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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室報告
當客家話成為推動客家認同與再創文化的重要標誌時，《全球客家
研究》本期所收錄幾篇文章也正好可以從語言學的視野，提出許多具有
建設性與學理意義的思考方向。尤為湊巧的是，配合本刊向蕭新煌邀稿
撰文綜述臺灣近三十年來客家研究典範的轉移，正可將客家語言學學理
的討論放在知識體系之典範轉移脈絡下重新認識。同時，本期收錄三篇
田野與研究紀要，一篇書評與二篇研究機構介紹。內容亦頗有可觀，以
下將一一介紹。
首先介紹五篇學術論文。第一篇是蕭新煌的〈臺灣客家研究的典
範移轉〉。這篇文章採用 Thomas Kuhn《科學革命的結構》的「典範」
（paradigm）概念來分析臺灣客家研究如何在九十年代以來之社會運動
過程中被建構起來，這不僅包括制度性的建置，也帶動新舊知識體系的
轉移。作者挑選九篇學術文章討論知識典範轉移的方向，包括在地化的
典範、具有社會科學本質的族群研究典範、族群政治的典範、全球比較
的典範，而這些典範轉移也與臺灣民主化與公民化運動密切相關。第二
篇文章是廖致苡的〈不説客家話可以成為客家人嗎？〉，文章討論馬來
西亞沙巴的 Sandakan 華人社區對客語使用情形。作為當地華人通用語
的客家話是此研究論文特別之處，文章經過老中青三代共 52 位受訪人
的訪談，指出當地多語互換使用的情形下，客家認同主要透過具有宗族
經濟社會意義的客家會館來維持，而不一定是客家話，說客家話時也不
一定源自於客家認同，反而源自於家庭經驗，尤其年輕世代就讀華校，
多以華語交談。作者指出此客語主流性使得沙巴客家人不以語言作表達
客家認同的主要媒介。第三篇是張瑞菊的〈國小四年級客語沉浸教學對
學童客語聽說能力的影響〉，作者針對國小四年級的客語學習方式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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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並對未來國小客語教學提出幾項建議。包括突破傳統單向授課，
改為情境式融入教學、雙語併用、全面性支持客語學習與應用以及鼓勵
家庭客語環境等等。此研究為未來制度化之語言教育，尤其推動幼兒與
國小客語教育時提出相當重要的建言。第四篇是邱湘雲的〈客家對句理
諺認知譬喻研究：以實體譬喻為例〉，其文章依據譬喻喻體來源對客家
諺語之實體隱喻進行分類討論，從人物喻、動物喻、植物喻與食物喻等，
探討客家理諺認識其日常生活之哲學以及展現出來的文化特質。第五篇
文章是吳睿純的〈客語中的語尾助詞 honn〉，作者採集各種不同的語
料，從說話者的語境脈絡分析客語語尾助詞 honn 在語意表達時所代表
的豐富性，尤其呈現語言使用者之情感與情緒等層面：包括與說話者期
待不符而衍生之不耐煩或不以為然，或是請求確認等等。這篇文章將語
尾助詞 honn 的討論帶入說話者與聽話者的語境脈絡，若與華語的「吧」
一併討論，則可以更清楚地觀察到客家語言的社會性與文化性。
上述四篇皆為語言相關的研究，第二部份收錄三篇研究與田野紀
要，討論內容細緻，也具有相當高的學術價值，主題包括客家女性創作
者的生命經驗，客家村落的介紹以及與攸關祭祖的客家墓區的踏查等
等。三篇研究地點涵蓋臺灣南、北以及香港荃灣老圍等地，分別呈現不
同地區之客家社會所面對的不同文化面貌。第一篇是許如婷的〈臺灣
「客家」女性視覺藝術：女性生命經驗、族群圖像的再現論述〉，討論
在國家機器的客委會開始推動客家藝術活動時，新竹苗栗地區之客家女
性如何在此平臺上發出多元的聲音，並用藝術創作風格來回應之？作者
以八位女性創作者的生命經驗得知，其實踐藝術的精神多來自於日常生
活的家人、故鄉與情感，不論表現在花布、繪畫或纏花藝術等等，這些
創作不僅是她們向社會發聲的方式，也是她們以行動來創造集體歷史記
憶的一種表現。第二篇是江玉翠博士的〈香港客家村落的轉變與延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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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荃灣老圍為例〉，本文不只介紹香港荃灣的歷史，也將荃灣放在較大
的香港史脈絡討論其如何從農漁聚落，因應政府土地徵用的城市化與工
業化過程，產生地景上的變化；同時，老圍客家社區又如何透過嘗會組
織來維繫其客家社會內在的凝聚力。第三篇文章是張永明與曾純純合寫
的〈六堆客家墓區田野踏查紀要〉，考察內容為客家祖先崇拜的傳統研
究提出更豐富的討論空間，尤其針對無主之古老大人、香火奉祀以及占
用墓地等現象進行民俗調查式的記錄，對未來客家宗教與風水文化研究
提供重要的田野訊息。
本期也很榮幸能邀請臺灣伊斯蘭研究學者蔡源林教授為蔡芬芳教授
之專書《走向伊斯蘭：印尼客家華人成為穆斯林之經驗與過程》撰寫書
評。除了介紹專書之重要貢獻，也特別打破一般研究者對「族群與宗教」
本質化的想像，為海外華人改宗適應異地生活提供生動之生活圖像。最
後，本期也收錄關西臺紅茶業文化館與新市客家文化園區二座與客家社
群相關的機構介紹，感謝關西臺紅茶業文化館的館長羅一倫先生以及新
北市政府客家事務局局長賴金河先生撰文。不論是來自民間或是政府部
門的力量，文化館與文化園區的設置皆為社會大眾提供教育、交流與共
創的平臺。

連瑞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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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照片介紹

北臺灣客家族群與臺灣茶業關係密切，1870 年代中期起，即逐步
開展茶葉種植事業；至 1920 年代，在政府茶業獎勵計畫的鼓勵下，客
庄紛紛創設新式製茶工廠，進一步形成製茶產業聚落，也因此新竹州
（桃、竹、苗地區）成為臺灣最主要之茶產區。新竹州銳意發展茶葉之
製造，並拓展茶葉外銷，州內茶園遍布，婦女採茶景致便成為最具在地
色彩之意象。1952 年郵政總局發行了首套 12 張臺灣風景明信片，即將
採茶與孔廟、赤崁樓、臺北中山橋、臺北博物館、碧潭、鵝鑾鼻燈塔、
臺中公園、日月潭等臺灣著名景點並列，本期封面影像係掃描自羅一倫
先生所收藏之明信片。（圖∕文 ‧ 羅一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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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客家研究的典範移轉
蕭新煌 *
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特聘研究員
國立中央大學客家學院講座教授

1988 年的客家族群運動使客家研究成熟和壯大，並引起後續客家政
策、行政、法律的提升，以及傳播、學術機構化的落實。因此，臺灣客
家研究的形成和成長，可視為客家運動的直接效應之一，或「後客家運
動的現象」。過去 15 年來，臺灣的客家研究的發展除了逐漸制度化和
成熟化外，另一個更具深層意義的發展趨勢，即為典範移轉。
本文精選並評析九篇有關臺灣客家研究（學）的相關期刊論文及研
究報告做為臺灣客家研究典範移轉各階段的代表。這九篇文章的視野，
有助於我們了解臺灣的客家研究範疇改變的脈絡，也可以窺見臺灣客家
研究所經歷的四個已浮現的典範移轉，亦即，從「客家在臺灣」到在地
化的「臺灣的客家」，從地方主義視角到具社會科學本質的族群研究的
族群互動視角，從墾殖史到本土族群政治與政策，以及從與原鄉的比較
研究典範轉移到和全球比較的新典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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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aradigm Shift in Taiwan’s
Hakka Studies
Hsin-huang Michael Hsiao**
Distinguished Research Fellow, Institute of Sociology, Academia Sinica
Chair Professor, College of Hakka Studies, National Central University

By drawing on the discourse of nine carefully selected journal articles,
this paper substantiates the author’s observation that, as an emerging research
field, Hakka studies in Taiwan have experienced a significant paradigm shift
in the post–Hakka movement era, especially after 2000. Four paradigm shifts
were identified in the aforementioned articles. The first shift i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migrant Hakka individuals in Taiwan to the indigenized Taiwanese Hakka; the second shift is from a narrowly defined “geographical localism” to a socially scientific understanding of an “ethnic group” and “ethnic
interaction”; the third shift is from settlement history studies to ethnic politics
and related policy research; and the fourth shift is from comparisons with the
origins of the Hakka people’s ancestry to comparison with the Hakka people
of the world.

