於作者與出版社之間的著
作權歸屬約定不明確，因此授權洽談作業中，釐清「著作財產權歸屬
人」為首要工作。口語語料採錄影音之授權人即為採錄對象（發音者）
本人，因此僅須向個人取得授權同意即可。出版品的著作財產權歸屬人
之認定，則須藉由出版品所登錄的「出版單位」與「作者」資訊來確認。
不論是出版單位或是作者，都再依「公部門」、「民間團體」、「個人」
三種身份進行區分，因此出版品之著作財產權歸屬狀況可彙整為以下五
種組合類型：
（1）出版單位及作者皆為「公部門」
近年來，政府出版品多半以機構或單位名義出版，例如教育部於
2008 年出版的《臺灣客家語朗讀文章選輯》作者即為「教育部國語推
行委員會」。由於出版品的著作財產權為政府所有，故部會之間以行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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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無償取得授權即可。
（2）出版單位為「公部門」、作者為「個人」
許多出版品的出版單位為公部門，作者則為個人，這類屬政府出版
品的著作財產權歸屬，悉依政府單位當初與作者簽訂授權書的條款內容
而定，因此須先向出版方（政府單位）確認授權細節，並須確認著作財
產權之歸屬，再視情況向個人作者進一步聯繫。著作財產權歸屬狀況可
分為以下三種：
（i）著作財產權歸「公部門」所有
此類型多半為公部門早期辦理徵件活動、或是彙編出版品時，與作
者之間簽署「著作財產權讓與同意書」，由作者「專屬授權」予政府單
位，如《107 年苗栗縣文學集 — 兒童文學創作》之系列書籍。然而，
由於此類作品為專屬授權，雖政府單位取得全部的著作財產權，但無法
逕予授權第三方使用，因此，此類型的授權處理，除了以行文方式取得
公部門無償授權之外，亦須向作者取得授權同意書。值得注意的是，依
照政府單位與作者之間的「著作財產權讓與同意書」，著作財產權屬於
政府單位所有，故不須另行支付授權金予個人作者。
（ii）著作財產權由「公部門」與「個人」共有
若出版品為公部門與作者共同擁有著作財產權，則需同時取得兩方
的授權同意書，並依比例分配支付個人作者授權金（公部門單位為無償
授權）。
（iii）著作財產權歸「個人」所有
有極少數政府出版品（多為早期作品）之著作財產權全數歸作者擁
有。以「臺南縣立文化中心」（現整合為「臺南市政府文化局」）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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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6 年出版的《向日葵》為例，經向臺南市政府文化局確認後，著作財
產權歸屬個人作者，因此逕行向個人作者取得授權並支付授權金即可，
免向公部門取得授權。
（3）出版單位及作者皆為「民間團體」
民間團體包含出版社、學協會等，其部分出版品係以機構名義發
行。以屏東縣六堆文化研究學會於 2004 年出版的《六堆人揣令子》為
例，作者即為學會的編輯小組，因此向該單位申請授權並支付授權金。
（4）出版單位為「民間團體」、作者為「個人」
（i）著作財產權歸「民間團體」所有
有些作者將著作財產權讓與給出版單位或學協會。以《安徒生童話
全集 國家語言（臺灣客語 - 海陸腔）》為例，作者（此案例為譯者）為
謝杰雄等人，著作財產權歸屬發行單位「中華臺灣客家國際藝文交流協
會」，故僅須向單位取得授權並支付授權金即可。
（ii）著作財產權由「民間團體」與「個人」共有
若「民間團體」與「個人」共享著作財產權，兩方均須簽署授權同
意書，授權金則按比例（通常為均分）計算。
（iii）著作財產權歸「個人」所有
此類型多屬報刊雜誌所刊登的單篇文章，經向出版單位確認後，逕
向作者取得授權同意即可（著作權歸屬於「個人」），例如國立中央大
學客家學院電子報所刊載之著作。此外，由於早期授權觀念尚未普及，
有些出版單位（民間團體）和個人作者並無在出版當時簽署任何契約文
件或授權書。以語料庫接洽的一案為例，在此狀況下，儘管出版單位
表示某作品著作權為其與個人作者雙方共同擁有，但作者當時並未明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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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享或讓與著作財產權予出版單位，亦無文書契約為證，因此作者主張
擁有全部的著作財產權。後續透過語料庫團隊居中溝通並多次向雙方確
認，最後出版單位及作者雙方達成共識，同意著作財產權歸屬為「個人」
所有，授權金支付予作者。此實證案例可更加佐證著作財產權制訂與授
權書簽署之重要性。
（5）出版單位及作者皆為「個人」
市面上有些作品是由個人作者自行出版，因此財產權歸屬人即為作
者本人，例如龔萬灶於 2004 年出版的《阿啾箭个故鄉》。若遇多位作
者共同出版之情形，須取得所有作者之同意，授權金則按比例支付。
以上所列舉之個案係以書面出版品為例，口語語料的影視出版品處
理方式亦然，著作財產權的歸屬人釐清與認定可彙整為五種類型，簡列
如下：
（1）出版單位及作者皆為「公部門」
（2）出版單位為「公部門」、作者為「個人」
（3）出版單位及作者皆為「民間團體」
（4）出版單位為「民間團體」、作者為「個人」
（5）出版單位及作者皆為「個人」
語料在取得著作權人的授權同意之後，即進行檔案分類及管理。已
取得授權之著作，臺灣客語語料庫係遵循「創用 CC：姓名標示 - 非商
業性 - 相同方式分享 臺灣 2.5 版」（Creative Commons liscense: Attribution-NonCommercial-Sharealike 2.5 Taiwan）之規範，在臺灣客語語料庫
正式上線運營後，使用者可進行合理使用，惟須標註來源且限於非商業
用途。若使用者修改語料庫素材，亦須依照同樣的方式進行分享，讓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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灣客語語料庫的內涵與價值，得以獲得永續性的傳遞與推廣。
除了書面與口語出版品，語料庫語料的來源亦囊括來自臺灣客語六
個腔調發音者的口語採錄音檔。採錄對象主要為具有客家代表性或特殊
專長且具備流利客語口說能力之客語專家人士，經語料庫彙整其經歷、
專長、志趣等背景資訊，並同步盤點評估語料庫缺稀主題後，列為特邀
對象，正式提出邀訪並經對方同意授權後，隨即啟動口語採錄作業，執
行項目包含主題與題目設定、採錄日程聯繫與安排、錄製場地商借、攝
錄器材（如：動態攝影機、指向性麥克風等）與授權文件準備，以及實
際拍攝等一系列語料採錄流程，語料形式多以獨白式敘事與對話式日常
生活會話為主。採錄作業完畢後，核查影片畫面與影音品質，確認符合
收錄標準後請採錄對象（發音者）填寫相關個人資訊，包含腔調、年齡、
性別等後設資料，不僅做為建檔之依據，更為語料庫量化的基礎。
影音採錄品質的控管，可讓語料轉寫者的錄音檔聽打及文字轉寫的
過程更加順利，因此於語料錄製的過程中需注意「安靜」、「明亮」、「平
穩」、「清晰」的錄影四大要素。前兩項強調環境因素的控管，必須儘
量避免外在音訊的干擾（如車聲、電話鈴聲、鬧鈴、狗吠聲等）和語料
發音者以外不相干人等的人聲（如路人、郵差及快遞送貨的說話聲），
影音錄製盡可能選在安靜的室內取景；此外也需注意場地明亮度，利用
自然光或室內燈光進行影片拍攝。而後兩項則是遵循取景的基本概念，
利用腳架固定攝影機以避免畫面晃動模糊，採用平視、近景角度拍攝，
完整呈現語料發音者的臉部與嘴型。語料影音檔品質穩定與影音清晰，
有助於語料內容辨識且利於語料標記選用；轉寫後的口語語料文字搭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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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腔聲音檔，更有益於未來在其他研究或教學用途上的應用。13
綜上所述，語料前置處理作業流程藉由語料盤點來審核語料是否符
合收錄標準，而語料徵集與授權之繁瑣嚴謹則有利後續進行語料數位化
作業。對於整合各時期客家創作與各式客語語料，可謂是盤點整理之功
效。

（二）數位化及檔案管理
1. 語料建檔與後設資料標註
語料於徵集完成後，須先進行基本後設資訊建檔並予以編碼管理。
後設資料標註不僅有利於資料管理與查找，更是作為語料入庫時，供系
統抓取後設欄位資訊的重要依據。
書面語料之建檔，係於語料庫後臺選取書面語式後，即依序輸入書
面文本相關後設資訊，包括語料名稱、單元名稱（如章節、篇名、單元
等）、作者、出版者、出版年份、文本內容（即語料文字）。而後設資
訊如文類、主題、載體等，則是以下拉式選單方式選取。書面語料後設
資料格式，請見圖 6；14 口語語料的後設資訊大致上也與書面語料相同
（如圖 7）。15

13 臺灣客語語料庫之口語語料提供轉寫文字以及聲音檔，影片檔僅作為內部語料處理之
用，提供轉寫人員參照影片發音者臉部表情與發音嘴型，以做為文字轉寫或校訂之參
考依據。
14 後設資料欄位中，標示「*」者表示「必填」；空白欄位處代表無資訊（例如某些書籍
僅有單一版本，故無版本資訊）。此外，文本斷詞後結果係透過語料庫斷詞系統生成
後，再由工作人員貼至「文本內容」下方之「文本斷詞標記」欄位。語料庫斷詞系統
因正在擴建更新中，且受限於篇幅，未來將另文專論。
15 相較於書面語料多有再版、修訂版之版本差異，口語語料以聲音為主，較無一語料多
版本狀況，因此口語語料後設無設置「版本」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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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面語料後設資料格式擷取畫面

資料來源：作者製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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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語語料後設資料格式擷取畫面

資料來源：作者製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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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語語料另會再登錄採錄對象（發音者）的基本資料（呈現如圖
8），包含姓名、腔調、代號、性別、年齡，以及發音者於錄影畫面上
之相對位置。16 口語語料音檔的相關資訊，則填入「背景資訊」分頁，
裡面內容包含影片錄製日期、錄製時間、語料長度、影片錄製地區、場
景，以及備註（請見圖 9）。

圖8

口語語料後設資料格式擷取畫面：發音者資訊

資料來源：作者製圖。

圖9

口語語料後設資料格式擷取畫面：背景資訊

資料來源：作者製圖。
16 發音者資訊欄的「畫面上位置」係僅供轉校人員搭配影片檔轉寫之參考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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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語料數位化與資料清理
語料建檔完成後，即進行文字數位化工作。而語料數位化的首要
階段，即屬語料轉檔（或轉寫）與語料校訂。書面語料多為轉檔作業，
文本取得形式可分為「Word 檔／ txt 檔」、「PDF 可編輯檔」、「PDF
不可編輯檔」及「實體書籍」四類，為使書面文本轉成可機讀的語料，
檔案皆統一為 Word 格式。圖片掃描檔或限制編輯檔案則運用文字識別
軟體（Optical Character Recognition（OCR））來進行轉檔輔助。轉檔
過程中經常出現電子轉檔或機讀錯誤、客語特殊字判讀錯誤等各式狀
況，因此高度仰賴人工判讀檢核並進行文字查漏補缺，亦屬資料清理的
一環。口語語料則多為影音檔素材，因此由工作人員將口語語音進行文
字化轉寫工作。臺灣客語用字相較於臺灣華語發展更晚，而坊間各家客
語書寫的使用紛雜不一、用字紊亂，不僅詞彙涵蓋量不足，臺灣客語次
方言各家選用文字也紛雜迥異；另一個客語文字化遭遇到的問題則是部
分詞彙有音無字，因此許多作者使用客語其他詞彙予以借代，或是使用
漢字取代，亦或自行創字甚或直接以拼音表記，這些用字差異等問題皆
會影響詞彙詞頻、詞彙共現詞等語料庫功能計算。因此，為求客語用
字盡量達到一致性，語料庫用字規範主要遵照教育部發佈之第 1 批與
第 2 批「臺灣客家語書寫推薦用字」以及教育部「臺灣客家語常用詞辭
典」，用字收錄不足之部分則輔以客委會「客語認證詞彙資料庫」以做
參考。而對於教育部及客委會均無規範或收錄之用字，例如著書內容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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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罕用生僻字，語料庫暫採「忠於原著」

方式保留作者原用字。部分客語罕用字還會遭遇到一個問題，即是在
Windows 等系統中無法正確顯示，變成方塊「□」（一般慣稱為「tofu」，
意即「豆腐」）。一般字型如微軟系統內建之新細明體與標楷體等系統
字型，可支援 Unicode 3.0 版所引進的「擴充 A 區漢字」（共 27,496 字），
然而仍不敷使用，無法涵蓋所有客語用字，以致於有些客語用字仍無法
正常顯示，儘管是屬於「臺灣客家語書寫推薦用字」如「𠊎20」、「

21

」

等，也面臨相同狀況；再者，有些「字」本身具有多個以上的 Unicode
碼，以「

」為例，此字屬擴展 E 區，其 Unicode 編碼為 2B8C6，而過

去於私人使用之編碼有 E000、E700、F307、FA40 等。這些格式的「
」字形非常相近，難以用肉眼精準辨識，因此若不同使用者選用到不同
編碼的「

」，即可能造成不同的搜尋結果有所差異甚至是搜尋失敗。

為解決客語難字輸入以及 Unicode 碼不一等問題，本語料庫支援客語字
Unicode 字集擴充，可對新舊字碼進行轉換，另也將 Unicode 擴展 A、B、
C、D、E 區的字型進行合併轉檔，解決客語一字多碼（Unicode）以及
異體字的問題。此外，語料庫系統使用雲端字型（Web Font）嵌入技術，
語料庫頁面字型可自動從雲端獲取字型資料，使用者可免任何事前字型
安裝工作，網站也依照國家發展委員會訂頒之無障礙網頁開發規範以及
17 華語義為「碎裂」。字型資訊為 Unicode: U+203B7，屬「中日韓統一表意文字擴展區
B」。
18 華語義為「疲累」。字型資訊為 Unicode: U+24E01，屬「中日韓統一表意文字擴展區
B」。
19 華語義為「繞行」。字型資訊為 Unicode: U+2B7E7，屬「中日韓統一表意文字擴展區
D」。
20 華語義為「我」。字型資訊為 Unicode: U+2028E，屬「中日韓統一表意文字擴展區 B」。
21 華語義為「我們」。字型資訊為 Unicode: U+2B8C6，屬「中日韓統一表意文字擴展區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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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響應式網頁設計規範，偵測使用者的螢幕大小並進而自動調整網頁
圖文內容，提供使用者能以跨平臺形式在不同系統或行動裝置間皆可達
到一致的顯示效果。
每一筆語料都會經過轉寫與校訂階段，遵循交叉校訂用字及格式，
並遵照用字規範及轉寫原則，以確保客語用字、客語拼音以及轉寫標記
都完全正確，甫能再進一步處理數位化文本斷詞及詞性標記等工作。22
轉寫與校訂作業由母語本腔人士進行專家校訂，而客語六個腔調（四
縣、海陸、大埔、饒平、詔安、南四縣）各自具有其獨特性，最能體
現六腔差異的，即是調值與詞彙。在調值方面，四縣腔與海陸腔各聲
調的調值幾乎相反，以「文字」為例，四縣音為 vun11 sii55，海陸音則
為 vun55 sii33。與四縣腔較相近的是南四縣腔與大埔腔（南四縣音為
vun11 sii55，大埔音為 vun113 sii53），饒平音則為 vun55 sii24，與海陸
較相似；至於詔安腔則與其他腔調差異最大（拼音為 bbun53 cu55）。
另依據教育部 2012 年〈客家語拼音方案使用手冊〉（教育部 2012），
除了海陸具七個聲調外，其他五腔皆為六個聲調（陰平、陽平、上聲、
去聲、陰入、陽入），海陸的去聲則是再區分為「陰去」、「陽去」二
聲調。此外，各腔調間也存在明顯的詞彙差異，特別是少數腔的詞彙。
舉例而言，大埔腔詞彙通常不帶詞綴「仔」，如華語「木板」在四縣為
「枋仔」，大埔則為「枋」。饒平腔的詞彙相對於其他客家腔調也具有
特殊性，以華語「起身」為例，在四縣、海陸、大埔、南四縣的客語詞
彙為「䟘」，饒平則為「跆」（詔安則為「跋」）。而使用比例最少的
詔安腔，其語音系統受到臺灣閩南語的影響，導致許多詞彙音韻與閩南
22 本文主要聚焦於語料數位化作業流程，考量篇幅所限，關於用字規範、語料階層屬性、
轉寫標記與原則、斷詞與詞性標記等細部內容，將另以他文闡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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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相似（例如華語「風箏」在客語其他五腔的用法為「紙鷂（仔）」，
詔安則是「風吹」），在這種語言接觸的情況下，致使臺灣詔安客語與
臺灣閩南語的區辨更添判斷困難性（特別是口語語料），因此轉寫與校
訂人員皆須經過篩選並進行教育訓練，主要為客語薪傳師、客語教材編
輯委員、客語認證命題或閱卷等典試人員等，其中具有字音字形比賽得
獎或客語各項比賽指導經驗者不乏少數。語料中也多有客語和其他語言
之間的混用情況，例如客語語料中出現華語、閩南語、原住民族語、英
語、日語等。因此，本語料庫也採用轉寫標記「<CS- 語言代碼 > 語料
</CS- 語言代碼 >」以示語碼轉換中其他語言的角色，語言代碼係依循
國際標準化組織為全世界各語言所制訂的標準代碼 ISO639（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Standardization），每種語言以兩個字母（639-1）或三
個字母（639-2 和 639-3）的小寫代碼來標示。以客語夾用日語的文本
為例，客語語料原文「逐日朝晨，毋係駛車就係騎オ－トバイ送佢去學
校。」（華譯：每天早上，不是開車就是騎オ－トバイ（摩托車）送他
去學校。）即會在「オ－トバイ」前後加註語碼轉換標記，標記後文本
為「逐日朝晨，毋係駛車就係騎 <CS-ja> オ－トバイ </CS-ja > 送佢去
學校。」；或是客語夾用英語之語料，加上標記後呈現如下：「為了支
持在 <CS-en>Facebook</CS-en> 發起个「世界無車日」活動，在厥 <CSen>Blog</CS-en> 裡肚有一張佢自家揹等背包、騎等自行車个相片。」
（華譯：為了支持在 Facebook 發起的「世界無車日」活動，在他 Blog
裡面有一張他自己揹著背包、騎著自行車的相片。）。
此外，相較於書面語料多使用正式用語，篇章層次較複雜縝密，句
型結構較完整連貫，口語語料則多為非正式用語，話語層次較鬆散或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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乏條理，句型結構則較簡單，常有破碎不完整的文句出現。因此，口語
語料轉寫除了將影音檔素材內容轉譯並逐一繕打為客語文字外，對於一
些言談表現如停頓、發音不清無法辨識的音節等也加註轉寫標記，以呈
現真實且自然的口語語流樣貌。而每筆口語語料除了文字檔亦會附聲音
檔，若該筆語料屬於多人對談，則會加以發音者代碼以及時間戳記。特
屬口語語料的轉寫標記整理如表 1：

表1

臺灣客語之專屬口語語料轉寫標記及其範例

標記意義
發音者代碼
時間戳記
停頓
無法辨識的音節
個人隱私

標記格式
男、女
00:00:00-00:00:00
（時 - 分 - 秒）
…
<IS>X</IS>
<PP>○</PP>

資料來源：作者製表。

發音者代碼依照發音人之性別標記，同性別兩人以上，則會依照
說話順序在標記後方加註數字，如「女 1」、「女 2」。時間戳記標註
每個語輪於媒體檔案之起始時間與結束時間，於括號中以連字號作為
連結，連字號兩端之時間格式為「hh:mm:ss」。發音者言談之停頓處，
標以「…」符號。遇到語料不清楚，如發音模糊以致無法辨識，則以
「<IS>X</IS>」標示。而言談中若涉及個人隱私部分，如個人住家地址、
電話號碼或身份證字號等，即以 <PP>○</PP> 標示。
轉檔（或轉寫）完畢的語料由語料管理員檢核後，交由第二位轉寫
人員進行文字與格式校訂（視語料狀況安排二次（以上）的交叉校訂）。
所有轉校工作完成後，語料即匯入語料庫後臺，進行後續的儲存與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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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
3. 語料儲存與管理
「語料儲存與管理」涵蓋所有與語料相關的檔案管理，為不可或缺
的環節。書面語料在徵集與授權時便會取得著作的原始電子檔案或實體
書，而實體書亦由團隊逐一掃描成為 PDF 檔，以便同時列為數位檔案
進行保存與管理。至於口語語料則是由具有影音剪輯技術的語料庫工作
人員使用影音軟體（如 EDIUS 或 Premiere 等）處理，工作項目包含影
像與聲音檔剪輯，以及加上流水編號與標誌（浮水印）。經過處理的影
像檔僅供轉校人員標記時間碼以及作為文字轉寫之輔助，基於隱私權及
肖像權保護原則，不對外公開；而聲音檔則會於語料庫頁面上提供。語
料的聲音檔必須符合網路串流格式，也須考慮檔案大小不能超過語料庫
後端的負荷，因此將剪輯後的聲音檔轉檔為 mp3，並另依計畫標規要求
轉存為 wma 及 wav 檔備存。所有檔案（包含剪輯完畢、轉檔完畢之影
音檔案以及口語語料原始影音檔）皆進行異地備援，包含網路儲存裝置
（Network Attached Storage（NAS））以及隨身硬碟等多項儲存裝置，
以達到一定程度之備份妥善率。
資料清理完畢並完成文字轉寫校訂的語料，即接續進行語料斷詞，23
語料會經由系統進行適當的斷詞處理，完成後即成為可檢索的資源。語
23 語料斷詞主要仰賴語料庫最底層的資料模型，其中包含字詞庫之建立。目前字庫提供
部首、單字總筆畫數以及字頻統計，詞庫則提供斷詞標記、字元數以及詞頻統計，其
中在詞頻方面，由於客語在兩個語式（書面與口語）以及六個腔調之間有許多詞彙上
的差異，因此詞頻統計再依照語式以及腔調分開計算。此外，本語料庫於五年計畫期
間，字詞庫的階段性任務以詞目及其斷詞標記建構為首要，系統先行開發六腔之拼音、
釋義及音檔匯入功能。語料庫字詞庫係以「教育部臺灣客家語常用詞辭典」之詞彙為
基礎，因此目前具拼音與華語釋義資訊之客語詞目皆屬「臺灣客家語常用詞辭典」之
詞彙，其他詞彙之拼音未來將有待客語學者專家考證討論與統整制訂。未來也規劃可
增加華語對譯詞等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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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庫檢索功能具兩種檢索方式：一般檢索和進階檢索，目前的一般檢索
提供關鍵詞以及搭配詞之查詢；進階檢索功能則是基於資料模型提供之
屬性分類為基礎而發展之多重檢索功能，語料庫的大量文本搜尋結果可
再依使用者需求逐步縮小聚焦搜尋範圍，例如可選定特定腔調與屬性標
籤（如文類、主題、載體），提高檢索精確率，此項設定皆適用於關鍵
字檢索與搭配詞檢索。口語語料提供完整音訊，口語檢索介面整合語料
時間戳記與媒體音訊，並支援跳轉至音訊相對應之文字段落。語料庫也
提供斷詞結果，使用者可根據其關鍵詞檢索結果選取語料並點選「顯示
斷詞標記」，系統即會進行自動斷詞將語料文句依詞斷開並標記詞類。24
以上為客語語料數位化流程的介紹。综上所述，語料作業主要分為
「前置作業」與「數位化及檔案管理」，前置作業可細分為「語料盤點」
和「語料徵集與授權」兩大步驟（對應到口語採錄音檔則為「語料採錄
評估」和「語料採錄與授權」）；數位化及檔案管理則包含「語料建檔
與後設資料標註」、「語料數位化與資料清理」和「語料儲存與管理」
三個部分。每個作業環節均採取滾動式修正，持續各項環節優化精進，
臺灣客語語料作業處理流程的整體脈絡詳見圖 10。

24 臺灣客語語料庫之系統功能與檢索介面仍處於滾動式修正與擴充優化階段，完整介面
與功能以 2022 年之上線版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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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0
資料來源：作者製圖。

臺灣客語語料作業處理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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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結論及意涵
臺灣客語語料庫預計為臺灣首座同時收錄客語書面語料及口語語
料（附錄音檔）之帶標記語料庫，以記錄語言事實為目的，有規模地保
存臺灣客語六腔文字與語音。藉由本語料庫的建置經驗，本文旨在介紹
臺灣客語語料的數位化流程並闡述其重要意涵。語料流程的前置作業包
含「語料盤點」和「語料徵集與授權」，其中最複雜的即為各種出版品
之著作權歸屬。語料授權來源除了公部門之外，亦包含民間團體及個人
作者，甚至有授權歸屬者同時為「公部門及個人」、「民間團體及個人」
之共有情形。尤其，我國智慧財產權之發展，在過去三十年間有極大的
變化，儘管近期社會對著作財產權的觀念提升，逐漸發展出法治結構完
備之授權體系，然早期較無著作權概念，許多出版品存有著作權爭議。
為此，臺灣客語語料庫針對全臺灣客語著作進行全面性盤點，並且建立
語料徵集流程，對授權程序進行相當程度的耙梳，釐清公部門與民間團
體、個人之間的權利義務關係，針對不同狀況制訂相對應的處理原則。
而在「數位化及檔案管理」範疇，則是涵蓋了「語料建檔與後設資料標
註」、「語料數位化與資料清理」和「語料儲存與管理」三個階段。書
面及口語語料均以數位化方式處理，作業包含語料後設標註與客語文字
轉寫及校訂，語料文字主要遵循教育部用字規範，文本中出現的語言混
用等現象加註轉寫標記，並根據文句結構標註詞性與斷詞標記。這些文
字校訂與標記可謂語料庫之精髓，除了展示臺灣客語語言之真實樣貌，
用字校訂可讓語料庫字詞得以規範化，避免用字紊亂不一等狀況；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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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記標示出每個字詞於句中扮演的詞性及其句法功能；轉寫標記主要功
能之一則是標註非客語用詞，便於客語斷詞系統偵測辨識，將轉寫標記
及其包圍起來的非客語文字內容進行忽略處理，確保非客語文字不會被
誤篩選入客語詞庫中。所有書面及口語語料在經過多次交叉審核校訂、
詞性標記與斷詞修訂後，匯入語料庫後臺予以線上化管理，同時進行檔
案所有版本之異地備援。
國內外大部分的口語語料庫多以提供文字轉寫檔為主，臺灣客語語
料庫每一筆口語語料除了轉寫為文字外，亦皆提供相對應之音檔。目前
口語語料收集之文類包括會話、敘事、演講以及戲劇，語料參與者（發
音者）若為兩位以上，口語文字以語輪為單位進行轉寫，並標註口語參
照時間點戳記，提供使用者逐句聆聽與文字聲音對照。「聽、說、讀、
寫」為人類學習語言的四個階段，初始階段為「聽」，接下來為「說」，
後面才進階為「讀」與「寫」，可見於語言學習歷程中，口語語料可為
熟悉一種語言提供最迅速的管道，保留音檔有其必要性與迫切性，而客
語語料庫的六腔分類功能，更可將不同腔調之語音流變透過音檔完整保
留與記錄。藉由真實口語語料，不僅可窺見各年齡層的客語使用狀況，
也可記錄耆老的口傳記憶與親身見聞，以及各行各業的經歷等具有歷史
意義的口述語料，豐富客家文化發展歷程，並呈現出臺灣客語在不同時
期、不同地區的多樣面貌。
臺灣客語語料庫正在逐步建構中，建置完成之後將具備資訊檢索分
析功能，並客觀地呈現語言真實的使用情境，未來可提供教學應用及研
究豐富的素材，並達到多領域之加值應用願景。在語言學方面，舉凡語
音、構詞、語法、語意、言談等各領域，都可透過語料庫真實語料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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鑽研與探索，無論是進行質性語言結構剖析或是量化統計應用或數據歸
納等，皆可讓語言研究擴展到更深更廣的範域。對於教學而言，教師可
於教學過程中，運用語料庫檢索，讓學生觀察字、詞、句等資訊來理解
語言的使用；可查詢語料庫中詞語和語法頻率以及詞彙之共現詞，作為
語言教學之教材；或是可透過詞彙抓取語境前後文組成的句子，成為生
詞教學的例句，有助於學生對於詞彙、句型的認知與習得；也可藉由詞
頻的高低，作為詞彙或語法教學難易度分級的參考。25 再者，所有客語
文本均予以屬性分類，此有助於使用者根據其研究需求篩選語料的後設
資訊，如腔調、語式、文類、主題等，從中獲取所蘊藏的客家文化資訊
與詞句用法，使客語文學與客家文字得以發展與傳承。而在翻譯層面，
語料庫可協助華客翻譯者快速參照用字以及詞彙共現詞之搭配，並藉由
大量真實自然語料輔助文法結構與詞彙之使用。此外，語料庫未來亦可
應用於 AI 領域之自然語言處理，結合各項客語智能創新運用，如輔助
客語教材編纂、提供辭典收集與編輯之材料、協助客語對譯的開發、訓
練語音辨識的前導工程等。自然語言處理須經由語素分析、語法分析以
及語意分析，方可讓人工智慧理解人類語言文字以及話語。目前語料庫
進行的斷詞處理，即是為 AI 之自然語言處理建構藍圖。自然語言處理
的目標在於訓練電腦了解與運用人類的語言，人類的語言承載思緒、意
識，是極其複雜的行為表現，機器同時也須具備強大的靈活性才得以歸
納並建立模型。語言在 AI 領域之應用，尚須更多人力及技術資源的投
入，結合語言專家之領域知識及科技專家之技術，共同合作來克服與突
破。
25 關於臺灣客語之詞頻研究可參閱葉秋杏等（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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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語言處理道阻且長，理解語言所需要的知識又是不斷變化且無
止境，客語在這未知的領域迎接著諸多挑戰與困難。臺灣客語語料庫所
建構的基礎內涵，記錄客語語言事實，其跨學科、跨領域、跨時代之特
質，為客語在廣袤無垠的 AI 領域踏出了第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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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家博物館數位典藏詮釋資料欄位探討
吳詩婷 1、顏上晴 2、傅鈺淇 3*

博物館肩負著保存、傳承人類歷史文明、文化知識的重責大任，隨
著網際網路的發展，文物數位化成了文化資產保存的重要方法之一。以
保存客家文化為主要宗旨的客家博物館也逐步開展數位典藏，並有顯著
的成果。不過客家博物館在數位典藏詮釋資料的發展與學術討論較少，
亟需投入更多的研究，俾借助資通科技與數位環境，促進客家文化之
發揚與傳播。因此，本研究由數位典藏詮釋資料結構標準之探討出發，
以國內 4 間客家博物館建置之數位典藏網站或網頁為研究對象，依序分
析、統整各網站內文物類型之詮釋資料欄位，將各網站欄位整合比較，
並納入 CDWA、DC 及 Object ID 等數位典藏領域所發展的詮釋資料結
構標準一併檢視，最後就探討之結果提出實務上之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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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ussions on the Hakka Museums Digital Archives Metadata Struc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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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kka Museums, the main purpose of which was to preserve Hakka
culture, have developed under academic discussions in the digital archives’
metadata, and more research is urgentelyneeded 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Hakka culture with the help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This study started
from the introduction of the data structure standards and chose the digital
archives websites built by four domestic Hakka museums as examples. The
metadata of those cases were analyzed and compared with the data structure
standards developed in the digital archives fields such as CDWA, DC, and
Object ID. Finally, practical suggestions based on the results of the stu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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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博物館肩負著保存、傳承人類歷史文明、文化知識的重責大任，
網際網路的發展，讓知識的共享不再遙不可及。當數位化成為文化資
產保存的重要方法之一，各國博物館無不致力於數位典藏的建置。文
物的數位典藏在我國發展已有一段時間，自 1998 年國家科學委員會
（今科技部）的「數位博物館專案計畫」、2002 年「數位典藏國家型
科技計畫」到 2008 年為期 5 年的「數位典藏與數位學習國家型科技
計畫（TELDAP）」結束後，中央研究院隨即成立數位文化中心，接
手 TELDAP 重要成果，並持續推展數位典藏、數位技術之研究（林富
士 2017）。客家博物館數位典藏亦在此波潮流中萌芽、發展茁壯，在
TELDAP 中的「拓展臺灣數位典藏計畫－數位臺灣客家庄」下，共有「子
計畫一：臺灣客家文物數位典藏計畫」、「子計畫二：臺灣客庄文化數
位典藏計畫」、「子計畫三：臺灣客家圖書數位典藏計畫」、「子計畫
四：臺灣客家影音數位典藏計畫」及「子計畫五：臺灣客家文化聯合目
錄數位典藏計畫」等五項子計畫，透過數位化科技，永續典藏、分享應
用臺灣具稀缺性、重要性、代表性及瀕危性之客家文物、客庄文化資產、
圖書文獻、影音資料等資料（數位典藏與數位學習計畫百科 2013）。
許多客家博物館包括客家委員會客家文化發展中心、新北市客家文化園
區、屏東縣客家文物館、美濃客家文物館等皆建立數位典藏網站，將表
彰客家文化的文化資產有關的數位影像與詮釋資料（metadata，或稱後
設資料）提供大眾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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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促進數位典藏資源的有效管理與近用（access），數位典藏領域
發展了許多的詮釋資料標準（data standards），其中又以資料結構標準
（data structure standards）1 為基礎，因其關注資料記錄的結構，亦即關
切詮釋資料的構成元素（elements）或欄位（fields），是所有數位典藏
詮釋資料建立的先決要件。良好的詮釋資料結構除了有利於編目人員對
資料的著錄與描述，更助益於使用者對於資訊的檢索，以及館際間的資
料交流（吳紹群 2007：123）。數位典藏領域所發展的詮釋資料結構標
準大多因應物件類型的特性與差異而發展，例如適合博物館物件的 Object ID（Thornes et al. 1999）、適合藝術作品的藝術品描述編目（Categories for the Description of Works of Art, CDWA）（Baca and Harpring
（2019: 2）、適合網路文獻資源的都柏林核心集（Dublin Core, DC）
（DCMI 2020）等。前述數位典藏詮釋資料結構標準已應用於國內外許
多博物館或典藏機構，但較少有將之應用於客家博物館數位典藏的研究
或討論。為促進客家博物館數位典藏的管理與利用，本研究由資料結構
標準之探討為出發點，進而統整、分析 4 個與客家文化相關之數位典藏
網站或網頁的詮釋資料欄位，探究客家博物館數位典藏詮釋資料欄位之
設置，並納入幾項數位典藏領域所發展的詮釋資料結構標準一併檢視。
本文以下將先說明研究設計，接續介紹詮釋資料結構標準並舉例，之後
簡述客家博物館數位典藏文物特性，再分析比較 4 個客家博物館數位典
藏網站的詮釋資料結構，最後提出客家博物館詮釋資料欄位實務作業上
的建議。
1

除 了 資 料 結 構 標 準（data structure standards）， 尚 有 資 料 內 容 標 準（data content
standards）與資料值標準（data value standards）等，但後兩者非本研究討論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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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設計
（一）研究對象
我國有許多與客家文化相關的博物館、文物館或文化機構，文物特
性相當多元化，有關客家的數位典藏網站亦不在少數，許多客家博物館
包括客家委員會客家文化發展中心、新北市客家文化園區、屏東縣客家
文物館與美濃客家文物館等皆建立數位典藏網站，也有許多單位結合學
校資源，在數位典藏與數位學習國家型計畫時期建立一些客家領域的
數位典藏網站 2，這些客家博物館或客家領域數位典藏網站中，客家博
物館的數位典藏網站仍持續運作與更新，不過數位典藏與數位學習國家
型計畫時期建立的客家領域的數位典藏網站則大多於計畫結束後停止更
新。考量研究的效益與應用，探討已停止更新網站的詮釋資料欄位較無
實務上之幫助，因此本研究將聚焦於仍持續維護、更新的數位典藏網站
做進一步探究。基於上述，本研究選擇以客家委員會客家文化發展中心
建立的「客家文化資產數位網」、新北市客家文化園區的「新北市客家
數位館」、屏東縣客家文物館官網上的「文物典藏」與美濃客家文物館
「數位典藏」等 4 個較具規模、且持續更新的數位典藏網站或網頁中的
文物詮釋資料欄位為研究對象。
2

在數位典藏與數位學習國家型計畫時期建立一些數位典藏網站建立的 500 多個數位典
藏網站中，有 13 個與客家文化相關，分別為「數位臺灣客家庄」、「哈客網路學院」、
「臺灣客庄文化數位典藏」、「打里摺文物數位典藏國家型科技計畫」、「典藏客家
媽媽 ? 再現絕代風華」、「臺灣民族誌數位影音典藏」、「歷史語言分佈與變遷資料
庫」、「六堆客家生活藝術文物數位資料庫」、「客家文物聯營館」、「臺灣客家圖
書館」、「臺灣客家影音數位典藏計畫」、「客語能力認證網站」與「哈客城 Online」（陳
泰穎等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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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方法
本研究共分為三階段，首先進行詮釋資料結構標準之文獻回顧，作
為本研究分析的學理基礎資訊；接著採用內容分析法（游美惠 2000：
8-16；王雅玄 2013：211-2），檢視四個網站內物件之詮釋資料欄位，
由於網站內文物數量眾多，在每個網站的物件資料中，使用隨機亂數產
生器 RANDOM NUMBER GENERATOR 網站 3 各隨機選取 10 個物件（詳
見附錄 1-5）4，列出其欄位，並分析探討其欄位結構與特性；最後使用
比較分析法，將四個網站的物件詮釋資料欄位進行比較與分析，以及與
CDWA、DC 及 Object ID 等幾個數位典藏領域所發展的詮釋資料結構標
準進行比較。

（三）研究範圍
本研究主要聚焦於客家博物館數位典藏網站或網頁之詮釋資料欄位
分析，如以數位典藏資料標準而言，主要探析範圍為資料結構標準，不
包含資料內容標準（欄位之著錄規則）與資料值標準等其他詮釋資料標
準的探討。在研究對象上，則只限於本研究選取的四個網站。

（四）研究限制
本研究主要以網站上公開呈現的資訊進行探討，未公開的資料無法
探究。實務上，某些建置數位典藏網站的博物館可能擁有相當豐富的文
物詮釋資料，但基於某些考量，尚未對大眾進行開放，此為本研究無法
觸及之處，因此成為一項重要的研究限制。
3
4

隨機亂數產生器網站：https://lab.25sprout.com/nrprnd/
部分的類別或子類別內的物件數量未達 10 件，則隨機抽取 1/4 至 1/3 的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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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詮釋資料結構標準簡述
詮釋資料結構標準是一個有關詮釋資料的元素類別及組成，被視為
能維持元素間關係及層次的架構（Boughida 2005: 49）。詮釋資料結構
標準已有許多的研究，並因應物件類型的特性與差異，發展出許多不同
的詮釋資料結構標準，本研究整理一些重要研究（余國瑛 2008；吳紹群
2007；陳亞寧、陳淑君 2007；陳淑君 2007）所建議之資料結構標準於表 1：

表 1 各類型物件可參考之資料結構標準
文物類型
網路文獻資源
博物館物件
藝術品與視覺資料
建築
圖書
民族誌
考古
檔案
政府
靜態影像
影音
植物標本
教育
音樂
文字型資料
地理資料

參考之資料結構標準
DC
Object ID、CIDOC Information Categories、CIDOC CRM、AFRICOM
CDWA (Lite)、VRA Core Categories、AMICO Data Specification
CDWA (Lite)
MARC21、MODS
CIDOC Data Standard for Ethnology/ Ethnography
CIDOC Core Data Standard for Archaeological Site and Monument
EAD
GILS
NISO Dictionary for Technical Metadata for Digital Still Images
ECHO、MPEG-4, MPEG-7 for Audio and Video
HISPID、DarwinCore
IEEE LOM
SMDL
TEI
CSDGM (FGDC)