Keywords: Taiwan’s Hakka Studies, Hakkaology, Paradigm Shift, Ethnic
Groups, Ethnic Intera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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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臺灣客家研究的制度化與成熟化

本文的主旨是匯集近年有關客家研究（學）的相關期刊論文及研究
報告，並加以必要評析，以提供讀者進一步瞭解客家研究及其知識體系
建構在臺灣的成長過程、特性和已有成果。
我觀察臺灣客家研究的興起，有一個基本的前提，那就是沒有 1988
年的客家族群運動，就沒有客家研究的集結和壯大；當然也沒有後續的
客家政策、行政、法律的提升，以及傳播、學術機構化的落實。
過去 15 年來，臺灣的客家研究的確呈現制度化和成熟化的發展軌
跡。制度化指的是客家研究可以透過若干建制化機構來推動，而不再只
是零星個別關心客家文化傳承文史工作研究者的單兵作戰。明顯指標就
是「三學院、二 ‧ 五研究所和二學會的成立」。三個國立大學陸續成
立客家研究學院，亦即國立中央大學客家學院（2003）、國立交通大學
客家文化學院（2004）和國立聯合大學客家研究學院（2006）。有了三
個學院近 60 個正式教職的開缺，亦即可以吸收更多正規客家學術工作
者的投入。在這三個學院之外，還有兩個研究所（高師大客家文化研究
所和屏科大客家文化產業研究所）和一個研究所分組（屏大文化創意研
究所下設的客家研究分組），亦即二 ‧ 五個研究所。此外，還有兩個
投入客家研究學術團體：臺灣客家語文學會（2002）和臺灣客家研究學
會（2004）。這些客家研究的機構一旦存在，就代表客家研究已進入制
度化的成熟學術發展階段。
在上述「三學院、二 ‧ 五研究所和二學會的成立」的背後推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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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屬 2001 年在行政院設置的客委會。上述這些客家研究機構的設置和
後續發展都可以看到客委會的身影和力道。畢竟，不同於其他部會，客
委會還被賦予客家知識體系發展之推動，這可說是非常特別的「部會與
特定學術領域」的制度性關係。從客委會成立迄今這 17 年，我相當程
度目睹客委會支持了不少經費、研究和推廣計畫給上述學院、研究所和
學會，這種現象真可說是全世界獨一無二的特例和個案。
成熟化所指涉當然指臺灣客家研究的成果累積成長和多元發展。兩
個具體指標可以做為看板，一是愈來愈多具有代表性的臺灣客家專書的
出版，具有「在地化」、「本土化」、「族群互動」的客家研究性質，
以下是七本比較重要的例子：
1.《臺灣客家族群史九篇》（臺灣文獻會主導，邀集十幾位客家學者分
別以專論出版十本專書，2000 年開始陸續出版）
2.《臺灣客家研究概論》（徐正光主編 2007）
3.《客家族群與在地社會：臺灣與全球的經驗》（丘昌泰與蕭新煌主編
2007）
4.《多元族群與客家：臺灣客家運動 20 年》（張維安、徐正光、羅烈
師主編 2008）
5.《臺灣客家研究專論七主題》（客委會與臺灣文獻會主導，邀集十位
客家學者分別以專書論文出版七本專書，2009 年開始陸續出版）
6.《客家的形成與變遷（上、下冊）》（莊英章、簡美玲主編 2010）
7.《客家書寫：方志、展演與認同》（莊英章、羅烈師主編 2010）
二是客家研究的跨國比較，以臺灣為主體的海外客家比較研究，也
代表著臺灣的客家研究走向全球客家比較研究的典範。其中東南亞客家
研究的興起，算是最凸顯的特色。以下是另外八本代表出版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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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東南亞客家的變遷：新加坡與馬來西亞》（蕭新煌主編 2011）
2.《客居他鄉：東南亞客家族群的生活與文化》（林開忠主編 2013）
3.《東南亞客家及其周邊》（張維安主編 2013）
4.《東南亞客家及其族群產業》（張翰璧 2013）
5.《舊娘？新娘？馬來西亞砂拉越客家社群的婚姻儀式及女性》（蔡靜
芬 2013）
6.《 客 家 文 化、 認 同 與 信 仰： 東 南 亞 與 臺、 港、 澳 》（ 張 維 安 主 編
2015）
7.《走向伊斯蘭：印尼客家華人成為穆斯林之經驗與過程》（蔡芬芳
2017）
8.《臺灣與東南亞客家認同的比較延續、斷裂、重組與創新》（蕭新煌
主編 2017）
另外，臺灣的客家研究專業期刊也顯現了臺灣客家研究的成熟度，
例如《客家研究》、《全球客家研究》、《客家公共事務學報》等。

二、臺灣客家研究的典範移轉
臺灣客家研究的形成和成長要算是從 1990 年代開始，說它是 1980
年代中後期客家運動的直接效應之一，絕不為過。也因此，另一說法是
將此一制度化的臺灣客家研究的出現視為「後客家運動的現象」。一般
說來，上述三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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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種評價更不時在論述的字裡行間暴露出矛
盾和不一致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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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上述所提到的制度化和成熟化兩大趨勢之外，還有另一個更具
深層意義的發展趨勢，亦即典範移轉。
典範（paradigm）這個概念可說是社會科學近二十年來最具影響力
和被廣泛引用的關鍵概念之一。這是 Thomas Kuhn 在他那本著名的書
《科學革命的結構》（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 1970）中所
提出的分析概念，可是書中對「典範」的解釋竟有高達 21 種用法。如
果分別依廣義和狹義的定義，不難有不同的理解。廣義的典範指的是
「一個科學裡成員共同享有的信念、價值、世界觀的全貌」；狹義的典
範，則指那些「在上述全貌之下，被科學家共同『採信』，可以拿來做
為『解謎』依據的『範本』或『理論』、『公理』」。
Margaret Masterman（1970）進一步將典範在科學的實質內涵和作
用，從由高到低的三個層次去剖析。最高的層次是形而上典範的意義，
泛指某一科學領域裡的工作者所信仰的宇宙觀，亦即「看問題」的大方
向和世界觀；中間的層次是社會學典範的意義，指的是科學社群中所形
成的特有制度、規範、價值、習慣和約定俗成的決定方式等；最低的層
次是建構的典範意義，指的是一群科學家共同持有和使用的研究方法和
工具等。
George Ritzer（1975：7）綜合 Kuhn 原著和 Masterman 的闡釋，也
為典範做了相當清晰的定義，他說「一個典範就是在某一科學裡對研究
主題的基本意象，它界定什麼應該研究，什麼問題應該問，應該如何問，
甚至如何去解釋問出來的答案。典範可以說是那個科學領域中最廣泛和
基本的共識，根據典範還可以劃分不同的科學團體或不同的學派。典範
指涉一個學派裡共同相信的範本、理論、方法和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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釐清了什麼是典範之後，可以讓我們透視所謂科學的「真理」其實
是當時為當道科學家信服的主流典範所建構出來的「真實」（reality），
這其中包含著豐富的社會學現象，如社群、權威、權力、宇宙觀、規
範、價值、壓力、控制、抗拒等。Kuhn 的典範概念可說是將科學（現
象）社會學化。所以科學的「進步」，就像社會現象的「變遷」一樣，
不必然是漸進、平和，也不必然愈來愈接近「真理」，而可能是存在著
一種「科學內的革命」，是一種「組織化的大變動」，也就是一種「新
典範推動舊典範」的結局。這種推翻、顛覆的過程，就像社會現象一樣
可能有混亂，甚至有「危險」，直到新典範革命成功，取代了舊典範，
成為典範移轉後的另一具正統地位的科學典範，才算平息終止（蕭新煌
2006：10-12）。
綜合上述所書寫有關典範的討論，最關鍵的內涵就是新舊典範之間
的典範移轉（paradigm shift）。從典範移轉的概念和分析視野來觀察最
近十多年來臺灣客家研究所經歷的四個已浮現的典範移轉，可簡述如
下：
一是從「客家在臺灣」的源流典範移轉到「臺灣的客家」的在地化
典範。新典範就是「在地化的典範」。
二是從狹隘的地方主義研究視角移轉到族群互動的視角。新典範就
是「具社會科學本質的族群研究的典範」。
三是從「客家在臺灣」的墾殖史典範焦點移轉到「臺灣客家」的「族
群政治及本土客家政策」的典範視野。新典範就是「族群政治的典範」。
四是從臺灣客家只與原鄉的比較移轉到臺灣客家與全球各個他鄉的
比較典範。新典範就是「全球比較的典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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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體來說，由於臺灣整體社會的本土化和宏觀政治的民主化形構出
相當有利於臺灣人文社會科學學術典範的移轉的大環境，上述的客家研
究典範的四大移轉的順利進行也不例外。依我觀察，在客家學界並無出
現明顯的反動、阻力和抗拒。

三、典範移轉下的客家研究或客家學？
本文選取並綜述九篇直接以討論臺灣客家研究（學）發展和特色為
標榜的論文，做為論述上述典範移轉的依據文本。
1. 張維安，2005，〈客家意象、客家研究與客家學〉。《思與言》43（2）：
1-10。
2. 莊英章，2003，〈族群互動、文化認同與「歷史性」：客家研究的發
展脈絡〉。《歷史月刊》201：31-41。
3. 徐正光，1998，〈臺灣客家族群關係研究的回顧〉。《客家文化研究
通訊》創刊號：30-33。
4. 楊國鑫，2005，〈現階段客家學的定位：從方法論的角度探討〉。《思
與言》43（2）：11-41。
5. 施正鋒，2013，〈原住民族知識體系與客家知識體系〉。《臺灣原住
民族研究學報》3（2）：115-141。
6. 洪馨蘭，2012，〈以區域觀點為運用的客家研究回顧（1960-2010）〉。
《高雄師大學報》2012（33）：131-160。
7. 陳運棟，1998，〈五十年來的臺灣客家研究〉。《臺灣文獻》49（2）：
171-1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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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賴旭貞，2009，〈客家界線的游移與想像：從臺灣福佬客議題看臺灣、
中國、日本的客家研究〉。由客委會獎助研究。
9. 林正慧，2010，〈十九世紀西人眼中的臺灣 HAKKA〉。由客委會獎
助研究。
前三篇（1、2、3）是由三位推動臺灣客家研究卓有貢獻的學者所
寫的綜合見解和看法。4、5、6 三篇論文是以較長篇幅有系統論述客家
研究的定位，如何建立知識體系以及如何從「區域視野」從事客家研究。
我個人對這六篇論文的綜合歸類會把他們視為是以臺灣本土為核心的新
典範論述。我也特別選取第七篇論文，作為客家研究舊典範的例子，以
做為與前述六篇傾向新典範研究宇宙觀的對照。最後兩篇（8、9）可以
說是我選來作為對建構紮實的客家研究新典範必要的學術知識體系之根
底和基礎。
第一篇是張維安的短文〈客家意象、客家研究的客家學〉，是為《思
與言》雜誌在 2005 年出版的「客家研究專輯」四篇文章所寫的導論。
他除了簡介四篇論文的主旨和大要外，對本文而言，他對客家研究和客
家學的建構有一個有趣的討論，這也是選取他這篇文章的最大理由。他
一開始就問了對客家研究的本質一個關鍵的區別問題：「它是一門具有
個別特質的學科」，還是「僅僅只是跨學科的、綜合的，以客家族群為
對象、以客家族群為題材的研究」？這是大哉問，也是我期待讀者在閱
讀各篇文章會時時想到，也能藉此有一定程度釐清的所在。
質言之，這就是「獨立學科（客家學）vs. 特定研究領域（客家研
究）」之辨識。張維安在文中雖然也引述了若干相關學者的見解，但讀
起來，似乎仍是對客家學的定位不甚有信心，而多以「客家研究」來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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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此一以客家族群做為聚焦的學術領域。我也是比較持此立場。
我另有一個比較有趣的觀察，在 2000 年代，當客家研究在臺灣被
視為一個應該被打造的知識體系和學術工程時，當時論者都偏好以「客
家學」來稱它。這凸顯在當年的客家界是比較樂觀，也較有野心。但慢
慢地，到最近，使用「客家學」此一名稱就比較收斂，反而多轉而以「客
家研究」來命名和標籤此一學術領域。在我看來，這也是客家學術界走
向比較務實、踏實和嚴謹化的轉向。它與新舊典範的移轉，其實也有一
些間接的關聯。
用張維安的提問來檢視莊英章和徐正光另外兩篇文章的看法，也更
容易出現一些有意義的發現。莊英章在第二篇選文中更指出，「某某學」
此一名詞的倡導是從中國學界開始興起，而且大多與「地方」、「區域」
研究有關，如「泉州學」、「潮州學」和「客家學」。我觀察，這恐怕
也是一種「地方 vs. 國家」、「邊陲 vs. 中心」對立和區隔用心的表現，
甚至還有一些反抗意識的表達。臺灣早期也流行客家學，可能多少也受
到中國（南方）地方文史研究界的反動所影響。比較特別的是如果「某
某學」都與地方的空間區域為核心，那麼當初的「客家學」恐怕也因此
被地方空間化，而被拘限不過只成為一個中國華南的「原鄉」區域現象，
而非特殊族群的社會文化現象。這種以空間為基礎的客家學，畢竟只是
中國原鄉的遺緒，這就是以原鄉為論述核心的舊典範。一旦轉向以臺灣
內部族群為焦點的「客家研究」，那不也就擺脫了中國原鄉和源流的宇
宙觀及其心態？所以，這就是典範移轉的展現。
莊英章的文章中還隱約地流露出他在客家研究新舊典範兩者之間的
擺動。他未忘情舊典範是因為他似乎還相當認定客家研究就是移民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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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研究，從原鄉到異鄉的移民史。他念茲在茲的仍把客家社會視為漢族
邊陲的地帶。但他也走向新典範，是因為他已注意到客家移民史中的族
群互動和族群認同的本土化以及應透過比較研究來取得對全球客家全貌
性的理解。他在這篇文章還提出對女性角色、親族、祭祀、宗教信仰、
儀式這些制度性文化層面去理解、分析客家與福佬的異與同，並從臺灣
的族群間的比較去更深入了解客家族群文化。這種想法的確已跨進新典
範的範疇。
第三篇是徐正光的短文，他聚焦在對客家的族群關係的探討。他提
出的幾個研究角度，如從不同族群的廟宇信仰和客家人的義民信仰來看
客家的多樣族群關係。他也提醒應建立客家的主體觀點去體認其族群關
係，而不要只將自己吸納到更大民族主義或民主運動的洪流當中。他也
探討了臺灣三大族群（客、福、原）之間的相互衝擊關係，不該只限於
從福佬族群的狹隘眼光來看待。從以上諸點論述，證實徐正光主張的客
家研究是以臺灣的族群政治動態做為基礎，但又不被過度埋沒在臺灣國
族主義而失去客家主體的客家研究。無疑的，他應是新典範的倡議者和
支持者。這前三篇選文反映了資深和中生代的臺灣客家研究者對打造客
家研究的已建立某種基本共識，亦即從舊典範擺脫出來而邁向新典範的
臺灣客家研究。

四、典範移轉下如何建構新客家研究？
從第四篇論文開始，即進入如何建構新典範客家研究的實質討論。
楊國鑫的論文明言從方法論的角度探討「客家學」的定位，但他的貢獻
倒不在於他真正找到了什麼「客家學科」的獨立而清晰的方法論，而是