資料來源：整理自陳淑君（2007：33-4）；（陳亞寧、陳淑君 2007：10-4）；吳紹群（2007：
129）；余國瑛（2008：68-9）。

由表 1 可發現，現階段學術領域已發展出許多詮釋資料結構標準，
但應依物件類型，選擇適當的標準來應用。本研究所探討的研究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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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家委員會客家文化發展中心建立的「客家文化資產數位網」、新北
市客家文化園區的「新北市客家數位館」、屏東縣客家文物館官網上的
「文物典藏」與美濃客家文物館「數位典藏」）所呈現的物件內容以
博物館物件、藝術品與視覺資料、建築為主，應可主要參考 Object ID
與 CDWA。另外，DC 此一標準屬於一般性後設資料標準，主要用於
「支援數位典藏品的資源探索」，皮博迪自然史博物館（Yale Peabody
Museum of Natural History）則將 DC 列為大眾查詢標準（Standards for
Public Access）（陳淑君 2007），顯示 DC 是適合被各個領域廣泛運用
於網站搜尋的資料結構標準。基於上述，以下就 Object ID 、CDWA 與
DC 這三種詮釋資料結構標準做簡要的介紹。

（一）Object ID
Object ID 是為了打擊藝術品竊盜及非法出口案件而設計的資料結
構標準，主要是讓執法單位能以最少的資訊快速正確地辨認文物，並使
國際間所有領域的人都能在最短時間內理解、使用（Thornes et al. 1999:
1）。Object ID 的欄位共有 10 個，內容參見表 2：

表 2 Object ID 主要欄位名稱與定義
欄位中文名稱

欄位英文名稱

定義
物件屬於何種類型，比如繪畫、雕刻、時鐘、面具 …
等

物件類型

type of object

材質與技法

m a t e r i a l s a n d 物件是用什麼材料製成的（如：黃銅，木頭，畫布上的
顏料）？又是如何製成的（如：雕刻，鑄造，蝕刻）？
techniqu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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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件的尺寸與重量為何？明確說明使用的度量單位為何
（如：公分、英吋）以及該量度代表的意義（如：高、
寬、深）

尺寸

measurement

款識與記號

物件上是否有任何可識別的記號、號碼或題詞（如：簽
inscriptions and
名、致謝詞、標題、創作者標記、純度標記、產品標
markings
記）？

顯著特徵

d i s t i n g u i s h i n g 物體是否具有助於識別（如：毀損、修復或製造時的瑕
疵）的物理特徵？
features

名稱

title

物件是否具有知名且能被識別的名稱（如：吶喊）？

主題

subject

描繪或表示的是什麼（如：風景、戰爭、抱小孩的女
人）？

日期或時代

date or period

物件是何時被製作（如：1893 年，17 世紀初，青銅器
時代晚期）？

創作者

maker

是 否 知 道 物 件 由 誰 創 作？ 可 能 是 公 司（Tiffany ＆
Co.）、文化團體（Hopi）或人名（Thomas Tompion）

描述

description

記錄未在其他欄位出現的資訊

資料來源：整理自 Thornes et al.（1999: 11-29）。

學者 Yasaitis（2005: 30）從多篇文獻、新聞統整得知國際刑警組織
（Interpol）、美國與英國當地的執法機構、一些保險公司，藝術品貿
易組織和藝術品鑑定師皆有使用 Object ID，且 Object ID 還與大多數主
要的藝術品盜竊資料庫兼容，全世界最大的失竊藝術品資料庫失竊藝術
品登錄組織（Art Loss Register）便要求所有註冊的文物都必須完成填寫
Object ID 檢核表，並提供色票及比例尺進行影像拍攝，增加資訊的統一
性與辨識度（Thornes et al. 1999: 42-3）。
總體來說，Object ID 是一份能以最少資訊辨認一件藝術品的紀錄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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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documentation standard）（Thornes et al. 1999: 1）。鑒於此，Object
ID 的欄位深具辨識意義，對於一般大眾使用而言顯得較為容易。不過
Object ID 的欄位太少，實務工作者建議可將其相容於機構原先已在使
用的標準中，做為強化或增補原有藏品著錄內容之用（林彥宏 2010：
28）。

（二）都柏林核心集（Dublin Core, DC）
都柏林核心集是由 Dublin Core Metadata Initiative（DCMI）於 1995
年推出，為跨領域、龐大之網路文獻資源，設計一套通用、便於分享並
能提升網路搜尋效能的資訊結構標準（陳亞寧、陳淑君 2007：10；陳
亞寧等 2010：vii），內容包含 15 個欄位與建議之修飾語（qualifiers）。
鑒於不同的機構與應用方式，詮釋資料的結構相當多樣化，然而，機構
間即便有著相同的詮釋資料需求，也常會以不同的格式呈現，都柏林
核心集的問世搭配 Dublin Core™ Application Profile，正是為了解決此
一現象，希望藉著這套通用的結構標準，達成不同機構間語言的互通
（DCMI, 2009）。目前 DC 已成為 ISO 標準文件，DC 官方文件名稱又
稱為 DCMI Element Set，然 DC 仍是大多數人較熟悉且應用的說法（陳
亞寧、陳淑君 2007：10）。
陳亞寧等（2010：vii）曾提及都柏林核心集是一組擁有延展性的詮
釋資料元素，關鍵在於它的欄位設計相當基本，卻能根據每個使用者的
需求做變動，其欄位名稱與定義如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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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DC 欄位名稱與定義
欄位中文名稱 欄位英文名稱 定義
標題

title

資源被給予的名稱

主題

subject

資源的主題

描述

description

資源的描述紀錄

型式

type

資源的性質或類型

來源

source

被描述的資源自哪些相關資源中獲取

關聯

relation

相關的資源

涵蓋範圍

coverage

資源的空間或時間之主題、空間的適用性或與資源相關
的政治轄區

創作者

creator

負責創造資源的獨立存在體

出版者

publisher

讓資源可被使用的獨立存在體

貢獻者

contributor

對資源有創造貢獻的獨立存在體

權利

rights

有關資源的權利資訊，包含原先以及被賦予的權利

日期

date

與資源生命週期中事件相關的時間點或時期

格式

format

資源的檔案格式、實體媒體或維度

識別碼

identifier

在特定上下文中，對資源的明確引用

語言

language

資源的語言

資料來源：整理自 DCMI（2020）；陳亞寧等（2010：1-45）。

除了基本的欄位定義外，Hillmann（2005）尚有針對 DC 部分欄位
的著錄規則發布了修飾語（qualifier），用以縮小詮釋資料欄位的範圍，
讓其含義更具精確性。修飾語可分為兩大類：修飾詞（refinement）與
編碼綱要（encoding scheme），修飾詞能使欄位的含義更加具體、狹
義；編碼綱要則包含控制詞彙、正式標記（formal notations）或解析規

客家博物館數位典藏詮釋資料欄位探討

112

則（parsing rules），有助資料值的著錄。DC 修飾詞的名稱與定義如表 4。

表 4 DC 修飾詞（refinement）名稱與定義
DC 欄位 修飾詞中文名稱 修飾詞英文名稱
標題
描述

關聯

涵蓋範圍

定義

別名

alternative

資源的別名

目次

table of contents

資源內容的子單元列表

摘要

abstract

資源內容的概要

是…的版本

is version of

描述資源是相關資源的一個內容版本
（version）、形式版本（edition）或改編

有…的版本

has version

相關資源是描述資源的一個內容版本、
形式版本或改編

被…所取代

is replaced by

相關資源替代、替換或取代描述資源

取代

replaces

描述資源替代、替換或取代相關資源

被…所需要

is required by

相關資源需藉由描述資源以支持其功能、
傳遞或內容的一致性

需要

requires

描述資源需藉由相關資源以支持其功能、
傳遞或內容的一致性

是…的一部分

is part of

描述資源在實質或邏輯上屬於相關資源
的一部分

有部分為

has part

相關資源在實質或邏輯上屬於描述資源
的一部分

被…所參考

is referenced by

描述資源被相關資源所參考、引用或以
其他方式指出

參考

references

描述資源參考、引用或以其他方式指出
了相關資源

是…的格式

is format of

較描述的資源早出現，基本內容相同但
格式不同的相關資源

有…的格式

has format

較描述的資源晚出現，基本內容相同但
格式不同的相關資源

遵循

conforms to

描述資源所遵循的既定標準

空間

spatial

資源的空間特徵

時間

temporal

資源的時間特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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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用權

access rights

關於誰可以使用資源或資源安全狀態指
示的資訊

授權條款

license

正式授權針對資源後續運用方式的法律
文件

創作日期

created

資源創作的日期

有效日期

valid

資源有效的日期（通常是時間範圍）

可使用日期

available

資源變為或即將變為可使用的日期

發布日期

issued

資源正式發布的日期

修改日期

modified

資源修改的日期

接受日期

date accepted

資源被接受的日期

權利

日期

著作權取得日期 date copyrighted

格式
識別碼

資源取得著作權的日期

提交日期

date submitted

資源提交的日期

範圍、長度

extent

資源的大小或持續時間

媒體

medium

資源的材質或實體媒介

書目引用

bibliographic
citation

資源的參考書目

資料來源：整理自 DCMI（2020）；陳亞寧等（2010：1-45）。

修飾詞的使用有助於讓欄位的涵義更加明確，但應注意的是編目人
員應對修飾詞的定義有足夠的熟悉度，若是由不熟悉 DC 修飾詞的人員
填寫，則建議可以不使用修飾詞，直接以 DC 的 15 個欄位進行著錄，
也就是俗稱的簡化原則（Dumb-Down Principle），確保欄位使用的正確
性（Hillmann 2005）。
都柏林核心集的欄位具有相當的簡易性與普遍性（陳亞寧等 2010：
vii），還能更動排序以呈現各領域、類型的資料，也能適應更複雜的需
求（余國瑛 2008：68），有助於資訊分享的推動。然而優點卻也是缺點，
簡易性同時代表著無法支援語意太豐富的架構，國家圖書館（2001：1-2）
建議可把都柏林核心集與其他標準並用，將複雜的詮釋資料架構整合到
都柏林核心集中，藉以彌補缺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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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C 最初是為跨領域電子資源而推出，因此使用相當廣泛，國外如
在電子書產業位居領導地位的國際性同業與標準之非營利組織國際數位
出版論壇（International Digital Publishing Forum， IDPF），其提出的電
子圖書標準 ePub 中，屬於電子書核心檔案的 OPF 文件 5，以及歐洲數位
圖書館（Europeana）使用在鏈結開放資料的 The Europeana Data Model6，還有英國、澳大利亞、紐西蘭、加拿大與愛爾蘭政府的電子政府
（e-government）（Alasem 2009: 2）皆使用 DC 作為資料結構的一部分。
國內在數位博物館專案計畫時期，資源組織與檢索之規範研究小組曾在
DC 的欄位基礎上，加上自訂的修飾詞推出 MICI-DC，著錄故宮的書畫、
器物與文獻（陳雪華 2002：19）；數位典藏國家型科技計畫時，中央
研究院後設資料工作組（2003：7）曾將故宮博物院、中央研究院兩單
位計畫下共 5 個子計畫之欄位標準，在比對 DC 後以其為依據將欄位轉
出至計畫重要成果數位典藏聯合目錄；還有文建會國家文化資料庫詮釋
資料亦是使用 DC 作為核心欄位再加以擴充（陳昭珍 2004：98-9）。整
體而言 DC 的使用相當普遍，對於客家博物館數位典藏詮釋資料核心欄
位之選擇，深具參考性。

（三）藝術品描述編目（Categories for the Description of
Works of Art, CDWA）
CDWA 是 J. Paul Getty Trust 委由 Art Information Task Force 研擬，
為滿足記錄、維護、查詢藝術資訊的人員與學術研究人員需求而制訂，
5

ODF 政府文件標準格式宣導：https://www.tajen.edu.tw/p/16-1000-74264.php?Lang=zhtw
6 Linked Open Data Introduction: https://pro.europeana.eu/page/linked-open-d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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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 間 還 獲 得 來 自 National Endowment for the Humanities 與 College Art
Association 為期兩年的相互補助款，發展而成的一套提供編目與描述藝
術、建築、物質文化、作品集與相關圖像的實務指引。1996 年發表第
一版，發表後持續推出新版本，最近一次更新是 2019 年。CDWA 中列
出的欄位約有 540 個，包括 31 個主欄位（categories），以及各主欄位
底下許多的次欄位（subcategories），其中 27 個主欄位屬於描述欄位，
其餘 4 個則是權威檔欄位。在所有欄位中又選出 28 個核心欄位（core
categories，描述欄位 13 個，權威檔欄位 15 個 7），經驗證後確定是能
明確識別、描述藝術品或建築所需的最基礎資訊，亦能清楚識別原作與
複製品。然 CDWA 雖明確指出核心欄位有哪些，但仍建議視使用者或
機構宗旨做調整。除欄位之外，CDWA 還有提供編目的建議與範例，比
如編目人員應僅使用權威來源所保證的特定術語，並與所有索引一樣，
最好是準確而廣泛、避免錯誤而具體，此即是希望在不同的藝術資訊系
統，對於應包含哪些資料供共享、交換能達成共識（Baca and Harpring
2019: 1-2）。
目 前 博 物 館 與 藝 術 學 界 已 廣 泛 使 用 CDWA（ 陳 亞 寧、 陳 淑 君
2007：11）。由於 CDWA 的完整欄位數目太多，因篇幅限制，可參考
Baca and Harpring（2019: 8-10），以下僅整理其主欄位與核心欄位，並
列出定義（表 5）。

7

Baca and Harpring (2019) 第 7-10 頁中標示的核心欄位並不一致，本研究以第 7 頁列舉
之欄位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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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CDWA 主欄位、核心欄位名稱與定義
主欄位（cate- 核心欄位
定義
（core categories）
gories）
物件／作品：識別描述物件的類型和數量。
編目層級 Catalog
物件／作品
編目層級：依據著錄材料的物理內容或型式，訂定
Level
物件／作品類型
顯示的編目層次。
object/ work
Object/Work Type
物件／作品類型：所描述物件的類型。
分類：依據特徵將相似的藝術品或建築進行分類。
分類
分類用語
classification

classification term

題名
titles or names

標題內容
title text

創作
creation

創作者描述
creator description
創作者身分
creator identity
創作者角色
creator role
創作日期
creation date

分類用語：物件被給予的分類。
題名：給予藝術品、建築或群組作品的標題或名稱，
以及標題的類型和使用的時間。
標題內容：給予物件的標題、識別詞或名稱。
創作：藝術品或建築及其組件的創作、設計、執行
或製作，包括負責物件或項目創作的所有人員、該
活動的日期以及創作地點。
創作者描述：有關負責設計、生產、製作或修改作
品的具名或匿名個人、法人團體的名稱、簡短傳記
信息與扮演的角色。
創作者身分：在藝術品或建築創作中占有一席之地
的個人或團體的身分，理想上可以連結至個人／法
人團體權威檔。若創作者不詳，可以表達創作者相
關的文化、國籍或風格，同樣理想上可以連結至個
人／法人團體權威檔。
創作者角色：創作者在物件概念、設計或製作中扮
演的角色。
創作日期：與物件的創作、設計、製作、展示、表演、
建造或修改相關的日期或時期。

風格／時期／
團體／運動
styles/ periods/
groups/ movements
測量
measurements

風格／時期／團體／運動：有關作品中表現出的特
定風格、歷史時期、團體、學派或運動相關聯的描
述。
測量：關於藝術品或建築作品的大小、形狀、比例
和尺寸的資訊。
尺寸描述
dimensions descrip- 尺寸描述：有關物件的尺寸、大小或規模，可能包
tion
括工作規，也可能是在一複雜作品、系列或蒐藏中
某個部分的尺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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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質與技法：用於創作藝術品或建築的物質或材料，
以及製造過程中使用的任何製作技術、過程或方法。
材質與技法
材質與技法的描述 描述內容包含用於物件創作的材料以及它們被組合
materials/ tech- materials/ techniques 在一起的方式。
niques
description
材質與技法的描述：表示創作中使用的物質或材料，

款識與記號
inscriptions/
marks
作品階段
state
版本
edition
製作方式
facture
展示安排
orientation/
arrangement
外觀描述
physical description
狀況／檢視歷
史
condition/
examination
history
保存／修護歷
史
conservation/
treatment history
主題
subject matter
脈絡
context
描述
descriptive note
評論意見
critical responses
相關作品
related works

及製作過程中包含的任何工具、技法、過程或方法，
紙質類也可能包含浮水印。
款識與記號：區別或辨識物件中部分以鑲嵌、蓋章、
書寫、題字或附加到作品的物理標記、文字、註釋、
文本或標籤，不包括原始材料具有的任何標記或文
字。
作品階段：作品與其他以多重方式創作的作品（例
如印刷品）之間的階段關係。
版本：在多次發行的同一作品中，該作品在前後版
本的位置。
製作方式：針對作品製作方式詳細的討論，包括工
藝或手法特徵、製作方法或技術的應用。
展示安排：解釋作品原本應有的展示方式或被展示
方式。
外觀描述：用通俗的術語描述的作品外觀，不包含
所描繪的主題。

狀況／檢視歷史：作品在特定時期的整體物理狀況、
特徵和完整性的評估。

保存／修護歷史：為了修復、保存或穩定作品而進
行的程序或動作。
主題：以敘述性的、圖像性的或抽象的方式傳達藝
術品描繪主題（有時也稱為其內容）的摘要或比喻
主題關鍵字
general subject terms 的詞語，若無敘述性內容則可描述物件的功能。
主題關鍵字：概括性描述物件內容的關鍵字。
脈絡：物件在創作時或存在的過程中，相關的政治、
社會、經濟、宗教或事件運動。
描述：有關物件的文字描述，包括物件相關議題的
討論。
評論意見：藝術家、建築師、藝術史學家、藝術評
論家、藝術品經銷商、買賣雙方、公職人員和公眾
對特定作品的評論意見。
相關作品：描述和物件相關的其他物件，以及物件
間關係的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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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藏地點：標示當前存放藝術品的地點，以及藝術
品或建築的地理位置

存放地／地理位置
存放地／地理位置：作品當下或以前所在的存放地
repository/ geo現藏地點
（法人團體）或地理位置的標示或鏈接。當下的存
graphic location
current location
存放地編號
放地與地理位置的表示是必備的。
repository numbers
存放地編號：物件當下或之前存放地的任何特殊識
別碼。
版權／限制
版權／限制：識別具有使用、展示或複製作品的個
人或團體，以及指出有關作品複製、展出或使用上
copyright/
的限制。
restrictions
所有權／蒐藏
所有權／蒐藏歷史：物件從創作至今的所有者的起
歷史
源或歷史。包括物件轉換所有者的方式、任何的公
開販售、協助所有權轉移的代理商、處理物件或將
ownership/ col物件納入目錄的商人。
lecting history
展覽／貸出史
展覽／貸出史：作品公開展示的歷史紀錄，包括在
exhibition/ loan
美術館內、特別展覽、借展以及非正式展覽。
history
編目歷史
編目歷史：說明作品描述內容的建立與修改紀錄。
cataloging
history
相關視覺檔案
相關視覺檔案：識別或描述物件資訊的影像。
related visual
documentation
相關文獻來源：描述藝術品或建築的文本資訊引用
相關文獻來源
來源，包括已出版的書目、網站、檔案文件、未出
related textual
版的手稿以及專家學者的口頭意見。還包括引用權
references
威的次編目。
資料來源：Baca and Harpring（2019: 11-42）。

為 求 使 用 上 的 快 速，J. Paul Getty Trust 還 與 ARTstor 共 同 推 出 了
CDWA Lite，利用了被接受的資料標準如 CDWA、CCO 來描述藝術品和
物質文化的核心紀錄，搭配網路資料擷取協定（Open Archives Initiative
Protocol for Metadata Harvesting），以便拓展應用範圍及資訊的互通交
換（陳亞寧、陳淑君 2007：12），它並不是要作為研究使用，而是希望
在最低限度資訊量中確保有效的資源搜索和近用（The Getty 2007: 1）。
CDWA Lite 被設計為 CDWA 的子集，共有 22 個主要欄位，其中 19 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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欄位用於描述性詮釋資料，餘下 3 個欄位則用於詮釋資料之管理，其中
物件／作品類型、名稱、創作者、創作者索引、材質與技法、創作日期、
日期索引、地點／存放地與紀錄為必填欄位，主要欄位下還有數量不一
的次欄位（ARTstor 2006: i-ii），表 6 列出其主要欄位：

表 6 CDWA Lite 主要欄位
屬性

描述性

管理

主要欄位中文名稱
物件／作品類型
名稱
創作者
創作者索引
測量
測量索引
材質與技法
材質與技法索引

主要欄位英文名稱
Object/ Work Type Wrapper
Title Wrapper
Display Creator
Indexing Creator Wrapper
Display Measurements
Indexing Measurements Wrapper
Display Materials/Techniques
Indexing Materials/Technique Wrapper

階段／版本
風格
文化
創作日期
日期索引
地點／存放地
主題索引
分類
描述／描述性紀錄
題詞
相關作品
作品權利
紀錄
來源

Display State/Edition Wrapper
Style Wrapper
Culture Wrapper
Display Creation Date
Indexing Dates Wrapper
Location/Repository Wrapper
Subject Indexing Wrapper
Classification Wrapper
Description/Descriptive Note Wrapper
Inscriptions Wrapper
Related Works Wrapper
Rights for Work
Record Wrapper
Resource Wrapper

資料來源：ARTstor（2006: 2-30）。

CDWA 的欄位眾多，是較著重於描述性的詮釋資料標準，主要是為
了資料的描述、識別，以及提供檢索與查詢（余國瑛 2008：68），而
描述的物件可以是單一或由不同部件組成的器物、建築群，換言之物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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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目的最小單位並無限制，可依據典藏單位的編目需求或物件本身做調
整（林玉雲 2005：93）。本質上為了學術設計的 CDWA，因為類目眾
多、層次複雜，填寫上若無一定之專業知識，實難清楚各欄位應著錄之
內容，對於查詢資訊的民眾而言也較難理解、使用，因此林玉雲（2005：
104）建議應篩選出適合民眾使用的核心欄位。
在國內的應用上，國科會數位典藏國家型科技計畫中的故宮器物子
計畫、故宮書畫子計畫、國立歷史博物館國家歷史文物數位典藏計畫與
臺灣史前文化博物館臺灣史前文化教育推廣創意加值計畫：卑南遺址與
卑南文化等多項計畫之研製皆使用 CDWA 作為詮釋資料欄位架構（中
央研究院後設資料工作組，無日期）。另國立科學工藝博物館雖自行訂
定詮釋資料標準，仍將該資料標準與 DC 和 CDWA 做比較，以利為未
來資料交流之需求（顏上晴 2010：66）。基於上述，客家博物館發展
數位典藏可因應物件特性適度參考 CDWA 來設計欄位。

（四）小結：Object ID、DC 與 CDWA 比較分析
各別介紹 Object ID、DC 與 CDWA 後，將 3 種標準依據核心欄位
數多寡由左至右排序，進行欄位涵義的比對 8，比較對照如表 7：

8

主要參考 Baca et al（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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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CDWA 主欄位、核心欄位與 DC、Object ID 欄位對照表
共 通 /
CDWA 主欄位
部分共
（categories）
通欄位

●

●

物件／作品
object/ work

CDWA 核心欄位
DC 欄位
（core categories）

Object ID 欄位

編目層級
catalog level
物件／作品類型
object/ work type

型式
type

物件類型
type of object

分類
classification

分類用語
classification term

題名
titles or names

標題內容
title text

標題
title
語言
language

名稱
title

創作者描述
creator description

創作者
creator

創作者
maker

●

創作
creation

創作者身分
creator identity

○

創作者角色
creator role

貢獻者
contributor

●

創作日期
creation date

日期
date

日期或時代
date or period

風格／時期／團體
／運動
styles/ periods/
groups/ movements
●

測量
measurements

尺寸描述
格式
dimensions descripformat
tion

尺寸
measurement

○

材質與技法
materials/ techniques

材質與技法的描述
materials/ techniques
description

材質與技法
materials and techniques

款識與記號
inscriptions/ marks
作品階段
state
版本
edition
製作方式
facture

款識與記號
inscriptions and markin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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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示安排
orientation/ arrangement
外觀描述
physical description
狀況／檢視歷史
condition/ examination history
保存／修護歷史
conservation/ treatment history
●

○

主題
subject matter

顯著特徵
distinguishing features

主題 Subject
主題關鍵字
涵蓋範圍
general subject terms
coverage

脈絡
context
描述
descriptive note
評論意見
critical responses
相關作品
related works
現藏地點
current location
版權／限制
copyright/ restrictions
所有權／蒐藏歷史
ownership/ collecting history
展覽／貸出史
exhibition/ loan
history
編目歷史
cataloging history
相關視覺檔案
related visual documentation
相關文獻來源
related textual refere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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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述
description

關聯
relation
存放地／地理位置
repository/ geographic location
存放地編號
repository numbers

識別碼
identifier
權利
rights

來源
source

主題
subject

描述
descrip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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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者
publisher
說明：1. 依欄位的涵義進行比對。例如 CDWA、DC、Object ID 的 title text/ title 欄位涵義
相同，列在同一列中；涵義不同的欄位則不列在同一列。2. 實心圓點表示共通欄位，指
CDWA、DC 與 Object ID 核心欄位皆具有該欄位；空心圓點表示部分共通欄位，指任 2 種
資料結構標準核心欄位具有該欄位；無圓點則表示僅有一種資料結構標準核心欄位具有該
欄位。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由表 7 可將欄位分為 3 群，第一群為共通欄位，即 3 種資料結構標
準皆有的核心欄位，代表這些欄位應是所有數位典藏詮釋資料欄位中一
定要具備或提供資訊的欄位，有物件／作品類型、標題內容、創作者描
述、創作日期、尺寸描述與主題 9 等 6 個欄位。第二群為部分共通欄位，
意指任 2 種資料結構標準具有該欄位，說明這些欄位亦具有一定之重要
性，應也要於數位典藏詮釋資料欄位當中呈現，有分類用語、創作者角
色、材質與技法、描述、存放地編號等 5 個欄位。第三群為其他欄位，
表示僅有一種資料結構標準具有該欄位，各機構應可視自身需求進行調
整，共有編目層級、創作者身分、款識與記號、顯著特徵、關聯、存放
地／地理位置、權利、來源、出版者等 9 個欄位。

四、客家博物館數位典藏文物特性簡述
文物是文化的表徵，由文物的特徵可以辨識並區別不同的文化，客
家文物亦是如此。然而由於文物的類型廣泛且多元，為聚焦且方便討
論，乃以本研究探討的數位典藏案例文物的主要類型（各案例的文物類
型詳見本論文 五、案例分析）來討論客家文物的特性或特徵。除了客
9

欄位名稱優先以 CDWA 核心欄位名稱為主，CDWA 不具備之核心欄位，再以 DC、
Object ID 各自的欄位名稱稱呼之，以下皆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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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中心，另三個案例數位典藏的文物大致著重於器物與生活用具等可動
的有形文物為主，涵蓋面包括食、衣、住、行、育、樂、生命禮儀等各
面向；客發中心客家文化資產數位網的文物類型較廣，除了有形可動文
物之外，還包括有形不可動文化資產（如建築與景觀等）與無形文化資
產（如民俗節慶等）。不過由於現階段無形文化資產數位典藏仍多以有
形載體為主，諸如圖書、影像等，因此以下以器物與生活用具，以及建
築等兩個主要類型的文物 / 文化資產來簡述客家文物的特徵。
在器物與生活用具方面，多數的研究認為由於客家族群為漢族一
支，其物件與其他民族（尤其是閩南 / 河洛 / 福佬）品類、外型大體一致，
但仍可由紋飾、材料、色彩（調）等面向進行區別。例如家具，簡榮聰
（2010：198-200）指出相對於河洛族的家具，客家族的紋飾、造型都
較為樸實、簡潔，色彩偏愛黑、紅、藍靛色，材料則多用肖楠、樟木。
有關服飾與刺繡，鄭惠美（2007a：9、13）認為客家婦女因生活形態關
係，不論貧富貴賤，多以衫褲為主，與閩南貴婦衫裙盛裝不同。她也指
出客家的服飾，例如客家大襠褲，「不論在裁剪方式、使用材質、配色
與裝飾上都表現出客家人簡潔樸素的特性」。在另一篇研究，她指出客
家女鞋的特徵，以客家繡花拖鞋為例，「多以黑色棉布製作鞋面，刺繡
圖案以鞋頭部份為主，單一大花或間飾以盤繞的枝葉，構圖講究對稱平
衡，刺繡技法以齊針、搶針、纏針、打籽等最為常見，針腳平齊、工整
美觀」（鄭惠美 2007b：251）。整體來說，客家服飾簡樸，閩籍較為
繁雜；但客家刺繡卻是繁複華麗、構圖飽滿，用色濃豔（轉引自羅烈師
2021：58）。至於一般性的生活器具，羅烈師（2021：56-7）調查蒐藏
於民間的客家文獻文物，訪問蒐藏家後，認為客家人生活用具多自行加

125

Global Hakka

全球客家研究

Studies

工製作，呈現「線條簡單，外型素雅」的外觀特徵，閩客之間的差異是
客家「以黑（深）色為底，搭配黃色、紅色等較亮麗的色彩去勾勒線條，
相較之下，閩南多是以金（亮）色為底，較為華麗富貴」。
在建築方面，與前述器物與生活用具相近，學界有共識的認為臺
灣客家建築與閩南建築十分相似（黃蘭翔 2011：242），由於環境、建
材、合院等建築概念都相同，兩者只有細部的差異。一般而言，客家建
築在外觀上的裝飾與設計較為樸實（廖倫光、張泓斌 2015：16），黃
蘭翔（2011：224）整理出一些客家建築的特徵：「少裝飾、白粉牆面、
多使用自然材料，如卵石牆腳、卵石鋪禾埕等等」；南部客家合院建築
的「背後存在『化胎』，神明桌下祭祀土地龍神，在屋脊棟木採取『雙
棟』等特殊作法等等」。而因建築樣貌及型態布局等硬體空間僅有細微
差異，簡顯光（2015：25-6）認為可由精神文化空間來區別客家建築與
其它族群文化差異特色，包括信仰文化、風水觀與堂號文化等。
由上述有關客家文物特色的討論可發現，現階段臺灣的客家博物館
數位典藏文物諸如器物與生活用具乃至建築，這些客家文物與閩南等其
他族群的文物呈現「大同小異」的情況，即品類、外型大致相同，但可
由紋飾、材料、色彩、空間布局、使用情形等面向區辨差異。由此觀之，
由於紋飾、材料、色彩等並非客家文物特有的元素，而是做為區別客家
與他族文物的特徵，因此在進行客家博物館數位典藏詮釋資料欄位設計
或分析時，應可援用數位典藏詮釋資料結構標準的元素。再觀多間國外
民族博物館或蒐藏族群文物的博物館，舉凡國立非裔美國人歷史和文化
博物館（National Museum of African American History and Culture）10、
10 國 立 非 裔 美 國 人 歷 史 和 文 化 博 物 館 數 位 典 藏 網 站：https://nmaahc.si.edu/explore/
collection

客家博物館數位典藏詮釋資料欄位探討

126

美國華人博物館（Museum of Chinese in America）11、紐西蘭蒂帕帕國
立博物館（Museum of New Zealand Te Papa Tongarewa）12 的數位典藏詮
釋資料欄位，也多是採用數位典藏詮釋資料結構標準如 CDWA、Object
ID 與 DC 中列舉之元素／欄位。值得一提的是，除了欄位之外，建議應
研擬各元素／欄位的著錄規則，以明確規範各元素／欄位中應著錄的客
家文物特徵，將更能在詮釋資料中展現客家文物與客家文化的特色。另
一種考量是將基於客家文物特性所表彰的「客家文化意義」綜合性的著
錄於「描述」欄位中，或新增「客家文化意義」欄位以凸顯之。
此外，「客語／客家話」是客家文化中既重要且易與其他文化區別
的特徵。〈客家基本法〉第 3 條明訂「客語為國家語言之一，與各族群
語言平等」，彰顯客語的文化特殊性。且由於臺灣的客家話與大陸原鄉
乃至於臺灣以外的客家話差別很大，臺灣通行之四縣、海陸、大埔、饒
平、詔安等客家腔調，及獨立保存於各地區之習慣用語或因加入現代語
彙而呈現之各種客家腔調（如南四縣腔、四海話等）（吳中杰 2009；客
家委員會 2017：83-4，2018；羅肇錦 2017：277），則更進一步呈現出
客語的文化多樣性。許多文物或文化資源具有很高的在地性或為某地特
有，因此往往擁有當地語言的名稱，甚至其名稱是由在地語言所創造，
客家也有這樣的情形，例如醃製菜乾、醬菜的東勢說法為「lu+ hamˇ
tam+（大埔腔）」（滷鹹淡 / 醃漬品），而祈求神靈護佑新生兒的客庄
地區常見生命禮俗，在新竹地區說法為「kiu kienˇ（海陸腔）」（求絭 /
求平安符），其名稱皆具有在地性與特殊性。以及，許多操作客家語言
11 美國華人博物館數位典藏網站：https://mocanyc.pastperfectonline.com/randomimages
12 紐西蘭蒂帕帕國立博物館數位典藏網站：https://collections.tepapa.govt.n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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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客家文學 13，包括民謠、諺語等民間文學，內容即為客家語言，更具
此項特質。因此，若在進行客家文化資源著錄時能將客語名稱及腔調同
時著錄，將能保存多樣的文化資訊，並彰顯出文化資源的特殊性。
綜言之，進行客家博物館數位典藏詮釋資料欄位設計或分析時，由
於客語的獨特性，可將「客語名稱及腔調」設計為獨立元素／欄位。而
因客家文物與閩南等其他族群的文物呈現「大同小異」的情況，特定客
家文物的紋飾、材料、色彩等特色的著錄，應可使用國際通用的元素 /
欄位，並搭配研擬各元素／欄位的著錄規則，以明確規範各元素／欄位
中應著錄的客家文化特色。

五、案例分析
以下依序分析、統整本研究 4 個研究對象：客家委員會客家文化發
展中心建立的「客家文化資產數位網」、新北市客家文化園區的「新北
市客家數位館」、屏東縣客家文物館官網上的「文物典藏」與美濃客家
文物館「數位典藏」，各網站文物類型之詮釋資料欄位，之後再將各網
站欄位整合比較，並納入 Object ID、DC 及 CDWA 欄位一併檢視。

（一）客家委員會客家文化發展中心：客家文化資產數位
網

14

1. 網站簡介
13 黃子堯（2017）認為擁有「客家內涵」或操作「客家語言」寫成之作品，均可視為客
家文學。
14 客家文化資產數位網網站：https://hch.hakka.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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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家文化資產數位網（無日期）在其網頁中說明網站的成立，乃為
避免自 2009 年以來逐年建置之「數位臺灣客家庄」、「典藏管理系統」、
「客響：客家文化資產數位網」、「客家文物聯營網」、「客家傳統建
築數位影像網」、「苗栗銅鑼伯公主題網」、「客家歷史影像平臺」等
網站使用方式之不同造成使用者混淆，提升管理、行政流程、經費等多
方面效益，遂將多個網站重整為客家文化資產數位網，持續推廣、傳承
珍貴客家文化。其中文化資產典藏共有 51,804 筆資料，文化資源普查
共有 8,262 筆資料，合計 60,066 筆資料。
2. 詮釋資料欄位分析
本研究將客家文化資產數位網中之文化資產典藏與文化資源普查兩
大類列入探討，其文物類型與詮釋資料欄位 15 整理於表 8 與表 9：

表 8 客家文化資產數位網：文化資產典藏文物類型與詮釋資料欄位
欄位
文物類型
文獻
史料
刻契
建築
與景
觀

古籍（裝幀）
古文書（文獻／
契書）
行政檔案
建築（住宅、會
館、伯公、商業
場所）
建築構件

詮釋
摘要
資料 建立 創建 創作
圖片
關鍵
名稱 別名 圖片
尺寸
／
識別 日期 年代 者
尺寸
字
介紹
碼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5 查詢日期為民國 100 年 12 月 1-6 日，據悉該網站未來將開放更多欄位，但不確定開放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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衣服、服飾配件
產業用具
生活用品（飲食、
住居）
生產工具與裝備
交通、運輸、通
訊相關
宗教信仰與儀式、
生命儀式
工藝、娛樂
音樂、戲曲用具
雕塑（木、竹、
陶）
書法
照片
底片（正片、負
片、玻璃底片）

Studies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說明：表中實心圓點表示某文物類型具有該欄位，無實心圓點則表示無該欄位。例如「文
獻史料刻契」之「古籍（裝幀）」類型具有「名稱」欄位，但沒有「別名」欄位。空心圓
點則表示某文物類型在類型查詢頁面中，有顯示該欄位，然而進入文物詳細內容頁面，卻
未顯示該欄位資訊。例如「影像資料」之「照片」類型查詢頁面顯示「創建年代」欄位，
點進文物詳細內容頁面，卻未顯示該欄位資訊。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表 9 客家文化資產數位網：文化資源普查文物類型與詮釋資料欄位
欄位 文化
資源
名稱
文物類型
古蹟
歷史建築
聚落
建築
遺址
文化景觀
一般建築

●
●
●
●
●
●

別名 圖片

●
●
●
●
●
●

●
●
●
●
●
●

詮釋
資料
識別
碼
●
●
●
●
●
●

踏查
日期

建築
特色
描述

價值
敘述

關鍵
字

●
●
●
●
●
●

●
●

○
○
○
○
○
○

●
●
●
●
●
●

●

保存 文化
狀態 資源
種類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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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 術
與 技
術

民 俗
節慶

文物
語 言
文學

傳統藝術
音樂
木雕
陶藝
美術
工藝技術
影像藝術
生活技藝
儀式
習俗
宗教
祭典
生命禮俗
一般器具
文獻史料
語言
詩詞
文學

口 述
神話
傳 統
與 知
傳說
識
自然景觀
自 然 老樹
風景 山水
溪川湖泊
飲食 傳統美食
其他 遷移史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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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說明：表中實心圓點表示某文物類型具有該欄位，無實心圓點則表示無該欄位。例如「建
築」之「古蹟」類型具有「文化資源名稱」欄位，但沒有「保存狀態」欄位。空心圓點則
表示某文物類型在類型查詢頁面中，有顯示該欄位，然而進入文物詳細內容頁面，卻未顯
示該欄位資訊。例如「建築」之「古蹟」類型查詢頁面顯示「價值敘述」欄位，點進文物
詳細內容頁面，卻未顯示該欄位資訊。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由表 8 與表 9，可發現幾項特性，分述如下：
（1）兩者欄位的數量皆不多：兩者開放的詮釋資料欄位分別只有
11 個與 10 個，以文化資源普查網頁而言，開放的欄位為名稱、別名、
圖片、詮釋資料識別碼、建立日期、創建年代、創作者、尺寸、圖片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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寸、摘要／、介紹、關鍵字。在取聯集的狀態下，兩網頁各文物類型欄
位數量僅有 6-8 個。
（2）各文物類型之欄位共通性不高：在文化資產典藏網頁中，各
文物類型之欄位共通性不高，僅名稱、圖片與詮釋資料識別碼是所有文
物類型共通之欄位，相比之下文化資源普查網頁則較為一致。
（3）詮釋之主體未做明確地區分：文化資產典藏網頁中並未將詮
釋之主體做明確地區分，易造成解讀上的混淆。以「建立日期」此欄位
為例，在文獻史料刻契 3 個子類型中，「建立日期」代表該文件（實體
物件）被創作的日期，例如古籍（裝幀）類型 - 萬巒庄要覽，其建立日
期表示該書印刷、發行的日期。但在建築與景觀的建築（住宅、會館、
伯公、商業場所）子類型中，詮釋資料顯示之「建立日期」多集中於
2013 年（圖 1），筆者推測此處描述的主體可能是建築的數位影像，而
非建築本體，「建立日期」代表了影像拍攝日期。相同的情況亦出現於
「創作者」欄位中。「圖片尺寸」欄位的情況則更加複雜，在器物的所
有子類型中，「圖片尺寸」應是實體文物產生之數位影像尺寸（圖 2），
在影像資料的照片子類型中，有時可清楚了解代表實體照片的尺寸，
比如 [ 布袋戲後臺 ] 的 135 negative，而林占梅喪禮出殯隊伍（八）裡
2028x3100px 代表的究竟是原生數位資源，或是翻拍實體照片產生之數
位資源則無從探究（圖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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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建築與景觀之建築（住宅、會館、伯公、商業場所）類型：樟樹村
6 號伯公、七份福德正神文物網頁截圖
資料來源：客家文化資產數位網：文化資產典藏。