臺灣客家研究的典範移轉

12

一則批評，一則體認現有的客家研究其實都是「借用」既有人文及社會
科學的方法論和理論之事實。言下之意，這是遺憾之處，也是未來客家
學界要努力的方向之一。
讀完這篇論文其實也引發另一個發問：如果我們追求和企圖建構的
是客家研究「新學術領域」，而非獨立於其他人文社會科學的「新學
門」，那所謂「獨立而清晰的方法論」會是什麼？更根本的問題可能又
是：必要有客家研究的方法論嗎？或是要追求的反而是客家研究獨特而
清楚的理論視野呢？
如果努力的方向是理論建構，而非方法論確立，這則牽涉到本文在
一開始所正確指出的一個客家研究出現的政治社會背景。客家研究之所
以冒起是關心學界人士為了反擊各方面對客家的不公義。如政府的語言
政策。此一看法沒錯，一如我在前述所指出的，更精準的說法應該是客
家有識之士的「抗爭運動」造就了客家研究的契機，而非反過來的因果
關係。
如果客家研究的出現有這種很特別的社會政治運動背景，那麼它對
客家研究的獨特理論視野有什麼形塑的影響？很有意思的是，楊國鑫也
提到了客家研究可以看成是「後客家運動」，也指出它是「一種走向學
術與運動的整合」，必須「走向客家與非客家的合作」，更要體認「民
間研究者與學術界的相輔相成」。上述這些看法和期許，或許可以做為
提供如何形成和打造客家研究獨特理論視野（如學術與運動的整合）和
清晰方法論（如文史工作者和學院界的合作）的線索。
第五篇論文是施正鋒的論文，以族群研究的特性和觀點來看客家知
識體系和原住民知識體系的本質。他指出，任何族群研究都應包括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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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份：族群自我認同的建構、與其他族群的互動和關心族群與國家的定
位。換言之，如果要談客家知識體系的建立，當然就是要從這三方面著
手：族群認同、族群關係和族群政治。施正鋒也清楚看到「新典範」的
客家（族群）研究是 1988 年客家運動的結果，之前客家人不但是被視
為隱形人，對客家的關心也止於（中國）漢人在臺灣移墾，亦即只看到
他們的中國源流和在臺移墾經驗，客家在臺灣不過是一個「客體」，而
無「自主的主體性」。他雖沒有用新舊典範來區隔上述的大轉變，但意
思應是如此。
但客家運動之後，新的客家研究論述才出現，一方面透過歷史的詮
釋重建客家族群的集體記憶，一方面專注客家文化象徵的建立，也才真
正浮現出前述符合族群研究的三大元素：認同、關係和政治。他並列舉
下述三本書：《臺灣客家研究概論》（徐正光 2007）、《客家族群與
在地社會：臺灣與全球的經驗》（丘昌泰、蕭新煌 2007）和《多元族
群與客家：臺灣客家運動 20 年》（張維安等 2008）做為新階段客家研
究成果代表。
最後，這篇論文推論客家研究及其知識體系的建立還影響原住民知
識份子對建構屬於自己的知識體系的用心和著力。我覺得有趣而弔詭的
是，客家族群運動其實受益於原住民運動的啟發，但它的「後客家運動」
的客家研究卻刺激出有「自主和主體性」之原住民知識體系的形塑。
第六篇論文由新生代客家學者洪馨蘭撰寫，她在這篇文章所做的具
體成績是整理和回顧了以「區域空間觀點」看「客家」和「客家研究」
的文獻。這包括我前述所批評的那種以中國華南為重心的「空間地方及
區域客家學」舊典範文獻，以及後來的臺灣各區域客家移墾、定居、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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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化三部曲的新典範代表作。
洪馨蘭對舊典範的客家區域研究只有介紹，並無評論，也未清晰指
出在中國出現的其實只是「孤立地方化的客家學」。臺灣早期的客家研
究恐怕也是持此偏頗的見解，亦即不脫「源流、移墾、特殊文化慣習」
這三個舊元素。從前一篇施正鋒所期許的「認同、關係、政治」新三成
份，真的形成了明顯的對照。
她對後來出現的客家區域研究，倒是嘗試用不同的角度來評述。這
包括「臺灣漢人社會的地方化」、「比較族群研究」、「移民史適應變遷」
等，但分析立場還是不怎麼明確和清楚，也沒有從典範視野來加以闡
釋。這背後也暴露出她似乎不願也未能明顯地區分客家研究有臺灣和中
國的明顯差別。她在文中不時會對中國和臺灣的客家研究做一些比較，
但不夠深入。以臺灣為例，如果她能進一步深入探討「濁大計畫」和「四
溪計畫」對客家研究的啟發和貢獻，我相信她會對早期中國以華南區域
空間「定位」客家的「邊陲性」之舊典範和臺灣後期以臺灣整體區域空
間「比較」客家「本土化」的新典範，當會有更清晰和截然不同的論斷。
所以，同樣的「區域觀點」在本土此一時和原鄉彼一時，早已完全
展現很不同的學術典範和研究宇宙觀。

五、從新典範對照舊典範的一些特點
相對於前面幾篇已從新典範出發探討臺灣客家研究的發展與出路，
第七篇由陳運棟撰寫的論文倒是相當執著於言必稱羅香林的兩本源流著
作，崇原鄉和重墾殖史的舊典範。不僅如此，若要進入客家的族群源流
考爭議，他似乎也是一位堅持客家是源於中國中原的漢人南下移民的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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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者。很自然地，他主張要從客家淵源談起，含括客家研究的開端、近
代（明清）客家研究、日治時期的客家研究、臺灣甚至中國大陸的客家
研究都要一併談才完整。
因此，陳運棟經常會將客家源流和移民史與客家研究發展史混為一
談。他在文中指出，客家研究的開端源自閩粵地區的土客械鬥，此時開
始有一些關於客家源流和語言習俗的著述。近代時逢客家人向海外謀
生、太平天國以客家方言為「國語」且土客械鬥愈趨嚴重，加上彼時的
文獻對客家多所貶抑，「客家源流研究」因而興盛，相關社團也紛紛成
立。陳運棟因此認為此一時期最具代表性的客家流研究當屬羅香林的
《客家研究導論》和《客家源流考》。
日治時期殖民政府出版了幾部臺灣客家話字典與專書。但是，臺灣
的客家研究是光復後來臺的「新客」（指外省客）倡導而興起，他們刊
行了介紹客家典故、人物風情、傳統習俗與歷史為主的客家同鄉會雜
誌。
臺灣的客家書籍方面，有關客家風俗、源流與族群特質的，可以解
嚴前後為分水嶺，解嚴前以羅香林的觀點為主，如《客族源流新志》（郭
壽華 1963）、《客家人尋根》（雨青 1985）等。在文中，他提到了日
本學者中川學認為羅香林為了強調血緣關係，而倡導的客家研究具有
「人種主義的排他性」。陳運棟一方面同意這種批評，另一方面又認為
不應全盤否定羅氏為客家族群形成研究所奠定的基礎。但他倒沒清楚說
明羅的論著是有力的政治宣示還是嚴謹的學術著作？
至於 1990 年之後，首任「臺灣客家公共事務協會」會長鍾肇政提
出「新个客家人」概念，才帶動年輕輩的學者反省傳統客家研究過於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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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祖籍、源流考的研究路徑，建構新的客家論述，也呼籲臺灣客家人應
積極投入當代社會。此時，臺灣客家研究論述也開始以臺灣為出發點，
如《新个客家人》（臺灣客家公共事務協會 1991）、《臺灣客家》（楊
國鑫 1993）、《臺灣新客家人》（鄧榮坤、李勝良 1997）等。陳運棟
在文中所列出的上述著作的確也是新客家典範論述下的一些代表作品。
顯然他也已意識到新舊客家典範的矛盾和分野。不過他在寫這篇文
章的時候，批評了「新个客家人」概念，認為它沒有具體形象或內容，
反而有幾個特殊論點。一是泛客家現象，把客家族群形成的時空概念任
意追溯或擴大，隨意將古今名人列為客家人。二是盲目追求學術突破，
輕易否定前人（主要是羅香林）的學術成果。三是貶低、否定族譜的作
用，只重在臺灣的田野調查，特別強調某些他們認定是客家意識的文化
特徵，如「硬頸精神」。他認為這對臺灣客家族群特質的重視，雖然有
助於臺灣族群內部的團結，但他卻認為會與大多數的族群理論相違，也
恐怕會加深他人對客家的刻板印象與成見。不過，他並未申論這種看重
客家特殊文化元素的論述，到底為何會與當代主流族群理論相違背。
陳運棟的論文標題是「五十年來的臺灣客家研究」，但卻花一些篇
幅去介紹中國的客家研究，其目的不清楚，也未嚴謹地去做對照比較，
當然也無從凸顯臺灣客家研究的特有成果和特色。他只有在文末粗淺提
到「由於時代的侷限和一些其他因素的影響，海峽兩岸的客家研究程度
均未達到系統性和理論性的階段」。這雖也是事實，他接下來卻論斷和
恭維中國客家學界提出創建「客家學」的主張，臺灣客家學界應該有對
應的措施，言下之意是中國的客家研究已超前臺灣，這其實並不正確。
至於推崇中國具偏狹地方色彩的「客家學」，更是陷入中國那邊對客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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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群仍只是持有狹隘地方主義之意識型態和錯誤框架而不自覺。這又再
次凸顯出陳氏對新典範的陌生和對舊典範的執著。