圖 2 器物之衣服、服飾配件類型：衫文物網頁截圖
資料來源：客家文化資產數位網：文化資產典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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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影像資料之照片類型：「布袋戲後臺」、林占梅喪禮出殯隊伍（八）
文物網頁截圖
資料來源：客家文化資產數位網：文化資產典藏。

（1）搜尋頁面與文物頁面欄位不盡相同：文化資產典藏與文化資
源普查網頁都有搜尋頁面（圖 4）與文物頁面（圖 5）欄位不一致的情形，
但在文化資源普查網頁中更為明顯，可能造成使用者困擾。

圖 4 藝術與技術之傳統藝術：寶春姐雜貨店文物搜尋網頁截圖
資料來源：客家文化資產數位網：文化資源普查。

客家博物館數位典藏詮釋資料欄位探討

134

圖 5 藝術與技術之傳統藝術：寶春姐雜貨店文物網頁截圖
資料來源：客家文化資產數位網：文化資源普查。

（二）新北市客家文化園區：新北市客家數位館

16

1. 網站簡介
新北市客家數位館的成立起源於為推廣與保存新北市客家文化園區
蒐藏的實體典藏文物，引起民眾對於認識客家文化的興趣，蒐藏物件包
含與新北市客家相關之出版品、典藏品及文物、音樂戲劇、精選活動及
歷史新聞，目前數位典藏資料總筆數共計 567 筆（新北市政府客家事務
局，無日期）。
2. 詮釋資料欄位分析
新北市客家數位館文物類型與詮釋資料欄位整理如下：

16 新北市客家數位館網站：https://www.hakka-digital.ntpc.gov.tw/bin/home.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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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0 新北市客家數位館文物類型與詮釋資料欄位
欄位
文物類型

典藏品

藝術品

陶瓷精品
陶藝服飾
陶土模型
創意設計
創意服飾
雕塑
陶藝
皮塑
攝影
油畫及水彩畫

文獻
樂器藝術
紡織品
唱片
廚具
生活用品
其他

文物名
稱

圖片

分類

作者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尺寸

●
●
●
●
●
●
●

藝術品
說明／
文物說
明

●
●
●
●
●
●
●
●
●
●
●
●

來源

●

●

說明：表中圓點表示某文物類型具有該欄位，無圓點則表示無該欄位。例如「典藏品」之
「陶瓷精品」類型具有「文物名稱」欄位，但沒有「分類」欄位。生活用品與其他類型
中，部分文物的部件尺寸描述填寫於藝術品說明／文物說明欄位之後的其他尺寸、每層尺
寸（由下到上）欄位中，因屬性與尺寸欄位相同，故未額外列出。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由表 10 可發現幾項特性，分述如下：
（1）欄位的數量不多：欄位數量部分在表 10 中可得知個數偏少，
在取聯集的狀態下，各文物類型欄位數量不超過 5 個，典藏品類型中更
只有 2 個，能夠表現的資訊相當少。
（2）各文物類型之欄位共通性不高：各文物類型之欄位共通性不
高，僅文物名稱與圖片是所有文物類型共通之欄位。
（3）缺乏重要欄位：如關於文物相當重要的日期、主題等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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皆不見於網頁中，使用者對於文物的理解多為表面資訊，而不知文物在
客家文化中所扮演的角色與歷史意義。

（三）屏東縣客家文物館：文物典藏

17

1. 網站簡介
屏東縣客家文物館蒐藏了自清代至今屏東六堆地區的客家文物，網
站上自稱蒐藏文物數量居全臺客家館舍之冠，文物包含木質、織品、竹
編等家具、農具、書籍典契等。自 2010 年起，六堆生活學院策劃「文
物會說話 — 客家文物典藏活化計畫」數位化作業，已完成共計 770 件
文物之盤點、登錄與活化，並上傳至網頁，以期達到推廣客家文化之用
（屏東縣客家文物館，無日期）。
2. 詮釋資料欄位分析
屏東縣客家文物館文物典藏類型與詮釋資料欄位統整如下：

表 11 屏東縣客家文物館文物典藏類型與詮釋資料欄位
欄位

文物類型
文獻
信仰與
儀式器物
農具量具
食具
衣著繡品
住宅家具
交通工具
教育文具
娛樂用品

功 能、
文物
原始
物件 登錄 登錄
名稱 圖片 用 途 或
類別
數量 尺寸 材質 年代
級別
類別
狀況 號
日期
特色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7 屏東縣客家文物館文物典藏網站：http://pthkm.org.tw/?q=relic-stat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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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Studies

●

●

●

●

●

●

●

●

●

●

說明：表中圓點表示某文物類型類型具有該欄位。例如「文獻」類型具有「名稱」欄位。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由表 11 可發現幾項特性，分述如下：
（1）文物無子類型：從表 11 中可清楚看見 10 種文物類型下都沒
有再細分子類型。
（2）相較於前述網站，欄位的數量較多些：各文物類型欄位數量
皆有 13 個，除了名稱、功能用途或特色等描述性欄位之外，還有一些
行政性欄位如文物級別、物件狀況、登錄日期。
（3）各文物類型之欄位共通性高：各文物類型之欄位共通性極高，
所有文物類型都具有共通之欄位。
（4）無資料之欄位仍顯示於網頁中：有少數文物某欄位未有資料，
仍顯示於網頁中，雖有某些欄位無資訊的情況，但整體來說欄位填寫的
比例仍偏高，顯示屏東縣客家文物館在文物典藏網頁的建置上，付出相
當大的心力。

（四）美濃客家文物館：數位典藏

18

1. 網站簡介
全區人口超過九成以上屬客家籍的美濃，有著全臺保存最完整的客
家文化，近幾十年來高雄市政府有感於時代潮流的演變使得許多客家文
化逐漸消失，特建造美濃客家文物館，以社區博物館的理念規劃經營，
增進地方族群間相互的瞭解，並透過電腦資訊系統保存調查、徵集之美
18 美濃客家文物館數位典藏網站：https://meeinonghakka.kcg.gov.tw/Content_List.aspx?n=81
4AEB132DA5E8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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濃自然文化，目前數位典藏資料總筆數共計 412 筆（美濃客家文物館，
無日期）。
2. 詮釋資料欄位分析
美濃客家文物館數位典藏類型與詮釋資料欄位整理如下：

表 12 美濃客家文物館數位典藏類型與詮釋資料欄位
欄位
文物類型
食
衣
住
行
樂
商
生產
信仰
其他

名稱

年代

材質

尺寸

說明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說明：表中圓點表示某文物類型類型具有該欄位。例如「食」類型具有「名稱」欄位。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由表 12 可發現幾項特性，分述如下：
（1）文物無子類型：從表 12 中可清楚看出，9 種文物類型下都沒
有再細分子類型。
（2）欄位的數量不多：在表中可得知個數偏少，各文物類型欄位
數量僅有 5 個，能夠表現的資訊有限。
（3）各文物類型之欄位共通性高：各文物類型之欄位共通性極高，
所有文物類型都具有共通之欄位。
（4）文物沒有單獨之頁面介紹：每個文物並沒有自己專屬的網路
頁面，而是採一頁多筆的列表方式呈現，整體而言相當整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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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無資料之欄位仍顯示於網頁中：有少數文物某欄位未有資料，
仍顯示於網頁中，如其他類別裡的 003 老照片之年代、材質欄位皆為空
白，但仍出現於網頁中（圖 6），但整體而言欄位填寫的比例仍相當高。

圖 6 其他：003 老照片文物網頁截圖
資料來源：美濃客家文物館：數位典藏。

六、研究對象詮釋資料欄位與結構標準對照
之分析
統整 4 個客家數位典藏網站共 5 個網頁後，將其與 CDWA 主欄位
與核心欄位、DC 和 Object ID 欄位比較對照，並加入 CDWA 核心欄位
以外適用於客家文化特色的欄位整理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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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3 研究對象詮釋資料欄位與 CDWA、DC 和 Object ID 欄位對照
共
通
性

○

●

客家文
化資
CDWA CDWA
Object
產數位
DC
主欄 核心
ID
欄位
網：文
位a
欄位 b
欄位
化資產
典藏
編目層
級
物件／
物件／
作品
物件類
作品類 型式
型
型
分類

分類用
語

題名

標題
標題內
；語 名稱
容
言d

客家文
化資產
數位
網：文
化資源
普查

創作

美濃
客家
文物
館數
位典
藏

文化資
分類
源種類
文化資
名稱； 源名
文物
別名
稱；
名稱
別名

類別；
原始
類別

名稱

C

名稱

○

測量

A

客語名
稱或拼
音可獨
立為單
一欄位

A

作者

創作者
身分
創作者 貢獻
角色 者 e

C
A
年代；
登錄 年代
日期

風格／
時期／
團體／
運動
○

建議
c
欄位

客家博
物館數
位典藏
文物特
性著錄
建議

A

創作日
日期或 建立日 踏查日
日期
期
時代 期
期

○

屏東
縣客
家文
物館
文物
典藏

C

創作者 創作
創作者 創作者
描述 者

○

新北
市客
家數
位館

A

C

尺寸描
格式 尺寸
述

材質與
材質與
技法的
技法
描述

材質與
技法

款識與
記號

款識與
記號

尺寸；
圖片尺
寸

尺寸

數量；
尺寸
尺寸

材質

材質

A

A

B

色彩、
工藝技
術等特
徵可著
錄於此
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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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階
段
版本
製作方
式
展示安
排

C
C
C
C

外觀描
述

顯著特
徵

B

狀況／
檢視歷
史
保存／
修護歷
史
○

主題

C
C
主題；
主題關
涵蓋 主題
鍵字
範圍

A

關鍵字 關鍵字

B

脈絡

●

描述

評論意
見
相關作
品

紋飾、
圖樣等
特徵可
著錄於
此欄位

描述 描述

建築特
色描
述；
摘要／
價值敘
介紹
述；
保存狀
態

藝術
品說
明／
文物
說明

功能、
用途
或特
色；
說明
文物
級別；
物件
狀況

A

C
關聯

B

使用情
況、空
間布局
等可著
錄於此
欄位
文物的
特徵可
以綜合
性的或
補充性
的文字
著錄於
此欄
位。文
物的客
家文化
意義也
可著錄
於此或
獨立為
新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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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存放地
／地理
現藏地 位置
點
存放地 識別
編號 碼
版權／
限制
所有權
／蒐藏
歷史
展覽／
貸出史
編目歷
史
相關視
覺檔案
相關文
獻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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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詮釋資 詮釋資
料識別 料識別
碼
碼

登錄
號

A
B

權利

B
C
C
圖片

圖片

圖片
來源

來源
出版
者

圖片

圖片

B
C
C
C

說明：
1. 依欄位的涵義進行比對。例如 CDWA、DC、Object ID 的 titles or names/ title 欄位與研
究對象的名稱、別名等涵義相同，列在同一列中；涵義不同的欄位則不列在同一列。
2. 實心圓點表示共通欄位，指研究對象皆具有該欄位；空心圓點表示部分共通欄位，指部
分研究對象具有該欄位；無圓點則表示無研究對象具有該欄位。
a. CDWA 描述物件的 27 個主欄位（categories）。
b. CDWA 描述物件的 13 個核心欄位（core categories）。
c. A：客家博物館數位典藏詮釋的必要欄位；B：秉持傳承客家文化、展現客家文化特色
理念建議增加之欄位；C：可依自身需求進行調整的欄位。
d. CDWA 將 DC 的 語 言 欄 位 分 散 在 許 多 欄 位 中， 如 title language, inscription language,
cataloging language，因此將語言歸於標題內容中。
e. 創作者角色、貢獻者所指皆是對資源創造有貢獻的獨立存在體。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表 13 整合呈現資料結構標準與本研究案例的欄位，茲依欄位的重
要性與共通性，將欄位分為 3 類，簡述如下；並參酌客家博物館數位典
藏文物特性，在表上簡要的給予客家博物館數位典藏文物特性的著錄建
議。

Global Hakka

143

全球客家研究

Studies

1. 客家博物館數位典藏詮釋的必要欄位
表 13 中「建議欄位」標示 A 者，是任 2 種以上資料結構標準所
擁有的欄位，有其設置的必要性，共有物件／作品類型（object/ work
type）、標題內容（title text）、創作者描述（creator description）、創
作 者 角 色（creator role）、 創 作 日 期（creation date）、 尺 寸 描 述（dimensions description）、 材 質 與 技 法 的 描 述（materials/ techniques description）、主題關鍵字（general subject terms）、描述（description）、
存放地編號（repository numbers）等欄位。以上欄位中，所有研究對象
皆具備者僅有題名與描述 2 個欄位，不過此兩個欄位是否整併或細分，
仍可再考量。例如研究對象的欄位中同時有「名稱」與「別名」，若數
位典藏建置機構以提供豐富詮釋資料為目的，應將該兩欄位分開，但
若考量著錄的簡便性，則該兩欄位可整併。事實上，以 DC 而言，其有
title（名稱）欄位，但也在修飾詞中提供 alternative（別名）欄位，讓各
機構運用時可適度調整。
部分研究對象擁有之欄位有物件／作品類型、創作者描述、創作者
角色、創作日期、尺寸描述、材質與技法的描述、主題關鍵字、存放地
編號。確實著錄創作者描述、創作者角色欄位，將有助於客家文化領域
建立一套屬於客家創作者的權威檔資料庫，完備客家文化知識體系。材
質與技法的描述欄位則能讓使用者了解客家文化中使用的特殊材料與技
術，有助於客家知識的傳遞。主題關鍵字欄位可促進大眾對物件的理解
與使用。存放地編號則能在不透露敏感資訊的前提下呈現物件的存放位
置。
基於客家文化與文物的特性，在客家博物館數位典藏詮釋資料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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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與著錄，可思考以下作法：首先，因客語的特殊性，且近幾年政府
極力推動客語復育計畫，可考量將「客語名稱或拼音」由「題名」中獨
立出來，成為專屬客家特性之欄位，以適度地凸顯客家文化。其次，因
為許多客家文物與其他族群的特徵為「大同小異」，因此在文物特徵的
著錄或許不需新增欄位，而是將文物特徵著錄於國際數位典藏詮釋資料
通用欄位上，例如某些客家文物（如家具、生活用品）的色彩、工藝技
術等特徵可著錄於「材質與技法」，文物的特徵也可以綜合性的或以補
充性的文字著錄於「描述」。最後，文物的客家文化意義也可著錄於「描
述」，但若要凸顯客家文物的意義，也可考量設立「客家文化意義」新
欄位。
2. 秉持傳承客家文化、展現客家文化特色理念建議增加之欄位
CDWA 是欄位細緻度相當高的資料結構標準，本研究認為其中有
部分主欄位或核心欄位適合客家博物館用於展現客家文化特色，建議增
設於數位典藏詮釋資料欄位中，即為表 13 中建議欄位類型標示 B 的部
分，這些欄位包含款識與記號（inscriptions/ marks）、外觀描述（physical
description）、 脈 絡（context）、 相 關 作 品（related works）、 存 放 地
／地理位置（repository/ geographic location）、版權／限制（copyright/
restrictions）、所有權／蒐藏歷史（ownership/ collecting history）、相關
視覺檔案（related visual documentation）。目前所有研究對象皆不具備
除相關視覺檔案以外的其餘欄位。
款識與記號是在書畫、器物與生活用具等實體類物件上相當常見的
資訊，擁有豐富實體藏品的客家博物館應也要將其列入數位典藏詮釋資
料欄位中。外觀描述可著錄物件紋飾、圖樣以及顯著的特徵，便於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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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件特色。脈絡、相關作品、所有權／蒐藏歷史欄位記錄了有關物件存
於世歷經的所有細節，是研究物件歷史脈絡的重要資訊，負責維護、
發 展 EAD 的 SSA 標 準 委 員 會 EAD 小 組（SAA Standards Committee’s
Technical Subcommittee for Encoded Archival Description，TS-EAD）亦極
力推動使用關聯欄位（2019: 8）。存放地／地理位置的設置不僅便於館
舍管理藏品現存位置，亦有助於標註客家文化資產數位網中許多存於民
間的客家文物所在地。版權／限制則是著錄有關藏品的權利狀態，在數
位化時代的博物館中亦需要被審慎的評估，然而研究藏品究竟具有何等
的權利，必須經由熟悉相關法律的人員深入調查後才能得知，對於博物
館而言實非易事，若要建立此資訊，建議可先從最基本的文物所有權開
始進行盤查。相關視覺檔案則能讓使用者快速理解物件的外觀全貌，所
有研究對象皆有提供此資訊。
在客家文物特徵的著錄方面，如前所述，由於許多客家文物與其他
族群的特徵差異不大，可將文物特徵著錄通用欄位上，例如某些客家文
物（如服飾、刺繡）的紋飾、圖樣等特徵可著錄於「外觀描述」，某些
文化資產（如建築）的使用情況、空間布局等可著錄於「脈絡」。
3. 可視自身需求進行調整的欄位
上述兩類以外的其他的主欄位、核心欄位包括編目層級（catalog
level）、 分 類 用 語（classification term）、 創 作 者 身 分（creator identity）、風格／時期／團體／運動（styles/ periods/ groups/ movements）、
作品階段（state）、版本（edition）、製作方式（facture）、展示安排
（orientation/ arrangement）、 狀 況 ／ 檢 視 歷 史（condition/ examination
history）、保存／修護歷史（conservation/ treatment history）、評論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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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itical responses）、展覽／貸出史（exhibition/ loan history）、編目歷
史（cataloging history）、相關文獻來源（related textual references）、來
源（source）、涵蓋範圍（coverage）、出版者（publisher）等欄位，皆
是任 1 個資料結構標準（CDWA 主欄位與核心欄位、DC、Object ID）
所具有的欄位，這些欄位也都屬於詮釋說明時重要且值得開放該詮釋資
料給民眾使用者。建議各數位典藏建置機構可適度採用這些欄位，提供
詮釋內容，供大眾運用。

七、客家博物館詮釋資料欄位建議
文物數位化是一個極其費時、耗人力又需要龐大資源的工作，客家
的博物館長期處於經費、人力不足的狀態下，能建置此規模的數位典藏
網站或網頁實屬不易，應予以肯定。然而科技不斷進步，博物館也必須
隨著時代潮流的腳步繼續往前走，好，還可以再更好，因此本研究統整、
分析上述資訊後，對於客家博物館詮釋資料欄位的實務作業上提出下列
建議。

（一）客家博物館數位典藏開放呈現的詮釋資料欄位不多，
應可適度增加欄位，或儘速開放更多詮釋資料
目前 4 間客家博物館的數位典藏網站或網頁中，開放的欄位數量皆
偏少，提供給民眾的詮釋資料與資訊顯有不足。建議 4 間客家博物館未
來在進行數位典藏網站或網頁欄位調整時可參考 CDWA、DC 與 Object
ID，初步以任兩者共同擁有之欄位為參考基準，新增或開放物件／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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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型、創作（含創作者資訊、創作日期）、測量、材質與技法、款識與
記號、主題、相關作品、版權／限制等欄位。若能再依各館數位典藏的
物件特性，新增或開放某些特定欄位，例如脈絡、現藏地點、所有權／
蒐藏歷史等，將更能彰顯客家文物的特性與文物間的連結，讓使用者能
從中獲得更多資訊。

（二）為彰顯客家文化特色，可考量增列客家特性欄位
除 3 種資料結構標準外，綜觀研究對象之數位典藏詮釋資料欄位，
並無任何一個擁有專屬於客家特性之欄位，客家文化歷經時代的洗鍊、
族群的遷移，有著許多特殊的表徵與轉化，加上近幾年政府極力推動客
語復育計畫，客家博物館可考量新增客語名稱或拼音、客家文化意義等
專屬客家特性之欄位，以適度地凸顯客家文化。
必須注意的是客語名稱或拼音並不同於 DC 中的語言欄位，語言欄
位針對的是物件本身呈現的語言，比如文獻是以哪一種語言書寫，客語
名稱或拼音則用以著錄物件的客語說法，呈現各地不同語言腔調的特
色。

（三）宜區分詮釋主體，避免混淆
本研究中發現客家文化資產數位網中並未將詮釋之主體做明確地區
分，易造成解讀上的混淆，這樣的情形使得使用者較不易辨別該藏品是
實體物件、原生數位資源，或是實體物件數位化後的資訊，導致在日期、
創作者、尺寸等欄位上有誤解之可能性，對於有心研究客家文化的研究
者而言實為一大困擾。為避免使用者解讀錯誤，可考量將詮釋資料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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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詮釋主體來設計，並做明確的區分。例如先區分為實體文物、原生數
位資源或是實體文物產生之數位資源等各類型，再依各類型設計詮釋資
料欄位。

（四）客家博物館數位典藏詮釋資料欄位可與國際社群標準
比對，以利國際間交流
由研究對象詮釋資料欄位與 Object ID、DC 和 CDWA 欄位對照之
分析結果，得知本研究 4 個研究對象的數位典藏詮釋資料欄位設計與國
際間常用之資料結構標準並不一致，雖然客家文化具有獨特性，但考量
數位典藏未來應用之廣泛性，建議客家博物館數位典藏詮釋資料欄位在
設計上，可與國際社群標準比對，以利客家文化資料在國際間的交流。

（五）宜建立一致性的客家博物館詮釋資料欄位標準，以利
資料統整與交流
目前各個客家博物館在數位典藏詮釋資料欄位的建構上屬於遍地開
花的狀態，彼此間欄位的設計有所不同，建議客家委員會或客發中心召
集專家學者研擬一客家博物館詮釋資料欄位標準，供全國各地的客家館
參照使用，不僅可降低館舍在進行文物數位化作業的負擔，更能統一全
國客家館詮釋資料欄位之設計，在資料統整與交流上能更為便利，社會
大眾亦能取得更有結構性、完整性的客家文化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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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1 客家文化資產數位網：
文化資產典藏選取物件
類別

子類別

文物名稱
鳳山采訪冊
高雄州の地方病
萬巒庄要覽
高雄州統計書
高雄州例規類纂
高雄州要覽
古籍（裝幀）
臺灣街庄區職員錄
屏東郡下煙草耕作地土壤に
就て
潮州郡國語講習所用話方讀
方教授細目
潮州郡內埔庄勢一覽
民國 54 年記事本（1965）
友人陳盛南致謝函
文獻史料
《吾鄉》專輯題字、封面、
刻契
封底
〈 戰 後 50 年 攝 影 展 人 潮 蜂
擁〉剪報影本
道光十四年 [1834] 慶音偕姪
孫阿勇立賣盡根田屋契字
古文書（文獻／
嘉慶二十三年 [1818] 三老生
契書）
斗七立胎借銀字約
契字封套
端風正俗碑

詮釋資料識別碼
ntl-rf-074737_00010023
ntl-rf-0767127_00010005
ntl-rf-0757227_00010003
ntl-rf-0757166_00010007
ntl-rf-0752207_00010007
ntl-rf-075766_00010007
ntl-rf-074314_2_00010007
ntl-rf-077318_00010005
ntl-rf-0728133_00010003
ntl-rf-0757224_00010003
thcdc-od-105046_lsy3628
thcdc-od-105046_lsy3511
thcdc-od-105046_lsy3507
thcdc-od-105046_lsy3431
thcc-od-0203_01_018
hcc-od-0203_01_013
thcc-od-0201_01_164
ntul-odId-1847846_00150
00150

同治五年 [1866] 一月潘梅立
ntul-odld-tc00043_0001
出大賣地基字
道 光 五 年（1825） 十 月 邱 揚
ntwl-odld-00025
業等立杜絕盡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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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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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有原野貸渡願許可ノ件（阿
緱神社）
[ 高雄州屏東郡里港庄武洛河
下淡水溪治水工事里港工場 ]
國有建物賣拂處分ニ関スル
件
屏東市市區改正工事費
[ 阿緱廳港西中里德協庄 ] 官
有水面道路使用許可（臺灣
製糖株式會社）
臺灣公醫張庚祥退賞、退職

ahth-aa-03115003

長興庄

ahth-aa-10839003

醫師免許証下付（吳蘭儒）
三角測量位置ノ件（蕃薯寮
廳）
警察署名稱位置及管轄區域
豫約開墾地成功賣渡報告（渡
邊初二）
黃屋對面樟樹下伯公
銅鑼中興工業區伯公
上水頭伯公
曾屋伯公
建築（住宅、會
楊屋園尾伯公
館、伯公、商業
珠湖 18 號伯公
場所）
石井福神三合祠
七份福德正神
建築與景
樟樹村 6 號伯公
觀
埤頭坪三合祀伯公
花崗石楹柱聯（原始建築構
件）
建築構件

ahth-aa-11287034
ahth-aa-10722003
ahth-aa-06536012
ahth-aa-02887052
ahth-aa-04021014
ahth-aa-04287080
ahth-aa-00123003
ahth-aa-06991017

thcdc-ar-107083_3661473
thcdc-ar-107083_3661467
thcdc-ar-107083_3661449
thcdc-ar-107083_3561026
thcdc-ar-107083_3601292
thcdc-ar-3660518
thcdc-ar-3660512
thcdc-ar-3660510
thcdc-ar-3660906
thcdc-ar-3660631
HM_83_im20120330_rel_org
_11
HM_83_im20120330_rel_org
木柱珠（原始建築構件）
_10
HM_83_im20120330_rel_org
花崗石柱珠（原始建築構件）
_09
鷄舌
PTHM054.001

客家博物館數位典藏詮釋資料欄位探討

器物

衫
長衫
黃色女裙
女子採茶服
帽帶
衣服、服飾配件
手鐲
背心
大襟衫
大襠褲
女用拖鞋
磨石构
大秤
而字耙
犁
蜈蚣耙
產業用具
風穀車
穀耙
算盤
竹筍鑿
米溜仔
陶筆架
瓷筆筒
魚籠
竹編衣
生 活 用 品（ 飲 碟子
食、住居）
苗栗陶豆腐乳甕
火熜
油燈
茶杯
火撩
新加坡惠州會館沿革史碑
帳帶
茶盤
米籮
鱔魚簍
生產工具與裝備
河仔
扁擔
太師椅、交椅
稻穀用脫殼皿
豆腐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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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LHM5040121.64
KHMN00147
KHHM040.113
HLFL000.074
MLHM5040121.72a
KHHM027.104
TCHM0401019
KHMN00151
PTHM354.001
PTHM046.001
HLFL141.083b
MLSY00048
KHHM117.025
KHHM116.026
KHHM059.024
KHHM108.187
HLFL124.056
HLFL187.049
HLFL000.018
MLHM5040121.209
TCHM0402164
TCHM0402163
CHTC015
PTHM499.001
THCM032.3
TCHM0402082
KHMN00180
KHHM124.095
KHMN00160.2
HLFL033.127
thcdc-an-103076_wcf0003
KHMN00127a
KHMN00061a
MLHM5040121.248b
TCHM0402006a
TCHM0402006
HLFL000.191a
MLHM5040121.119
KHHM134.195
KHMN00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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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電話機
手搖式電話
三輪車
交通、運輸、通
牛車
訊相關
牛車
牛車
販冰腳踏車
籤筒
豫章堂羅氏總坟
河南堂邱氏歷代高曾祖考妣
神位
上桌
宗教信仰與儀
鄭鴻猷敬書楹聯
式、生命儀式
獨山國王神像
阿公婆牌
天公爐
伯公廟組件
點心籃
利君子貞匾額
求則得之匾額
佛光普照匾額
創垂堂匾額
工藝、娛樂

雷澤匾額
西來花雨匾額

恩元匾
繼述堂匾
敦本明倫匾
翰林待詔匾
鑔鑔仔、弇仔
弦仔、冇穀弦
弦仔、冇穀弦
黑膠唱片
唱盤
音樂、戲曲用具
堂鼓
月琴
月琴
弦仔
吊龜仔

HLFL189.045
HLFL188.044
KHMN00267
KHHM109.183
MLHM5040121.214
MLHM5040121.91
KHMN00280
MLHM5040121.135
thcdc-an-103076_sls0037
HM_88_im20120630_rel_org
_03
HM_82_im20120516_rel_org
_10
HM_86_im20120702_rel_org
_08
HM_71_im20110719_rel_1
50_07
TCHM0402131
KHMN00226
KHMN00247
KHMN00104
thcdc-an-103076_nkc0003
thcdc-an-103076_fts0009
thcdc-an-103076_fts0008
HM_82_im20120516_rel_org
_06
HM_82_im20120516_rel_org
_03
HM_86_im20120702_rel_org
_04
HM_20_im201004_rel_10
HB_43_im201004_rel_18
HB_43_im201004_rel_16
HB_43_im201004_rel_11
TCHM0402174
TCHM0402170
THCM054
MLSY00068
MLSY00042
MLHM5040121.196
MLHM5040121.188
MLHM5040121.187
MLHM5040121.182
MLHM5040121.180

客家博物館數位典藏詮釋資料欄位探討

藝術

影像資料

圓形木雕裝飾
圓形木雕裝飾
圓形木雕裝飾
圓形木雕裝飾
雕塑（木、竹、
圓形木雕裝飾
陶）
木雕花片
木雕花片
木雕
三段桌
書法
墨斗
海祭（Misa cipo）祭臺
豐濱製陶之二：練土
[ 布袋戲後臺 ]
林占梅喪禮出殯隊伍（八）
常民節慶系列：臺東元宵繞
境〈大轎陣頭：炸轎底〉
照片
[ 鹿港耀星樓 ]
[ 著緞面旗袍模特兒 ]
[ 亞泥攝影會（模特兒 B）]
[ 木瓜樹 ]
[ 美女照 ]
[ 黑 白 上 色： 張 家 兄 弟 攝 於
三十七年季秋 ]
[ 穿唐衫的中年男子肖像：玻
璃版正負相 ]
[2 個女子合影：玻璃版正負
相]
[ 含 1 張男子肖像與 1 張吳明
珠：玻璃版正負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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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HMN00198.5
KHMN00198.4
KHMN00198.3
KHMN00198.2
KHMN00198.1
PTHM063.001
PTHM059.001
KHHM078.193
MLSY00057
PTHM363.001
thcdc-hp-105048_ccy0268
thcdc-hp-105048_ccy0240
thcc-hp-lam01258
thcdc-hp-106018_lkk0342
thcdc-hp-105048_ccy3037
thcc-hp-ccl04279
thcc-hp-dng12967
thcc-hp-lzc03797
thcc-hp-lzc03683
thcc-hp-lzc03589
thcc-hp-jas01000
thcc-hp-wjm08802
thcc-hp-wjm08746
thcc-hp-wjm09459

底片（正片、負 [ 金淼照相館營業照：日治時
片、玻璃底片） 期男子合照系列（六四）： thcc-hp-wjm08850
玻璃版 ]
[ 打赤膊的軍人：玻璃版 ]
[ 金淼照相館營業照：女子四
人合照系列 ( 二七 )：玻璃版 ]
[ 男子側面：玻璃版 ]
[ 白衣少年：玻璃版 ]
[ 含 1 張女子肖像與 1 張女子
合照：玻璃版 ]

thcc-hp-wjm08823
thcc-hp-wjm08779
thcc-hp-wjm08359
thcc-hp-wjm08353
thcc-hp-wjm09534

說明：因客家文化資產數位網：文化資產典藏中各文物網址皆為 https://hch.hakka.gov.tw/
archive.asp?MType=1&ID=1&SID=1#，乃以呈現文物之詮釋資料識別碼以利辨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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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2 客家文化資產數位網：文化資源普查
選取物件
類別

子類別

古蹟

建築

歷史建築

聚落

文物名稱
龍潭聖蹟亭
新屋農會舊倉庫
北埔慈天宮
關西太和宮
北門口滎陽堂鄭屋
關西分駐所暨日式建築群
北埔忠恕堂曾屋
北埔天水堂姜屋
臺灣紅茶公司
烏樹林六桂傳芳翁屋
上南片杜屋旗杆子
峨眉庄古井
茶會社路
犁頭洲
永興村岸外碉堡群
大牛欄
四份子茶亭
社子庄牛車站遺構
水流東口茶亭
下大湖黎屋茶亭
關西老街陳屋
石店子老街
菜園窩
軟橋
北埔下街
石岡子呂屋
上南片羅屋
太麻里舊香蘭聚落
北埔客家聚落
平鎮東勢桃花莊原住民聚落

詮釋資料識別碼
2015-325-1-A-a-r0001
2015-327-1-A-a-v0005
2015-314-1-A-a-t0001
2015-306-1-A-a-c0003
2015-306-1-A-a-c0004
2015-306-1-A-a-c0007
2015-314-1-A-a-t0012
2015-314-1-A-a-t0014
2015-306-1-A-a-c0020
2015-325-1-A-a-b0001
2015-306-1-A-a-c0044
2015-315-1-A-a-a0017
2015-369-1-D-a-n0006
2015-327-1-D-a-v0181
2015-327-1-A-a-v0171
2015-327-1-D-a-v0183
2015-315-1-A-a-a0011
2015-324-1-A-a-j0062
2015-315-1-A-a-a0009
2015-314-1-A-a-t0005
2015-306-1-B-a-0001
2015-306-1-B-a-c0001
2015-310-1-B-a-h0001
2015-310-1-B-a-i0001
2015-314-1-B-a-t0001
2015-306-1-B-a-c0002
2015-306-1-B-a-c0005
2015-963-2-B-c-e0071
2015-314-1-B-a-t0002
2015-324-1-B-a-j0061

客家博物館數位典藏詮釋資料欄位探討

遺址

文化景觀

一般建築

藝術與技
傳統藝術
術

臺泥石灰石礦場遺址
白沙岬燈塔內的雞塒
永安里燈臺
正安磚窯廠
白布帆砲臺
干城五村
永安里石塭
下庄子戲院
員崠山神社
關西仙草
關西老人會
寶山新城風糖
永安漁港
河壩底鎮興蜜蜂園
三坑子禾筍
東林攤販市場
牽魚
八張犁鴕鳥養殖場
撈鰻仔
宋屋四房公廳
重修廣興庄褒忠亭捐款芳名碑
坑尾 10 鄰庄頭伯公
峨眉萬善祠
峨眉天主堂
拱子溝高平堂范屋
老虎山露德聖母堂聖母山
三灣朴仔樹伯公
八張犁童屋田頭伯公
烏樹林崩崗潭翁屋伯公
寶春姐雜貨店
邱媽媽菜包
竹篾專家
宋鴻源客家料理羊奶雞
翁仁謹堪輿
粄圓
永安村打鐵師傅劉寶乾
葉曾金妹唸歌
黃莉芬手工麵
陳賴美手工刺膨線衫（長針：
竹針）

2015-306-1-D-a-d0002
2015-328-1-A-a-i0010
2015-327-1-C2-a-w0069
2015-325-1-C2-a-l0002
2015-369-1-a-c-n0001
2015-325-1-C2-a-r0006
2015-327-1-C2-a-w0068
2015-327-1-C2-a-w0067
2015-310-1-C2-a-h0001
2015-306-1-D-a-c00011
2015-306-1-D-a-c00014
2015-308-1-D-a-u0005
2015-327-1-D-a-v0173
2015-324-1-D-a-p0003
2015-325-1-D-a-l0006
2015-310-1-D-a-g0008
2015-327-2-G3-a-g0009
2015-325-1-D-a-b0011
2015-328-1-D-a-g0002
2015-324-1-A-a-o0022
2015-324-1-A-a-o0018
2015-328-1-A-a-g0018
2015-315-1-A-a-a0021
2015-315-1-A-a-a0014
2015-306-1-A-a-c0046
2015-306-1-A-a-c0001
2015-352-1-A-a-a0028
2015-325-1-A-a-b0009
2015-325-1-A-a-b0005
2015-325-1-G3-a-p0006
2015-325-1-G3-a-p0002
2015-314-2-G2-a-q0035
2015-324-2-G3-a-j0136
2015-324-2-G3-a-j0131
2015-327-2-G3-a-g0013
2015-327-2-G2-a-g0006
2015-327-2-G1-a-g0001
2015-310-2-G3-a-g0009
2015-328-2-G2-a-h0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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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樂

木雕

陶藝

美術

Studies

牛皮鼓
大鼓
永安社區之歌
手攪式留聲機
十一份李屋傳統八音樂器
弦仔
細銅鈸
二弦
笛仔
弦仔
褒忠祠義民爺神像
褒忠祠螺旋紋抱鼓石
廣隆宮大伯公神像
陳丞鋒魚蝦貝殼化石雕刻品
祭祀用的托盤
神桌
慈天宮升龍柱
道藏 500 靈官木雕
筷籠
鐘、叩、印、筶杯
褒忠祠陳天乞交趾陶
慈天宮交趾陶
陶壺
酒甕
彩繪瓷缸
陶壺
甕缸 (2)
甕缸 (1)
日本時代新竹州主催第一回農
產加工講習會紀念攝影
民國 34 年吳進傳夫婦畫像
國父畫像
日本時代吳秀恒畫像
日昭和 8 年黃立盛、黃賴娘妹
畫像
日昭和 10 年阿公、阿婆个老畫
像

2015-324-1-E2-a-o0104
2015-353-1-E2-a-a0017
2015-327-2-G1-a-w0123
2015-352-1-E2-a-a0017
2015-325-1-E2-a-l0046
2015-327-1-E2-a-g0008
2015-314-1-E2-a-f0069
2015-306-1-E2-a-d0038
2015-306-1-E2-a-d0037
2015-325-1-E2-a-b0074
2015-324-1-A-a-o0018
2015-324-1-A-a-o0018
2015-324-1-A-a-o0001
2015-353-1-E1-a-a0043
2015-314-1-E2-a-f0060
2105-310-1-E2-a-i0022
2015-314-1-A-a-t0001
2015-324-1-E1-a-p0002
2015-325-1-E2-a-l0002
2015-325-1-E2-a-l0001
2015-324-1-A-a-o0018
2015-314-1-A-a-t0001
2015-324-1-E2-a-p0021
2015-314-1-E2-a-f0165
2015-314-1-E1-a-f0050
2015-314-1-E2-a-f0042
2015-314-1-E2-a-f0030
2015-314-1-E2-a-f0006

日昭和年間王萬德畫像

2015-324-1-E1-a-g0066

2015-314-1-E3-a-q0013
2015-324-1-E3-a-p0001
2015-325-1-E1-a-a0020
2015-324-1-E1-a-g0007
2015-325-1-E1-a-b0001
2015-324-1-E1-a-g0039

民國 44 年葉氏始封諸梁公遺像 2015-324-1-E1-a-g0036
公太畫像
2015-310-1-E1-a-h0048
婆太畫像
2015-310-1-E1-a-h0047

客家博物館數位典藏詮釋資料欄位探討

工藝技術

影像藝術

文創技藝

賴傳莊陶藝
曹牙雕塑
莊秀菊藍染
邱崇偉做提琴
彭泰一版畫
何恆雄雕塑藝術
翁明川竹雕茶則
陳永彬木藝創作
滾輪
神農本草經讀本醫書
宋屋宋黃紅春義民爺令旗
金鍊成缸
拜斗
日昭和 15 年大乘金剛般若寶懺
錢櫃
木箱
民國 45 年古阿財卓蘭鄉農會股
票
民國 40 年代拖拌楻
衛火土磨鋸
陳復興接枝
「銀柳之父」邱坤木銀柳種植
技術
三星鄉「上將梨之父」李坤養
上將梨種植技術
涂龍珍魚網修補網針製做
黃阿禮牽罟歕嘟
笨港村漁民 - 黃阿禮
謝煥乾蘭花栽培
吳家淞
李木珍做棕竹怙杖

生活技藝

民俗節慶 儀式

客家獅水上跳樁
富里義民亭義民爺爺誕辰神豬
比賽
富里義民亭義民爺爺誕辰祝壽
吉安義民文化祭踩街
吉安義民堂義民爺爺祝壽
龍潭陂端陽龍舟競賽
上館惠安宮平安戲
宜蘭簡氏宗祠「思遠堂」端午
祭祖
鹿野永安楊屋五月節祭祖
鹿野永安端午取午時水