六、如何紮實打造客家研究新典範的歷史根基？
第八篇和第九篇論文分別由賴旭貞和林正慧撰寫，在我看來他們這
兩篇文章分別以比較具體的研究主題來打造臺灣客家研究的根基和提出
有意思的新典範方向。
第八篇論文標明從臺灣福佬客議題看中國、臺灣、日本三國的客家
研究，文中卻僅在臺灣客家研究的篇幅中說明福佬客研究。但對於福佬
客與中國、日本的客家研究的關係，僅約略說明福佬客此一身分轉化現
象，並未細述。雖然在中國可能也有所謂客家福佬化的現象，但「福佬
客」一詞卻是臺灣客家研究獨創，且文章主要內容並非是論述中國與
日本有相關福佬客的研究，也不是圍繞福佬客課題發展的研究。只是因
為「福佬客」現象所彰顯的族群間的文化流動與融合現象，以及牽引出
客家研究的兩大核心課題：客家認同意識的流動歸宿以及客家因子的尋
覓，是具有普遍性的文化現象，才有副標題「從臺灣福佬客議題看臺灣、
中國、日本的客家研究」。換言之，這篇論文企圖想達成的是客家研究
應如何嚴肅看待客家與其他族群之間的互動，以及因此所形塑出來的界
線流動和辯證關係。
似乎不可免俗，這篇文章也從羅香林（1933）撰的《客家研究導論》
開頭。羅氏辯證客家的正統性，使一開始的客家研究就帶有濃厚堅持漢
民族本質的色彩。毫無疑問，羅氏的論述充滿關於客家情節的自我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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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
賴旭貞也再次提到，日本學界對羅氏學說提出反思的歷史學者中川
學，從歷史學角度揭明「客家意識」的本質與客家研究的性質，認為過
去的客家研究過於強調客家是漢人的精髓的視角過於狹隘。文化人類學
者瀨川昌久也認為各地域客家的形成或出現因客家遷移史而有所差異，
他透過對地域社會中描繪的客家實像，勾勒出多元客家面貌以及客畬民
族之間的流動曲線，修正了客家的「純漢特殊論」。賴旭貞另外也提到
兩位做臺灣客家研究的日籍學者 ─ 末成道男和渡邊欣雄，他們從祭祀活
動考察客家人的生活型態與社會構成，不僅對臺灣客家研究有進一步的
影響外，對照兩者研究也能觀察到臺灣南北客家的多元樣貌與差異性。
至於中國的客家研究則與其社會和政治國情密切相關。太平天國的
客家背景、土客械鬥，在在引發有關客家種族屬性的爭議，當時許多文
獻也均貶低客家的身份，使客家人士相繼組織客家源流調查社團、發表
相關論述辯證，羅香林的客家源流論述就在這波洪流中誕生，這也是中
國客家研究的開端。從此，中國的客家研究一直將客家源流作為其研究
核心與重點，直到二十世紀末，才有對羅氏的客家源流假說的批判與修
正風潮，也才開始描繪出客家界線的流動可變性。賴文也指出，陳支平
（1998）的《客家源流新論》，也是中國現階段客家研究的指標之一。
除了客家源流研究之外，客畬相互影響的關係與所描繪出的界線變化，
也是重要的研究面向之一，如謝重光（2002）的《畬族與客家福佬關係
史略》。
如該文前段一再提到的，臺灣的客家研究早期也承襲了羅香林的觀
點，也慣以祖籍地的信仰來區分族群，例如論說三山國王是客家的祖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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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然而，並非所有客家地區都奉祀三山國王。作者從彰化、宜蘭和恆
春半島的福佬客研究，思索歷經族群接觸後，客家或客家意識何去何
從。首先，文中提到許嘉明的研究，他透過臺灣移墾的歷史成因和分類
械鬥，剖析彰化福佬客藉由三山國王祭祀圈組成不同型態的地域組織。
此一研究讓學界正視了福佬客的存在，使福佬客家研究乃成為臺灣客家
研究的議題之一。但是，研究宜蘭客家同時也是研究三山國王信仰的邱
彥貴卻認為三山國王信仰並非客家專屬。他透過宜蘭福佬客的各姓氏系
譜，來論述宜蘭客家史與現況。恆春地區的客家屬六堆客家的遷移外擴
區域，但有語言研究學者從語言的角度，指出恆春半島的客家形象已逐
漸退去，並隱沒在福佬文化之中，而地理和語言環境更是促使其快速
「福佬化」的原因之一。
二十世紀後期，新的臺灣客家研究視野已重新檢證羅氏的論述，證
明客家的文化表徵其實無異於其他漢族各族群，與各個不同的族群也關
係匪淺，客家界線乃隨之鬆動。至此，不論是日本、中國、臺灣的「新」
客家研究路徑，都呈現出客家界線的柔軟與可動性。臺灣客家研究學界
雖以「福佬客」驗證三山國王並非客家專屬，但是在臺灣民間的客家卻
仍然以此來辨認客家身份。賴旭貞認為，建立客家新文化表徵似是與閩
南區別、尋求定位，福佬客的存在卻彰顯了閩客雙方高度的流動與融合
的事實。臺灣客家雖致力找尋自己是「客家人」的認同，但這會不會模
糊了自己身為「臺灣人」的意識認同，其客家界線的游移與想像看來也
是耐人尋味。
第十篇的作者林正慧利用文獻記述，整理西方人對 Hakka 的知識觀
以及藉此他們對臺灣 Hakka 的認識，最後與清代文獻中的客粵含義作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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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
林正慧從「Hakka」的由來以及傳教士對客家源流的看法，觀察西
方人建立 Hakka 知識觀的過程。Hakka 出現的源頭，最早可溯至華南
客方言群有所認識的德籍傳教士郭士立所記錄的「Kih」、「Kea」、
「Kea-jin」（客人）。後來美國浸信會羅浩牧師記述的「hakah」已接
近現在所用的「Hakka」，他們都是以方言區分人群。她認為，「Hakka」
和「客家」在 1850 年代前後已在西方人的認知中定了型，兩者的涵義
也在此時趨於一致，且是客方言群可接受的自稱，更是其自我認同的族
群標誌，如傳教士韓山文（1854）《太平天國起義記》、洪仁玕（1859）
《資政新篇》。
另一方面，土客械鬥和當時文獻的論述引發中外人士研究客家源流
的潮流，如傳教士 Eitel 和 Piton。從文獻年代來看，西方傳教士比客家
知識份子更早研究客家源流，如 Eitel 在 1873 年利用客家族譜及口頭傳
說，建構客家源流圖像，主張客家南遷「五波說」。客家知識份子則要
到光緒初年才有相關論說。1905 年後，有英國傳教士 George Campbell
提出客家南遷「三波論」，並認為客家比其他中國人優秀。顯然，此一
論述更成為日後羅香林等客家知識份子證明客家南遷史與具有優良漢文
化的依據。
西方人在 19 世紀對臺灣 Hakka 的認識，主要來自在中國建立的
Hakka 認知觀以及在地的觀察。19 世紀中葉，因為天津條約和北京條
約的簽訂，天主教、基督教在臺灣紮根發展，教會陸續派出傳教士來臺
宣教。他們多經由中國的華南來的，因此也影響了他們對臺灣人群的認
知與論述。19 世紀中葉後，有關臺灣的西文文獻，客方言群皆被稱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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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kka 或 Hakkas，不同於 19 世紀以前隨中國官方以「閩粵移民」稱呼
之習慣。Hakka 只有來臺的西方人使用，臺灣閩南人則以「ke-lang」（客
人）稱之。另外，也可能是受中國華南土客械鬥，廣府人將客方言群貶
抑為非漢種的影響，許多西文文獻的「Hakka」往往也會與「Chinese」
（漢人，指閩南移民）做區別。
有關西方人對臺灣 Hakka 的在地觀察，林正慧將它歸納為分布、產
業、族群關係、風俗教育以及對西方宗教的態度等面向。
1. 分布：關於 Hakka 分布的紀錄，如甘為霖的中壢、貓裡、Steere 的岸
裡大湳、竹塹市、Pickering 的南庄、下淡水阿猴 1、Gendre 的恆春半島，
Ede 則提到東部巴塱衛有很多客家人的房子。
2. 產業：19 世紀的臺灣以樟腦和石油為主。有文獻指出，茶葉、木炭
和樟腦業的發展都與客家人有關，甚至還要歸功於客家，如 Dodd、
Gendre、法文的《福爾摩沙考察報告》均作如是觀。石油則因其產地恰
好是客家人分布的地區，而與客家人又有了關係。
3. 族群關係：19 世紀中葉後來臺的西方人能依方言分辨臺灣的漢人族
群，如 1889 年的百科全書就將福爾摩沙居民分三類，其中之一是包含
閩南和客家的中國漢人。對於閩客、客家人與平埔族、客家人與高山族
之間的關係，西方人也有所記載，如 Elisée 曾提到閩客間的爭端，馬偕
也曾記述竹苗地區客家話已有流失的情形。White Francis 提到客家與平
埔族的關係不良。Gendre 和 Pickering 則記述了客家與高山族間的通婚
關係。
4. 風俗教育：讓西方人印象最深刻的是客家女性不纏足的習慣，如
1