2015-306-2-J-a-c0001
2015-310-2-J-a-i0003
2015-310-2-J-a-i0002
2015-310-2-J-a-i0001
2015-310-2-J-a-i0005
2015-327-2-J-a-w0119
2015-306-2-J-a-d0001
2015-314-2-J-a-f0001
2015-369-1-E2-a-n0145
2015-324-1-E3-a-o0048
2015-324-1-E2-a-o0088
2015-310-1-E2-a-i0019
2015-353-1-E2-a-a0022
2015-306-1-E3-a-d0039
2015-352-1-E2-a-m0030
2015-352-1-E2-a-m0013
2015-369-1-E3-a-n0100
2015-310-1-E3-a-g0035
2015-310-2-G3-a-i0002
2015-306-2-G3-a-d0003
2015-264-2-G3-c-a089
2015-266-2-G3-c-a090
2015-325-2-G3-a-b0002
2015-327-2-G3-a-g0009
2015-327-2-G3-a-g0009
2015-324-2-G3-a-p0015
2015-327-1-D-a-v0143
2015-353-2-G3-a-a0002
1234
2015-325-2-H3-a-b0003
2015-983-2-H3-c-c0049
2015-983-2-H3-c-c0048
2015-970-2-H3-c-c0047
2015-973-2-H3-c-c0046
2015-325-2-H3-a-b0003
2015-310-2-H3-a-h0001
2015-264-2-H3-c-a065
2015-955-2-H2-c-c0034
2015-955-2-H3-c-c00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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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俗

宗教

祭典

生命禮俗

Studies

南投縣廖姓宗親會春祭
竹窩子間房
門神香位
求絭
上坪打新丁粄
胎毛筆、肚臍印
員山八十佃中元普渡吃大拜拜
大湖底中元普渡殺豬公
鹿野豐源圳水之季挑水
池上元宵遊庄挑擔飯
坡寮陂
貴麻埤
平鎮東勢臥鶴陂
平鎮東勢薛屋老井
石門大圳
小湖湧光禪寺井頭
亞泥載石溜籠
烏樹林泉水空圳
大林洗衫圳
員山鄉金大安圳
平鎮東勢建安宮吳信公祿牌
崁頭屋保生宮媽祖婆遊庄
吉安永興圓福祭儀
北埔慈天宮義民爺㧡飯
蘇澳存仁里定安宮過水火
蘇澳港口永安廟中元普渡
羅東北成興安宮中元普渡
成功福德宮安座祝壽
臺東神農宮諸神
富里竹田義民爺挑飯
植槐堂王屋不點主
桃園市龍潭區國民黨黃國園黨
部喪禮覆旗儀式
起骨
五代同堂喜喪
民國 45 年彭阿龍埋葬許可證
民國 73 年詹木生喪禮哀謝儀式
日明治 33 年八張犁魏蘭帶畫像
民國 53 年劉家沐還山行列
民國 52 年吳阿成喪禮
日昭和 10 年臺車後押人走証

540-2-H1-002
2015-325-2-H1-a-a0006
2015-328-1-A-a-g0016
2015-327-2-H1-a-g0010
2015-310-2-H1-a-g0007
2015-310-2-H1-a-g0009
2015-264-2-H1-c-a114
2015-264-2-H1-c-a112
2015-955-2-H1-c-e0043
2015-958-2-H3-c-c0011
2015-328-1-D-a-v0197
2015-328-1-D-a-v0195
2015-324-1-D-a-j0075
2015-324-1-D-a-j0072
2015-324-1-D-a-j0063
2015-324-1-A-a-j0085
2015-306-1-D-a-d0002
2015-325-1-D-a-b0001
2015-314-1-D-a-f0002
2015-264-1-D-c-a084
2015-324-2-H1-a-j0014
2015-327-2-H2-a-w0113
2015-973-2-H3-c-c0078
2015-314-2-H2-a-t0003
2016-270-2-H2-c-a0139
2015-270-2-H3-c-a132
2015-265-2-H3-c-a117
2015-961-2-H3-c-e0060
2015-950-2-H2-c-e0035
2015-983-2-H2-c-c0020
2015-324-2-H1-a-p0002
2015-325-2-H1-a-a0001
2015-328-2-H1-a-g0001
2015-310-2-H1-a-g0006
2015-314-1-E3-a-t0007
2015-369-1-E3-a-n0095
2015-325-1-E3-a-b0042
2015-310-1-E3-a-g0078
2015-324-1-E3-a-h0007
2015-310-1-E3-a-g0052

客家博物館數位典藏詮釋資料欄位探討

一般器具

文物

文獻史料

語言
詩詞
語言文學
文學

口述傳統
神話
與知識

搖籃
耨草耙
臺灣鋸
櫃仔
刀卡
鑽孔器
茶簍
一斗米斗
尿桶
簸箕
日昭和時期宋屋四房地籍圖
日昭和 4 年竹東公學校卒業紀
念寫真帖
民國 48 年彭氏族譜
日昭和 16 年謝霞妹履歷表
民國 42 年古陳阿曲仙命己巳遷
葬擇日單
日大正 14 年劉氏阿完劉春秀劉
春秋共業地分割字
清光緒 19 年金合興鬮書分管合
約字
日昭和 10 年九座寮李國昌撰李
氏家譜
新安堂古氏宗譜畫集
民國 38 年麥勝財產分配遺言書
民國 11 年中華新字典
關西陶社
鄭美雲作客語現代詩
徐慶松漢詩
江穎川客語漢學
龍吟詩社
劉治慶書法
北莊埤塘十八堀
張運煌四句聯
平鎮東勢金雞湖
生番立葬遺跡
拱子溝水母娘廟
笨港上樹山
笨港村天后宮媽祖婆傳說
赤欄 8 鄰田頭伯公：神話

2015-369-1-E2-a-n0137
2015-369-1-E2-a-n0150
2015-324-1-E2-a-o0096
2015-352-1-E2-a-m0016
2015-369-1-E3-a-n0117
2015-314-1-E2-a-f0127
2015-314-1-E2-a-f0116
2015-315-1-E2-a-g0011
2015-324-1-E2-a-g0021
2015-324-1-E2-a-g0057
2015-324-1-E3-a-o0029
2015-310-1-E3-a-i0013
2015-314-1-E3-a-t0028
2015-324-1-E3-a-p0043
2015-369-1-E3-a-n0143
2015-369-1-E3-a-n0048
2015-325-1-E3-a-l0041
2015-325-1-E3-a-l0029
2015-324-1-E3-a-g0040
2015-327-1-E3-a-g0011
2015-324-1-E3-a-g0046
2015-306-2-K1-a-c0002
2015-310-2-I-a-i0002
2015-306-2-K1-a-c0003
2015-306-2-K1-a-c0004
2015-324-2-I-a-k0002
2015-324-2-I-a-k0001
429-2-I-001
2015-314-2-I-a-g0001
2015-324-1-D-a-j0122
2015-324-1-D-a-j0068
2015-306-1-D-a-c0007
2015-327-1-D-a-v0178
2015-327-1-A-a-v0081
2015-327-1-A-a-v00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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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說

自然景觀

自然風景

老樹

Studies

六合村新庄子樟老爺
六合村東興宮樟善公
自愛客家
長流口石板伯公

647-2-I-002
647-2-I-001
556-2-I-003
544-2-I-002

大坑地藏王鎮崩山

541-2-I-001

番社客家
下壩岸角恩主公與桃花精
西畔石塔
公老坪開基祖
「第一富周有藤，第二富呂青
雲」大湖底呂屋遷移史
藤坪鴨腱藤
八寮老山埔姜
貴麻埤的水汴
關西石牛山
關西牛鬥口
石門庄石門
大坑缺臺灣萍蓬草
新屋藻礁
大坪龍岡頂
觀音里觀音溪岸防風林
北埔大湖老橄欖樹
寶山水庫進水口榕樹

526-2-I-001
524-2-I-004
524-2-I-001
420-2-I-001

高雙里老拾鄰伯公廟老榕樹

2015-324-1-A-a-o0009

百年老榕樹

2015-324-1-F-a-j0125

小湖楊桃樹

2015-324-1-A-a-j0085

雙連陂榕樹公

2015-324-1-F-a-p0008

南勢國小百年榕樹

2015-324-1-F-a-p0011

東勢陳屋个老桂花樹

2015-324-1-F-a-g0001

老魚藤樹
竹東天主堂石栗樹

2015-314-1-F-a-f0003
2015-310-1-F-a-g0001

2016-264-2-I-c-a150
2015-315-1-F-a-a0007
2015-315-1-F-a-a0004
2015-328-1-D-a-v0195
2015-306-1-F-a-e0015
2015-306-1-F-a-c0010
2015-306-1-F-a-c0008
2015-324-1-F-a-p0010
2015-327-1-F-a-v0155
2015-325-1-F-a-l0008
2015-328-1-F-a-g0001
2015-314-1-F-a-f0005
2015-308-1-F-a-u0006

客家博物館數位典藏詮釋資料欄位探討

山水

溪川湖泊

飲食

傳統美食

其他

遷移史

官路缺
關西蝙蝠洞

2015-324-1-F-a-j0126
2015-306-1-F-a-c0006

大東坑峽谷

2015-306-1-F-a-c0007

新竹北埔五指山

2015-314-1-B-a-t0002

大漢溪龍潭段

2015-325-1-F-a-l0011

大平地斷層

2015-325-1-F-a-l0007

三坑子蔗廍坑

2015-325-1-F-a-l0005

三坑子火劫尾坑
桃園臺地桃園面
烏林濫陂
社子溪
新屋溪口
老庄溪
大安溪
三角林清水坑
大坑缺溪水源地
糟嫲
鹿野永安楊屋客家美食
龍潭日本警察宿舍
大武客庄路
大武客庄路
永安漁港旁外省社區
下庄子老街
龍潭十一份石園宿舍群

2015-325-1-F-a-l0004
2015-325-1-F-a-l0002
2016-325-1-F-a-b0006
2015-327-1-F-a-v0192
2015-327-1-F-a-v0161
2015-369-1-F-a-0008
2015-369-1-F-a-n0002
2015-325-1-F-a-l0001
2016-325-1-F-a-b0004
2015-327-2-G3-a-g0012
2015-955-2-G2-c-e0067
2015-325-1-B-a-r0001
2015-325-1-B-a-r0001
2015-965-2-B-c-e0074
2015-327-1-B-a-v0190
2015-327-1-B-a-v0185
2015-325-1-B-a-b0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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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因客家文化資產數位網：文化資源普查中各文物網址皆為 https://hch.hakka.gov.tw/
archive.asp?MType=2&ID=2&SID=43#，乃以呈現文物之詮釋資料識別碼以利辨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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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3 新北市客家數位館選取物件
類別 子類別 文物名稱
藍染荷口堆金瓶
浮彩苦盡甘來縮口
瓶
藍衫藍染金領衫圓
滿花瓶
彩繪客家民宅景象
觀音瓶
桐花樹林鳳尾蝶成
陶 瓷 精 群飛舞觀音瓶
品
藍染堆金一壺二杯
組
藍染百花堆金圓球
瓶
藍染堆金提樑壺
02
苦盡甘來交趾陶
典藏
品

烏金堂草一壺一海
六杯組
現代藍衫服飾（碎
花邊）
現代藍衫服飾（金
領衣）
陶 藝 服 現代藍衫服飾（蕾
飾
絲滾邊）
新娘藍衫服飾
傳統藍衫服飾
明志書院
西雲寺
陶土模
鄞山寺
型
田螺坑土樓
金碧輝煌彩金土樓

網址
https://www.hakka-digital.ntpc.gov.tw/files/15-10031724,c338-1.php?Lang=zh-tw
https://www.hakka-digital.ntpc.gov.tw/files/15-10032352,c338-1.php?Lang=zh-tw
https://www.hakka-digital.ntpc.gov.tw/files/15-10032359,c338-1.php?Lang=zh-tw
https://www.hakka-digital.ntpc.gov.tw/files/15-10032363,c338-1.php?Lang=zh-tw
https://www.hakka-digital.ntpc.gov.tw/files/15-10032365,c338-1.php?Lang=zh-tw
https://www.hakka-digital.ntpc.gov.tw/files/15-10031738,c338-1.php?Lang=zh-tw
https://www.hakka-digital.ntpc.gov.tw/files/15-10031726,c338-1.php?Lang=zh-tw
https://www.hakka-digital.ntpc.gov.tw/files/15-10031730,c338-1.php?Lang=zh-tw
https://www.hakka-digital.ntpc.gov.tw/files/15-10031731,c338-1.php?Lang=zh-tw
https://www.hakka-digital.ntpc.gov.tw/files/15-10031735,c338-1.php?Lang=zh-tw
https://www.hakka-digital.ntpc.gov.tw/files/15-10031743,c339-1.php?Lang=zh-tw
https://www.hakka-digital.ntpc.gov.tw/files/15-10031742,c339-1.php?Lang=zh-tw
https://www.hakka-digital.ntpc.gov.tw/files/15-10031741,c339-1.php?Lang=zh-tw
https://www.hakka-digital.ntpc.gov.tw/files/15-10031740,c339-1.php?Lang=zh-tw
https://www.hakka-digital.ntpc.gov.tw/files/15-10031739,c339-1.php?Lang=zh-tw
https://www.hakka-digital.ntpc.gov.tw/files/15-10032376,c342-1.php?Lang=zh-tw
https://www.hakka-digital.ntpc.gov.tw/files/15-10032375,c342-1.php?Lang=zh-tw
https://www.hakka-digital.ntpc.gov.tw/files/15-10032374,c342-1.php?Lang=zh-tw
https://www.hakka-digital.ntpc.gov.tw/files/15-10032373,c342-1.php?Lang=zh-tw
https://www.hakka-digital.ntpc.gov.tw/files/15-10032372,c342-1.php?Lang=zh-tw

客家博物館數位典藏詮釋資料欄位探討

HAKKA 印象
創意設
星空
計
客家藝術立燈
客家娃娃 9
客家娃娃 15
客家娃娃 35
客家娃娃 39
創意服
飾

客家娃娃 45
客家娃娃 54
客家娃娃 56
客家娃娃 67
客家娃娃 76
客家娃娃 90
左右逢源
延續
映

藝術
雕塑
品

整禾桿
憩
待
牧童與牛

170

https://www.hakka-digital.ntpc.gov.tw/files/15-10032482,c344-1.php?Lang=zh-tw
https://www.hakka-digital.ntpc.gov.tw/files/15-10032481,c344-1.php?Lang=zh-tw
https://www.hakka-digital.ntpc.gov.tw/files/15-10032478,c344-1.php?Lang=zh-tw
https://www.hakka-digital.ntpc.gov.tw/files/15-10032385,c343-1.php?Lang=zh-tw
https://www.hakka-digital.ntpc.gov.tw/files/15-10032391,c343-1.php?Lang=zh-tw
https://www.hakka-digital.ntpc.gov.tw/files/15-10032411,c343-1.php?Lang=zh-tw
https://www.hakka-digital.ntpc.gov.tw/files/15-10032415,c343-1.php?Lang=zh-tw
https://www.hakka-digital.ntpc.gov.tw/files/15-10032421,c343-1.php?Lang=zh-tw
https://www.hakka-digital.ntpc.gov.tw/files/15-10032430,c343-1.php?Lang=zh-tw
https://www.hakka-digital.ntpc.gov.tw/files/15-10032432,c343-1.php?Lang=zh-tw
https://www.hakka-digital.ntpc.gov.tw/files/15-10032443,c343-1.php?Lang=zh-tw
https://www.hakka-digital.ntpc.gov.tw/files/15-10032452,c343-1.php?Lang=zh-tw
https://www.hakka-digital.ntpc.gov.tw/files/15-10032466,c343-1.php?Lang=zh-tw
https://www.hakka-digital.ntpc.gov.tw/files/15-10031746,c358-1.php
https://www.hakka-digital.ntpc.gov.tw/files/15-10031747,c358-1.php
https://www.hakka-digital.ntpc.gov.tw/files/15-10031748,c358-1.php
https://www.hakka-digital.ntpc.gov.tw/files/15-10032491,c358-1.php
https://www.hakka-digital.ntpc.gov.tw/files/15-10032492,c358-1.php
https://www.hakka-digital.ntpc.gov.tw/files/15-10032493,c358-1.php
https://www.hakka-digital.ntpc.gov.tw/files/15-10032494,c358-1.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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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車映象
老鐵馬
五行壺茶盤組
熱騰騰的小籠包
竹子茶盤組
陶藝
自在
天梯
樹幹大壺：舞者
桐花貓
優遊桐花
豐 收 年 年（ 打 榖
機）
川 流 不 息（ 風 鼓
車）
吉慶豐收（挑橘）
皮塑
老藝人（二胡）
滿 載 而 歸（ 南 瓜
車）
秋收（秤螃蟹）
長河初曙
粒粒皆辛苦
攝影
炭窰即景
青翠連綿墜碧潭

https://www.hakka-digital.ntpc.gov.tw/files/15-10031749,c359-1.php
https://www.hakka-digital.ntpc.gov.tw/files/15-10031750,c359-1.php
https://www.hakka-digital.ntpc.gov.tw/files/15-10031751,c359-1.php
https://www.hakka-digital.ntpc.gov.tw/files/15-10031752,c359-1.php
https://www.hakka-digital.ntpc.gov.tw/files/15-10031753,c359-1.php
https://www.hakka-digital.ntpc.gov.tw/files/15-10031754,c359-1.php
https://www.hakka-digital.ntpc.gov.tw/files/15-10031765,c359-1.php
https://www.hakka-digital.ntpc.gov.tw/files/15-10031766,c359-1.php
https://www.hakka-digital.ntpc.gov.tw/files/15-10032489,c359-1.php
https://www.hakka-digital.ntpc.gov.tw/files/15-10032490,c359-1.php
https://www.hakka-digital.ntpc.gov.tw/files/15-10031759,c360-1.php
https://www.hakka-digital.ntpc.gov.tw/files/15-10031760,c360-1.php
https://www.hakka-digital.ntpc.gov.tw/files/15-10031761,c360-1.php
https://www.hakka-digital.ntpc.gov.tw/files/15-10031762,c360-1.php
https://www.hakka-digital.ntpc.gov.tw/files/15-10031763,c360-1.php
https://www.hakka-digital.ntpc.gov.tw/files/15-10031764,c360-1.php
https://www.hakka-digital.ntpc.gov.tw/files/15-10031997,c361-1.php
https://www.hakka-digital.ntpc.gov.tw/files/15-10031998,c361-1.php
https://www.hakka-digital.ntpc.gov.tw/files/15-10031999,c361-1.php
https://www.hakka-digital.ntpc.gov.tw/files/15-10032000,c361-1.php

客家博物館數位典藏詮釋資料欄位探討

山間小屋
葵田豐姿
油畫及
田園春曉
水彩畫
客家舞（二）
雲淡風輕
日據時期臺北州地
圖
外八句詩匾額
繳租執照
拜神之祭文 10

文獻

漢 文 古 書 04（ 小
學千家詩）
漢 文 古 書 08（ 四
書讀本：上孟）
漢文古書 11（詩毛
氏傳疏）
日據時期教科書 04
（國語讀本卷一）
日據時期教科書
13（カズノホン）
三腳採茶戲劇本
（複製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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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hakka-digital.ntpc.gov.tw/files/15-10031755,c362-1.php?Lang=zh-tw
https://www.hakka-digital.ntpc.gov.tw/files/15-10031756,c362-1.php?Lang=zh-tw
https://www.hakka-digital.ntpc.gov.tw/files/15-10031757,c362-1.php?Lang=zh-tw
https://www.hakka-digital.ntpc.gov.tw/files/15-10031758,c362-1.php?Lang=zh-tw
https://www.hakka-digital.ntpc.gov.tw/files/15-10032001,c362-1.php?Lang=zh-tw
https://www.hakka-digital.ntpc.gov.tw/files/15-1003569,c136-1.php
https://www.hakka-digital.ntpc.gov.tw/files/15-1003571,c136-1.php
https://www.hakka-digital.ntpc.gov.tw/files/15-1003602,c136-1.php
https://www.hakka-digital.ntpc.gov.tw/files/15-1003612,c136-1.php
https://www.hakka-digital.ntpc.gov.tw/files/15-1003739,c136-1.php
https://www.hakka-digital.ntpc.gov.tw/files/15-1003743,c136-1.php
https://www.hakka-digital.ntpc.gov.tw/files/15-1003746,c136-1.php
https://www.hakka-digital.ntpc.gov.tw/files/15-1003755,c136-1.php
https://www.hakka-digital.ntpc.gov.tw/files/15-1003764,c136-1.php
https://www.hakka-digital.ntpc.gov.tw/files/15-1003785,c136-1.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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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hakka-digital.ntpc.gov.tw/files/15-1003624,c137-1.php
https://www.hakka-digital.ntpc.gov.tw/files/15-1003單皮鼓
626,c137-1.php
https://www.hakka-digital.ntpc.gov.tw/files/15-1003竹板
446,c137-1.php
https://www.hakka-digital.ntpc.gov.tw/files/15-1003鈸
628,c137-1.php
https://www.hakka-digital.ntpc.gov.tw/files/15-1003梆子
417,c137-1.php
https://www.hakka-digital.ntpc.gov.tw/files/15-1003祖先畫像
3610,c137-1.php
https://www.hakka-digital.ntpc.gov.tw/files/15-1003花籃（美濃）
638,c137-1.php
https://www.hakka-digital.ntpc.gov.tw/files/15-1003玻璃看花（孔雀）
726,c137-1.php
https://www.hakka-digital.ntpc.gov.tw/files/15-1003小窗花 03
636,c137-1.php
https://www.hakka-digital.ntpc.gov.tw/files/15-1003節慶之版印 10
592,c137-1.php
https://www.hakka-digital.ntpc.gov.tw/files/15-1003六堆客家夏女衫
435,c138-1.php
https://www.hakka-digital.ntpc.gov.tw/files/15-1003廣東客家女上衣
437,c138-1.php
https://www.hakka-digital.ntpc.gov.tw/files/15-1003黑色大襠褲
564,c138-1.php
https://www.hakka-digital.ntpc.gov.tw/files/15-1003新娘上衣
709,c138-1.php
https://www.hakka-digital.ntpc.gov.tw/files/15-1003婦女背心
563,c138-1.php
https://www.hakka-digital.ntpc.gov.tw/files/15-1003白色肚兜
550,c138-1.php
https://www.hakka-digital.ntpc.gov.tw/files/15-1003南部肚兜
552,c138-1.php
https://www.hakka-digital.ntpc.gov.tw/files/15-1003週歲帽 02
468,c138-1.php
https://www.hakka-digital.ntpc.gov.tw/files/15-1003彩繡門簾 02
4241,c138-1.php
https://www.hakka-digital.ntpc.gov.tw/files/15-1003劍帶
556,c138-1.php
椰胡 01

樂器
藝術

紡織
品

Stud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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唱片

客家歌曲客家音樂
02（ 鐘 聲 客 家 音
樂）
客家歌曲客家音樂
05（客家民謠集：
湯玉蘭唱）
客家歌曲客家音樂
06（客家民謠集：
群星會）
客家歌曲客家音樂
10（客家之音：娛
樂青年）
客家歌曲客家音樂
19（臺灣地方民謠
4）
客家歌曲客家音樂
28（ 惠 美 客 家 音
樂：Wheimei）
客家歌曲客家音樂
33（立志成家）
客家歌曲客家音樂
38（偷桃祝壽）
客家歌曲客家音樂
46（ 韓 湘 子 會 妻
下）
客家歌曲客家音樂
49（ 百 善 孝 為 先
上）
盤子 06
魚盤
碗公 07
客家漢式菜廚
調味升甕

廚具
玻璃瓶 01
竹篩（細密）
桌蓋
吊籃（氣死貓）
飯碗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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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hakka-digital.ntpc.gov.tw/files/15-1003660,c139-1.php
https://www.hakka-digital.ntpc.gov.tw/files/15-1003663,c139-1.php
https://www.hakka-digital.ntpc.gov.tw/files/15-1003664,c139-1.php
https://www.hakka-digital.ntpc.gov.tw/files/15-1003668,c139-1.php
https://www.hakka-digital.ntpc.gov.tw/files/15-1003677,c139-1.php
https://www.hakka-digital.ntpc.gov.tw/files/15-1003686,c139-1.php
https://www.hakka-digital.ntpc.gov.tw/files/15-1003691,c139-1.php
https://www.hakka-digital.ntpc.gov.tw/files/15-1003696,c139-1.php
https://www.hakka-digital.ntpc.gov.tw/files/15-1003704,c139-1.php
https://www.hakka-digital.ntpc.gov.tw/files/15-1003707,c139-1.php
https://www.hakka-digital.ntpc.gov.tw/files/15-1003508,c140-1.php
https://www.hakka-digital.ntpc.gov.tw/files/15-1003429,c140-1.php
https://www.hakka-digital.ntpc.gov.tw/files/15-1003499,c140-1.php
https://www.hakka-digital.ntpc.gov.tw/files/15-1003730,c140-1.php
https://www.hakka-digital.ntpc.gov.tw/files/15-1003537,c140-1.php
https://www.hakka-digital.ntpc.gov.tw/files/15-1003483,c140-1.php
https://www.hakka-digital.ntpc.gov.tw/files/15-1003461,c140-1.php
https://www.hakka-digital.ntpc.gov.tw/files/15-1003459,c140-1.php
https://www.hakka-digital.ntpc.gov.tw/files/15-1003452,c140-1.php
https://www.hakka-digital.ntpc.gov.tw/files/15-1003520,c140-1.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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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ies

https://www.hakka-digital.ntpc.gov.tw/files/15-10033595,c141-1.php
https://www.hakka-digital.ntpc.gov.tw/files/15-1003朱漆神佛龕
715,c141-1.php
https://www.hakka-digital.ntpc.gov.tw/files/15-1003早期捉蝦籠 6 個
450,c141-1.php
茶葉包組（茶菁總 https://www.hakka-digital.ntpc.gov.tw/files/15-1003抄簿）
515,c141-1.php
https://www.hakka-digital.ntpc.gov.tw/files/15-1003插秧手指套
557,c141-1.php
https://www.hakka-digital.ntpc.gov.tw/files/15-1003麻布鉤
648,c141-1.php
https://www.hakka-digital.ntpc.gov.tw/files/15-1003木樁臼與杵
3600,c141-1.php
文 房 器 物 02（ 硯 https://www.hakka-digital.ntpc.gov.tw/files/15-1003臺盒）
616,c141-1.php
https://www.hakka-digital.ntpc.gov.tw/files/15-1003六尺大揉茶篩
768,c141-1.php
https://www.hakka-digital.ntpc.gov.tw/files/15-1003鰻魚剪
773,c141-1.php
https://www.hakka-digital.ntpc.gov.tw/files/15-1003魚簍
424,c142-1.php
https://www.hakka-digital.ntpc.gov.tw/files/15-1003雜貨擔 01
447,c142-1.php
https://www.hakka-digital.ntpc.gov.tw/files/15-1003三層之謝籃
462,c142-1.php
https://www.hakka-digital.ntpc.gov.tw/files/15-1003鞋模
472,c142-1.php
https://www.hakka-digital.ntpc.gov.tw/files/15-1003老時鐘
595,c142-1.php
https://www.hakka-digital.ntpc.gov.tw/files/15-1003洗臉架
767,c142-1.php
https://www.hakka-digital.ntpc.gov.tw/files/15-1003抽油管
653,c142-1.php
天公爐

生活
用品

其他

水煙斗與煙袋
製草鞋工具 ( 木架 )
草帽模

https://www.hakka-digital.ntpc.gov.tw/files/15-1003546,c142-1.php
https://www.hakka-digital.ntpc.gov.tw/files/15-1003478,c142-1.php
https://www.hakka-digital.ntpc.gov.tw/files/15-1003471,c142-1.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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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4 屏東縣客家文物館文物典藏選取物件
類別

文物名稱
明治 37 年土地臺帳謄本 -473 番號
明治 39 年王捷郎立借金契約
大正 9 年 (1920) 王連盛賣杜股份証
昭和 12 年簡易保險讓渡書
頓物庄糶糴唐背田圖 - 草圖
文獻
詩韻
立割會字
同治 10 年立復增後賣屋宇地基字
清乾隆 10 年糶糴庄購買水權契約
清道光 2 年吳屋分家契約
籮篙
鈸
香爐
神座
信仰與儀 燭檯
式器物 神冠
蠟蠋盤
畫作
桌裙
「木盛」
電土燈 B
秤子
菜籃
秤仔
載物籃
農具量具
風車
钁頭 ( 鋤頭 )
脫穀機
山豬剪
秧盒
碗公
甕
碗
水杯
茶杯
食具
杯子
鏷鑼
湯匙
碗公
湯匙

網址
http://pthkm.org.tw/?q=relic/get/851
http://pthkm.org.tw/?q=relic/get/850
http://pthkm.org.tw/?q=relic/get/799
http://pthkm.org.tw/?q=relic/get/793
http://pthkm.org.tw/?q=relic/get/768
http://pthkm.org.tw/?q=relic/get/101
http://pthkm.org.tw/?q=relic/get/107
http://pthkm.org.tw/?q=relic/get/106
http://pthkm.org.tw/?q=relic/get/764
http://pthkm.org.tw/?q=relic/get/769
http://pthkm.org.tw/?q=relic/get/842
http://pthkm.org.tw/?q=relic/get/829
http://pthkm.org.tw/?q=relic/get/649
http://pthkm.org.tw/?q=relic/get/423
http://pthkm.org.tw/?q=relic/get/283
http://pthkm.org.tw/?q=relic/get/254
http://pthkm.org.tw/?q=relic/get/235
http://pthkm.org.tw/?q=relic/get/215
http://pthkm.org.tw/?q=relic/get/133
http://pthkm.org.tw/?q=relic/get/131
http://pthkm.org.tw/?q=relic/get/825
http://pthkm.org.tw/?q=relic/get/816
http://pthkm.org.tw/?q=relic/get/791
http://pthkm.org.tw/?q=relic/get/707
http://pthkm.org.tw/?q=relic/get/697
http://pthkm.org.tw/?q=relic/get/691
http://pthkm.org.tw/?q=relic/get/670
http://pthkm.org.tw/?q=relic/get/669
http://pthkm.org.tw/?q=relic/get/482
http://pthkm.org.tw/?q=relic/get/396
http://pthkm.org.tw/?q=relic/get/665
http://pthkm.org.tw/?q=relic/get/619
http://pthkm.org.tw/?q=relic/get/591
http://pthkm.org.tw/?q=relic/get/715
http://pthkm.org.tw/?q=relic/get/518
http://pthkm.org.tw/?q=relic/get/517
http://pthkm.org.tw/?q=relic/get/452
http://pthkm.org.tw/?q=relic/get/358
http://pthkm.org.tw/?q=relic/get/344
http://pthkm.org.tw/?q=relic/get/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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衣著繡品

住宅家具

交通工具

教育文具

娛樂用品

貨幣

Studies

頭帶 ( 黑底紅花 )
藍衫 ( 粉滾邊 )
掛袷
帳簾
眼鏡盒
錢袋 ( 荷包 )
竹衣
童帽 ( 圈帽 )
長衫
髮簪
熨斗
凳仔 ( 方凳 )
涼枕
油燈
花瓶
檯燈
燈座
擺飾 ( 圓形 )
熨斗
瓷磚
牛車
自行車
硯臺
算盤
國語讀本自修書
國民讀本
修身書
圖畫帖 ( 第 4& 第 5)
漢文讀本
三國誌
印章 編號 8
印章 編號 2
黑膠唱片
唱機
電視機
木偶
喇叭
留聲機
通寶

http://pthkm.org.tw/?q=relic/get/836
http://pthkm.org.tw/?q=relic/get/815
http://pthkm.org.tw/?q=relic/get/720
http://pthkm.org.tw/?q=relic/get/219
http://pthkm.org.tw/?q=relic/get/217
http://pthkm.org.tw/?q=relic/get/164
http://pthkm.org.tw/?q=relic/get/152
http://pthkm.org.tw/?q=relic/get/147
http://pthkm.org.tw/?q=relic/get/73
http://pthkm.org.tw/?q=relic/get/57
http://pthkm.org.tw/?q=relic/get/807
http://pthkm.org.tw/?q=relic/get/803
http://pthkm.org.tw/?q=relic/get/727
http://pthkm.org.tw/?q=relic/get/712
http://pthkm.org.tw/?q=relic/get/380
http://pthkm.org.tw/?q=relic/get/330
http://pthkm.org.tw/?q=relic/get/327
http://pthkm.org.tw/?q=relic/get/282
http://pthkm.org.tw/?q=relic/get/52
http://pthkm.org.tw/?q=relic/get/438
http://pthkm.org.tw/?q=relic/get/333
http://pthkm.org.tw/?q=relic/get/332
http://pthkm.org.tw/?q=relic/get/733
http://pthkm.org.tw/?q=relic/get/601
http://pthkm.org.tw/?q=relic/get/317
http://pthkm.org.tw/?q=relic/get/314
http://pthkm.org.tw/?q=relic/get/311
http://pthkm.org.tw/?q=relic/get/309
http://pthkm.org.tw/?q=relic/get/308
http://pthkm.org.tw/?q=relic/get/151
http://pthkm.org.tw/?q=relic/get/91
http://pthkm.org.tw/?q=relic/get/85
http://pthkm.org.tw/?q=relic/get/839
http://pthkm.org.tw/?q=relic/get/741
http://pthkm.org.tw/?q=relic/get/698
http://pthkm.org.tw/?q=relic/get/593
http://pthkm.org.tw/?q=relic/get/180
http://pthkm.org.tw/?q=relic/get/179
http://pthkm.org.tw/?q=relic/get/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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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5 美濃客家文物館：數位典藏選取物件
類別 文物名稱
002 檳榔籃
006 碗、碟
023 手柄茶壺 / 茶
壺
068 盤子
075 甕
食

079 飯架 / 飯桶架
080 糖果罐
086 豆腐模 / 製豆
腐器
098 撈匙 / 粄簝仔
111 碗公
003 衣架 / 衫服架
015 雲豹背心 / 背
心
018 童帽
020 化妝臺 / 鏡臺
027 藍衫 / 長衫

衣
035 外套 / 襖仔
037 背心 / 掛甲仔
038 髮飾 / 金簪
042 童帽 / 虎頭帽
047 粉盒

網址
https://meeinonghakka.kcg.gov.tw/News2.aspx?n=2B59D28EA14D9F62&sms=73508EA01AA23805
https://meeinonghakka.kcg.gov.tw/News2.aspx?n=2B59D28EA14D9F62&sms=73508EA01AA23805
https://meeinonghakka.kcg.gov.tw/News2.aspx?n=2B59D28EA14D9F62&sms=73508EA01AA23805&page=2&PageSize=20
https://meeinonghakka.kcg.gov.tw/News2.aspx?n=2B59D28EA14D9F62&sms=73508EA01AA23805&page=4&PageSize=20
https://meeinonghakka.kcg.gov.tw/News2.aspx?n=2B59D28EA14D9F62&sms=73508EA01AA23805&page=4&PageSize=20
https://meeinonghakka.kcg.gov.tw/News2.aspx?n=2B59D28EA14D9F62&sms=73508EA01AA23805&page=4&PageSize=20
https://meeinonghakka.kcg.gov.tw/News2.aspx?n=2B59D28EA14D9F62&sms=73508EA01AA23805&page=4&PageSize=20
https://meeinonghakka.kcg.gov.tw/News2.aspx?n=2B59D28EA14D9F62&sms=73508EA01AA23805&page=5&PageSize=20
https://meeinonghakka.kcg.gov.tw/News2.aspx?n=2B59D28EA14D9F62&sms=73508EA01AA23805&page=5&PageSize=20
https://meeinonghakka.kcg.gov.tw/News2.aspx?n=2B59D28EA14D9F62&sms=73508EA01AA23805&page=6&PageSize=20
https://meeinonghakka.kcg.gov.tw/News2.aspx?n=03A30C0B39DF0E85&sms=1B1DC1BEA74CD577
https://meeinonghakka.kcg.gov.tw/News2.aspx?n=03A30C0B39DF0E85&sms=1B1DC1BEA74CD577
https://meeinonghakka.kcg.gov.tw/News2.aspx?n=03A30C0B39DF0E85&sms=1B1DC1BEA74CD577
https://meeinonghakka.kcg.gov.tw/News2.aspx?n=03A30C0B39DF0E85&sms=1B1DC1BEA74CD577
https://meeinonghakka.kcg.gov.tw/News2.aspx?n=03A30C0B39DF0E85&sms=1B1DC1BEA74CD577&page=2&PageSize=20
https://meeinonghakka.kcg.gov.tw/News2.aspx?n=03A30C0B39DF0E85&sms=1B1DC1BEA74CD577&page=2&PageSize=20
https://meeinonghakka.kcg.gov.tw/News2.aspx?n=03A30C0B39DF0E85&sms=1B1DC1BEA74CD577&page=2&PageSize=20
https://meeinonghakka.kcg.gov.tw/News2.aspx?n=03A30C0B39DF0E85&sms=1B1DC1BEA74CD577&page=2&PageSize=20
https://meeinonghakka.kcg.gov.tw/News2.aspx?n=03A30C0B39DF0E85&sms=1B1DC1BEA74CD577&page=3&PageSize=20
https://meeinonghakka.kcg.gov.tw/News2.aspx?n=03A30C0B39DF0E85&sms=1B1DC1BEA74CD577&page=3&PageSize=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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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8 禮盤 / 圓托盤
037 竹椅 / 竹凳仔
043 長凳 / 長凳仔
044 竹火爐 / 火熜

住

064 四角桌及四
張長凳
065 水肥槽 / 豬屎
尿桶
071 鏡套
087 竹箱 / 竹箱仔
088 扁擔 / 擔竿
092 鐘 / 時鐘
001 轎子

行

002 販冰腳踏車 /
賣冰車
001 旱煙桿袋組 /
煙袋仔
002 水煙筒
003 小孩用腳踏
車 / 三輪車
004 南胡 / 弦仔
005 鑼

樂
006 二弦
007 堂鼓
008 嗩吶 / 噠仔
009 響板
010 小鈸

Studies

https://meeinonghakka.kcg.gov.tw/News2.aspx?n=83FF2362D55EEE
27&sms=55A2903A988245CD
https://meeinonghakka.kcg.gov.tw/News2.aspx?n=83FF2362D55EEE27&sms=55A2903A988245CD&page=2&PageSize=20
https://meeinonghakka.kcg.gov.tw/News2.aspx?n=83FF2362D55EEE27&sms=55A2903A988245CD&page=3&PageSize=20
https://meeinonghakka.kcg.gov.tw/News2.aspx?n=83FF2362D55EEE27&sms=55A2903A988245CD&page=3&PageSize=20
https://meeinonghakka.kcg.gov.tw/News2.aspx?n=83FF2362D55EEE27&sms=55A2903A988245CD&page=4&PageSize=20
https://meeinonghakka.kcg.gov.tw/News2.aspx?n=83FF2362D55EEE27&sms=55A2903A988245CD&page=4&PageSize=20
https://meeinonghakka.kcg.gov.tw/News2.aspx?n=83FF2362D55EEE27&sms=55A2903A988245CD&page=4&PageSize=20
https://meeinonghakka.kcg.gov.tw/News2.aspx?n=83FF2362D55EEE27&sms=55A2903A988245CD&page=5&PageSize=20
https://meeinonghakka.kcg.gov.tw/News2.aspx?n=83FF2362D55EEE27&sms=55A2903A988245CD&page=5&PageSize=20
https://meeinonghakka.kcg.gov.tw/News2.aspx?n=83FF2362D55EEE27&sms=55A2903A988245CD&page=5&PageSize=20
https://meeinonghakka.kcg.gov.tw/News2.aspx?n=7062B3A2F65996A6&sms=063ABCACE5A4EC05
https://meeinonghakka.kcg.gov.tw/News2.aspx?n=7062B3A2F65996A6&sms=063ABCACE5A4EC05
https://meeinonghakka.kcg.gov.tw/News2.aspx?n=4A54ABDAD71EDA00&sms=70E857796A51F3FE
https://meeinonghakka.kcg.gov.tw/News2.aspx?n=4A54ABDAD71EDA00&sms=70E857796A51F3FE
https://meeinonghakka.kcg.gov.tw/News2.aspx?n=4A54ABDAD71EDA00&sms=70E857796A51F3FE
https://meeinonghakka.kcg.gov.tw/News2.aspx?n=4A54ABDAD71EDA00&sms=70E857796A51F3FE
https://meeinonghakka.kcg.gov.tw/News2.aspx?n=4A54ABDAD71EDA00&sms=70E857796A51F3FE
https://meeinonghakka.kcg.gov.tw/News2.aspx?n=4A54ABDAD71EDA00&sms=70E857796A51F3FE
https://meeinonghakka.kcg.gov.tw/News2.aspx?n=4A54ABDAD71EDA00&sms=70E857796A51F3FE
https://meeinonghakka.kcg.gov.tw/News2.aspx?n=4A54ABDAD71EDA00&sms=70E857796A51F3FE
https://meeinonghakka.kcg.gov.tw/News2.aspx?n=4A54ABDAD71EDA00&sms=70E857796A51F3FE
https://meeinonghakka.kcg.gov.tw/News2.aspx?n=4A54ABDAD71EDA00&sms=70E857796A51F3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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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 大秤 / 量仔
002 石秤砣
003 算盤
004 米斗 / 斗
005 秤、錘 / 秤仔
商
006 磅秤 / 磅
009 磅秤 / 磅仔
010 算盤
011 算盤
012 秤、錘 ( 小 )
/ 灶撈
003 穀杷 / 蝦公籇
004 秧盆子
007 香蕉鋤頭 / 弓
蕉腳頭
016 大板鋸 / 大鋸
仔
038 粉平地板工
具、 抹刀 / 泥抹
刀
閹雞工具
生產 039
044 戽斗
064 魚具 / 籇仔
067 芝麻播種器
079 豬槽 / 豬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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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meeinonghakka.kcg.gov.tw/News2.aspx?n=D40FFFA764E5F61B&sms=E8AFF97DD99DF34F
https://meeinonghakka.kcg.gov.tw/News2.aspx?n=D40FFFA764E5F61B&sms=E8AFF97DD99DF34F
https://meeinonghakka.kcg.gov.tw/News2.aspx?n=D40FFFA764E5F61B&sms=E8AFF97DD99DF34F
https://meeinonghakka.kcg.gov.tw/News2.aspx?n=D40FFFA764E5F61B&sms=E8AFF97DD99DF34F
https://meeinonghakka.kcg.gov.tw/News2.aspx?n=D40FFFA764E5F61B&sms=E8AFF97DD99DF34F
https://meeinonghakka.kcg.gov.tw/News2.aspx?n=D40FFFA764E5F61B&sms=E8AFF97DD99DF34F
https://meeinonghakka.kcg.gov.tw/News2.aspx?n=D40FFFA764E5F61B&sms=E8AFF97DD99DF34F
https://meeinonghakka.kcg.gov.tw/News2.aspx?n=D40FFFA764E5F61B&sms=E8AFF97DD99DF34F
https://meeinonghakka.kcg.gov.tw/News2.aspx?n=D40FFFA764E5F61B&sms=E8AFF97DD99DF34F
https://meeinonghakka.kcg.gov.tw/News2.aspx?n=D40FFFA764E5F61B&sms=E8AFF97DD99DF34F
https://meeinonghakka.kcg.gov.tw/News2.aspx?n=AE91AA546F33072F&sms=A8B71213F8B8FEDF
https://meeinonghakka.kcg.gov.tw/News2.aspx?n=AE91AA546F33072F&sms=A8B71213F8B8FEDF
https://meeinonghakka.kcg.gov.tw/News2.aspx?n=AE91AA546F33072F&sms=A8B71213F8B8FEDF
https://meeinonghakka.kcg.gov.tw/News2.aspx?n=AE91AA546F33072F&sms=A8B71213F8B8FEDF
https://meeinonghakka.kcg.gov.tw/News2.aspx?n=AE91AA546F33072F&sms=A8B71213F8B8FEDF&page=2&PageSize=20
https://meeinonghakka.kcg.gov.tw/News2.aspx?n=AE91AA546F33072F&sms=A8B71213F8B8FEDF&page=2&PageSize=20
https://meeinonghakka.kcg.gov.tw/News2.aspx?n=AE91AA546F33072F&sms=A8B71213F8B8FEDF&page=3&PageSize=20
https://meeinonghakka.kcg.gov.tw/News2.aspx?n=AE91AA546F33072F&sms=A8B71213F8B8FEDF&page=4&PageSize=20
https://meeinonghakka.kcg.gov.tw/News2.aspx?n=AE91AA546F33072F&sms=A8B71213F8B8FEDF&page=4&PageSize=20
https://meeinonghakka.kcg.gov.tw/News2.aspx?n=AE91AA546F33072F&sms=A8B71213F8B8FEDF&page=4&PageSize=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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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 字紙簍 / 字紙 https://meeinonghakka.kcg.gov.tw/News2.aspx籃
?n=5319E9DAAA32A0CD&sms=5005D61F9CFAFE40
https://meeinonghakka.kcg.gov.tw/News2.aspx禮籃
謝籃
004
/
?n=5319E9DAAA32A0CD&sms=5005D61F9CFAFE40
https://meeinonghakka.kcg.gov.tw/News2.aspx008 蠟燭臺
?n=5319E9DAAA32A0CD&sms=5005D61F9CFAFE40
https://meeinonghakka.kcg.gov.tw/News2.aspx011 禮盤 / 托盤
?n=5319E9DAAA32A0CD&sms=5005D61F9CFAFE40
https://meeinonghakka.kcg.gov.tw/News2.aspx016 埤石
?n=5319E9DAAA32A0CD&sms=5005D61F9CFAFE40
https://meeinonghakka.kcg.gov.tw/News2.aspx022 埤石
?n=5319E9DAAA32A0CD&sms=5005D61F9C信仰
FAFE40&page=2&PageSize=20
https://meeinonghakka.kcg.gov.tw/News2.aspx023 埤石
?n=5319E9DAAA32A0CD&sms=5005D61F9CFAFE40&page=2&PageSize=20
https://meeinonghakka.kcg.gov.tw/News2.aspx025 禮 / 撐格
?n=5319E9DAAA32A0CD&sms=5005D61F9CFAFE40&page=2&PageSize=20
https://meeinonghakka.kcg.gov.tw/News2.aspx026 禮籃 / 謝籃 ?n=5319E9DAAA32A0CD&sms=5005D61F9CFAFE40&page=2&PageSize=20
https://meeinonghakka.kcg.gov.tw/News2.aspx029 神轎
?n=5319E9DAAA32A0CD&sms=5005D61F9CFAFE40&page=2&PageSize=20
https://meeinonghakka.kcg.gov.tw/News2.aspx?n=853FDCF筆筒
001
29260473C&sms=3DD1AA0CA46F44E1
https://meeinonghakka.kcg.gov.tw/News2.aspx?n=853FDCF002 藥剪 / 切刀
29260473C&sms=3DD1AA0CA46F44E1
其他
https://meeinonghakka.kcg.gov.tw/News2.aspx?n=853FDCF003 老照片
29260473C&sms=3DD1AA0CA46F44E1
https://meeinonghakka.kcg.gov.tw/News2.aspx?n=853FDCF004 研槽
29260473C&sms=3DD1AA0CA46F44E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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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浪漫臺三線」與客家文化創意產業的
媒體再現
許瓊文 *
國立政治大學廣播電視學系教授

唐允中
國立政治大學傳播學院博士候選人

2017 年 3 月以來，行政院推動「浪漫臺三線」政策，期望以「臺
三線客庄浪漫大道治理平台」啟動客家文藝復興。本計畫使用內容分析
法，檢視臺三線四縣市的新聞內容對「浪漫臺三線」報導的主題與再現
方式，時間為 2017 年 3 月 22 日至 2019 年 3 月 21 日。結果發現媒體對
「浪漫臺三線」政策的報導，分為兩個方向，一是停留在報導政策的階
段，消息來源引用也著重其政治性；二則是報導各式文化與觀光節慶活
動，即使介紹客庄，也並未將此政策以「活化客庄」的角度來探討，地
方文化、產業等重要行動者的消息來源缺漏，檢視政策執行的角度也被
忽略。建議新聞媒體能以具有客家背景的地方記者採訪此類新聞，也應
給予記者累積瞭解客家事務的機會，鼓勵記者提供客庄社區、產業經驗
與在地需求，讓多元意見進入政策過程。

關鍵字 :「浪漫臺三線」、客家新聞、媒體再現、客家意象、 內容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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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news representation of The Taiwan
Romantic Route 3 program between ethnic and non-ethnic media
Chiung-wen Hsu**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Radio & Television,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Yun-chung Tang
PhD. Candidate, College of Communication,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The Hakka Affair Council announced the policy “The Taiwan Romantic
Route 3 Program” to re-establish the Hakka communities on 22 March, 2017.
This study uses content analysis to analyze the news coverages related to the
Romantic Route 3 program, from 22 March, 2017, to 21 March, 2019, after
the announcement of the policy. The results revealed two main findings: the
news coverages only lingered about the introduction of the policy, and the
source quotes focused on political nature. Other than that, the themes and
frames of the news did not follow the direction of policy discussion but emphasized events or tourism. The study suggests that news media can assign
their local reporters with Hakka backgrounds to cover relative news.

Keywords: The Taiwan Romantic Route 3, Hakka News, Media Representation, Hakka Image, Content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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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背景
為推動及落實蔡英文總統在 2016 提出的客家政見「浪漫臺三線」，
行政院在 2017 年 3 月 22 日舉辦「臺三線客庄浪漫大道治理平臺」第 1
次會議（行政院新聞傳播處 2017），結合中央 11 個相關部會及桃園、
新竹、苗栗、臺中 4 個縣、市政府，宣告啟動國家級臺三線客庄浪漫大
道與客家文藝復興。
經費由客委會的臺三線客庄浪漫大道第一階段計畫，配合行政院前
瞻基礎建設計畫的 20 億元中央特別預算執行。第一階段主要為執行以
客庄慢食、慢遊、慢活（三慢）為特色的軟硬體基礎建設，以臺三線客
庄文史資料調查為基礎，推出叢書、音樂、文學及藝術村，改善與優化
自然與人文景觀、空間環境，進而推動文創、新農業、青創、產業聚落
及文化生態旅遊等產業計畫，希望以此計畫增加就業機會與觀光收入，
鼓勵青年返鄉。
行政院屢次提到「浪漫臺三線」是「客家文藝復興」、「百年工程」，
並要求執行單位逐年進行滾動式檢討調整。在本文執行前已屆滿兩年，
政府單位的政策，到各相關部會、地方政府執行，與社區民眾的收穫與
感受，都必須檢視，而媒體作為規範理論中監督政府的第四權，以及文
化研究中再現了文化脈絡與意涵，媒體報導的內容可檢視「浪漫臺三
線」政策的報導主題與側重的面向。
針對客家政策的媒體報導研究較少，以孫榮光（2017）針對桐花祭
所做的研究為例，雖然他的目的是要提出社群媒體逐漸成為年輕世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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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流媒體，但是他也發現客家相關的粉絲頁接觸者少，桐花祭資訊是零
碎而片面的。無論是客家人還是非客家人，即使取得客家桐花祭訊息的
主要管道是網路，但也不是一般想像的社群媒體、影音平臺或是即時通
訊軟體或部落格為大宗，反而是一般網站才是客家人與非客家人取得的
管道，尤其是政府網站，可能是桐花祭是政府舉辦有關。
以當前大數據風潮下，幾乎都以社群媒體為主要研究對象，從粉絲
頁、部落格、公帳號、網紅、YouTube 影片等，但是傳統的大眾媒體卻
被忽略了，即使研究中已經發現民眾傾向使用自己較為熟悉的社群媒
體，在演算法下，接觸到的訊息並不多元，也就是有所謂「同溫層」的
疑慮，客家議題是不是能接觸到民眾值得討論。另一方面，即使是在
社群媒體裡，分享與互動的訊息，也有一定數量來自傳統媒體，研究
通常就止於詢問使用管道，但是內容多半忽略（Bright 2016；Lee et al.
2017）。
雖然沒有進一步針對社群媒體中有多少內容來自一般傳統媒體或其
網路媒體，或是尋求資訊所查的一般網站中，有多少是去傳統媒體所屬
的網路新聞網站，至少這些研究的設計與結果，都呈現傳統媒體的內容
無法完全忽略。客家族群與文化意涵的建構與再現一直是客家研究的主
要重點，從傳統大眾媒體、小眾媒體、至現在的社群媒體，媒體會影響
閱聽眾、形塑與再現觀點、意象、文化的共同假設（assumption）則是
一致的，本文希望從傳統媒體對「浪漫臺三線」的報導，檢視其報導主
題與再現，並比較其中異同，選樣的媒體包括：客家媒體（客家電視臺）
以及非客家媒體（四大報：自由時報、中國時報、聯合報、蘋果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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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文獻探討
（一）客家形象的媒體再現
許多研究提出客家媒體報導的隱憂，客家文化未能在這些活動的媒
體管道中體現，「只見桐花、不見客家」（孫榮光 2017），或是「一時
風潮、未能永續發展」（顏建賢、曾宇良 2011）；反而是客家媒體已經
走出活動報導的範式，開始關注在地案例、提出結構性的討論（劉慧雯
2016）。臺灣傳播研究針對非客家媒體的客家新聞研究，早期有彭文正
（2008）針對 2006 年《自由時報》、《蘋果日報》、《中國時報》及《聯
合報》進行客家意象多樣化研究，結果顯示四大報報導客家新聞比例增
加。李美華（2013：42）分析 1995 年至 2007 年間《中國時報》、《聯
合報》及《自由時報》如何再現客家族群形象，發現客家新聞報導中有
關文化形象以正面或中立報導居多。有趣的是兩份研究都發現，「硬頸」
是描繪客家人特質比例相當高的詞彙。
而黃玉美（2013）的碩士論文研究《自由時報》、《蘋果日報》、
《中國時報》及 《聯合報》在客家基本法公佈，天穿日（農曆正月二十
日）為全國客家日後兩年半的新聞報導，發現客家議題仍以活動為主，
甚至成為政治籌碼。針對客家象徵符碼「硬頸」，後繼有賴惠玲、劉昭
麟（2017）針對四大報中對進行更完整的隱喻及轉喻的符號學分析，發
現「硬頸」逐漸由負面義翻轉成正面義，原本指涉與客家概念相關的人
事物，經報紙媒介之傳播再現，發現其指涉擴充至非客家人事物。可惜
近年臺灣傳播研究少有針對非客家媒體的客家新聞做系統性的研究，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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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客家媒體進行比較分析，行政院推動「浪漫臺三線」政策，是繼客家
基本法後，難得以非活動為主的客家事務，實為檢視客家與非客家媒體
針對此一政策的報導、再現的機會。
除了媒體報導，「客家意象」（Hakka Image）也成為檢視客家文
化的另一研究主軸，近期的研究較多著重在觀光旅遊研究中的意象，探
討旅人對客庄文化創意產業的意象為何，與其他不同旅遊方式、地點所
產生的意象差異。陳怡廷、陳麗如、吳姿瑩（2016） 以文字探勘的技
術瞭解前往客家旅遊目的地部落客的文章，對於客家旅遊的整體意象為
何，希望從遊客觀點瞭解客家旅遊目的地的整體意象發展，以掌握遊客
需求與態度。類似的旅遊意象尚有或是以飲食（張宏政 2017）與桐花（盧
佳宜、卓聖格 2013）、花布（劉美蓮 2016）做為客家意象的研究。
但是無論是像王雯君（2005）提出的一些具有刻板印象的客家意
象，被大眾傳播媒體渲染，讓客家意象被鎖定在一些特定框架中，或是
2005 年《思與言》期刊的專刊中從社會學解構客家意象的研究則是較
少，張維安（2005）提到客家意象逃脫不了刻板印象與真實的距離，無
論是客家人或非客家人認識客家也可能用這些刻板印象生活與互動，因
此要去觀察這些在媒體中所呈現的論述與客家意象是否害與過往的形式
類似，或是困於過去的既定框架。尤其在政府大力推動的浪漫臺三線，
是否也大量的使用或是困於此框架之中，也是本研究所欲探究的。
Mastro（2015）在 Journal of Social Issues 的專刊引言裡提到在討論
種族與族群的時候，媒體絕對是必須注意的焦點，包括媒體在各式新聞
事件如何描繪他們，暴露在媒體再現的族群又是如何看待自己與認同，
尤其是邊緣化的群體，媒體使用可以塑造社會層級的態度，可能是親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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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或反社會。也因為媒體再現了種族與族群，影響了他們自身的認同與
互動、他者的看法，進而對公共政策造成影響，因此，專刊集結傳播心
理學與語言學者對再現的現況與趨勢進行研究，並希望提供策略來減緩
這些再現所造成的負面影響，也提出改善有害訊息需要政治決策與政策
論述。
在 Journal of Social Issues 專 刊 中，Tukachinsky、Mastro 與 Yarchi
（2015）內容分析 1987 年至 2009 年的 345 個電視節目，發現節目中
的拉丁裔、亞裔與原住民的比例明顯失衡，也傾向再現刻板印象，例
如：拉丁裔的性感特質。這些對目前已經嚴重的白人種族主義，更是火
上加油。而新聞傳播研究中也對族群在新聞中的再現特別重視，Dixon
（2017） 就發現美國的拉丁裔民眾，經常被描繪成肇事者或嫌疑犯，
白人在各式社會事件中總是以好人的形象出現。Yu（2017b）也發現族
群媒體的確會呈現比較在地的觀點，他發現在報導女性方面，族群媒體
不像主流媒體喜歡尋找全國性（transnational）案例，而是更重視地區的
有力女性領導人，作為消息來源或是故事的主角。
臺灣的族群不似美國多元且有可辨認任特色，媒體事件也少，族群
再現的研究本就不多，從臺灣的期刊論文來看，客家新聞再現的研究，
只有賴惠玲、劉昭麟（2017）的客家象徵符碼「硬頸」之演變，其他族
群研究新聞的再現研究也不多，例如：林俊偉 （2016）研究 2014 年花
蓮「慕谷慕魚」之「原住民鳴槍封路」新聞報導為例，或是邱盛秀、江
文瑜（2012）對臺灣原住民正名運動的論述分析。前者發現新聞報導突
顯抗爭事件的衝突性，忽略其他在地議題，消息來源也缺少在地族人。
後者則發現是各報對事件的報導以漢人的歷史視角為主，且各報皆有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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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的政治立場與意圖。
而提到族群媒體的運作，Husband（2005）的論點為少數族群媒
體其實與社群的日常是互動的（minority ethnic media as communities of
practice），因此，不是同質或直線的運作，族群媒體是異質性，取決
於移民歷史，人口統計和傳播基礎設施等因素。後續研究者大多沿襲這
項論點，檢視族群媒體的內容或是族群媒體的從業人員。 Matsaganis 與
Katz（2014）就是以此模式檢視洛杉磯的族群媒體的製作人，發現製作
人還是受主流媒體的影響很，但 Yu（2017a）再以此模式檢視溫哥華與
洛杉磯的韓國族群媒體，雖然與 Husband 的研究有類似之處，但他也發
現不同社區中的變異 （variation），會讓族群媒體的實踐也因而不同，
這些研究都顯示檢視族群媒體的內容與製作者的必要性。
「浪漫臺三線」是大型的國家客家政策，政策的執行與修正，需要
不同的行動者與各方意見的對話、討論，媒體的報導通常是檢視政策的
好機會，而媒體呈現的內容同時也反應了政策執行的現況，臺灣在目前
的文獻上較少，多半只有針對客家政策本身的檢視，新聞報導如何呈現
則闕如，值得探討。以 Chinn、Hart 與 Soroka（2020）檢視美國 19852017 的氣候變遷相關新聞為例，氣候變遷政策的行動者與報導主題的
長期趨勢是，愈來愈多政治人物被提及，愈來愈少的科學家被報導。報
導內容與消息來源泛政治化外，報導立場也傾向意見兩極化，主要是共
和黨與民主黨的不同論述，這樣的報導趨勢導致公眾對氣候變遷看法存
在政治分岐與極化。由此看來，媒體對政策關注的重點，採訪的行動者，
都影響了政策的發展與民眾對政策的看法，本文檢視「浪漫臺三線」的
相關報導，得以探究其報導趨勢、主題與消息來源，探知對民眾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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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
除了客家族群常被報導的框架、意象，「浪漫臺三線」的政策有諸
多面向，人文形塑旨在建立「藝術村及音樂村、名人故居與大師紀念館、
傳統及創新節慶活動、藝術家駐村、國家自然步道、地景藝術」；環境
整備的部份為：「省道軸帶自然景觀優化、茶園復耕及水梯田再造、自
行車路網與浪漫巴士、大地園藝建置與設立、市鎮街區及立面改造」；
產業發展的部份為：「客庄美食精進推廣、文化生態旅遊、青年返鄉留
鄉下鄉、新農培育計畫、產業群聚發展」，也是檢視媒體對何種政策面
向較為關注的契機。

（二）不同性質媒體的新聞再現
行政院推動「浪漫臺三線」政策，是難得的客家新聞事件，其牽涉
的人、事、物、區域多且廣，電視臺、報紙、網路媒體皆有報導。「浪
漫臺三線」政策希望吸引的人群也不僅止於客家媒體的閱聽人，從學術
研究而論，臺灣客家族群新聞的研究，多半是直接針對客家電視臺新聞
或客家電視新聞團隊的研究，並未針對非客家電視臺的客家事務相關新
聞進行分析，例如：劉慧雯（2016）研究客家電視臺駐地新聞的採訪工
作，發現報導在地客家事物能脫離活動報導的淺薄窠臼，而能與臺北編
輯室以新聞團隊的方式，完成較有結構性的討論。提到客家刻板印象時
才有較多非客家媒體的研究，例如：賴惠玲、劉昭麟（2017）針對四大
報中對「硬頸」的語意再現，或是孫榮光（2016）針對電視綜藝節目的
負面客家形象進行研究。
然而，非客家新聞媒體亦會針對客家政策做相關報導，尤其是浪漫

「浪漫臺三線」與客家文化創意產業的媒體再現

192

臺三線的政策影響臺灣客家族群甚巨，具有一定的新聞價值，因此研究
新聞中呈現的浪漫臺三線報導時不應忽略；此外，非客家新聞媒體的閱
聽眾以非客家族群為主，非客家族群對於客家議題較不熟悉，判斷內容
上或是接收議題時，較容易受到媒體再現的影響。傳統媒體的內容（非
客家新聞媒體）其較高的流通特性使得政策呈現更需要進一步分析探
討。本文的研究貢獻之一提供機會審視客家新聞與非客家新聞的報導差
異。
本研究以報紙新聞與客家電視臺的新聞報導為主，沒有針對社群媒
體中的新聞研究，主要是因為從劉昌德（2020）與劉慧雯（2020）的
研究中，發現社群媒體中的新聞來自一般傳統媒體仍多，即使媒體的社
群編輯（小編）更改了內容，但是小編貼文與新聞原文重疊率從 60%80% 不等，再加上小編會為了吸引社群媒體上的閱聽人，修改成較有情
緒與能互動的用語，選擇較為軟性的新聞，在消息來源方面也傾向擷取
新聞中的非官方消息來源。一方面，「浪漫臺三線」的新聞可能在小編
選擇下數量上有所不同，二方面，為了社群媒體特性而修改原文屬於再
製的新聞，這是另外一種類型的再現，值得另起研究探討。
而影響新聞的再現原因，包括媒體類型，同樣類型的新聞，電視與
報紙便有差異，主要是電視與報紙的製作過程與敘事不同、關注的報導
主軸也常歧異，電視新聞因為製作過程需要快速，常常無法深入探討
等。張郁敏（2013）研究四大報與六大新聞臺的科學新聞，科學主題、
報導主軸、主要發生國家與主要消息來源四個新聞內容元素，影響科學
新聞媒體顯著性的重要因素，但是影響報紙與電視的新聞內容元素並不
相同。發現電視新聞記者主導性高，受到科學主題影響較大，而報紙科

193

Global Hakka

全球客家研究

Studies

學新聞的社會議題新聞較顯著的原因，就可能與報紙新聞產製的時間壓
力比電視新聞小，較有時間製作社會系統層次的影響。本文選擇四大報
（自由時報、中國時報、聯合報、蘋果日報）的原因就是希望能收集較
多與浪漫臺三線的相關新聞，以及較豐富的新聞面向。
除了媒體類別，媒體規模或是所有權型式都會影響新聞內容，
Lee、Long、 Slater 與 Song（2014）研究全國電視新聞網與地方新聞網
的癌症新聞，發現，地方版較簡短，並重視癌症防治，宣傳更多防癌行
為與檢測，對於國家癌症協會、美國癌症社群等全國性組織較少提及。
Gutsche 與 Shumow（2019）針對海平面上升的新聞進行研究，發現地
方記者會劃分地方與全國媒體的新聞邊界，會引用全國性媒體作為新聞
來源，顯示地方新聞的專業性，地方記者成為有關環境議題的專家。
以臺灣情境而言，則是研究報紙的地方版與全國版，不過，近年來
臺灣針對地方版與全國版的研究愈來愈少，幾份少數的研究又發現傳統
大報的地方版，與全國版重複很多，地方報紙只剩少數幾家。2010 年
葉碧華與李秀珠（2010）研究地方報與三大報中的地方版，就發現臺南、
花蓮這種中度規模經濟地區的新聞多樣性比較高，低度與高度規模經濟
地區就較低，臺北縣市新聞同質性最高。黃惠英（2009）在研究平面
媒體（中國時報、聯合報與更生日報）有關蘇花高速公路報導，發現無
論是全國新聞與地方新聞消息來源大同小異，新聞版面是菁英階層與政
商名流的場域，過度依賴這些消息來源容易導致新聞偏頗，無法提供批
評與反思。
黃惠英（2009）研究發現報紙討論蘇花高議題，與中央政策息息相
關，偏向新政令，政府傾向興建，地方報與全國報皆支持，沒有其他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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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提供反思；宣布停建的時候，對環保關懷就突然增加，此外，兩種報
紙都欠缺讓當地民眾從地方情境脈絡特殊性與社區經驗來發聲。而紙本
中的全國版與地方版的研究減少，也是因為新聞內容分析的研究開始
以報紙資料庫為多，在紙本的接觸人口愈來愈低，網站或是社群媒體
導回網站的電子版為大宗的情況下，不少研究都捨棄紙本改採網站、
社群媒體或資料庫文本進行研究（劉蕙苓 2017；劉昌德 2020；劉慧雯
2020），資料庫中的新聞文本有其代表性。
而相對需要更多專業素養的新聞，不同的媒體類型也可能影響新聞
內容，Belackova、Stastna 與 Miovský（2011），在藥物使用的相關新聞，
公共電視與商業電視在消息來源的使用上有顯著的差別，公共電視邀請
比較多不同面向的科學家、警方、社工、藥廠、政治人物等等，也有多
元的聲音。但是商業電視臺因為篇幅較少，多半是記者自己的說法（own
authorship），或是尋找不用花費太多成本的消息來源（cost-effective
outsourcing）。
但是公共電視也不一定是品質保證，在心理疾病的相關議題（mental
illness）上，Carmichael、Adamson、Sitter 與 Whitley（2019）將受過訓
練的公民記者做得心理疾病相關新聞與加拿大公營電視臺的新聞比較，
發現受過訓練的公民記者的影片更正面與充滿希望，當公民記者的影片
有 60% 關注復原，電視臺新聞卻只有 27%；高達 40% 的電視新聞將心
理疾病與犯罪、暴力與法律事件結合，公民記者只有 23%。顯示受過相
關訓練的記者，能減少偏見與污名化。
本文選用客家電視媒體比較非客家紙本媒體的主要原因為，客家
電視臺作為族群媒體與公共媒體，對於行政院推動「浪漫臺三線」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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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可以有多元討論，一方面是對族群議題熟稔、二方面也是擁有公共媒
體的報導優勢。原本應該以非族群媒體的電視臺新聞與其比較，但是電
視新聞因為製作過程需要快速，無法深入討論，並非想要瞭解多元化報
導的適切選擇。而紙本媒體的守門程序較為嚴謹，對政策相關報導的內
容討論較多，是瞭解「浪漫臺三線」政策的新聞再現各面向的適切選
擇，可惜目前沒有紙本型式的客家族群媒體，因此，本文選擇客家媒體
（客家電視臺）以及非客家媒體所呈現的浪漫臺三線政策相關報導內容
來比較其中異同。為了瞭解最適切新聞內容分析，Gutsche 與 Shumow
（2019）在比較全國與地方媒體，也將 WLRN 地方廣播電臺納入研究，
並以其網路上文字版本為內容分析文本。
因此，根據以上文獻討論列出研究問題如下 :
1. 客家媒體（客家電視臺）對「浪漫臺三線」政策的報導內容、主
題與消息來源為何 ?
2. 非客家媒體（四大報）對「浪漫臺三線」政策的報導內容、主題
與消息來源為何 ?
3. 客家媒體（客家電視臺）與非客家媒體（四大報）對「浪漫臺三
線」的內容、主題與消息來源為何有何異同 ?

三、研究方法
本計畫欲探究客家媒體（客家電視臺）以及非客家媒體（四大報：
自由時報、中國時報、聯合報、蘋果日報）所呈現的浪漫臺三線政策相
關報導內容，並比較其中異同，故採用內容分析法以獲取不同媒體的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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聞內容呈現，其內容包含純淨新聞與新聞專題並包括社論與投書。資料
搜集日期以 2017 年 3 月 22 日，浪漫臺三線治理平臺召開首次會議，至
2019 年 3 月 21 日止為期 2 年，為浪漫臺三線四年計畫的一半期程。
本研究所使用之內容分析法針對選用媒體之新聞呈現、框架與概念
做編碼，以「則」作為最小研究單位，計算每一「則」新聞中的新聞
目的、主題與消息來源做識別。本研究以四名候選編碼者進行為期一
個月之前置編碼訓練，並以後續通過一致性檢測（Krippendorff’s alpha
> 0.67）之二位編碼者（二位編碼者第一次試編 Krippendorff’s alpha 為
0.74，第二次試編 Krippendorff’s alpha 為 0.81）進行實際編碼，該二位
編碼者為二位國立大學傳播相關背景之碩士研究生。

（一）抽樣
本計劃原定以 1. 自由時報（N=93，地方版為 40 則）、2. 中國時
報（N=171）、3. 聯合報（N=76）、4. 蘋果日報（N=46），以及 5. 客
家電視臺（N=35），5 家媒體的純淨新聞與新聞專題，包括社論與投書，
以 2017 年 3 月 22 日，至 2019 年 3 月 21 日止為期 2 年，為抽樣範圍（總
計數量為 421 則）。在執行上遭遇自由時報的報紙資料庫的收錄範圍變
動，故本研究在原定的研究樣本抽樣中做了些許調整，因此本研究在原
定之內容編碼之外，額外增加標題編碼，以補足自由時報抽樣之部分遺
漏，並擴展新的可能及拓展研究貢獻。
自由時報部分，原訂於規劃之二年期間搜集所有與客家、浪漫臺
三線相關之新聞內容，利用 WiseNews 報紙資料庫進行搜集。初版之搜
集結果囊括相關新聞內容與其他媒體（中國時報、聯合報、蘋果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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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自由時報之地方版電子全文並不齊全，導致研究抽樣之缺失。本研究
決定在抽樣上排除自由時報地方版之內容，故原訂之自由時報抽樣內容
調整為自由時報全國版本，其餘中國時報、聯合報維持包含全國版與地
方版之內容。
然而在四大報之內容比較上，產生潛在學術缺口，即「是否自由
時報的地方版在呈現客家或浪漫臺三線相關議題時，與其他三大報之表
現有所不同？」。為補足資料收集上之困境並克服該學術缺口，本研究
決定另外比較四大報之全國版與地方版客家與浪漫臺三線議題相關之新
聞標題，然而選用標題作為補充研究中分析單位的主要原因有三：（一）
新聞寫作採用「倒金字塔」、「倒寶塔式」寫作方式，依照重要程度
將資訊做好排序，關鍵性的資訊通常會呈現在標題或是首段（李明哲
2010）；（二）從新聞守門的角度觀之，新聞室的守門機制仰賴編輯室
的運作，編輯室修改新聞記者之標題有恪守該媒體之新聞立場之意義，
為針對該媒體產製新聞之框架呈現，故新聞標題呈現之形象亦代表了該
媒體的觀點與立場（羅彥傑等 2010）；（三）從臺灣媒體現況觀之，
近年來越來越多「標題殺人」、「釣魚式標題」的出現，導致新聞媒體
的標題的選擇上出現了改變，標題的重要性與日俱增，標題的吸引力越
來越重要，許多傳統的新聞專業也被迫改變（Molyneux & Coddington
2020）。
綜上所述，標題作為新聞與媒體的框架與意義呈現有重要的功能，
閱聽人也傾向於藉由標題去接收媒體的立場與新聞內容，在重要的政策
呈現中，標題作為第一線的資訊傳達確實需要被仔細檢視。故在缺乏完
整的自由時報地方版內文時，本研究選用四大報的相關標題作為分析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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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補充自由時報新聞內容的不足（參見表 1）。
其餘抽樣部分，將依照計畫針對報紙標題中包含「客家」、「浪漫
臺三線」二字詞（布林邏輯中使用「或」）之新聞做抽取，利用資料庫
系統中之標題搜尋進行，並另下載電子全文做編碼使用。

表 1 抽樣數量
媒體
1. 自由時報
2. 中國時報
3. 聯合報
4. 蘋果日報
5. 客家電視臺
總數

新聞內容編碼數量
53 則
171 則
76 則
46 則
35 則
381 則

新聞標題編碼數量
93 則
171 則
76 則
46 則
35 則
421 則

資料來源：作者製表。

（二）編碼原則
本研究之編碼主要分為三個部分，分別為新聞目的、新聞內容主題
與新聞來源。新聞目的判斷該則新聞的撰寫方針、框架與內涵意義，政
策執行需要有更多的意見參與，媒體除了對政策本身的解釋與批評其中
有問題的地方，也應該主動尋找各種意見，以「浪漫臺三線」政策情境，
本文把新聞目的分為：政策宣導、政策批判、產業界意見、學者意見、
民間意見（見表 2）。
依據「浪漫臺三線」的三大面向人文形塑、環境整備、產業發展為
內容分析法的分析類目指標，人文形塑方面是否報導內容與策略主軸中
的細項工作：「藝術村及音樂村、名人故居與大師紀念館、傳統及創新
節慶活動、藝術家駐村、國家自然步道、地景藝術」；環境整備的部份
為：「省道軸帶自然景觀優化、茶園復耕及水梯田再造、自行車路網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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浪漫巴士、大地園藝建置與設立、市鎮街區及立面改造」；產業發展的
部份為：「客庄美食精進推廣、文化生態旅遊、青年返鄉留鄉下鄉、新
農培育計畫、產業群聚發展」。
而提及臺三線的新聞，可能未必與「浪漫臺三線」的政策有關，參
考客委會曾經定義的客家新聞分類為類目：「『客家事務』，包括客家
人之語言、音樂、戲曲、信仰、民俗、教育、藝術、美食、服飾、建築
等議題，以及與客家人之政治地位、社會權益、經濟營生、社區發展、
產業創新等族群相關議題。」而與活動有關的「一般客家活動」、「特
殊客家節慶」、「非客家活動但具有客家元素」；與選舉議題有關的「競
選活動」、「候選人」、「派系爭議」、與其他。結合上述指標，新聞
內容主題則根據其內容所提及事物的領域作識別，包括：振興經濟、景
觀再造、文化、觀光、生活文化的介入、滿足民生需求、交通事故（見
表 3）。
而新聞來源則針對新聞編撰的客觀事實做分類，包括：報導地點、
消息來源、記者、媒體單位、新聞標題、新聞日期。消息來源部分，則
參考黃惠英（2009）的政府部門（中央政府、縣市政府）、地方民眾、
學者專家、企業團體、非營利組織、和其他，並修改與此客家政策相關
的行動者（見表 4）。
本研究編碼以編碼者針對新聞的框架與內容去做判斷，確認是否包
含以上所列舉之編碼指標，分析單位為一篇報導，只要有提及上述類目
事實即列入登記，並以 1 代表有 0 代表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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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新聞目的
編碼指標
政策宣導
政策批判
產業界意見
學者意見
民間意見

定義與解釋
由目前執政黨、政府角度出發的政策宣傳，主要在宣揚相關政策、政績以
及相關規定的說明介紹。以 1 代表有 0 代表無。
反對黨或其他政治人物、行政官員所提出針對客家、浪漫臺三線的相反、
質疑或是挑戰聲音與看法。以 1 代表有 0 代表無。
來自產業界（如：觀光、餐飲、花卉、農產品、農產品加工 … 等）的觀
點與看法。以 1 代表有 0 代表無。
由文史工作者、研究人員、教授學者 … 等來自專業的聲音與觀點。以 1
代表有 0 代表無。
由一般民眾提供較完整的論述或是看法、觀點，而非只是針對記者問題做
回應，單純回答是否、喜不喜歡、開不開心不在此列。以 1 代表有 0 代表無。

資料來源：作者製表。

表 3 新聞內容主題
編碼指標
振興經濟

定義與解釋
新聞框架包含產生持續性供需、形成產業鏈並創造工作機會，其文字
可能包含以下幾項：在地商家、在地人才、促進商業、地方創生、青
年回鄉。以 1 代表有 0 代表無。
景觀再造
新聞框架包含對原有地景（自然環境與人為建築）的維修、整理、重建、
建設、改良與再活化，其文字可能包含以下幾項：設施汰換、改善環境、
古蹟修繕。以 1 代表有 0 代表無。
文化
新聞框架包含文化與精神層面的介紹與描繪，且具有深度與脈絡支撐，
並非單純器物層面的物件，其文字可能包含以下幾項：用餐禮儀、技
藝傳承、傳統文化、先民智慧。以 1 代表有 0 代表無。
觀光
新聞框架包含觀光訴求的介紹、提升與推廣，多以傳統節日（如：天
穿日）、季節節慶類型（如：桐花季）以及刺激消費與觀光（如：音
樂祭），其文字可能包含以下幾項：體驗經濟、國際語言、吸引人潮、
觀光交流。以 1 代表有 0 代表無。
生活文化的介入 新聞框架包含客家文化對人民的影響，強調對生活的介入性，其文字
可能包含以下幾項：客語友善、客家電臺、客語流行樂、客語教育。
以 1 代表有 0 代表無。
滿足民生需求
新聞框架包含對民生需求的提供與協助，其文字可能包含以下幾項：
醫療服務、水電、日常生活所需。以 1 代表有 0 代表無。
交通事故
因為臺三線的名稱關係，新聞內容有可能是相關的「交通事故」。以 1
代表有 0 代表無。
資料來源：作者製表。

201

Global Hakka

全球客家研究

Studies

表 4 新聞來源
編碼指標
報導地點

消息來源

記者
媒體單位
新聞標題
新聞日期

定義與解釋
新聞報導的地點，依照縣市做劃分。縣市別編碼表：01 基隆市、02 臺北市、
03 新北市、04 桃園市、05 新竹市、06 新竹縣、07 苗栗縣、08 臺中市、09
彰化縣、10 南投縣、11 雲林縣、12 嘉義市、13 嘉義縣、14 臺南市、15 高
雄市、16 屏東縣、17 臺東縣、18 花蓮縣、19 宜蘭縣、20 澎湖縣、21 金門縣、
22 連江縣、23 機場報導、24 綜合報導（跨區、連線）、25 社論（評論）
該則新聞的消息來源，如：中央政府單位、地方政府、一般民眾、學者專家、
政治人物…等。編碼號：01 客委會、02 總統、03 中央行政體系部會、長、
04 縣市長、05 地方政府行政官員、06 地方居民與遊客、07 文史工作者協會、
08 學者、09 產業界、10 立法委員、11 議員、12 候選人與政治人物
負責該篇報導新聞記者。
中國時報、自由時報、聯合報、蘋果日報、客家電視臺。
該篇報導所使用的標題文字。
該篇報導所刊登的日期。

資料來源：作者製表。

四、研究結果
（一）新聞標題
從 2017 年 3 月 22 日，至 2019 年 3 月 21 日止為期 2 年，為抽樣範
圍，對報紙標題中包含「客家」、「浪漫臺三線」二字詞之新聞做抽
取， 總共抽取 1. 自由時報（N=93）、2. 中國時報（N=171）、3. 聯合
報（N=76）、4. 蘋果日報（N=46），以及 5. 客家電視臺（N=35），
5 家媒體的純淨新聞與新聞專題，包括社論與投書（總計數量為 421
則），平面報紙部分以中時的報導數量最多（40.6%），依次是自由時
報（22.1%）、聯合報（18.1%）、蘋果日報（10.9%）（參見表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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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新聞標題則數
次數分配表

百分比 (%)

1.