原文寫作「阿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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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dd、Pickering、馬偕、Steere 都對此有記述；攝影家湯姆生則注意到
臺灣客家樂觀並善於適應環境的天性。
5. 對西方宗教的態度：臺灣客家與西方宗教信仰的關係在南北地區有不
同的呈現。就新教而言，北部的接受度較高，南部則是困難重重，如
1885 年的二崙事件。就天主教而言，在傳入六堆前，當地客家人與福佬
化的平埔族呈對立關係，也因此與敵對陣營的天主教衝突不斷。林正慧
認為，此時西方宗教未能獲得客家人青睞，除了與個別地域的政經地位
及族群實力有關，傳教士沒有積極學習客語向客家地區傳教是另一個重
要的原因。她指出，因為 19 世紀來臺的西方人較重視平埔族和高山族，
當時留下的臺灣 Hakka 印象未必全面和客觀，但若與清代文獻或私人文
書對照，還是有其重大意義。
清代臺灣史志中的「客」，指涉兩個不同層次的人群內涵：一、指
別於土著，閩粵皆「客」；二、依省籍區別閩主粵客。但是，文獻中專
指粵東移民的「客」未必是指客方言群。林正慧最後認為，清臺灣史志
中的「客」，其意涵有依時遞變的情況。一開始，多述及其移墾方式、
佃耕身分或負面形象。而後則少了這些形象的描述。就清代官方文獻來
看，除了覺羅滿保指出在臺粵民存在不同方言群外，其餘皆以省籍為分
類方式，確實與以方言為界線的 Hakka 分類概念不同。
上述的這些討論與對照，的確有助我們對「客家」語源及改變的歷
史脈絡有相當多而有意義的了解。更有價值的是，以上這些饒富經驗觀
察的文獻，相當具有現代社會科學研究旨趣，更可以做為以臺灣經驗為
核心的新典範客家研究之有意義的根基和基線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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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小結

本文所討論的九篇文章，很明顯地呈現了新舊典範不同的論述視
野。從張維安（2005）、莊英章（2003）和徐正光（1998）的三篇論文，
可凸顯臺灣客家研究逐漸從舊典範邁向新典範的路徑。楊國鑫（2005）、
施正鋒（2013）和洪馨蘭（2013）這三篇文章則分別從方法論、族群研
究與族群知識體制建立的關係以及區域空間觀點建構客家研究的定位。
若將前述六篇論文拿來對照陳運棟（1998）的文章，又可更清楚看出新
舊典範之間的分野。至於賴旭真（2009）和林正慧（2010）以福佬客、
西方人在 19 世紀對於 Hakka 的文獻分析論述，則又可做為臺灣客家研
究新典範的根基和基礎以及豐富此一新典範的內涵。總之，上述九篇論
文的確有助於印證本文所提到的，近十幾年來臺灣的客家研究典範移轉
至今所走過的痕跡及其脈絡：從早期的「客家在臺灣」、「地方主義」、
「墾殖史」和「只與原鄉比較」的舊典範，已移轉至現今的「臺灣的客
家的在地化典範」、「具有社會科學本質的族群研究典範」、「本土族
群政治及客家政策的典範」以及「全球比較的典範」。

謝誌：本文的完成，感謝助理羅玉芝小姐的協助，特此附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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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說客家話可以成為客家人嗎？
論沙巴客語流失和族群意識發展
廖致苡 **
澳洲蒙納許大學教育學院博士候選人

沙 巴 是 馬 來 西 亞 十 三 州 之 一， 據 統 計 2015 年 沙 巴 總 人 口 數 為
3,543,500，華人佔人口總數百分之 8.7。1920 至 1960 年，大批華人移
民至沙巴 ，其中三分之一居住在兩大城市：山打根和哥打基納巴魯 ( 舊
稱亞庇 )。沙巴的華人社區由五大語族組成：客家、廣東、福建、潮州
和海南，各自發展其特色行業並與在地文化融合 。自 1920 年以來，客
家人一直是沙巴華人中最大的族群 ，客家話也成為沙巴華人社區的通
用語。即使環境惡劣，客家人仍視沙巴為家園，客家移民以農業為生並
善待土地 。
本研究呈現老、中、青三代共 52 位受訪人的語言使用情形，運用
社會語言學和民族語言學理論討論客語流失和客家意識兩者存在的衝突
。

關鍵詞：客家、沙巴、山打根、語言維持和語言轉移、族群意識

** 投稿日期：2017 年 11 月 19 日
接受刊登日期：2018 年 1 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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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roduction

Sabah is located on the north of Borneo Island, one of thirteen states
of Malaysia where there is a significant Chinese Malaysian population.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1920s, the Chinese immigrants in Sabah numbered
about 30,000, making up one-fifth of the territory’s population (Wong 2005).
According to previous Chinese immigrant research, most immigration to
Sabah was from China or Hong Kong. Migrants came either to settle down
with relatives or work for a labour force. The Chinese population in Sabah
grew from 39,256 in 1921 to 104,542 in 1960, the percentage of the total
population increasing by 8% (from 15% to 23%) during the first forty years
(Jones 2007; Lee 1965). Hakkas have become the majority group in Sabah
since the 1950s, the data show that the Hakka population in 1951 and 1960
made up 5 9.9% and 54.8 % of the Chinese community respectively in Sabah
(Lee, 1965). Hakka language was the lingua franca in Chinese communities.
In 1991, the five major Chinese ethnic groups in Sabah were Hakka (57.0%),
Cantonese (14.4%), Hokkien (13.2), Teochew (5.2%) and Hainanese (3.4%).
The various Chinese associations attempted to maintain the language, cultures
and ceremonies; they also provided welfare services to their memb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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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1 Percentages of Chinese population in Sabah 1921-1960
Year
Chinese speech groups
Hakka
Cantonese
Hokkien
Teochew
Hailam
Other Chinese
All groups

1921
46.2%
31.3%
10.2%
6.3%
3.3%
2.7%
100.0

1931
54.8%
25.6%
9.3%
5.0%
3.2%
2.1%
100.0

1951
59.9%
16.0%
9.8%
5.3%
4.8%
4.2%
100.0

1960
54.8%
14.6%
11.4%
5.7%
5.0%
8.5%
100.0

Source: Han (1971)