自由

93

22.1

累積百分比
(%)
22.1

2.

中時

171

40.6

62.7

3.

聯合

76

18.1

80.8

4.

蘋果

46

10.9

91.7

5.

客視

35

8.3

100.0

421

100.0

總計
資料來源：作者製表。

而進一步分析新聞標題的新聞目的（見表 6），「政策宣導」部分，
客家媒體客家電視臺，在 35 則的報導標題中，有 23 則（65.7%）主題
是政策宣導，蘋果日報 46 則中，有 12 則（26.1%），自由時報 93 則中，
有 24 則（25.8%），中國時報 171 則中有 26 則（15.2%），聯合報最少
76 則中，只有 9（11.8%）則。顯示不同媒體對「浪漫臺三線」政策宣
傳的新聞目的的確有明顯不同（χ2=48.835***, n=421, df=4）。
而「政策批判」部分，報導數量沒有政策宣導多，最多的是客家媒
體客家電視臺，在 35 則的報導標題中，有 7 則（20.0%），聯合報 76
則中，有 9 則（11.8%）的標題是攸關政策批判，接著是蘋果日報 46 則
中，有 2 則（4.3%），中國時報 171 則中有 7 則（4.1%），自由時報
則完全沒有標題上有政策批判的新聞，顯示不同媒體對「浪漫臺三線」
政策批評的新聞目的的確有明顯不同（χ2=24.254***, n=421, df=4）。而
「產業界意見」、「學者意見」都只有蘋果日報各報導一則，「民間意
見」則是完全沒有提及。
當新聞標題提及「浪漫臺三線」的主題時，發現「振興經濟」、「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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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需求」與「交通事故」都是數量很少的報導主題，無論是哪一家媒體
都是 0 或是僅有個位數的標題提及。而「景觀再造」、「文化」、「觀
光」、「生活文化的介入」則是數量較多的報導主題（見表 7）。
在「 景 觀 再 造 」 部 分， 報 導 數 量 以 自 由 時 報 93 則 中， 有 19 則
（20.4%）最多，客家媒體客家電視臺，在 35 則的報導標題中，有 6 則
（17.1%）次之，蘋果日報 46 則中，有 4 則（8.7%） ，聯合報 76 則中，
有 6 則（7.9%），中國時報最少 171 則中有 12 則（7.0%）提到景觀再造，
不同媒體對「景觀再造」主題的報導有顯著的差異（χ2=13.379*, n=421,
df=4）。
在「文化」部分，報導數量明顯比其他主題多，但反而客家電視臺，
在 35 則的報導標題中，只有 1 則（2.9%），最多的是自由時報 93 則中，
有 52 則（55.9%），中國時報次之 171 則中有 93 則（54.4%） ，聯合
報 76 則中，有 27 則（35.5%），蘋果日報 46 則中，有 15 則（32.6%）
最少，不同媒體對「文化」主題的報導有顯著的差異（χ2=41.327***,
n=421, df=4）。
主題是「觀光」的新聞標題數量也多，最多的是自由時報 93 則中，
有 47 則（50.5%），蘋果日報 46 則中，有 17 則（37.0%），中國時報
171 則中有 50 則（29.2%），聯合報 76 則中，有 17 則（22.4%） ，客
家媒體客家電視臺最少，在 35 則的報導標題中，只有 7 則（20.0%），
不同媒體對「觀光」主題的報導有顯著的差異（χ2=20.979***, n=421,
df=4）。
而主題是「生活文化的介入」也是數量比較多的新聞標題主題，最
多的是中國時報 171 則中有 63 則（36.8%），聯合報 76 則中，有 23 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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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3%），自由時報 93 則中，有 24 則（25.8%），蘋果日報 46 則中，
有 9 則（19.6%），最少的是客家媒體客家電視臺，在 35 則的報導標題
中，只有 6 則（17.1%），不同媒體對「生活文化的介入」主題的報導
有顯著的差異（χ2=9.772*, n=421, df=4）。

表 6 （新聞標題）新聞目的
自由 93

中時 171

聯合 76

蘋果 46

客臺 35

政策
宣導
無

69(74.2%)

145(84.8%)

67(88.2%)

34(73.9%)

12(34.3%)

有

24(25.8%)

26(15.2%)

9(11.8%)

12(26.1%)

23(65.7%)

卡方值
χ2=48.835
***
n=421
df=4

政策
批判
無

93(100.0%) 164(95.9%)

67(88.2%)

44(95.7%)

28(80.0%)

χ2=24.254
***
n=421

有

0(0%)

9(11.8%)

2(4.3%)

7(20.0%)

df=4

76(100.0%)

45(97.8%)

34(97.1%)

0(0%)

1(2.2%)

1(2.9%)

7(4.1%)

產業界
意見
無
93(100.0%) 171(100.0%)
有

0(0%)

0(0%)

--

學者
意見
無

93(100.0%) 171(100.0%)

76(100.0%)

45(97.8%)

34(97.1%)

有

0(0%)

0(0%)

1(2.2%)

1(2.9%)

0(0%)

--

民間
意見
無

93(100.0%) 171(100.0%)

76(100.0%)

46(100.0%)

35(100.0%)

有

0(0%)

0(0%)

0(0%)

0(0%)

0(0%)

*** p<.001, **P<.01, *P<.05
資料來源：作者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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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新聞標題）新聞內容主題
自由

中時

聯合

蘋果

客臺

無

88(94.6%)

166(97.1%)

74(97.4%)

44(95.7%)

32(91.4%)

有

5(5.4%)

5(2.9%)

2(2.6%)

2(4.3%)

3(8.6%)

卡方值

振興
經濟

景觀
再造

--

χ2=13.379*

無

74(79.6%)

159(93.0%)

70(92.1%)

42(91.3%)

29(82.9%)

n=421

有

19(20.4%)

12(7.0%)

6(7.9%)

4(8.7%)

6(17.1%)

df=4
χ2=41.327
***

文化
無

41(44.1%)

78(45.6%)

49(64.5%)

31(67.4%)

34(97.1%)

有

52(55.9%)

93(54.4%)

27(35.5%)

15(32.6%)

1(2.9%)

n=421
df=4
χ2=20.979
***

觀光
無

46(49.5%)

121(70.8%)

59(77.6%)

29(63.0%)

28(80.0%)

n=421

有

47(50.5%)

50(29.2%)

17(22.4%)

17(37.0%)

7(20.0%)

df=4

生活文
化的介
入

χ2=9.772*

無

69(74.2%)

108(63.2%)

53(69.7%)

37(80.4%)

29(82.9%)

n=421

有

24(25.8%)

63(36.8%)

23(30.3%)

9(19.6%)

6(17.1%)

df=4

無

92(98.9%)

171(100.0%)

76(100.0%) 46(100.0%) 31(88.6%)

有

1(1.1%)

0(0%)

0(0%)

無

93(92.8%)

171(100.0%)

76(100.0%) 46(100.0%) 34(97.1%)

有

0(0%)

0(0%)

0(0%)

民生
需求

0(0%)

--

4(11.4%)

交通
事故

資料來源：作者製表。

0(0%)

1(2.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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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新聞內容
而新聞內容部分，從 2017 年 3 月 22 日，至 2019 年 3 月 21 日止為
期 2 年，為抽樣範圍，對報紙內容中包含「客家」、「浪漫臺三線」
二字詞之新聞做抽取， 總共抽取 1. 自由時報（N=53）、2. 中國時報
（N=171）、3. 聯合報（N=76）、4. 蘋果日報（N=46），以及 5. 客家
電視臺（N=35），5 家媒體的純淨新聞與新聞專題，包括社論與投書，
總計數量為 381 則，平面報紙部分以中時的報導數量最多（44.8%），
依次是聯合報（20.4%）、自由時報（13.9%）、蘋果日報（11.9%）（參
見表 8）。

表 8 新聞內容則數
次數分配表

百分比 (%)

1.

自由

53

13.9

累積百分比
(%)
13.9

2.

中時

171

44.8

58.7

3.

聯合

76

20.4

79.1

4.

蘋果

46

11.9

91.0

5.

客視

35

9.1

100.0

381

100.0

總計

資料來源：作者製表。

自由時報因為在新聞內容蒐集過程中，與標題部分有 40 則差異，
只能針對其中 53 則內容進行分析，在統計解釋上無法直接與其他媒體
進行比對，但仍能看出 53 則中的新聞目的、內容主題與消息來源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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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況。進一步分析新聞報導的目的（見表 9），「政策宣導」部分，中
國時報 171 則中有 50 則（29.3%），客家媒體客家電視臺，在 35 則的
報導標題中，有 23 則（65.8%）主題是政策宣導，自由時報 53 則中，
有 12 則（23%），聯合報最少 76 則中，有 21 則（27.7%），蘋果日報
46 則中，有 17 則（37%）。
而「政策批判」部分，報導數量沒有政策宣導多，最多的是客家媒
體客家電視臺，在 35 則的報導標題中，有 9 則（25.8%），聯合報 76
則中，有 7 則（9.3%），中國時報 171 則中有 9 則（5.3%），接著是蘋
果日報 46 則中，有 2 則（4.4%）是攸關政策批判，自由時報則完全沒
有政策批判的新聞。
而「產業界意見」的新聞內容，只有客家電視臺的 4 則（11.4%）
與中國時報的 1 則（0.5%），其他媒體都沒提到。在「學者意見」部分，
客家電視臺在 35 則的報導中有 7 則（20%），中國時報 171 則中有 3
則（1.8%），聯合報 76 則中有 2 則（2.7%），蘋果日報 46 則中有 1 則
（2.2%），自由時報 53 則中沒有學者意見。
在「 民 間 意 見 」 部 分， 客 家 電 視 臺 在 35 則 的 報 導 中 有 11 則
（31.5%），中國時報 171 則中有 4 則（2.4%），聯合報 76 則中有 3 則
（4%），蘋果日報 46 則中有 1 則（2.2%），自由時報 53 則中沒有民
間意見。
進一步分析新聞報導的主題（見表 10），在「振興經濟」部分，報
導數量以客家電視臺，在 35 則的報導標題中有 7 則（20%）最多，蘋
果日報 46 則中，有 7 則（15.3%）次之，以自由時報 53 則中，有 8 則
（15.1%），中國時報 171 則中有 13 則（7.7%），聯合報 76 則中有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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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4%）提到振興經濟。
在「景觀再造」部分，報導數量以客家電視臺，在 35 則的報導中
有 16 則（45.8%）最多，自由時報 53 則中有 16 則（30.2%），中國時
報 171 則 中 有 30 則（17.6%）， 蘋 果 日 報 46 則 中， 有 8 則（17.4%）
，聯合報 76 則中有 12 則（15.8%）提到景觀再造。
在「文化」部分，報導數量明顯比其他主題多，但反而客家媒體客
家電視臺，在 35 則的報導中只有 4 則（11.5%），最多的是中國時報
171 則中有 108 則（63.2%），蘋果日報 46 則中有 23 則（50%），聯合
報 76 則中有 35 則（46.1%），自由時報 53 則中有 21 則（39.7%），但
是因為自由時報在標題有 52 則 （55.9%）提到文化，顯示遺漏的部分
應該也有許多報導文化。
主題是「觀光」的新聞內容數量也多，最多的是自由時報 53 則
中，有 30 則（56.7%），蘋果日報 46 則中，有 26 則（56.6%），中國
時報 171 則中有 61 則（35.7%），客家電視臺在 35 則的報導中有 11 則
（31.5%），聯合報 76 則中指有 21 則（27.7%）最少。
而主題是「生活文化的介入」也是數量比較多的新聞內容主題，最
多的是自由時報 53 則中有 22 則（41.6%），蘋果日報 46 則中有 17 則
（37%），中國時報 171 則中有 60 則（36.1%），聯合報 76 則中有 23
則（30.3%），最少的是客家電視臺，在 35 則報導中只有 4 則（11.5%）。
而主題是「民生需求」與「交通事故」是數量比較少的新聞內容
主題，「民生需求」報導最多的是客家電視臺，在 35 則報導中有 6 則
（17.2%），自由時報 53 則中有 4 則（7.6%），聯合報 76 則中有 2 則
（2.7%），蘋果日報 46 則中有 1 則（2.2%），中國時報 171 則中有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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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1.8%）為最少。而「交通事故」只有客家電視臺報導，在 35 則報
導中有 1 則（2.8%）。

表 9 （新聞內容）新聞目的
自由

中時

聯合

蘋果

客臺

政策
宣導

卡方值
χ2=22.084***

無

41(77%)

121(70.7%) 55(72.3%)

29(63%)

12(34.2%)

有

12(23%)

50(29.3%)

17(37%)

23(65.8%)

21(27.7%)

政策
批判

n=381
df=4
χ2=24.395***

無

53(100%)

162(94.7%) 69(90.7%)

44(95.6%) 26(74.2%)

n=381

有

0(0%)

9(5.3%)

2(4.4%)

9(25.8%)

df=4

無

53(100%)

170(99.5%) 76(100%)

46(100%)

31(88.6%)

有

0(0%)

1(0.5%)

0(0%)

4(11.4%)

7(9.3%)

產業界意見

0(0%)

學者
意見

--

χ2=32.875***

無

53(100%)

168(98.2%) 74(97.3%)

45(97.8%) 28(80%)

n=381

有

0(0%)

3(1.8%)

1(2.2%)

df=4

2(2.7%)

7(20%)

民間
意見

χ2=57.899***

無

53(100%)

167(97.6%) 73(96%)

45(97.8%) 24(68.5%)

n=381

有

0(0%)

4(2.4%)

1(2.2%)

df=4

資料來源：作者製表。

3(4%)

11(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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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0 （新聞內容）報導主題
自由

中時

聯合

蘋果

客臺

振興
經濟

卡方值
χ2=11.020**

無

45(84.9%) 158(92.3%) 73(96%)

39(84.7%) 28(80%)

n=381

有

8(15.1%)

7(15.3%)

df=4

13(7.7%)

3(4%)

7(20%)

景觀
再造

χ2=18.030***

無

37(69.8%) 141(82.4%) 64(84.2%)

38(82.6%) 19(54.2%) n=381

有

16(30.2%) 30(17.6%)

8(17.4%)

12(15.8%)

16(45.8%) df=4
χ2=35.425***

文化
無

32(60.3%) 63(36.8%)

41(53.9%)

23(50%)

31(88.5%) n=381

有

21(39.7%) 108(63.2%) 35(46.1%)

23(50%)

4(11.5%)

df=4
χ2=18.588***

觀光
無

23(43.3%) 110(64.3%) 55(72.3%)

20(43.4%) 24(68.5%)

有

30(56.7%) 61(35.7%)

26(56.6%) 11(31.5%)

21(27.7%)

生活文化的
介入

n=381
df=4
χ2=10.010**

無

31(58.4%) 111(64.9%) 53(69.7%)

29(63%)

31(88.5%) n=381

有

22(41.6%) 60(36.1%)

17(37%)

4(11.5%)

23(30.3%)

民生
需求

df=4
χ2=19.526***

無

49(92.4%) 168(98.2%) 74(97.3%)

45(97.8%) 29(82.8%) n=381

有

4(7.6%)

3(1.8%)

1(2.2%)

6(17.2%)

無

53(100%)

171 (100%) 76(100%)

46(100%)

34(97.2%)

有

0(0%)

0(0%)

0(0%)

1(2.8%)

2(2.7%)

df=4

交通
事故

0(0%)

--

資料來源：作者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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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是縣市長的 81 次（13.6%），第三是客委會有 63 次（10.6%），
其 他 依 序 是 文 史 工 作 協 會 44 次（7.4%）、 中 央 行 政 體 系 部 會
長 39 次（6.6%）、地方居民與遊客 33 次（5.6%）、產業界

25 次

（4.2%）、候選人與政治人物 19 次（3.2%）、學者 16 次（2.7%）、
總統 12 次（2.0%）、議員 11 次（1.9%）與立法委員 8 次（1.3%）。而
為後續卡方統計檢定，將數目較少的消息來源合併，合併的邏輯是 2 總
統與 3 中央行政體系部會長同屬中央政府單位，7 文史工作協會與 8 學
者同屬文化研究人員，而 10 立法委員與 11 議員則是代議士與政治人物
（參見表 11）。

表 11 新聞內容消息來源
來源種類
1 客委會
2 總統
3 中央行政體系部會長
4 縣市長
5 地方政府行政官員
6 地方居民與遊客
7 文史工作協會
8 學者
9 產業界
10 立法委員
11 議員
12 候選人與政治人物
總計

次數
63(10.6%)
12(2.0%)
39(6.6%)
81(13.6%)
243(40.9%)
33(5.6%)
44(7.4%)
16(2.7%)
25(4.2%)
8(1.3%)
11(1.9%)
19(3.2%)
594

來源種類 （合併後）
1 客委會
2 中央單位

63(10.6%)
51 (8.6%)

4 縣市長
5 地方政府行政官員
6 地方居民與遊客
7 文化研究人員

81(13.6%)
243(40.9%)
33(5.6%)
60(10.1%)

9 產業界
10 代議士與政治人物

25(4.2%)
38(6.4%)

594

資料來源：作者製表。

進一步分析針對媒體的不同，採用消息來源是否會有所不同，本文
希望以第一與第二個消息來源來進行分析，過去傳統報紙消息來源內容
分析法，將每一則新聞中的全部的消息來源納入統計，無法看出倒金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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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式寫作法中，前面段落的新聞消息來源比後面段落消息來源的重要性
大，因此，將各媒體的第一消息來源與第二消息來源分別計算。另外，
自由時報因為在新聞內容蒐集過程中，與標題部分有 40 則差異，只能
針對其中 53 則內容進行分析，在統計解釋上無法直接與其他媒體進行
比對，不過在每個消息來源的總量上，還是可以看出哪一個消息來源是
媒體較為常用的（參見表 12）。

表 12 各媒體「第一」消息來源
1 客委會
2 中央單位
4 縣市長

自由

中時

聯合

蘋果

客臺

2(4%)

16(9%)

4(6%)

7(16%)

4(11%)

1(2%)

12(7%)

6(8%)

3(7%)

7(20%)

18(37%)

8(5%)

22(31%)

6(14%)

1(3%)

5 地方政府行
21(43%) 100(59%) 15 (21%) 21(48%) 9(26%)
政官員

總和
χ2=18.67***
33(9%) n=33
df=4
χ2=12.21*
29(8%) n=29
df=4
χ2=27.64***
55(15%) n=55
df=4
χ2=170.99***
166(45%) n=166
df=4
χ2=12*
20(5%) n=20
df=4
χ2=27.46
***
37(10%)
n=37
df=4

6 地方居民與
遊客

1(2%)

9(5%)

3(4%)

1(2%)

6(17%)

7 文化研究人
員

4(8%)

18(11%)

11(15%)

0(0%)

4(11%)

1(2%)

2(1%)

3(4%)

4(9%)

1(3%)

11(3%) --

1(2%)

5(3%)

8(11%)

2(5%)

3(9%)

19(5%) --

49

170

72

44

35

9 產業界
10 代議士與
政治人物
總計

*** p<.001, **P<.01, *P<.05
資料來源：作者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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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各家媒體引述的第一個消息來源的部分，引用最多的是「地方政
府與行政官員」，總共有 166 次，最多的是中國時報 171 則中有 100 則
（59%），接著依序是蘋果日報 46 則中有 21 則（48%），自由時報 53
則中有 21 則（43%），客家電視臺在 35 則的報導中有 9 則（26%），
聯合報 76 則中有 15 則（21%）為最少。自由時報雖然短少 40 篇內文，
但是在引用地方政府與行政官員卻與其他媒體不相上下，可見地方政府
與行政官員這個消息來源對自由時報的重要性。
在第一個消息來源中，引述第二多的消息來源是「縣市長」，總共
有 55 次，最多的是自由時報 53 則中有 18 則（37%），聯合報 76 則中
有 22 則（31%），蘋果日報 46 則中有 6 則（14%），中國時報 171 則
中有 8 則（5%），客家電視臺在 35 則的報導中有 1 則（3%）為最少。
同樣地，自由時報雖然新聞則數有缺少，但是仍然是最常訪問縣市長為
第一消息來源的媒體。
在第一個消息來源中，引述第三多的消息來源是「文化研究人員」，
總共有 37 次，最多的是聯合報 76 則中有 11 則（15%），客家電視臺
在 35 則的報導中有 4 則（11%），中國時報 171 則中有 18 則（11%），
自由時報 53 則中有 4 則（8%），蘋果日報 46 則中則完全沒有採訪文
化研究人員。
在第一個消息來源中，引述第四多的消息來源是「客委會」，總共
有 33 次，最多的是蘋果日報 46 則中有 7 則（16%），客家電視臺在 35
則的報導中有 4 則（11%），中國時報 171 則中有 16 則（9%），聯合
報 76 則中有 4 則（6%），自由時報 53 則中有 2 則（4%）。
在第一個消息來源中，引述第五多的消息來源是「中央單位」，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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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有 29 次，最多的是客家電視臺在 35 則的報導中有 7 則（20%），聯
合報 76 則中有 6 則（8%），蘋果日報 46 則中有 3 則（7%），中國時
報 171 則中有 12 則（7%），自由時報 53 則中有 1 則（2%）。
在第一個消息來源中，引述第六多的消息來源是「地方居民與遊
客 」， 總 共 有 20 次， 最 多 的 是 客 家 電 視 臺 在 35 則 的 報 導 中 有 6 則
（17%），中國時報 171 則中有 9 則（5%），聯合報 76 則中有 3 則（4%），
蘋果日報 46 則中有 1 則（2%），自由時報 53 則中有 1 則（2%）。
在第一個消息來源中，引述第七多的消息來源是「代議士與政治人
物」，總共有 19 次，聯合報 76 則中有 8 則（11%），客家電視臺在 35
則的報導中有 3 則（9%），蘋果日報 46 則中有 2 則（5%），中國時報
171 則中有 5 則（3%），自由時報 53 則中有 1 則（2%）。
在第一個消息來源中，引述排名最後的消息來源是「產業界」，總
共有 11 次，蘋果日報 46 則中有 4 則（9%），聯合報 76 則中有 3 則（4%），
中國時報 171 則中有 2 則（1%），客家電視臺在 35 則的報導中有 1 則
（3%），自由時報 53 則中有 1 則（2%）。
而各媒體的第二消息來源的部分，則是大幅減少，總共只有 160 次，
比第一個消息來源（370 次）短少一半以上，顯示大部分的新聞只有一
個消息來源，而前三多的消息來源還是「地方政府行政官員」、「客委
會」與「縣市長」。接下來依次是「代議士與政治人物」、「中央單位」、
「地方居民與遊客」，最少的還是「產業界」（參見表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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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3 各媒體「第二」消息來源
自由
1 客委會
2 中央單位
4 縣市長
5 地方政府行政官員
6 地方居民與遊客
7 文化研究人員
9 產業界
10 代議士與政治人
物
總計

中時

聯合

蘋果

客臺

總和

6 (25%)

7(14%)

2(4%)

1(17%)

5(15%)

21(13%)

0(0%)

4(8%)

8(17%)

1(17%)

1(3%)

14(9%)

1(4%)

5(10%)

8(17%)

2(33%)

3(9%)

19(12%)

12(50%)
1(4%)
3(13%)

22(44%)
5(10%)
3(6%)

14(30%)
3(6%)
2(4%)

0(0%)
0(0%)
0(0%)

8(24%)
2(6%)
7(21%)

56(35%)
11(7%)
15(9%)

1(4%)

0(0%)

1(2%)

2(33%)

4(12%)

8(5%)

0(0%)

4(8%)

9(19%)

0(0%)

3(9%)

16(10%)

24

50

47

6

33

160

資料來源：作者製表。

（三）政策發布時序與整體新聞表現
本文研究時間為「浪漫臺三線」公布之後兩年，將兩年平均分為四
個時期來看整體新聞的表現，第一期是 2017 年 3 月 20 日發布後六個
月，第二期是後半年（2017/09/20 ～ 2018/03/19），第二期尾聲與第三
期（2018/03/20 ～ 2018/09/19）初是政策發佈週年，第四期是 2018 年 9
月 20 日到兩年結束（2019/03/20）為止。兩年中比較重大的政治事件是
2018 年直轄市長及縣市長選舉，於 2018 年 11 月 24 日舉行，當選人於
同年 12 月 25 日就職。
本文發現政策發佈初期，整體的新聞目的的報導是以政策宣傳為最
高，雖在第二期之後大量減少，週年時微幅上升，之後又下滑，還是
比起四個時期的都很少的其他新聞目的新聞為多（見圖 1）。而新聞內
容的報導主題也是在第一階段各內容主題的報導量都是最高，之後逐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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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降，最多的報導主題是文化、觀光、生活文化的介入這些較常與過去
研究客家新聞再視的面向重疊，反而政策重視的振興經濟與景觀再造報
導量偏少（見圖 2），除了觀光與滿足民生需求這個在政策開始前就常
有的報導面向，在第四階段都微幅成長，其餘的主題都是政策初始報導
量最多，第二期之後大量減少，週年時微幅上升，第四期又下降的趨勢。
而從新聞消息來源來看（見圖 3），除了縣市長這個消息來源，也
是初期的引用量最多，之後下降，週年微幅上漲。縣市長則是在第二階
段最高，這階段剛好是各黨進行角逐 2018 年 11 月的縣市長選舉的黨內
初選時間，但是之後引用量也慢慢下降。而代議士與政治人物，政策公
布之初，報導量稍高後，一路下滑，直到 2018 縣市長選舉期間達到高
點。媒體引用最多的是地方政府行政官員，在第一階段都算引用量多，
第二期下滑最多，在政策發佈週年反而跌至最低，之後微幅上漲，與地
方居民與遊客一樣在第四階段報導量增加，對照報導內容主題的觀光與
生活文化的介入同樣在第四階段報導量增加，顯示對過去客家新聞的觀
光、文化活動等，仍佔有重要地位。客委會、中央單位、文化研究人員
與產業界等消息來源，則是在初期引用較多，六個月後都減至最少，週
年微幅上漲，但整體來說引用量都是少數。
而新聞標題的新聞目的以政策宣傳最多，政策批評次之，但兩者數
量相差頗多，其他的意見幾乎為 0，數量也是從初期最多，之後逐漸下
降，政策批評在週年後有微幅上升但數量仍在個位數（見圖 4）。新聞
標題的新聞內容主題（見圖 4），與圖 2 相同，最多的報導主題仍然是
以文化、觀光、生活文化的介入這些居多，政策重視的振興經濟與景觀
再造報導量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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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政策發佈後四階段的（新聞內容）新聞目的報導量
資料來源：作者製圖。

圖 2 政策發佈後四階段的（新聞內容）新聞內容主題報導量
資料來源：作者製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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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政策發佈後四階段的（新聞內容）新聞消息來源報導量
資料來源：作者製圖。

圖 4 政策發佈後四階段的（新聞標題）新聞目的報導量
資料來源：作者製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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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政策發佈後四階段的（新聞標題）新聞內容主題報導量
資料來源：作者製圖。

五、結論與建議
2017 年 3 月以來，行政院推動「浪漫臺三線」政策，期望以「臺
三線客庄浪漫大道治理平臺」 結合中央相關部會與桃園、新竹、苗栗、
臺中 4 個縣、 打造國家級臺三線客庄浪漫大道，啟動客家文藝復興。
計畫目標（客家委員會 2017）為「系統性完成臺三線環境文化資源之
保存與再利用」、「整體梳理環境景觀，還原聚落及山林質樸風貌」、
「建構客家藝文及發展文化創意產業群聚」以及「厚植示範地區客庄社
會資本」，希望能解決臺三線文化主題缺乏保存運用、景觀缺乏管理規
劃與人口外移等問題，創造青年返鄉就業並重建在地客庄活力。
從計畫本身來看，文化資源保存與再利用、產業經濟與景觀再造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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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點，本研究擷取兩年的媒體報導發現，目前研究的媒體所呈現的「浪
漫臺三線」的報導主軸，無論標題或內容，最常被提及的主題是「文化」
（標題：內容＝ 188:191）、「觀光」（138:149）、「生活文化的介入」
（125:126）這些主題在過去研究「客家意象」時，就常常是媒體報導
的主軸。針對「浪漫臺三線」的政策內容所提及的重點，「景觀再造」
（47:82）、「振興經濟」（17:38）只有少數媒體報導。
而從新聞目的來看，黃惠英（2009）認為政策的執行，媒體的報導
要提供不同的面向提供反思，以及提供政策執行者忽略的在地社群的生
活經驗，但是本研究顯示，無論是新聞標題或新聞內容，「產業界意見」
（2:5）、「學者意見」（2:13）、「民間意見」（0:19）為主要訴求目
的的新聞非常少。「政策宣導」（94:123）雖然是政策宣導執行政策的
必須過程，但是在兩年期間，都佔「浪漫臺三線」相關新聞的大宗，至
於「政策批判」（25:27）在政策公布初期最多，但數量也很少，之後
就只有週年微幅上漲，也符合臺灣的喜愛製作事件週年報導的媒體製作
常規（許瓊文 2014）。

（一）非客家媒體側重觀光、文化，以官方消息來源為主
從個別的非客家媒體開始，從各報的標題內容主題比例來看，自
由時報的「振興經濟」（5.4%）、「景觀再造」（20.4%）、「文化」
（55.9%）、「觀光」（50.5%）都是比例第一，「生活文化的介入」
（25.8%）是報導比例的第三名。從內容來看，自由時報即使內容短少，
在「觀光」（56.7%）仍是第一，「景觀再造」（30.2%）是第二名。
新聞內容的統計上，自由時報雖然短少 40 篇內文，但是在引用地方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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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與行政官員卻與其他媒體不相上下，可見地方政府與行政官員這個消
息來源對自由時報的重要性。
自由時報在報導立場比較傾向民進黨，王章逸、闕河嘉（2020）針
對臺灣的土地徵收新聞進行研究時，就發現同樣是土地徵收，在民進黨
執政縣市發生的案件，有幫其「美化」的論述，本文沒有針對文章的正
負向態度進一步分析，但自由時報完全沒有採用「政策批判」框架的新
聞。但從自由時報主要的新聞目的與報導主題來看，解釋政策角色的確
是比其他媒體著力更多。
中國時報的報導主題，「文化」（63.2%）佔各媒體的報導比例為
第一，「生活文化的介入」（36.1%）的報導比例是第二名，「觀光」
（35.7%）是報導比例的第三名。搭配消息來源來看，與在地社區經驗
比較相關的文化研究人員（11%）與地方居民與遊客（5%）並不高，
反而是以地方政府行政官員（59%）為多，也是如同黃惠英（2009）所
描述的「政治官僚是地方紀錄的要角」，庶民聲音缺乏。
而聯合報的報導主題，觀光（27.7%）是佔各媒體的報導比例最少
的，「生活文化的介入」（30.3%）也報導較少，僅高於客家電視臺，「民
生需求」（2.7%）、「文化」（46.1%）是佔各媒體的報導比例的第三名。
從消息來源來看，文化研究人員（15%）的引用比例是最高的，但是縣
市長（31%）的引用比例是第二高，聯合報的報導走向仍然受到政治菁
英影響，漸漸減少刻板的客家文化意涵以及客家新聞意象，對於文化開
始有更深層的探討。
蘋果日報是四大報中，報導份量最少的，報導最多的主題「文化」
（50%）、「觀光」（56.6%）、「生活文化的介入」（37%）仍可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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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媒體的報導比例第二名，而蘋果日報的消息來源則是以地方政府行政
官員（48%）引述最多，與蘋果日報長期的消費取向新聞，以及對於複
雜的新聞事件，只採取「一般關注」的訴求吻合（楊意菁 2020），並
未多花篇幅與尋找多元消息來源來報導「浪漫臺三線」政策。

（二）客家媒體提供政策資訊但消息來源單一
而客家電視臺，在新聞目的的各項類目都是第一，「政策宣導」
（65.8%）、「政策批判」（25.8%）、在「產業界意見」（11.4%）、「學
者意見」（20%）、「民間意見」（31.5%）這些常被其他媒體忽視的主題，
都是佔各媒體報導比例第一位。顯示身為客家族群體的客家電視臺，的
確在「浪漫臺三線」的政策報導中提供政策資訊，但是相對於政策宣導，
能讓政策有充分討論的意見收集，雖然比起其他媒體為多，但「產業界
意見」仍屬少數。
而「文化」（11.5%）、「觀光」（31.5%）、「生活文化的介入」
（11.5%）比較屬於「一般關注」的客家新聞主題，雖然客家電視臺報
導「觀光」比例還是不少，但是與其他媒體比起來，就是報導最少的。
與政策本身有關的「振興經濟」（20%）、「景觀再造」（45.8%）都
是報導比例第一位，顯示客家媒體的確比其他媒體對政策有更深層的討
論。
從消息來源來看，客家電視臺 35 則新聞中，引用地方政府行政官
員、中央單位與客委會作為第一消息來源超過半數，雖然客家電視臺的
經費主要由客委會預算編列，但是作為公共媒體應該要以反應多元聲
音，並以客庄需求為主，若是過度倚重中央或地方政府機關的消息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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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無法反映民意、發掘社區問題，則會失去反映地方經驗與互動的機
會。

（三）客家媒體與非客家媒體的新聞報導框架異同
1. 消息來源皆有高度政治性
本文也與過去研究一致，發現官方消息及權威訊息掌握了話語權，
並且將討論政治化，「地方政府與行政官員」與「縣市長」，都是屬於
縣市地方，也顯示「浪漫臺三線」的相關報導，的確有比較多的地域報
導，可惜都是屬於官方消息來源。與「浪漫臺三線」最有關的行動者應
該是地方社群與居民，為了吸引更多的觀光人群，遊客應該也是重要的
消息來源，但是除了客家電視臺在新聞報導的總則數中有超過一成五的
新聞引述地方居民與遊客，其他媒體都未達一成，顯示客家政策的消息
來源還是以政治性為主。
2. 非客家媒體報導中消失的政策討論
另外，非客家媒體的報導主軸，觀光、文化、生活文化介入這種大
多耳熟能詳的客家活動與事務，也是過去研究中（劉慧雯 2016；孫榮光
2017），客家新聞中提到客家意象與主題，可能是非客家媒體對客家事
務的不熟悉造成，也可能是製作過程的方便，報導這些面向所要花費的
心力最少，也是新聞記者們擅長的客家新聞文類。但是這些主題卻未能
從討論「浪漫臺三線」的主軸切入。
而「浪漫臺三線」政策目標之一「建構客家藝文及發展文化創意
產業群聚」以及「厚植示範地區客庄社會資本」，希望能解決臺三線文
化主題缺乏保存運用、景觀缺乏管理規劃與人口外移等問題，創造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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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鄉就業並重建在地客庄活力，這些都是與地方產業十分相關的主題，
但產業界的消息來源十分稀少，連自由時報與客家電視也不重視。蘋果
日報一向以民生消費吸引讀者，反而在引用此消息來源比例最高。整體
而言，非客家媒體對政策的深度討論少，觀光活動與文化活動居多。

（四）研究建議與限制
綜合上面的討論，可以發現媒體對「浪漫臺三線」政策的報導，分
為兩個方向，一是都還停留在報導政策的階段，消息來源引用也著重其
政治性；二則是報導各式文化與觀光節慶活動，即使介紹到客庄，也並
未將此政策以「活化客庄」的角度來探討，客家文化創意產業鮮少被提
及，重要行動者的消息來源缺漏，與檢視政策相關的新聞主題也被忽
略。
新聞實務建議方面，因為要找到多元的客家社群與豐富的消息來源
作為深度報導的基礎，短時間無法一促即成，必須要靠人脈與社會資本
的積累，除非新聞室的常規能容許較長時間與較多資源製作新聞。否
則，建議新聞媒體能以具有客家背景的地方記者採訪此類新聞，但也要
給記者足夠的時間與資源製作專題、檢視政府政策，而不是每天追著活
動與政治人物，累積記者對客家事務的認識。而中央客委會與各縣市的
客家事務委員會在設計相關新聞稿與活動的時候，也要避免以行政官員
的露出為績效指標，而是以客庄案例與事務為重點，避免喧賓奪主，讓
民眾能真正瞭解客家事務政策。
研究建議方面，則是本文只採用內容分析法，未能進一步以文本分
析法，檢視臺三線四縣市的新聞議題與內容。同時，要瞭解新聞議題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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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的選擇，從文本著手之外，更需要瞭解新聞室對於「浪漫臺三線」
相關新聞的選擇與製作過程，加入新聞工作人員的研究，才能完整檢視
客庄新聞，同時也給予新聞室與未來政策建議。
本研究限制，除了新聞文本在各家媒體成立收費資料庫與網站後，
蒐集的困難增加，部分無法以統計檢定來檢視各媒體的差異處，尤其是
客家媒體只能以客家電視臺做為代表，限制事後檢定的可行性。另外，
在新聞目的部分，發現類目以政策分析應該會有宣傳、批評及各方意
見，但結果卻發現除了客家電視臺，真正從這些面向出發的新聞報導不
多，未來的研究分析政策類目應該納入其他概念，檢視主要的新聞報導
面向為何。
而本研究的四大報研究內容為純淨新聞、新聞專題以及社論與投
書，客家電視的取樣也以每日新聞為主，並未包括專門針對浪漫臺三線
議題而製作的「特別節目」或「談話性節目」，此類節目時間較長能針
對政策給予更多資訊，以及相關社區案例，消息來源也會有所不同，本
研究未包括此類新聞節目，可能忽略了客家媒體對此議題的報導質量，
需要後續研究進一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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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藍染是一門美麗的工藝技術，在還未有化工染料的技術時，藍染呈
現的美麗顏色創造出來的財富一度成為臺灣出口的重要標的。然而在化
工染料的低成本及易製作的優點侵襲下，使得藍染的重要性不復存在，
從原先客家村重要收入來源，直到消聲匿跡並失傳。終於過了一段消失
的歲月後，馬芬妹於日本學習工藝聽聞臺灣本身也有此種美麗工藝所需
的植物且臺灣從前也發展過，才使她回到臺灣去研究藍染希望能讓這項
工藝重新現世，這項在臺灣消失的美麗工藝也再度回到大家的面前。
然而臺灣的藍染工藝失而復得，卻從日本得到啟發這件事情來看，
能得知日本德島藍染現今依然存在，並沒有像臺灣的藍染一樣消失過，
是什麼樣的歷史背景下使得這樣一門美麗的技術在不同的兩個地方呈現
兩個不一樣的過程與結果 ? 而這當中我們所缺少的部分與對方所擁有的
差異在哪裡 ? 並且能否成為客家藍染的學習及成長和發展藍染優勢的參
考 ? 即為為本研究的背景與動機。