Since Malaysia’s independence from Britain in 1963, the emergence
of Malaysian nationalism has caused Chinese Malaysians to question their
sense of belonging. Affected by mass media and other networks, the current
linguistic issues amongst Chinese Malaysians are code-switching and lexicon
borrowing. Speech is being enriched by thousands of loan words and with
each passing generation more traditional words are lost. Wang (2010) predicted that Chinese ethnic languages in Malaysia are declining and will finally
disappear, while Mandarin is now the most common language in Malaysian
Chinese communities. Mandarin will become the only Chinese language used
by Chinese Malaysians; speaking Mandarin is the symbol of Chinese identity.
Hakka and Hokkien are at a medium level of language maintenance: they are
still alive in the home domain but the situation is not optimistic. Hakka and
Hokkien in Kuala Lumpur are under threat; both languages will go the way of
other minor languages in the near future (Wang and Chong 2011). In terms of
Sabah, Hakka is the majority group, so it should have better conditions to survive. However, lack of language revitalisation plans and organised courses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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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laysian Chinese communities is one of the significant factors to deplete the
Chinese languages (Sim 2012). Although the awareness of Hakka identities
is increasing in southeast Asia (Hsiao and Lim 2007), there is little detailed
planning, such as no cultural or language maintenance strategies.
According to my experiences in Sabah, the Chinese clan Associations
(Hokkien Associations, Hakka Associations and other Chinese associations)
spare no pains and efforts to preserve conventional cultures and languages.
Fifteen Hakka Associations in Sabah are well-organised and they play important roles in the social and political status in Chinese communities. The well
operated Sandakan Hakka Association serves as a mental and physical shelter.
On one hand, through the regular interaction among members, the involvement with social support creates friendships. On the other hand, members of
the Sandakan Hakka Association are allowed to share welfare, such as scholarships and seniors’ grants. Up to 2015, there were 5711 members of the Sandakan Hakka Association, the active organisation which has played a leading
role in all Chinese communities in Sabah. The success of the Sandakan Hakka
Association makes thousands of members highly value their culture and language, and enhances the reputation of Hakka identity.
With the considerations of language behaviour changes in Hakka communities in Sabah, this study is informed by two major levels of sociolinguistic inquiry. First of all, Hakka participants’ language choices are expected to
provide patterns of language shift among three generations. Secondly, according to the participants’ language behaviours, the factors of language change
are described and the ethnic identity should be discus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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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ndakan
Sandakan is the former capital city of British North Borneo. Sandakan
Harbour is located on the east coast of Borneo Island: it used to be one of the
busiest ports of Borneo for trading and transportation. The earliest Chinese
immigrants who arrived in Sandakan around 1860 were Taiping Rebellion
followers; they were the first of the Chinese immigration in Sabah. It was
twenty years before the first Chinese labourers were introduced by the Chartered Company in 1881(Niew 1993). Sandakan was chosen to be the field
site in this research for historical and practical reasons. Sandakan has a good
location for earlier immigrants before the Second World War. Furthermore, as
the former capital city, Sandakan offered Chinese traders a business network
platform. Sandakan is the second biggest city in Sabah now; it has not been
well-developed like Kota Kinabalu (the capital city of Sabah) nor interfered
with by other languages. Sandakan preserves a rich Chinese culture and Chinese population for data collection.
Sandakan is called ‘little Hong Kong’ due to the flourishing business
along the port and the lighting of the sails are an image of Hong Kong. Although Lee and Tan (2000) pointed out that Sandakan is a Cantonese speaking city, I believe that the name of ‘little Hong Kong’ comes from the trade
between Sandakan and South of China and Hong Kong; and many Chinese
immigrated to Sandakan through Hong Kong as Hong Kong was a major port
of the south of China. There is little evidence to show that Cantonese speakers were the majority of Sandakan. Instead, it was confirmed that the Hakka
population contributed more than half of the Chinese population in Sab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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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 a capital city, Sandakan should comprise the great number of Hakkas.
The name of ‘little Hong Kong’ is because most of Sandakan’s business was
operated by Cantonese speakers and it has made other Chinese groups speak
Cantonese. Cantonese has become a superior and more common language
and overshadowed the Hakkas.

Research Methodology
This research focused on Hakkas’ language choices and explored their
understandings, attitudes and identity construction. Sociolinguistic and ethnolinguistic methods are the theoretical framework for this research. Sociolinguistic researchers seek the possible relationships between language and the
society. In multicultural communities, the ethnic identity and the socioeconomic competition among each ethnic groups are often involved. The theory
of ethnolinguistic identity in this research supports the exploration of a wide
variety of factors of Hakka language use in Sabah.

Data Collection
The Sandakan Hakka Association is the largest Chinese association in
Sandakan, with 131 years’ history and almost 6000 members. I had initial
contact with the Sandakan Hakka Association in 2014 before visiting Sabah.
They accepted my invitation and welcomed me to undertake my research.
Linguistics, anthropology, ethnography of communication and sociolinguistics offer various methods to guide participant-observers in identifying fr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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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om, what and how to collect data in order to ensure well-rounded ethnographic understanding. As a researcher and as a participant in community
activities I take both “-emic” and “-etic” positions and perspectives in the research. Well-constructed sociolinguistic research using interviews begins with
informed questioning and includes expert interpretation from an insider perspective and local meanings (Schilling 2013). For each site of language use
and social engagement, I have included a description based on my fieldwork
observation. Fifty-two participants were interviewed in 2015 in Sandakan,
Sabah. Participants were divided into three groups: older generation (Group
A), middle-aged generation (Group B) and younger generation (Group C).

Questionnaire and the Semi-structured Interviews
A questionnaire has been added in my data collection fieldwork. This
research is a qualitative case study, the prepared questions can avoid over
sensitive questions and bring out participants’ statements.
My questionnaire had four sections. The first section of the questionnaire
elicited participants’ backgrounds and the languages they are able to speak.
The next section asked about their self-perceived level of proficiency in
speaking, reading and writing languages. Based on the research of Gal (1979)
in Oberwart, Austria and the Interagency Language Roundtable (ILR) scale1,
the knowledge of languages is on a scale of one to five. In this questionnaire,
1

The Interagency Language Roundtable (ILR) scale is a standard grading scale for language
proficiency in the United States Federal-level service. Language proficiency is on the scale of
0-5, it can also be 0+, 1+, 2+, 3+, or 4+, 11 possible grades in total. I designed my scale by
modifying ILR and the method of Gal (1979). There are five levels of language proficiency in
this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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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articipants were required to self-rate their proficiency in each language at
five levels, from one, meaning weak, to five, showing excellent in languages.
The third section of the questionnaire is domains which help us to understand
participants’ language choice and topic. Five domains proposed by Fishman
(1972) were involved in the questionnaire in this study: family, friendship,
religion, education and employment. The participants responded with the language choice in each domain. The last part of the questionnaire was an open
discussion: there were seven questions which were asked by the researcher
and the participants could talk freely.
The interview questions covered a range of topics:
1.Background: Birthplace, education, parents’ birthplace, places lived for
more than one year
2.Languages (to people): Languages spoken to family members, friends,
non-Hakka friends, colleagues, teachers, neighbours
3.Languages (in places): Languages spoken at home, in religious domains, workplaces, school, traditional market, department store
4.Other questions: The dominant language, the feeling about using a specific language, the importance of being and speaking Hakka

Language for Interviews
I expected to speak Hakka during my fieldwork in Sabah. I planned
to interview my participants in Hakka, but it did not work out that way. Although all participants were familiar with my Taiwanese Hakka background,
they chose Mandarin to speak to me. One reason given was that most Hakk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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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ople I met in Malaysia claimed that my Hakka speech was very different
from theirs and they found it challenging to communicate in Hakka. Although
I could understand around 90 per cent of their speech and tried to use a more
local accent, they still preferred Mandarin. They also believed that Mandarin
is a ‘civilised’ language and a researcher like me deserved great respect. After
I had stayed in Sabah for four months, the local people, including my participants and other residents, treated me like a member of the community. Most
Hakkas continued to feel awkward speaking Hakka to me while some of them
started to add more Hakka phrases in our conversations. Language attitudes
among my participants will be presented in the latter section.
My first participant was B1 who was not able to speak Hakka; instead
she chose to speak Mandarin. I had more than 60 interviews but 52 questionnaires were collected; in most of which the conversations were in Mandarin.
My participants claimed that they felt more comfortable speaking Mandarin
to me. For them, speaking Mandarin showed their respect to a researcher. Although those participants spoke mainly Mandarin during the interviews, they
naturally switched among Hakka, Cantonese and Mandarin at some points.
There were a few interviews that were undertaken in Hakka and English; A7
stressed his Hakka identity by speaking Hakka and C10, C11 and C16 had
limited Mandarin proficiencies.

Participants
This study began in March, 2015 and was undertaken by one researcher.
Fifty-two qualified participants including 30 males and 22 females were in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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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ewed: seven were from the older generation (age 50 or over age 50), twenty-one were middle-aged (31 to 50) and twenty-four were younger (age 10 or
age 10 to 30). Table 2 below shows the participants’ background. Group A is
the oldest Hakka generation, Group B is the middle-aged Hakkas and Group
C is the youngest generation.