二、文獻探討
（一） 藍染起源與工藝方法
藍染，是一種天然的染布工藝，劉道廣述最早記載種藍、製藍靛的
文獻是從北魏．賈思勰的《齊民要術》卷五〈種藍〉的文章裡出現，在
裏頭描述種藍的浸種和種植，二是打靛，三是經濟比較。文中所說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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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藍」，有五月雨後拔栽之語，以《周禮》引用「夏小正」的內容，證
明文中的藍所指為蓼藍，是一種藍草作物。到明代．宋應星著《天工開
物》第三卷〈彰施〉說的「藍靛」，是藉由藍靛的染料製作中運用不同
的比例去製造出不同的藍染色彩，表示在宋應星所在的明代藍染產業已
十分的發達甚至且活用於產業上。也因此除了天工開物這類的產業用書
描寫了藍染的實行過程，自然也會有像李時珍這樣，以植物為主描述藍
染所用之植物的種類，這對於用於藍染的植物分辨與參考據今仍有一定
的參考價值。據李民貴（2004：25）於明清時期藍靛業研究所說：「藍
印花布，原理從夾纈而來，古代染色顯花為『纈』。《二儀實錄》：『纈，
秦漢間始有之』。後來隨著染色技術改良而逐漸演變成『藥斑布』，又
稱『澆花布』。《古今圖書集成，蘇州紡織品名目》： 『南宋家定年間，
嘉定安亭鎮創始藥斑布，又明澆花布，宋嘉定終歸姓者創為之。』 」（圖
1）。
可見藍靛的發展極為早，於明代官方更是成立「藍碇所」進行管理，
清代延續織造局的管理又因青藍色布匹為大多數綿布染色首選，需求量
大增帶動了當時國內藍染產業的急速發展，更是於甲午戰爭後達到了國
外出口的巔峰（李貴民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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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藍印花布示意圖
資料來源： Foxy Who （2016：flicker）。

《詩經》裡的小雅採綠篇寫「終朝採綠，不盈一匊；終朝採藍，不
盈一襜。」表示從詩經的年代起就已出現，採集藍草這項作業已經存在
已久，。而藍染本身是一種運用大菁、小菁的馬藍與木藍這些作為藍草
的植物去製作藍靛。藍靛染料又稱「藍泥」、「泥藍」或「藍澱」，
水份較少土塊膏狀稱為 「藍靛」或「靛青」，俗稱「菁膏」（馬芬妹
2007）。現今作法，參考三峽文化協進會在製靛過程的介紹可以知道藍
染的製作分為三大步驟：
第一步將藍草洗淨並進行浸泡，第二步加入石灰進行「打藍」，這
步驟是為了讓色素沉澱為「藍泥」。最後將沉澱後的廢水過濾，取出沉
澱的「藍靛」才是藍染的原料。而「打藍」指的是將浸泡過後的藍色染
料植物（通稱藍草）的色素等色素融於水中後加入適當石灰用力攪拌的
動作，藉由攪拌能將氧氣混和進去，這樣沉澱的色素就會從青綠變為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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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就像是變魔術一樣將顏色越打越藍。而「藍泥」指的是打藍結束後，
讓色素水進行沉澱，這樣靛藍的色素就會漸漸沉到容器的底部。「藍靛」
指的就是靛藍色素沉到容器底部的泥狀物，大多呈現青紫色到暗青的顏
色。
臺灣早期藍染產業所應用的藍草主要是木藍與馬藍，當時用這些藍
草所生成的藍靛成為臺灣出口大宗的產物，客家人亦用藍染發展出具文
化特色的藍布衫，讓早期的客家藍衫，擁有耐髒耐磨的特性，就算褪色，
也可以重新染過再穿。臺灣早期染色原料均採用天然染料，大自然材料
容易染色且色牢度高（陳千惠 2006）。表示藍染這門天然工藝所染出
的布耐光性優良、也因多次的藍染、氧化、水洗與存放的時間可以提高
染色的牢度，使顏色牢且穩定，且較新的藍染出來的衣物還會具有獨特
的芳藍氣味，具有防蟲的作用，自然成為早期客家人日常穿著的首選（圖
2）。以下是本研究整理關於藍染的三項優點。

圖 2 藍染優點
資料來源：作者製圖。

而藍染不僅僅是經濟上的一樣產業，更是美的一樣事物。可見藍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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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很早期就發展不錯，也不難想像在後來發現臺灣也有藍染發展所需的
植物時，這項產業會在臺灣興起的景況。

（二）臺灣藍染的興起與消失
荀子曾說過「青，取之於藍而勝於藍。」是對於藍染的讚美。這種
純天然的染料所染出來的色彩在幾百年前一直是這樣一項重要的存在。
臺灣藍染由中國大陸傳承過來，明末清初渡海來臺開墾的移民，依新北
市三峽區公所網頁描述：

坐著船沿淡水河，逐漸往上游大漢溪畔的三峽地區開墾，形成
村落。「人們為了取水及灌溉方便，大都住於水邊，最早開發
的地區是橫溪、三峽溪、大漢溪附近，後來因所住侷限才漸往
山地發展。因山區範圍龐大，先民耕種之餘，上山伐木、採藤、
燒炭，且三峽近山產大菁，可以製成染料，又有清澈的溪水，
故由淡水河運進布匹，造就了染布業之發展，早年三峽老街的
商店就以染布業為最多。後來有外國人發現三峽地區的山地很
適合種茶，又有天然資源樟樹，於是人們開始種茶及製作樟
腦，染布、茶、樟腦為三峽過去最大的物產。」（三峽概述頁
面）

也因此茶、糖、樟腦在移民及被統治的時期裡扮演著經濟作物的經
濟產物，有著主要出口的重要性。藍染也是一項重要的產出，光緒元年
（1875）鼎盛時期，北臺灣地區自海關出口達 21 萬擔，1880 年淡水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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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統計，外銷的藍靛染料曾高居出口量第三位， 又當時藍靛染料價值
高，因此總金額常居出口首位（林炯任 2008），如以金額統計排名第一，
可說是舉足輕重（圖 3）。

圖 3 1868 臺灣外銷品金額與出口量藍金示意圖
資料來源：作者製圖。

藍草在臺灣種植的記錄始於荷蘭統治時期，經過長期的發展和合
宜的氣候輔助下，臺灣的藍草種植及藍染產業均有極佳的成果，生產
的藍靛品質頗佳，具有染後不易褪色且能泛出閃亮光澤等特色（徐婉
蓉 2017）。有人說過：「當時海外覺得臺灣藍泥染出來的布料會發亮，
臺灣藍染還被稱為『藍金』。」（黃詩茹 2019）。故宮博物院圖書文
獻處的助理研究員蔡承豪（2002：219-224）曾做的分析，「臺灣山藍
的巔峰期約在 19 世紀初至 1860 年代，藍靛以外銷為主；1870 年代至
1920 年代轉為供應內需市場，造就本土染布業的興盛蓬勃」。十九世
紀以後，臺灣各地開始創立染坊，所染之布料除了供應內銷所需，也成
為當時賺取外匯的外銷產品（陳景林、馬毓秀 2004）。但隨著 1897 世
紀初，德國 BASF 公司研發的化學藍靛染料問市，全球藍靛產業無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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倖免受到衝擊，自然臺灣也不例外，日治時期的 1896 年以後，臺灣製
藍產業出現減少的跡象，加上化學染料使藍靛產量迅速衰退。據李瑞宗
（2008：6）於「陽明山地區產業遺址調查與保存規劃」的報告所述，
生產藍靛的藍草（菁礐）約在 1914 年完全停止生產。」大正年間臺灣
的藍靛業還有 3000 戶的規模，昭和 15 年（1940）卻僅剩 10 戶，直到
1945 年、二次大戰結束前，臺灣的藍靛和藍染產業即消失不見（圖 4）
（郭琇真 2016）。當時化學染料成本低且具固染性，加上農民改種更
值錢的經濟作物，在當時注重產量以及成本的年代，一百斤的葉子只能
做出三斤的藍染顏料，工序麻煩而昂貴的耗時耗力所能得出來的結果似
乎已經成為不了當時的資本主義者所關注的地方。化工染料能帶來的利
潤使藍染這項工藝被拋諸腦後，漸漸地從這塊土地上消聲匿跡。

圖 4 臺灣藍染興衰時間軸整理
資料來源：作者製圖。

（三） 臺灣藍染的復出與困難
從臺灣這塊土地消失的藍染，陸續有許多人接棒將藍染在臺灣的版
圖擴大。據臺灣工藝研究發展中心的資料敘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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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 年馬芬妹負笈日本專攻傳統織物時，在日本鄉下紺屋接
觸到藍染，當時她的老師對她表示，日本文獻上有許多調查記
錄，顯示臺灣曾經是產量頗高的藍靛染料產地，那時候的馬芬
妹對臺灣的藍染工藝歷史一無所知，但藍染的味道和日本老師
的話，已悄悄在她心中埋下追尋臺灣藍染工藝的種子」。（工
藝基因庫，藍染頁面）

同為天染工坊創辦人的陳景林與他的妻子馬毓秀。在 1989 年一起
走訪中國西南地區五百多次，在多個中國少數民族的村寨，找到藍染
與其他植物染的搭配關聯（謝仲禮 2017）。從日本回到臺灣任職工藝
研究所的馬芬妹，在 1995 年起為將臺灣的藍染發展出獨特的「臺灣藍
染」，花了很多時間於各地進行田調並對於山藍、木藍等藍染用藍草進
行栽種，失敗無數次後建立了「藍染工序」，1997 年初完成藍染技術
研究報告，在當時國立臺灣工藝研究所已經能染出棉線及麻線和稍短的
藍棉布，之後開始於各地進行教學推廣（國立臺灣工藝研究發展中心
2019）。
2008 年美濃吉東國小老師楊財興同為廣興國小老師的妻子溫文玲
幫助下，依文獻資料找尋藍染脈絡，隔年楊財興請調廣興國小服務，夫
妻倆有空就投入復興藍染工作（林雅惠 2017），楊負責農事學習，溫
投入植物染研究。妻子溫文玲知曉臺灣也有製作藍染所需藍錠的作物大
菁，回到故鄉高雄後，發現尋訪並不順利，四處打聽才知道藍染已然沒
有了在這個城鎮上的跡象，唯一對於藍染還有所記憶的人也不曉得藍染
的製作方法，之後溫在查遍所有文獻資料與實地查訪，拼湊所有文獻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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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與尋訪古老記憶，並拜訪耆老與農試所取得藍草之一的「木藍」作為
育苗栽種，期望能再次復甦廣興的藍染 ……。終於在各方面學者專家
的努力下，在 1990 那年後開始將這失傳已久的藍染再度找了回來。
藍染作家陳玲香說：「在 1999 那一年，我們在陽明山國家公園，
把它發表出來，我們辦了一個活動，有很多臺灣染織界的人都來參加，
因為它是一個蠻特別的事情，也就是說，藍染在失去將近一百年之後，
然後又回到這個世界來。」（黃嫣華 2009）。

（四） 臺灣藍染的復興到傳承至今
臺灣藍染的復興成功，臺灣的復興學者與專家做為推廣人士功不可
沒，尤其在藍染的技術復興後，臺灣工藝中心與學者合作推廣開班授
課，規劃一系列的課程與線上的技術 e 化保存，試圖將這回復不易的藍
染再次推廣傳承到未來，於是在他們的努力下，至今藍染的推廣與教學
大有發展跡象，藍染工藝 DIY、藍染課程體驗與一年一度的藍染節。且
有不少的授課學員帶著發揚藍染的精神開創了數於自身的藍染品牌，期
望運用藍染這項工藝技術打造屬於自己的一片天。
但藍染的教學推廣與藝術節的形式，確實讓更多人看見藍染，卻少
將藍染推向更其他的產業，而開創藍染品牌的這條路被推廣為文化創意
結合產業的方式在現今角度看來走向較為小眾的發展，另依相關研究表
示，現今也因應自然的潮流，藍染的重要性再度被看見，但因藍染的製
作耗時較長、成本較高。雖然有著天然的光環，防蟲、色牢、耐光的優
點，依然呈現小眾發展（賴志純 2019）。下表 1 為問卷調查消費者對
客家藍染產品的喜好後經由結果進行討論對於藍染產品發展的四點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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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

表 1 客家藍染發展建議
發展建議
1

藍染背景的故事理念 – 天然染劑的重要性對比化學染料的活用。

2

藍染優點的傳播與納入產品設計 – 連知曉藍染的消費者都不一定知道藍染本身優點。

3

品質與價格的定義 – 藍染所製成之商品的品質把關，藍染商品之認證標章 ?EX：
MADE IN TAIWAN

4

藍染產品的多項開發 – 男性藍染市場的拓展。

資料來源：賴志純（2019：6）。

（五） 日本德島藍染的興起與衰退
藍染所用的藍草其中的「蓼藍」大約在 6 世紀從中國流傳到日本，
因為藍靛藍染後的布料不易退色，因此大量於日本栽植。特別是在日本
德島縣的阿波地區，尤其是吉野川流域，藍染在此成為了他們的文化特
色影響了七百多年至今，在此稱為「阿波藍」。阿波藍的起源能追朔至
平安時代，傳說在德島山岳地帶的「阿波忌部」，為了將當時織出來的
荒紗染色，開始種植蓼藍（江美玲 2018）。最早有資料「見性寺文書」
中的《見性寺記錄》寫到「翠桂僧都唐之染葉を植ゆ、色衣を」譯為「翠
桂僧都種植唐朝的染葉，穿上帶顏色的衣服」。這一段文字一般被認為
是關於阿波藍最早的記錄。（三好昭一郎 1996）。而據日本德島縣官
方網站所述：

1445 年《兵庫北關入船納帳》中有關於大量藍葉從阿波運往兵
庫港的描述，所以一般認為「阿波藍」從室町時代就已經有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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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造及流通。（傳統文化，阿波藍頁面）

到了江戶時代（1585）「蜂須賀家政公」上任德島藩主要職，開始
提出一系列政策保護和鼓勵蓼藍種植與藍靛的生產，一系列政策使藍染
業繁榮至極，而德島藩的當時的財政來源大多就是源自於藍染的租稅。
元祿時代來臨，日本全國各地種植棉花開始漸漸增加，讓阿波藍的印染
技術隨之開始新一波大量生產。一直延續到戰國時代武士盔甲下的衣襯
（圖 5）也使用藍染，是因為戰爭勝利要勝利就需要勝色（黑色諧音），
能帶來好運，刻意將使用的藍色濃度調高近似勝色（黑色），使得大規
模的正式量產。在今日德島脇町老街區就是當年藍染在此繁盛的見證
（江美玲 2018）。至此之前的藍染多為將藍葉浸入水中，用沉澱後的
汁液進行染色，到了天文 18 年（1549）據日本文化遺產關於阿波藍古
址的翻譯介紹：

江戶時代寫成的軍事紀念故事《三好》中記載了「三好義賢」
從關西地區的青屋請來「四郎兵衛」成功地將藍染製作靛藍染
料「Sukumo」的技術流傳到過來並從上面賺取了米 ......。
（藍靛的故鄉，阿波頁面）

「Sukumo」指的是一種採用經發酵後的藍葉染料，也就是發酵後
的藍靛，去進行染色的技術，讓藍染從這時候開始又有了新的發展。到
了明治 36 年（1903），達到藍草種植最大，德島縣的栽培量竟然就佔
全國總量的一半。但後期出現了印度質優價廉的印度藍便輕鬆的佔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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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場，及德國化學合成的人造藍才導致日本藍染的發展呈現衰退趨勢，
而後期雖然有一度因為政府的保存協會成立而有所復甦趨勢，但化學染
料影響還是甚大。

圖 5 武士盔甲
資料來源： Dean （2006 : flicker）。

（六） 日本德島藍染從衰退至今繁榮
發展 700 多年的傳統藍染生產地德島，衰退時曾經的藍染職人從初
千多變成了現在僅僅五家工廠在傳承著這項傳統工藝。其他除了德島之
外，日本岡山縣、琦玉縣、東京都等也保存著相關的藍染工廠（江美玲
2018）。而近年因為現代人開始追求自然且重視健康的意識抬頭，讓阿
波藍再度受到喜愛並更加的發揚光大。
日本藍染在昭和 30 年（1955 年）已被指定為日本重要無形文化財
（ヨリ未知 SENDAI 2019）。在藍染的發展上，因日本文化本身的關
係，傳統武士服的製作雖已不需要，但在現今仍有劍道活動的日本人所
著劍道服的製作則一貫由藍染的工藝進行製作。並且日本皇室在某些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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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場合上出現的高等衣料製作也是由從古傳承至今的藍染職人殊榮製作
至今。而許多現代產業也看出藍染優勢與天然染料的獨特性。紛紛進行
了品牌上的合作，如藍染為主的衣物設計，抑或是以藍染製作的牛仔
褲，還有更多的設計師看見藍染的發展性。參加 Tokyo Fashion Award
2018 並得獎的品牌－ KUON。是一家藍染古布服裝品牌，KUON 決定
在東京時裝周中首次踏上時裝舞臺，向世界宣揚他們的品牌及重現日本
承傳下來的工藝。並且在日本本土品牌 initial 販售（Sai 2019）。還有
英國設計師 Sebastian Conran 與日本岐阜縣合作振興當地工藝與手工有
機和棉布生產商マインド松井（Mind Matsui）合作的藍染布氈（明報
2019），充分發揮棉布本身的彈性及保暖功能和藍染的多方面發展。

（七）客家藍染與藍衫的關聯
根據「新北市三峽三角湧藍染坊」理事陳明理說：「藍染」不是專
屬於客家的（李瑞英 2015）。客家藍衫是透過去買藍染織布所發展開
來的，並把藍染納為客家的特色，其中的發展跟客家藍衫脫不了關係。
客家人將藍衫的優點發揮到極致，將藍染成為他們生活中的一部分。然
而視作精神象徵的藍染，卻也不敵時代的變遷，中間有一度的消失，李
瑞英於客家九芎林研究裡，將客家人變遷時所居住及常駐的位置做了探
討。可以明顯看出各地多少都有客家人發展的痕跡，其中美濃在清朝曾
是藍染重鎮，卻因工業革命及化學染料發明，讓藍染逐漸消失。（客委
會 2019）。美濃氣候極適合栽植木藍，在日治時期前已廣植木藍自製
染料，開設藍染坊染製棉麻藍布，供應六堆客家聚落裁製傳統客家藍布
衫，成為客家文化象徵之一（黃山高 2001）。印證了前述所說客家藍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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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發展開始，是由「買布」而來，而客家人除了買布，也進行了染布的
產出，只是除了產出藍布，他們將藍染這項技藝穿出了客家人的精神，
形成獨特的藍衫文化，而這項文化發展的前提，是這項技藝的繼續與傳
承，才能達到客家藍染更多方面的發展，形成除了藍衫以外的客家精神 ?
是現在客家藍染所面臨到的議題，也是本研究想探討關於客家藍染的設
計走向建議。

（八） 小結
從前述資料可以讓我們知道，臺灣與日本的藍染發展一開始都建立
在於經濟作物的種植，製造出口的大宗產物，形成當地的重要來源。在
之後的人造染料出現後對於雙方都造成了很大的打擊，甚至改種其他的
作物，在這樣的情況下，臺灣的藍染消失，而日本衰退，卻沒有到失傳。
導致到後來直至近代天然染料成為了一項特別的資源優勢時，日本能有
這項優勢，而臺灣卻無法及時拿出，在好不容易復育成功時，卻也比別
人晚了一步。
文獻探討部份從背景來看我們可將臺灣與日本藍染的歷史背景用來
知道兩者，一樣都是以經濟作物開始，一樣都受到化學染料波及，臺灣
的藍染在此進入消失的時代，而日本德島的藍染還保留著，到近代日本
德島藍染走入文化納入重要文化財，而臺灣則剛進入復育的階段，當日
本德島藍染走入了現代產業時，臺灣才剛進入被納入文化的地區還未到
完全與現代產業接軌的時候。這時我們可以從整理的對照參考圖 6 發現
在從衰退的這段時間開始就對兩方造成不一樣的發展，甚至可以說是重
要的轉捩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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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 臺灣日本藍染發展對照參考圖
資料來源：作者製圖。

藉由前述的文獻探討我們可以知道日本德島藍染的相關傳統產物的
製作都保留著藍染的工藝並且以傳承為驕傲，我們可以假設這具有精神
象徵的傳統產物就是日本德島藍染得以傳承的主要原因。而臺灣客家的
藍布衫同樣是具客家文化的精神象徵，同樣為精神象徵的產物是缺乏了
什麼因素才導致中間的失傳 ? 要如何加強這項精神元素是在背景部分所
需要探討的。在後續看階段圖發現，基本上臺灣前進時總是照著別人走
過的方向在走，然而在結合進入現代產業這一塊，日本藍染已然發展的
成熟，當人提到藍染，那就是日本的工藝更甚被稱之為「日本藍」，是
否我們也有機會做出不同改變 ?
為此本研究除了藉由歷史背景探討臺灣藍染與日本藍染主要的消失
與傳承的因素學習永續發展的精隨以外，將對於現今兩方發展藍染的情
況進行資料收集及研究方法的分析探討，期望以現今設計及消費者的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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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給與實際的設計發展建議。

三、 研究方法
本研究將以探討雙方文化背景以及現今產品的發展現況作為研究方
法的兩個階段。第一階段文獻探討可以知道客家藍染與日本藍染的文化
背景影響，及探討到有研究以問卷調查方式歸納出對於客家藍染商品的
發展建議（賴志純 2019）。第二階段延續第一階段文獻探討歸納出發
展建議的樣本，以客家藍染以及日本藍染的商品發展進行 QFD，品質
機能展開法分析，又稱「品質屋」的方式進行產品未來發展的根據進行
研究並建議。由這兩個階段學習其背景及現今發展優點改善自身缺點，
找其日本藍染發展精髓且探討是否能改善客家藍染的現況，結合藍染天
然的重要性，與現今消費者看待藍染產品的觀點期望延續前人的珍貴傳
統，發展日後的工藝遠景。

（一） 進行討論的研究參考樣本
客家藍染研究樣本引用文獻探討出客家藍染發展建議之樣本進
行第二階段的商品的研究參考樣本 （賴志純 2019），是以臺灣販售
文 創 商 品 網 站 PINKOI 蒐 集 現 今 客 家 自 有 品 牌 的 藍 染 商 品， 搜 尋 藍
染 商 家 當 年 度 熱 賣 的 藍 染 產 品。（ 如： 卓 也 藍 染、S.A 等 2020 年 藍
染 商 品 熱 門 商 家 商 品 銷 售 榜， 相 關 商 品 於 https：//www.pinkoi.com/
search?q=%E8%97%8D%E6%9F%93 可 見 ） 及 日 本 藍 染 研 究 樣 本 涉 及
許多種類型的，可參考 JAPAHOLIC 進行參考蒐集（圖 7）。（可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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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japaholic.com/tw/article/808185/ 見 到。） 類 型 包 括 包 包、
文具、飾品、相關應用等等……。

圖 7 客家藍染參考樣本（左）、日本藍染參考樣本（右）
資料來源： PINKOI、JAPAHOLIC 搜尋結果網頁截圖。

（二） 研究流程
第二階段的研究探討以六位具有設計相關背景並知曉藍染商品以及
藍染這項技術的碩士班學生進行 KJ 法的發想與討論。對於藍染商品，
顧客希望看到何種的產品以討論的方式發想並分類，將 KJ 法歸納出的
消費者對於藍染商品的需求填入 QFD（品質機能展開法）並與商品本
身可調整之技術進行研究，之後比較日本藍染及客家藍染的產品樣本在
這些不一樣需求的達成度比較，總結出具方向性的改進要點，並且對應
第一階段歸納出的客家藍染發展建議一起討論，最後歸納出可以繼續提
升發展需要改善或需精進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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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分析與討論
（一）藍染 QFD 分析
本研究以六位具設計背景的碩士班學生進行焦點團體的組成並以
KJ 法的方式進行消費者對於藍染商品需求的討論，在 33 個需求的關鍵
字裡（青春、文創、有質感、有活力、樸實、簡單、舒服、獨特性、文
青、平價、輕奢、多選擇、有創意、實用、地區性、傳統、價格合理、
創新、售後服務、多功能、在地化、商品在發展、象徵、不同藍色、清
爽、意想不到、溫柔、再利用、環保、多用途、新創造、沒看過、限量）
進行相關性的分類（表 2）、討論與比較，最後歸納出十項顧客對於藍
染商品的需求，分別為獨特性、多選擇、實用性、價格合理、創新性、
售後服務、多功能、在地化、青春感、商品在開發等十項需求。

表 2 KJ 法分類討論整理
序號 分類

相似字串

相關討論要點備註

1

獨特性

限量

無

2
3
4
5
6
7
8
9
10

多選擇
實用性
價格合理
創新性
售後服務
多功能
在地化
青春感
商品在開發

多樣性、不同藍色
簡單
平價、輕奢
有創意
再利用
多用途、環保
樸實、舒服、地區性、傳統、象徵
有質感、有活力、文青、清爽、溫柔、
意想不到、沒看過、新創造

無
無
無
無
商品的回收或維修
牽涉功能及材質
具客家藍衫精神感
有客家藍衫精神感
不是只有布料的選擇

資料來源：作者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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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 Qfd 分析表內填入七項商品可調整之商品技術欄位填入商品成
本、商品材質、製作方向、使用功能、使用方法、商品造型、商品規格，
並比較對於客戶的需求目前商品技術的相關程度「Θ」表示高相關（9
分）「Ο」表示中相關（3 分）「▲」表示低相關（1 分），空白表示無
相關。後根據焦點團體法討論顧客對於十項需求的重要程度（1-10）來
進行相關性的評分並計算權重方便後續比較。結果如下表所示（表 3）。

商品規格

商品造型

染料使用方法

8.0
6.0
8.0
10.0
8.0
6.0
4.0
6.0
7.0
10.0

商品使用功能

1
2
3
4
5
6
7
8
9
10

商品技術

製作方向

客戶需
求重要
度

商品材質

編 計算
號 權重

商品成本

表 3 藍染 QFD 分析表

客戶需求
Θ
Θ
Θ
Θ
Θ

Θ
Θ
Θ

Θ
Ο
Θ
Θ

Θ

Θ

Ο
Θ
Θ
▲
Ο
▲
Θ

Θ

規格增加

Θ
Θ
▲
Ο
Θ

想法的創新

Ο
Ο
Θ
Ο

▲
▲
Θ
▲
Θ

商品的設計應用開發

Θ
Θ
Θ
Ο
Θ
Θ
Θ
Θ
Ο
Θ

商品的設計應用開發

Θ

Θ
Θ
Θ
Θ
Θ

多樣化處理

Θ
Θ
Ο
Θ
Ο
▲
Ο

質感的提升

獨特性
多選擇
實用性
價格合理
創新性
售後服務
多功能
在地化
青春感
商品在開發

設計符合價格

11.0
8.2
11.0
13.7
11.0
8.2
5.5
8.2
9.6
13.7

9
9
9
9
9
9
9
509.6 661.6 760.3 420.7 606.8 776.7 432.9
12.3 15.9 18.3 9.7
14.6 18.7 10.4
資料來源：作者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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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方白底至灰色區塊列由上至下分別為「據上方商品技術所提出之
解決方法」、「欄位權重」、「根據相關性與計算權重算出的重要度」、
「根據重要度計算的可改進程度百分比」。「據上方商品技術所提出之
解決方法」是據商品技術討論提出的解決方式，因此關於商品的使用功
能與商品的造型解決方式都同屬需要商品的設計應用與開發。而「欄位
權重」在此因為每項為未執行的改進點，因此重要度是一樣的。「根據
相關性與計算權重算出的重要度」是以左側的計算權重與填入表格的評
分進行計算得出的結果、「根據重要度計算的可改進程度百分比」由數
字大到小表示可改進的優先比重，可以發現根據比重具第一改進順序的
商品可調整之技術為：商品造型 > 製作方向 > 商品材質 > 染料使用方法
> 商品成本 > 商品規格 > 商品使用功能。
可以看到商品造型與製作方向上皆以 18.7 及 18.3 的高比重列於第
一、第二，兩者想同點在於獨特、多選擇、實用及創新皆拿下高關聯性，
表示在商品的造型及製作方向上消費者希望能滿足這些需求。而在染料
的使用方法裡獨特性以及多選擇還有創新性也皆在裡面，表示在前三項
的顧客需求裡，獨特性及多選擇還有創新性是顧客選擇藍染商品的重要
點，也因為商品使用功能與獨特性及創新性關聯較低，所得改進權重也
較低。
而表 4 是品質屋對於客家藍染及日本藍染在客戶需求性的比較，可
以發現在獨創性、多選擇以及創新性客家藍染商品分數皆低於日本藍染
商品，其中創新與商品在開發程度相差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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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特性

3

5

2

8.2

6.0

多選擇

2

4

3

11.0

8.0

實用性

4

4

4

13.7

10.0

價格合理

3

4

5

11.0

8.0

創新性

2

5

6

8.2

6.0

售後服務

1

3

7

5.5

4.0

多功能

2

3

8

8.2

6.0

在地化

3

5

9

9.6

7.0

青春感

2

4

10

13.7

10.0

商品在開發

2

5

5

8.0

4

11.0

3

1

2

客戶需求

1

商品技術

需求表現

客戶需
求重要
度

日本藍染

編號 計算
權重

客家藍染

表 4 QFD 分析表

資料來源：作者製表。

本研究經由分析推論由於客家藍染發展產品種類多樣性較少，且應
用範圍較日本藍染不廣泛。比如客家藍染多應用在布藝上，而日本藍染
除了有拼布等多樣的變化外，還有肥皂、鞋子、吉他、文具、錶帶……
等。可以看出客家藍染在商品在開發部分較為薄弱，而創新性也在品項
上及表現方式較為稀少，使消費者與日本藍染比較起來在商品的創新及
開發的部分較沒有所表現。缺少自我定位，在獨特性與在地化部分也與
日本藍染有第二大的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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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結論與建議
（一）客家藍染發展建議
最後結合第一階段文獻探討要點做以下總結，在文獻探討部分得出
藍染本身具有耐光、色牢及防蟲等優點且因為各方人士的努力，加之現
今重視天然的意識使得臺灣藍染重現並發展但依然缺乏自我的原創性及
特點，而以文化精神作為日本德島藍染主要之原因，那是有所故事、結
合日本職人有所緣由的精神。是在客家藍染身上所看不見的，加上第一
階段文獻所指之客家藍染設計發展建議四點與第二階段與日本藍染商品
比較結果來進行相對應探討本研究做出下表 5 總結。

表 5 發展建議總結表
原客家藍染發展探討建議

加入日本藍染比較之建議

藍染背景的故事理念 – 天然染劑的重要
性對比化學染料的活用。

藍染背景的故事理念及染劑特性活用的創新方
法

藍染優點的傳播與納入產品設計 – 連知
曉藍染的消費者都不一定知道藍染本身
優點。

藍染優點與獨特性納入產品設計 。
– 使消費者從中得知藍染優點

品質與價格的定義 – 藍染所製成之商品
以提升產品獨特性與多樣性進行品質提升確立
的品質把關，藍染商品之認證標章 ?EX：
自我定位、建立客家藍染獨有品牌。
MADE IN Taiwan
藍染產品的多項開發 – 男性藍染市場的
拓展。
資料來源：作者製表。

藍染產品的多項開發與創新性的嘗試。從布藝
上升至產品應用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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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臺日藍染 QFD 分析與客家藍染發展建議
藉由 QFD 分析對於藍染文化分析與設計發展探討的總結可以了解
到客家藍染具有技術，但特性及獨特性的表現較少使消費者對於其優點
視而不見，且自我特色不明確缺少定位。可以依照表三得出的權種進行
改進項目的順序：商品造型 > 製作方向 > 商品材質 > 染料使用方法 > 商
品成本 > 商品規格 > 商品使用功能去檢討。討論後從當中排除無法進行
的建議可得出下述 25 點建議，並依 QFD 歸納之權重進行項目的改良順
序進行排列：
1. 商品造型融入藍染背景的故事理念且須創新
2. 商品造型融入藍染優點與獨特性納入產品設計 。使消費者從中得知
藍染優點
3. 商品造型須提升產品獨特性與多樣性進行品質提升確立自我定位、建
立客家藍染獨有品牌。
4. 商品造型的多項開發與創新性的嘗試。從布藝上升至產品應用概念。
5. 製作方向不同融入不同的藍染背景的故事理念
6. 製作方向融入藍染優點與獨特性納入產品設計 。- 使消費者從中得知
藍染優點
7. 製作方向須提升產品獨特性與多樣性進行品質提升確立自我定位、建
立客家藍染獨有品牌。
8. 製作方向的多項開發與創新性的嘗試。從布藝上升至產品應用概念。
9. 商品材質融入藍染背景的故事理念且須創新
10. 商品材質入藍染優點與獨特性納入產品設計 。使消費者從中得知藍
染優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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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商品材質須提升產品獨特性與多樣性進行品質提升確立自我定位、
建立客家藍染獨有品牌。
12. 商品材質的多項開發與創新性的嘗試。從布藝上升至產品應用概念。
13. 染料使用方法融入藍染背景的故事理念且須創新
14. 染料使用方法融入藍染優點與獨特性納入產品設計 。- 使消費者從
中得知藍染優點
15. 染料使用方法須提升產品獨特性與多樣性進行品質提升確立自我定
位、建立客家藍染獨有品牌。
16. 染料使用方法的多項開發與創新性的嘗試。從布藝上升至產品應用
概念。
17. 商品成本須提升產品獨特性與多樣性進行品質提升確立自我定位、
建立客家藍染獨有品牌。
18. 商品成本的多項開發與創新性的嘗試。從布藝上升至產品應用概念。
19. 商品規格融入藍染優點與獨特性納入產品設計 。使消費者從中得知
藍染優點
20. 商品規格須多樣性進行品質提升。
21. 商品規格的多項開發與創新性的嘗試。產品應用概念。
22. 商品使用功能融入藍染背景的故事理念且須創新
23. 商品使用功能融入藍染優點與獨特性納入產品設計 。- 使消費者從
中得知藍染優點
24. 商品使用功能須提升產品獨特性與多樣性進行品質提升確立自我定
位、建立客家藍染獨有品牌。
25. 商品使用功能的多項開發與創新性的嘗試。從布藝上升至產品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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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念。
後藉由 25 點建議的實行順序推出對應 25 點未來發展的設計建議說
明（表 6），期望能對客家藍染的設計發展有所幫助。

表 6 研究所列二十五點未來發展設計建議
編號 25 建議的實行順序

設計建議說明

1

商品造型融入藍染背景的故事理念且須創新

客家意象的融入造型設計。如：油桐
花的造型商品。

2

商品造型融入藍染優點與獨特性納入產品設 藍染優點的商品外型設計。
計 。- 使消費者從中得知藍染優點
如： 遮陽傘（耐光）

3

商品造型須提升產品獨特性與多樣性進行品
商品的造型獨特並多。
質提升確立自我定位、建立客家藍染獨有品
如：客家藍染獨有之設計的造型花紋
牌。

4

商品造型的多項開發與創新性的嘗試。從布 硬的造型設計。
藝上升至產品應用概念。
如：單車坐墊設計

5

製作方向不同融入不同的藍染背景的故事理 傳統客家藍布衫的改造設計
念
如：加入拉鍊、排扣

6

製作方向融入藍染優點與獨特性納入產品設 製作藍染商品設計帶入藍染特性。如：
計 。- 使消費者從中得知藍染優點
蚊香（防蟲）

7

製作方向須提升產品獨特性與多樣性進行品
商品客制限量化
質提升確立自我定位、建立客家藍染獨有品
如：藍染染紋訂製，數量的控制。
牌

8

製作方向的多項開發與創新性的嘗試。從布 不是只有布能做藍染商品。
藝上升至產品應用概念
如：油漆的藍染色開發。

9

商品材質融入藍染背景的故事理念且須創新

10

商品材質入藍染優點與獨特性納入產品設計 藍染商品的材質發揮藍染優點。如：
。- 使消費者從中得知藍染優點
藍染登山裝備（防蟲

11

商品材質須提升產品獨特性與多樣性進行品 客家特有的藍染色與適用的材質定
質提升確立自我定位、建立客家藍染獨有品 義。
牌
如：客家藍染代表色建立。

12

商品材質的多項開發與創新性的嘗試。從布 不同材質的設計嘗試。
藝上升至產品應用概念
如：尼龍

13

染料使用方法融入藍染背景的故事理念且須 染料花樣加入客家藍染故事。如：客
創新
庄歷史敘述圖染

藍布衫的新改變
如：尼龍、針織藍布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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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染料使用方法融入藍染優點與獨特性納入產 染料的使用上帶入藍染優點。如：藍
品設計 。- 使消費者從中得知藍染優點
染油漆的開發（色牢、防蟲、耐光）

15

染料使用方法須提升產品獨特性與多樣性進
染料使用之流程簡短或染料使用流程
行品質提升確立自我定位、建立客家藍染獨
開發數據化。
有品牌

16

染料使用方法的多項開發與創新性的嘗試。 染料使用之花樣技巧開法
從布藝上升至產品應用概念
如：染色花樣設計數據化與排列創新

17

商品成本須提升產品獨特性與多樣性進行品
市場調查與價格和銷售的設計。如：
質提升確立自我定位、建立客家藍染獨有品
是否商品開發是否單一或組合。
牌

18

商品成本的多項開發與創新性的嘗試。從布 產品的多方嘗試。
藝上升至產品應用概念
如：染料的材質改變。

19

商品規格融入藍染優點與獨特性納入產品設 藍染商品顏色之深淺。
計 。- 使消費者從中得知藍染優點
如：顏色越深耐光性越強。

20

商品規格須多樣性進行品質提升

21

商品規格的多項開發與創新性的嘗試。產品 主商品本身的多規格嘗試。
應用概念
如：符合人因的規格設計

22

商品使用功能融入藍染背景的故事理念且須 客家意象融入使用功能
創新
如：客家人節儉精神設計的錢包。

23

客家藍染商品使用時會想到藍染的優
商品使用功能融入藍染優點與獨特性納入產
點。
品設計 。- 使消費者從中得知藍染優點
如： 遮陽傘（耐光）

24

商品使用功能須提升產品獨特性與多樣性進 客家藍染商品獨有之特性
行品質提升確立自我定位、建立客家藍染獨 如：藍染油漆設計原由比一般油漆更
有品牌
具耐光且色牢的獨特性。

25

商品使用功能的多項開發與創新性的嘗試。 藍染商品的使用功能多樣化。如：藍
從布藝上升至產品應用概念
染蠟燭設計。

產品規格多即增加多樣性，如：不一
樣的商品大小。

資料來源：作者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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莊英章、黃宣衛主編，2018，《客家移民與在地發展》。臺北：中央研
究院民族學研究所。1+366 頁。
盧正恒 *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人文社會學系助理教授

2014 年，客家研究計畫在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與科學研究中心成
立，由莊英章擔任主持人，期待通過跨學科的方式建構「客家研究」為
一獨立學科；2016 年，民族學研究所黃宣衛接替任務，該研究計畫亦
順勢轉移至該所執行。此過程雖稱不上從跨領域到聚焦學科間的轉移，
但卻能一窺客家研究在臺灣學術圈從定位上稍嫌不明確的模糊性，到現
今以「族群 （ethnicity）」為核心通過人類學、社會學、歷史學研究方
法探索的典範變化。此書即是在此脈絡下誕生的產物，為該計畫第一
階段的成果，共收錄 10 篇來自人類、社會、歷史學等各領域學者的作
品，通過客家在中國、臺灣和新加坡的土客關係，嘗試釐清客家族群在
不同時期、移民到不同地點後，於該地的生存策略和認同形成。本文將
回顧、介紹諸篇，嘗試通過重組順序，理解各篇文章可被置於比較帝國
史（comparative imperial history）概念下，認識是否可從長時段（longue
durée）與較廣的空間觀察下，探詢帝國各邊疆以及時間上縱向、空間上
橫向的跨帝國、跨地域之客家族群與移居地原生族群間關係、互動、認
同之變化，理解是否有何模式可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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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論或者回應論文集一向不是一件輕鬆的工作，由於每一篇論文都
出自一位成熟的學者、也都提供精彩的論證和資料；從這點而言，論文
集的出現無疑是學界對某一課題的精華濃縮。然而，每一篇文章都有其
潛在讀者群或是寫作目的，如何把他們全部置於同一框架下 ── 這框架
往往圍繞體現於書名《客家移民與在地發展》── 回應一個宏觀的議題，
則取決於主編對該課題的宏觀視野。莊英章與黃宣衛二位前後任運籌帷
幄客家研究計畫的主持人，藉由這本書中 10 篇論文，將回應一個古老
且充滿不同聲音的議題：移民與移居地域社會的關係。
本書共計 10 篇文章、分為三大部分：「明清時期嶺南與西南地區
客家之遷徙與形成」、「客家在臺灣的移墾與族群互動」、「客家認同
的建構與變遷」。前二部分以「土客關係」為主軸進而觸及客家認同建
構，區分第一、二部分的主要依據是地理空間：第一部分探討在中原本
土（China Proper）的客家移動，第二部分空間則是聚集於臺灣。第三
部分以主題而不以地理空間區分，聚焦於客家認同的形成，含王甫昌、
陳麗華兩篇討論臺灣客家形成的作品與賴郁如分析新加坡客家族群多層
次認同的文章。
從研究方法、使用資料而言，本書有著相當濃厚的田野調查傾向。
除了王甫昌的文章外，其餘作品均通過田野調查收集的材料為主要研究
方法，將發生於不同時間、空間的個案，置於歷史脈絡下探索。這樣的
取徑與洪馨蘭、莊英章在〈導論〉中提到科大衛（David Faure）多年來
從事的歷史人類學／華南研究有異曲同工之妙（莊英章、黃宣衛 2018：
7），也是近十餘年來關於地方社會研究的關鍵取徑。1 因此，從方法論
1

明清史研究中，通過香港、中國學者的合作，從香港、廣東、福建為發展起點，在過
去三十年來有一種從基層社會、強調田野調查與地方文獻的研究方法，經由理解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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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觀察，通過這樣的研究方法進行探索可謂是本書一大亮點。
第一部分的三篇文章，旨在闡述客家在中原本土（China Proper）
空間上的遷徙、面臨困境和對應策略，進而理解客家認同、文化和既有
土著族群的融合、排斥、孤立等狀況及生存策略。黃志繁的〈家族與城
堡：龍南關西徐氏宗族個案研究〉，通過調查收集的族譜和口述傳說，
探討徐氏宗族自明代中葉定居於江西南部的歷史。該地為多省交界，官
方管制力不彰，在明末叛亂頻發，地方社會往往自行武裝或是加入叛亂
一方（唐立宗 2002）。徐氏宗族面臨此狀況，通過協助官兵攻打盜賊，
獲得軍功並修建具有軍事功能的宅邸。到了清代，藉由商業和科舉，進
一步發展成為地方上的豪族。徐氏宗族的個案歷史，是明末清初邊疆社
會上許多家族共享的歷史、一則典型的縮影。黃志繁之研究扎根於地方
文獻，不過並未詳談他所關注的徐氏家族為何屬於客家族群；尤其，該
文以「客家認同的本質，實際上是國家認同」做結尾（莊英章、黃宣衛
2018：31），但該文分析過程中並未對此論述有更多闡析。是因為該處
屬於「客家」地域或因徐氏家族使用客家方言呢？又，為何納入客家認
同的本質與國家認同有關係？對於客家與這些宗族之間的關聯未完整陳
述、論證亦稍嫌薄弱，是本文較可惜之處。
陳世松〈大移民時代的歷史記憶與巴蜀客家面相〉，討論客家族群
在移民填川歷史背景下的歷史記憶和族群互動。通過分析族譜所載的歷
史記憶，嘗試以比較研究的角度，整體地觀察的多元面相。通過客家族
群在川的經濟活動、族群特色等，嘗試將客家移往四川的過程視，與移
制度和各式禮儀如何被民間社會與人群所實踐、利用；雖然不是被廣為接受的名詞，
但一般來說此方法被冠上「歷史人類學」或「華南學派」。可參見李仁淵（2018：
109-140）、趙世瑜（2015：43-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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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臺灣的海路遷移進行比較，建構客家陸路遷移模式。此文中，作者
特別強調客家群體做為佃農協助開墾，同時也從事經濟生產活動，換取
商業利益，同時他們一方面溶入強勢的湖廣文化，卻同時也通過祖先論
述、族內通婚、語言等保留了它們的族群意識。其中值得一提的是客家
族群在四川從事開墾與在臺灣作為「閩主粵佃」模式雖然表面上看起來
類似，但卻有相當大的差異：四川拓墾與先來拓殖大戶、與後到客家移
民充作佃戶有關（莊英章、黃宣衛 2018：50）。在臺灣 ── 尤其是六
堆等地 ── 粵籍佃戶卻是因為閩籍業主排擠粵籍地主掌握稅收主動權的
制度性變動有關。2 陳世松文章的另一個觀察重點在於移民所建構的家
族記憶，他指出創傷性、苦難性二種記憶闡述了移民的故事，其中不免
有時間錯植的狀況；這點和趙世瑜有關洪洞大槐樹、邱源媛關於燕王掃
北的家族記憶相呼應。3 從這樣的觀察，可與「真實」與「事實」的結
構式記憶相呼應，與本書另一篇文章羅烈師對周氏家族的分析中，亦可
見到有關分析，尤其是周三合結構性遺忘家族遷移至彰化的部分，建構
新的家族故事 ── 雖然此間並未見到如四川般災難的記憶、亦未建構出
「饒平某株大樹」的宗族歷史記憶，但此種移民後的記憶型塑反映了其
後的族群認同（張維安等 2021：iv-vi）。不過，陳世松羅列八項有關
客家移民於四川的特色，實際上這不必然是客家族群所獨有的，也就是
說我們該如何認識這些特色屬於普世性（universalness）情況或獨特性
（uniqueness），或仍有待作者進一步闡述。
王東〈遷移經驗與文化認同：以清代浙西南與贛西北的客家移民為
有關「閩主粵佃」的論述，可參見李文良（2011：23-48）、陳秋坤（2009：1-28）、
2		
陳秋坤（2004：1-26）。
3 趙世瑜（2018）、邱源媛（2015：165-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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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同樣在比較框架下，理解客家移民在贛西北、浙西南二處所反映出
來的文化差異與適應策略。作者先討論客家群體移居二地的過程，指出
客家原鄉在 17 世紀以後因長期平和致使人口遽增，同時期浙、贛經歷
大規模戰亂導致人口欠缺和格局變動，上述一拉、一推促使客家移往這
些區域。此後，晚期中華帝國政權為了處理新遷入的移民所產生的社會
問題，入籍政策就成討論核心之一。作者轉向分析制度層面，以入籍來
探討棚民（當地對客家人的稱呼）與土著間的關係。指出，移往浙西南
的客家群體因入籍過程較順利，土棚並未有強烈的衝突產生，該處的衝
突反映在環境和地域上的經濟、資源之生計模式競爭。相反地，在贛西
北的客家移民，由於壓縮到土著權益，土棚保持長期緊張互動，因此客
家族群保持著更加深刻的文化獨立性，因而產生更加明確的族群認同。
王東之文可被視為環境史、族群研究、制度史之結合，試著從客家人入
籍進行剖析。近年來不少環境史學者也關注到此議題，尤其是在探索環
境資源競爭過程中產生的認同問題。4 其中，在有關浙西南環境資源競
爭的狀況，可和本書另二篇由陳志豪、洪麗完所書寫關於臺灣番界的研
究相呼應、對話。王東的研究中一項基礎的分析，是根據康熙朝《寧化
縣志》的人丁紀錄，闡述人口無損耗，但這樣的人口變化是可供檢視的
真實戶口登記、又或者有他種解釋（如為了避開賦稅而並未實質登記、
因戰爭而湧入的大量寄籍人口等狀況）？另外，本文有關土棚學額、科
舉等問題產生的深遠影響直到二十世紀初期仍存在，此客家移民與當地
土著間競爭與臺灣粵籍學額，二者均是爭取獨立名額換取未來可能的政
治前途、並且在帝國處理移民學籍科舉的脈絡下；尤其根據李文良和王
近年來在清史領域，一個重要的作品是 David A. Bello 的研究，通過帝國在不同環境下
4		
運行差異制度與相關的認同變化，參見 Bello（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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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的說法，這樣的科舉名額均間接導致了族群認同意識的誕生。5 然而
與臺灣的狀況稍有不同，在贛西北地區，地方社會對棚民在地方掀起的
叛亂有著深刻的記憶，形成土、官合作抵制棚民的結果；這點恰巧與臺
灣客家往往充當義民換取法律上的合法地位有所不同。至於為何有此不
同？是否有跡可循？本文將在之後略作探討。
結合前述黃志繁關於贛南關西徐氏宗族通過軍功從盜賊家族轉變成
通過商業與科舉考試，進陞為地方仕紳的過程；又或者是王東通過比較
視野，理解客家移民在浙西南和幹西北所產生與原生地方社會的差異
性，都揭示了晚期中華帝國時期，邊區移民使用策略生存的狀況。從黃
志繁和王東揭示的案例，都釐清了移民嘗試獲得合法地位的過程；這樣
的觀察，近年來在宋怡明（Michael Szonyi）揭櫫的「被統治的藝術」
中已有更完整的闡述。6 即是，地方上未被置於統治框架者，因未有正
式、合法的地位無法考取功名或訴訟官司，這些人群會嘗試盡賦稅義
務、被國家統治，換取更彈性的社會運作空間。
第二部分的四篇文章，在地理空間上集中在臺灣，且除了洪麗完的
空間在埔里外，另外三篇都聚焦於過去認知中屬於客家大本營的竹苗地
區，也是清代統治範疇下的淡水廳；然而，陳志豪與洪麗完的地理空間
又聚焦於所謂的「沿山」地區。7 陳志豪〈清乾隆時期番界政策與粵民
如臺灣粵籍名額讓南北有了共同的族群認同，而王東的研究中也提到在試卷上標籤棚
5		
民等。有關研究可參見李文良（2011：229-272）。
6 此概念可參見 Szonyi（2017）。
「沿山」這一概念最早或許是在 2005，洪廣冀與洪麗完的一篇會議文章〈清代臺灣縣
7		
沿山地區番漢土地關係再思考：以「埔底租」與「撫番租」為例〉為始，與其說是地
理空間上沿著某山脈的狹長地帶，更好的理解方式可能是漢人移墾者和熟番、生番生
活領域的交會空間，在此空間中，國家體制往往尚未抵達，因此衝突和文化交流會先
國家制度而至。此區域從苗栗、臺灣中部、直到今日恒春半島均可被放在這樣的脈絡
下。

269

Global Hakka

全球客家研究

Studies

的移墾活動：以今苗栗縣西湖鄉為例〉通過契約文書，將粵民拓墾放在
這些年來臺灣史學界受到番界圖發現的影響下，論述番界的制度性變革
使粵民開墾西湖地區，從無法明說的狀態轉變為合法拓殖的區域。陳志
豪的研究是過去十年來，臺灣史學界因應番界圖的再發現與再解釋，對
於臺灣邊區空間的衍伸討論。8 帝國、熟番業主、生番衝突、粵籍移民
四者之間在一個空間中的關係。帝國將番界向東拓展的過程中，粵籍移
民和生番間的衝突讓新拓墾土地變成熟番管業，粵籍移民與之合作的模
式成為帝國許可之事。與前述幾篇文章不同，陳志豪的研究指出客家移
民在臺灣可通過軍事活動換取在移居地的事業，但即便如此他們也尚未
獲得完全的土地擁有權力，反而最終帝國仍是依靠所仰賴的熟番地權，
承認熟番社群在的業主權力。9
洪麗完〈移民與邊區社會適應：以 19 世紀末埔里盆地刣牛坑客家
聚落為中心〉以民間文書、田野調查、宗教儀式等為史料基礎，通過清
代埔里盆地鄰近生番對客家移民產生的生存壓力，將此議題置於清帝國
對邊疆治理政策的脈絡下，聚焦於客家族群的「防番」舉措，諸如環境
實體設施、信仰等，藉此釐清客家和生番間的「衝突」關係。聚焦於埔
里盆地中的刣牛坑這個空間，指出此區域通過田野研究後發現確實是操
用客家方言者為多，進而回推日治時期戶籍資料，發現當時紀錄中的廣
東人確實與現今定義的客家族群類似；洪麗完認為熟番先移入此區域，
後客家移民再次進入，或在此與熟番雜居、又或居於邊陲，雖然歷經清
末到日治時期，生番對於此處屯墾者所產生的心理壓力仍大。也因此防
相關研究可參見施添福（1989：95-98，1991：46-50）、杜正勝（2002：2-9）、林玉茹、
8		
畏冬（2012：47-94）、蘇峯楠（2015：1-50）、陳志豪（2017：1-33）。
這點，或可通過邵式柏（John R. Shepherd）、柯志明等學者的論述進行衍伸對話。參
9		
見柯志明（2001）、 Shepherd（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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番行為甚是重要，包含環境（如防衛性竹林）與宗教。防番信仰雖然在
本文中所占篇幅不多，卻是極為重要的闡述，尤其防番與客家語言宗教
儀式的結合、新竹枋寮義民廟與此區域的互動等，都打開了廣闊的學術
視野。固然洪麗完在防番信仰中的探討相當吸引人，然而或許受限於史
料，相關的論述間仍有不少空白處，亦是從事田野研究進行歷史討論時
常遭遇的一項困擾。
羅烈師〈臺灣客家分布與島內遷徙之再討論：以饒平篤祜堂七藍周
姓彰化平原移民北遷新竹湖口為例〉一文中，利用過往較受到忽視的清
代客家二次移民為出發點，通過周姓宗族在嘉慶年間從彰化移往湖口，
同一宗族留在彰化者福佬化並對客家宗族歷史較無紀錄；相較之下，移
居湖口的分支則重新建構家族的歷史記憶。羅烈師與陳世松採取的研
究方法、視野接近，羅烈師通過結構性家族記憶的重組，強調島內變動
性較大的二次移民在竹苗地區落腳後產生與彰化地區競爭關係不同的合
作，進而釐清同一祭祀團體在島內最終走向兩個不同世界的闡述回應施
添福的竹苗地域社會漸進式的單向變化，回應尹章義的械鬥說與施添福
的原鄉說，開闢出一條新的理論說法。據此，我們將可理解客家族裔在
臺灣社會的狀況難以用簡單的二分法歸納，真實狀況遠比理解的複雜許
多。
廖志軒、莊英章的〈新竹地區竹塹社民與客家漢民的互動：竹塹社
錢皆只派下客家化的探討〉以竹塹社的錢皆只派下接觸逐漸客家人的情
況下，產生既有客家認同的舉措，諸如婚嫁、命名、戶籍登記、語言
等，同時也通過采田福地的祭祖儀式保持了熟番族群認同；這樣雙重的
認同作為其中，陳志豪、洪麗完、廖志軒與莊英章的研究都涉及與原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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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間的關係 ── 無論是熟番或是生番。廖志軒、莊英章的討論中採取了
先來後到說（莊英章、黃宣衛 2018：202）。該文其實點出了一個與本
書後賴郁如可以相互映的多的層次認同，即是在客家認同外保持熟番認
同，而這個熟番認同有賴於公館與祭祀活動的保持。另外一個問題在於
漢化與客家化之間的關係，似乎並未說明。另外客家化的佐證中，有幾
點該被釐清究竟是族群、文化上的「客家化」，又或者僅是制度上的彈
性調整，比如「孺人」、「族譜編寫」、「契約」等（莊英章、黃宣衛
2018：222-223）。實際上，在此文所討論的文化融合中，除了采田福
地的建構回應地方社會通過國家制度產生新的社會、宗族結構，還有日
治時期強制性大規模的籍貫調查將客家定位為廣東籍外，客家和熟番在
此的互動。
第三部分的三篇文章有一個相當重要核心，即是探討客家認同；王
甫昌的〈由文化、地域到族群：再論當代臺灣客家族群意識的現代性〉
研究似乎可以構成本部分的通論型討論，指出從清代到戰後，在 1860
年代以前因為閩粵間的械鬥與競爭，因此在臺灣的客家人群主要通過語
言區別他我；這樣的現象在 1860 年代到 1960 年代之間，以地域為主要
認同核心的「地域認同」成為最重要的元素；1980 年代以後，現代化
與工業化社會的發展，加上各種威脅到客家人文化的因素，超出地域限
制，形塑出客家人做為族群的「族群認同」。王甫昌的論述中，相當關
鍵的部分是戴潮春事件以前的閩粵械鬥，此後械鬥嘎然而止，據此推論
閩粵混居的狀況已經通過二次移民或是文化結合或是維持同質性村落的
方式達成平衡（莊英章、黃宣衛 2018：249-250）。此外，王甫昌依據
陳其南的土著化觀點，也理解開臺祖的出現所建構的新社會變化。導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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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0 年代以後的械鬥改以異姓為主。在討論日治時期二次移民時，王甫
昌點出除了選舉時，絕大部分時間不同客籍人士仍是獨立運作，與當地
的區隔仍頗為明顯，即是地域認同的狀況（莊英章、黃宣衛 2018：255256）。都市化和客家人進入都會區，促使一種跨地域族群的客家認同
誕生 ── 所謂的族群化（ethnicized），隨之出現的各種刊物促進了發展，
也是相對於強勢群體下的自我認同。
陳麗華的〈從臺灣「客家」到「中原客家」：臺北市中原客家聯誼
會的淵源與轉變（1920-1980 年代）〉利用「臺北市中原客家聯誼會」
補充了王甫昌在地域認同框架中的更豐富面向，通過許多新竹客語菁英
在日治後期到戰後臺北組織容納各種省籍的客家人士，試圖通過重新論
說客家族群將自身與新到來的中華民國政治群體進行結合，但最終此一
聯誼會仍因內部矛盾而走向終結。陳麗華關注的是在日治到戰後初期僅
是普通的地域性聯誼會，在戰後因為與大陸接觸的客籍人士，突然冒出
了客家一詞，被增添入聯誼會的性質，此一客家則和中原客家的加入有
關。換句話說，他也是在探討土客關係，不過此處的土是人群，客則是
引介進入臺灣的文化和人群。換句話說，他所談到的客家或許可以補充
王甫昌三個階段中的轉折期，即是一種王甫昌恰巧沒有過多關注，來自
中國客家論述文化產生的客家。他同意王甫昌之說，在日治時期似乎尚
未出現客家人的統一組織；對應羅烈師、李文良、林正慧的討論，可以
發現這是各時段詞彙使用所導致的歷史問題。101940-1960 年代兩種客家
觀念合併，中原客家在臺灣根深蒂固。1970-1980，聯誼會變成像海外
華僑聯絡的樞紐，全臺客語人士都加入其中，為了走向世界與其他地區
10		參見林正慧（2020：149-1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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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家組織合作，與本土化間的牴觸，構築了 1980 年代的一個分流，後
續則可嫁接到王甫昌的理論探索中。即是，本文實際上補充了王甫昌研
究中的重要空白之處。
賴郁如的〈新加坡客家的多層次認同（1820-1930）〉新加坡各客
家組織則可和前述聯誼會以及王甫昌的認同三階段，在某種程度上相互
對話，通過新加坡客家人的認同問題，闡述了 1820 到 1930 年代間，新
加坡客家人會因應不同狀況產生方言認同、籍貫認同、集團認同三個不
同層次，至於何時選擇哪一種層次，則依照狀況不同而有改變。其中的
集團認同上，有廟宇、會館、公司等組織形式，構築成新加坡客家認同
的核心關鍵。這樣的觀察可與前述多篇文章相互結合，尤其該文提到的
多層次認同，此一觀察至少能夠解釋如竹塹社有關雙重認同的理論基
礎。
本書的三個部分雖然有聚焦於相似的議題，而第一、二部分以地域
區分，第三篇則以認同為基準；10 篇文章有著一般論文集往往有的問題，
各篇文章是通過揀選，因此彼此並沒有相互對話的空間。因此，倘若能
將 10 篇文章重新安排，或許可以產生一個更加精確的理論框架和各種
個案研究。本書企圖聚焦於移民和移居地的族群關係與衍伸出來的認同
意識，那書中第三部分的三篇文章理應被放在一起；王甫昌的研究或許
可以被放置在第一篇，提供以臺灣為觀察據點的族群移民和思考，在此
框架下，將可以清楚的提出三階段的認同：語言、地域、族群。陳麗華、
賴郁如的研究成果雖然時序上來說的最尾端，但卻可以補足王甫昌研究
中從日治跳躍到 1980 年代中間的過程，通過理解二地人群互動，產生
觀念合流的狀況。賴郁如的「集團認同」的想法，不僅可回應王甫昌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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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成果中的族群認同結果，也可提供其他研究成果更豐沛的想法。基於
此，筆者認為李文良和林正慧另兩篇關於客家認同的文章也可被置於此
脈絡下，釐清清代華南客家和臺灣「客」、「粵」族群的誕生。11
接著，羅烈師的作品或可緊隨其後，提出一種從文化融合到孤立的
觀察和案例。此一移民變化亦可與王甫昌的理論相互對照，也可構築一
種客家移民和族群理論間的個案觀察，並且通過宗族建構的過程和黃志
繁、王東、陳世松的文章呼應。然而，筆者以為黃志繁跟陳志豪二篇文
章可以被並列，主要通過客家移民在地方上通過軍功換取被統治的狀
態，得到合法的生存，一篇聚焦於中國、一篇聚焦於臺灣，更加闡述了
一種普世性的狀況。最後，王東、陳世松、洪麗完與廖志軒、莊英章的
研究雖然聚焦的課題與地域不同，但實際上都是通過比較研究，理解客
家族群在移居地的文化孤立和融合。這樣的新結構可闡述同一帝國的跨
區域、不同邊疆的「土客關係」。
「土客關係」中的土可以是移居地的漢人（如贛西北、浙西南等）、
移民者（湖廣移往四川者）、原住民（熟番、生番），而客可以是客家
移民也可以是所謂的棚民。其中，文化融合者有浙西南、彰化平原、部
分四川、竹塹；隔離者有湖口、埔里、贛西南、部分四川、苗栗西湖、
新加坡等。該如何理解這些族群認同的差異呢？地區差異、接觸不同人
群無疑是最合理的解釋。然而，本書中不同學者從不同地域出發的觀
11		李文良通過粵籍社群在臺灣「閩主粵佃」的拓墾、協助清廷平定衝突、粵籍學額的增
開等三個面向，在探索臺灣社會形成過程中，連帶解析了清代粵籍人士已經建構了「粵
民」與相對等的「義民」之他我區別建構。林正慧則將討論的範疇延伸到戰後，指出
客語方言者在清代有粵人、客人等不同稱呼，屬於民間內部力量形塑的認同。日治時
期，隨著政府制定的籍貫調查，廣東人變成客語人士的代稱。戰後隨著中原客家論述
的引入，客家正式浮上檯面。參見林正慧（2020：149-196）、李文良（2011：2512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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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如陳志豪的制度變動、王東環境觀點等，或許還可闡明一種普遍性
的解釋：即是國家制度的進入與否。客家族群移居某區域後，文化交雜、
資源競爭都致使衝突產生。12 在國家以各種形式進入這些區域後，臺灣、
四川等地就能產生比較。四川與臺灣在移入時都面臨一次人口真空與社
會結構重組的狀況，不過二地也同時擁有仍存在當地的原生族群，以及
相較於客家人而言較強勢的文化移民群體。不同的是，客家移往四川是
合法的移往，但客家移往較零星且規模也小。據此所反映的是，臺灣客
家群體必須通過與國家體制合作才可以換取合法的地位。13
從這點觀察，究竟帝國是如何理解治理下不同地區的客家群體，位
處邊疆的族群互動又如何被放在一起進行比較？這當可被置於比較帝國
史（comparative imperial history）的框架下。比較帝國史並非單純的比
較帝國與帝國間的互動，或所謂跨帝國研究（trans-imperial studies），
同樣在帝國內部的比較、跨時段的比較，也都可歸類於此範疇下。雖然
近年來有不少聚焦於帝國邊疆地方社會的分析，嘗試利用比較的觀點來
認識一個邊疆上不同族裔的互動，但似乎尚未有討論聚焦於「同一群
體」在不同邊疆的分析。14雖然本書中國家的存在較為模糊，但細觀之
下，會發現國家仍存在，且此國家即是帝國，用各種形式存在，文化、
制度等，這樣的帝國不僅是早期近代清帝國，也可以是現代的日本帝
國。客家族群的構成和在地方上的變化，都與帝國在邊疆上 ── 可是四
川、浙江、江西、臺灣等。據此，將可發現一幅清晰的在「亞洲之南」
12		這點似乎可以呼應美國新西方史（New Western History）所提出的中間地帶（middle
ground）理論，不過在時間規模上倒是還有可再三斟酌商量之處。相關理論可參見
White（1991）。
13		劉正剛（2004）對於這樣的比較，提出了相當精闢的見解，從移民、宗族組織、民間
文化、營生模式、衝突等層面進行分析。
14		在此領域上，較為經典的研究例如 Giersch（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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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客家圖像。15 值得一提，即便本書第三部分也可被置於此框架下。陳
麗華和王甫昌的研究雖然在時段尺度上有所差異，但均是認識縱向時
段、帝國變動過程中，客家族群在此期間上的族群建構過程。賴郁如的
研究固然沒有存在跨時段或跨地區的比較，但作為本書中唯一一篇觸及
東南亞客家族群的議題，卻可以與臺灣、中國的狀況進行恰當的對話，
提供來自另一個域外帝國統治下的觀察。
整體而言，本書的各篇論文不僅各自體現了豐富的個案討論，亦完
善的客家研究與移民的理論框架。若能夠納入更多的東南亞、日治時期
的客家研究成果、及清中葉以降客家族群的活動，本書或可有更加完整
的脈絡。然而，關於東南亞客家或是海外客家華人研究上，僅有一篇文
章，也是較為可惜的部分。實際上，自從張維安提倡全球客家以來，客
家就不僅僅是臺灣一地的群體，更該被放在宏觀的空間下重新認識，通
過比較來認識群體的出現、認識、甚至是建構一個類似想像共同體的過
程。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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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身為動詞
我們從來不是被困住
而是被「困住」困住 ...
——廖宏霖 (2014：57)

自 2007 年起，讓客家女性訴說自己的生命經驗與歷程，由客家女
性自己發聲的研究，雖非主流，但並不少見， 然多半是在性別或族群的
框架下，發展各自的研究問題。 而在客家研究的另一面，地方的客家文
史工作者，相較之下，則探討較少。 李文玫（2019）出版之《客家敘說．
敘說客家：一種文化心理學的探究》結合兩者，採集了兩位客家女性詩
人與一群北部客莊的社會文化行動者的生命故事，嘗試跨越「將客家視
為一具本質性文化之族群」的觀點藩籬，從「文化心理學」取徑來重省
現行「客家研究」的可能侷限與盲點，相關理路與見解是本文所欲引介
與評述之對象。
該書共分六章，第一章「敘說客家：說一個客家的故事」，概述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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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至四章的研究對象、資料蒐集（深度訪談、文件蒐集及參與觀察）和
文本分析方法、及採用的理論視角－「生命敘說」與「文化心理學 」。
第二章「書寫與『轉屋』：客家女詩人王春秋的生命認同之路」與第三
章「『成為一個動詞』：客家女詩人張芳慈的生命敘說探究」，分別探
討客家女詩人王春秋及張芳慈， 如何透過母語書寫及創作，走上一條
回家的路、連結曾經斷裂的生命，並進行主體性的探究。 第四章「在
地實踐中的情感結構樣貌：桃竹苗客莊社會文化行動者的生命敘說探
究」與第五章「在串連與對話中：社會文化行動者的在地實踐與文化建
構」， 則是透過對桃竹苗客莊社會文化行動者、及其所創設 / 投入組織
（文化工作室）之相關人員的訪談及 參與觀察，分析其於在地實踐中，
對客家、心理、行動之不同情感結構樣貌（第四章），與如何運用不同
策略， 發展出不同的在地實踐與文化建構（第五章）。 第六章「文化
心理學探究的可能性」則簡述國內外「文化心理學」的發展脈絡與國內
宋文里的「漢語文化心理學」的研究之路 和方法主張，並以本書的四
個研究篇章與之呼應，且提出對「客家研究」自身的反思及批判，與對
未來研究議題之建言。
作者在第三章引述客家女詩人張芳慈詩作「成吉思汗」中的句子
「你的名 指揮了所有的動詞」及其在訪談中的自述「包括你這個人，
或者是這個族群，你沒有動詞你沒有行動的話，你永遠就是一個被修飾
的形容詞，那你就沒辦法有自主性」，以「成為一個動詞」為篇名，來
詮釋張氏的生命敘說。
然綜觀全書，「成為動詞」不僅是作者對張芳慈之個人創作與生命
認同間的連結 的看法，也可看作是其對未來「客家研究」的期許與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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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 對李文玫而言，「客家」並不是一種本質主義式的文化或族群存在，
其乃一種「族群想像」，「既然是一種族群的想像，那麼就需要透過建
構來進行」（李文玫 2019：3），而「建構」當然是「動詞」。
事實上，整個臺灣客家研究的興起，乃至客家政策、行政、法律的
提升，以及傳播、學術機構化的落實，本身便源自于 1988 年的客家族群
運動（蕭新煌 2018），楊國鑫（2005：37）進而主張，「除了在客家運
動與客家研究繼續推動之外， 往成熟的客家學之路當要啓動。 成熟的
客家學之推動可看成是後客家運動，是一種走向學術與運動的整合。 」
也因此對於「族群建構」説，一般而言，客家研究者有兩種看法，
一是本質論雖對認識客家有所侷限，但其負有階段性之意義與價值，仍
不可免。 張維安（2005：9）便指出，如擂茶、客家菜、油桐花、花布
的特色等等，常牽涉到一些刻板印象，雖其 可能與眞實有一段距離，
但是我們卻經常從這些刻板印象來認識一些我們周圍的事物，甚至於靠
這些刻板印象來生活、互動。 客家意象、客家印象、客家刻板印象，
都是我們認識客家的切入點，也是現階段客家研究的對象。
另一派則認為，族群並非實質整體，具有個別差異，不宜輕易化
約。 如蔡芬芳（2016：191-192）便以客家女性之研究為例，認為「『群
體主義』（groupism）相當容易促使我們將族群視為實質整體， 因而抹
滅其具有能動性的可能，同時將其僵固在同質的族群標識中，對於族群
女性亦然，尤其當族群文化成為性別角色、行為與性別關係的價值規範
時，女性無法從族群囚籠中掙脫出來。 」
李文玫所採之理論立場顯係後者，且其透過訪談桃竹苗地區客家社
會文化行動者所自陳的文化推廣困境，近一步探究 何謂「客家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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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客家性」？ 今昔的「客家特色」或「客家性」如何體現？

傳統的客家舊有元素雖然使客家特色更加明顯，卻同時侷限了
所謂的客家，並且離生活的客家越來越遠，而「通過客家文化
特色產業的推廣，來活化客家文化的理想，是不確實的」難題，
是否也會落在客家文化行動者身上？ …… 在傳統與創新之
間，如何能夠在實踐活動中展現生活的客家性，這的確考驗著
現今的文化行動者（李文玫 2019：126）。

學界早就發現，學院派人士與民間文化工作者對於客家研究與客家
文化之復振，看法截然不同：客家學院派人士對客家研究的評價較正面
和樂觀（有顯學之說）；但在學院外的一般地方客家文史工作者卻持比
較負面和悲觀的態度（有邊緣化之說） ( 蕭新煌 2018：5)。然並未述及
何以至此，李文玫的研究恰可回答其中部分因由。
李文玫指出，對於社會文化行動者而言，不可否認的確受到政府政
策的影響與經費的挹注，而顯得蓬勃發展，但此亦造成，社區工作的年
度計畫與活動成果常是跟隨公部門的政策方向，有些社區甚至覺得在政
府干預之下， 地方的自主性會被掩蓋，因此如何在公部門的政策與地
方主體性的發展之間建構出「在地性」便顯重要。 而客家文化工作者
往往在深入推動客家文化之後，會長出一種更廣泛的思維與信念，深刻
發現所有族群文化走到最後都有其共通性，就是回到人與自然、人與土
地互動的文化內涵（李文玫 2019：134）。
因為客家文化並不是在真空情況下發生，一定和在地的歷史文化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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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經濟脈絡、還有族群互動緊密關聯，因此必須跳出客家與非客家的
二元對立思維，朝向一種「在地性」和「公民性」的發展。 在跨越族
群與跨越世代的考量中，公民議題成為一種可能的媒介，而不是所謂的
客家議題；或者說客家議題是要與公民議題相互連結，才更有發展性（李
文玫 2019：135）。在本書的最終章，她更提醒，要避免「大客家主義」
的出現：

…… 然而，在這邊我要提出「大客家主義」現象的可能性，
不要掉入「客家主體」與「客家唯一」的思維中，臺灣是個多
元族群與多元發展的社會，這是值得所有客家研究學者反思的
部分（李文玫 2019：189）。

民族、族群和社群都有一定的邊界，且其邊界並非一成不變。從文
化層面來看，「民族」往往為國家賦予象徵和意義，其邊界相對清晰，
「族群」往往強調「我群」與「他群」的差異，強調「我群」的認同，
其邊界相對模糊，「社群」的邊界則介乎「民族」與「族群」之間（廖
楊 2008：36）。
根據廖楊（2008）的探源與整理，「族群」是「相信共享相同的歷
史、文化或祖先的人們共同體」（廖楊 2008：30）， 而「社群」則是「指
由個人組成的社會群體，這個群體中的人與人之間的關係相當親密，
具有一定的凝聚力，而且還存在著某種道德上的義務」（廖楊 2008：
33）。
從前述引文中，李文玫對「客家特色」、「客家性」的質疑，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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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家主體」的思維，並建議文化推廣應朝向「在地性」和「公民性」
發展，不若「族群」一詞往往強調「我群」與「他群」的差異，主張「我
群」的認同的優先性，李文玫似有將客家研究的主體由「族群」轉向「社
群」（由個人所組成的社會群體）的傾向。惟「族群」也好、「社群」
也罷！「客家」果真作為「動詞」，則我們要問，那麼「主詞」是何者？
「主詞」和「動詞」間的關係為何？沒有「主詞」的「動詞」，其行動
的意義與價值何在？
或許正如范銘如（2015：21）所說，人有多重的身份，族群的、國
族的、性別的和階級的，身份認同必須和空間連結，敘事則導引了兩者
的縫合。身份空間形塑之後，有可能引發下一波解疆域化和再疆域化的
爭奪。 因此，身份與空間的敘述永遠無法固定，且在持續進行層壘砌
疊的過程中反覆刮除重寫表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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稿約
「海水所到之處，就有華人，有華人就有客家人」，客家移民的研
究，本身就具有全球化的性格，必須被放置在全球化的脈絡中才更能顯
現出在地文化、區域交流與國際互動間相互整合、影響的發展趨勢。近
年來，臺灣在地的客家研究已經奠立根基，客家學也開始往海外客家
研究拓展，許多臺灣學者從個別型的計畫，開始漸漸發展成團隊式的整
合性計畫。然而，即使客家人一直是構成海外華人的主要成分，也具備
不容忽視的全球化特性，卻沒有在學術的研究場域得到同等的重視。有
鑑於此，《全球客家研究》期刊的發行，著眼於學術專業、國際性的視
野，旨在提供國內外客家相關的學術成果一個專業發表的園地，促進各
地、各領域客家研究的對話與交流，期待為臺灣繼續引領客家學研究的
優勢，注入新的元素與動力。

一、來稿類型
本期刊歡迎各領域與客家相關的研究議題與成果，收稿類別包括研
究論文（Research Articles）、研究紀要（Research Note）與評論（Book
Review/ Comment），來稿中文、英文、客語不拘。
1. 研究論文：報導原創性研究成果之正式論文（25,000 字以內）。
2. 研究紀要：用以開發特定議題或引發概念討論，偏重於資料
之整理、檢討、田野調查心得或初步分析之論文（15,000 字以內）。
3. 評論：全球各地出版之學術專書、具有「客家研究」旨趣的影像紀錄
片、電影、媒體節目、展示事件、表演事件所撰寫之評論（5,000 字
以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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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論文格式  
1. 來稿請用 MS-WORD 電腦打字，本刊編審作業完全以電子檔案傳送。
2. 稿件順序：首頁、中英文摘要、正文（含圖表）、附錄、參考文獻。
3. 首頁請載明：中英文論文題目、中英文作者姓名、中英文服務機構（以
專職為準，不列兼職機關）連絡作者（通訊地址、電話、傳真、E-Mail
等資料）、頁首短題（以不超過 10 個字為原則）。
4. 摘要頁包含題目、中英文摘要（300 字以內）與關鍵字（三個以上，
八個以下）。

** 詳細格式規則請見「稿件格式」http://ghk.nctu.edu.tw/。

三、審查方式
1. 論文審查每篇以兩位匿名評審為原則，評審意見分為同意刊出、修
改後刊出、修改後重審、不同意刊出四類，評審意見不同時將會送交
第三者複查。
2. 本刊來稿隨到隨審，接受稿件之刊登時間依評審進度而定。所有評
審程序如未能於三個月內完成者，將由編輯委員會以書面方式向作
者說明原委。

四 、版權事宜
1. 本刊不接受已經正式出版或一稿數投的論文。
2. 經刊登之論文，其著作財產權仍歸作者所有，然本刊享有製作電子
檔案發行之權利，原作者轉載或轉譯時應告知本刊。
3. 稿件一經採用，本刊致贈當期期刊一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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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稿件交寄
本刊使用線上投審稿系統。作者請至期刊網站進行投稿，網址為：
http://ghk.nctu.edu.tw/。若有任何問題請來信至期刊信箱，本刊收到後
會儘速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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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ll for Papers
This Journal aims to present the development of Hakka Studies in the
global context, and encourage the research of Hakka societies in regional, national and transnational scales. The Hakka, who constitute an important part
among the Han Chinese in the diaspora, are usually regarded as a population
who have been and are being ‘on the move.’ As a saying has stated, the Han
Chinese have spread throughout the world as wide as the sea, and among
these Han immigrants, you can always find the Hakka. However, until recently, much of the research done on the overseas Han population has tended
to view the Han Chinese as a whole. As a result, the distinction of the Hakka
is usually devoiced. In view of this, we hope to build a platform by which
international scholars of different disciplines can share their knowledge of
the Hakka. The Global Hakka Studies, therefore, is to promote international
dialogue and collaboration on the Hakka Studies and the issues of ethnicity,
migration, diaspora, and the debates between the global and the local. Global
Hakka Studies is a Semi-Annual Journal.

1. Author Guidelines
We welcome articles of all disciplines concerning with Hakka issues and
Hakka communities. The types of articles we are looking for include: “Research Articles” (maximum words: 25000), “Research Note” (maximum
words: 15000), and “Book Review/ Comment” (maximum words: 5000) . Articles could be written in Chinese, English and Hakk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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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Style and Formatting
2.1 Please format your document in Word, and upload the document online
to our peer review system.
2.2 The paper must be ordered by: Cover Page, Abstracts (both in Chinese
and English), Main Text (including the figures), Appendices, References.
2.3 On the Cover Page, please provide: Title (both in Chinese and English),
name of the author, affilliated institution (full time) , contact method (in
cluding post address, phone number, fax, email, etc.), and running head
(less than 10 words).
2.4 On the page of Abstract, please provide title, abstract (300 words maximum), and keywords (at least three, but not more than eight)
** Please click “Style Guide” to download detailed format: http://ghk.nctu.
edu.tw/

3. Peer Review Process
3.1 All submitted papers will be sent for anonymous review by at least two
referees.
3.2 There is no deadline for the submission of the paper. We welcome the
contribution anytime. The expected time of the peer review is 3 months.

4. Copyright and Permissions
4.1 Manuscripts must not have been previously published, and must not be
under consideration by another journal. The author must also indic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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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ether the paper is posted on a website other than Global Hakka Studies.
4.2 The author is required to transfer copyrights of his/her paper to Global
Hakka Studies for both electronic and print publication. The author reserves the right to use all or part of paper in future works he/she may write,
but is quired to inform Global Hakka Studies.
4.3 The author will receive one copy of the issue, where his/her manuscript is
published.   

5. Submission
We don’t accept submissions by e-mail or postal mail. Manuscripts
should be submitted online via Global Hakka Studies’ submission and peer
review website (http://ghk.nctu.edu.tw/). If you have any question, please do
not hesitate to contact us by ema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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