Table 2 The background of participants
Number
A1
A2
A3
A4
A5
A6
A7
B1
B2
B3
B4
B5
B6
B7
B8
B9
B10
B11
B12
B13
B14
B15
B16
B17
B18
B19
B20
B21

Age
76
58
64
88
71
63
67
49
45
40
41
35
40
35
48
30
30
32
43
39
41
43
31
34
36
34
42
42

Gender
F
F
F
F
F
M
M
F
M
M
M
F
M
M
F
M
F
M
M
F
M
M
M
M
M
F
M
F

Number
C1
C2
C3
C4
C5
C6
C7
C8
C9
C10
C11
C12
C13
C14
C15
C16
C17
C18
C19
C20
C21
C22
C23
C24

Age
14
16
24
23
21
16
15
29
28
11
11
10
23
23
17
26
29
23
24
19
19
23
17
13

Gender
F
M
F
M
M
F
F
M
M
F
F
M
F
M
M
M
M
M
M
F
M
F
M
F

Source: Data collected by researcher in Sandakan, Sabah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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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nguage Shift in Sabah
Language maintenance and language shift are concepts to explain how
a language gradually replaces another as the dominant language in a community. The definition of language maintenance and language shift are based on
the general principles. Language shift is understood as some demonstrable
change which has occurred in the pattern of habitual use (Fishman 1972).
The definition of language shift by Winford (2008) was “the partial or total
abandonment of a group’s native language in favour of another.” Once the
language is no longer used by members of a group, although it was the medium for communication, thus, the language shift has been completed. Another
definition of language shift is that “ if a language contact situation results in
one or more languages being abandoned by speakers, the terms ‘language
shift’ ‘language loss’ ‘language obsolescence’ and ‘language death’ can be applied (Pauwels, 2016, p. 18). Potowski (2013) emphasised the ‘replacement’,
when a language is replaced by another as the primary means of communication or socialisation within in a community, language shift is a possibility.
The studies of language shift are focusing on a language which is not being
used by a group for various reasons, and another language is preferred.
In groups A and B (aged 31 to 88), 26 of 28 participants claimed that
Hakka is either their first language or one of their first languages. Speaking
Hakka as the first language means those participants have been exposed to a
Hakka environment from birth. Participants who grew up during the 1930s to
1980s are now in Groups A and B. Their report of first language proved th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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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kka was the choice in most Chinese families and Hakka was the dominant
language in Sandakan.

Figure 1. The dominant language of participants
Source: Data collected by researcher in Sandakan, Sabah, 2015

Figure 1 shows 52 participants’ dominant languages by their ages. The
black bars show participants who preferred and were more confident in speaking Hakka. Yellow bars are Cantonese, blues are Mandarin, reds are English
and grey are others. This figure demonstrates the language choices among
Hakka generations: black indicates that Hakka is a preferred language by old
and middle-aged Hakkas. Cantonese appears to be chosen by participants who
are aged between 20 and 40; Cantonese is indeed the most popular language
used by middle-aged Hakkas. Compared with Hakka and Cantonese, M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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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rin and English are ‘young’ languages. Participants who are dominated by
Mandarin and English are much younger. The blue and red bars in Figure 1
are lower and similar. The youngest Hakka generation has selected or is being
affected by external factors to speak more Mandarin or English that makes
them identify themselves as Hakka-Mandarin or Hakka-English speakers.

Language Attitudes
Given the fact that a language is the vehicle through which individuals
encode their speech, it becomes intimately connected to a sense of belonging. The way of people’s speaking and their language choice reflect levels of
individual cognition and lead to certain behaviours. Language choice shows
peoples’ preferences for speaking and language attitudes represent thoughts
and emotions. Attitudes towards language require observation of both an individual’s internal mental state and the effects of the social experience on them.
Language attitudes can be loosely divided into positive and negative.
Positive feelings refer to a language which is often encouraged by the role it
plays as a marker of a desired group. Negative language attitudes mean having rejected identity (Saville-Troike 2003). Chinese Malaysians are used to
switching languages when they are involved in any conversation. Their language use patterns reflect the conscious choice among languages. Most of my
participants have clear attitudes toward each language, including any of the
Chinese languages, Bahasa Malaysia and Engli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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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st participants in this research could identify their dominant language
and describe the experiences of using languages while a few participants
were struggling with selecting the preferred/ first/ dominant language because
of their multilingual skills. Feelings about a language are not easy to assess,
and language attitude is not a dichotomy of positive or negative thoughts.
For example, Hakka language in Sandakan is used daily by participants who
are over age 20. They claimed that Hakka language should be preserved and
passed down to following generations, but some of them as parents did not
take such actions in life. Data show positive language attitudes are not always
followed by support; the not passing down situation does not mean they had
negative attitudes to Hakka. Giving attitudes to languages should consider the
external perspectives such as social networks, children’s education, politics
and the internal perspectives like identity.

Mandarin is Elegant, Hakka is Rude
During the interviews of my fieldwork, my participants often described
languages with four terms. The four terms were “elegant” ( 斯文 ), “rude” (
粗魯 ), “polite” ( 有禮貌 ) and “common”( 通用 ). All participants showed
positive attitudes toward Mandarin; they confirmed that Mandarin is a language used for education and for a formal occasion. They chose elegant and
polite to express their feeling about Mandarin. In contrast, Hakka was felt to
be rude but friend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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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跟我朋友打球，我們男孩子都講客家話，感覺 … 比較親。
可是女生喜歡講華語，我常聽他們講華語，我就跟他們講華
語。(C2)
[My friend and I speak Hakka. We boys play basketball, Hakka
makes me feel closer to them like a team. Girls, they prefer speaking Mandarin. I have noticed that they always speak Mandarin. I
speak Mandarin when I need to talk to girls.]

我平時大多講廣東話，但我跟我女朋友講華語，華語比較斯文
浪漫，客家話怎麼講我愛你嘛，我愛你 (in Hakka) ？不好聽嘛！
(C14)
[I usually speak Cantonese in my life, but I use Mandarin to talk
to my girlfriend. Mandarin is more polite and romantic. How can
we say” I love you” in Hakka? Ngai Oy Ngi? It’s vulgar, it doesn’t
sound right!]

Speaking Mandarin is mostly at schools where Hakka is not acceptable
or Mandarin is used in some formal occasions in Chinese communities. The
function of Mandarin is conveying knowledge or talking to people who are
highly educated. Therefore, Mandarin has been labelled as an elegant and
polite language by my Hakka participants. Hakka language is opposite to the
elegant label, it is rude and impolite. Because Mandarin is being seen as an
elegant language, some male participants described their female friends 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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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ferring Mandarin, thus they chose Mandarin to speak to ladies. As quoted
earlier participant C2 likes speaking Hakka due to its friendliness and cheekiness, which makes him more popular. When boys play sport they always
speak Hakka; he believed that the way of speaking this language showed his
manhood. Interestingly, many participants showed gender stereotype in languages. They thought that Hakka language is rude, speaking Hakka represented masculinity; and Mandarin is a female’s language. This also proved that
Mandarin is the chosen language in the interviews in this research.
C14 was not the only young male participant who chose non-Hakka
language to speak to his girlfriend. C9, C19, C21, B9 and B7 all have Hakka
speaker girlfriends (or wives), but they all chose Mandarin or Cantonese to
communicate. The reasons for this choice were all similar, Hakka was too
rude to be spoken in a romantic relationship. As the young Hakka couple decide not to use Hakka to communicate, continuing the situation of “difficult to
change,” it terminates Hakka language transmission.

Can one be Hakka without speaking Hakka?
Hakka Identity
Hakka identity has been the most important factor for maintaining Hakka
culture since large waves of Hakka people immigrated to Sabah in the early
20th century. Hakka identity demonstrates a wider perspective which involves
a group of people with positive Hakka consciousness and creates the sense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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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longing internally. Externally, Hakka identity represents the pride of Hakka
culture, language and the great influence in the Chinese community. The ethnic group identification of minority groups may be viewed as part of the development of the group; it can also lead to separatism and conflicts (Verkuyten
2005).
There had been many Hakka Associations in capital cities of Malaysia
before Malaysia’s independence. The Federation of Hakka Associations of
Malaysia was founded in 1978 for stronger Hakka cohesion. The significant
purposes of founding Hakka Associations are welfare and culture maintenance, thus, the 78 Hakka Associations scattered in Malaysia are the products
of Hakka consciousness and Hakka identity. The rapidly growing number of
members and the well operated associations during these two decades proved
that Hakka identity in Malaysia was becoming mature.
In Malaysia, each Chinese group and its clan-associations represent the
various socioeconomic statuses and their ideologies set them apart from each
other. Many of my participants often compared themselves with other Chinese Malaysians, talking about contests in business or social status in Chinese
communities in Sabah or in Malaysia. When the conversations involved the
competitions among groups, the Chinese ethnicity would be emphasised.

以前坡上那裏都是香港人的天下，所以那裏都講廣東話，我們
客家人就做山芭，被人家看不起，現在坡那裏也沒有了，客家
人種油棕開始賺錢，他們就知道 …(B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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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business near the port was operated by Chinese from Hong
Kong, it was all Cantonese speech around the area. This made Hakkas start agriculture. People looked down on Hakkas. Nowadays,
the port has been replaced, it was not flourishing anymore. We Hakkas turn palm oil to fortune, they are jealous …]

所以我們客家人要團結，不要讓福建人在馬來西亞贏完！ (B9)
[We Hakka must unite to beat Hokkiens]

From the data collected in 2015, I have confirmed that Hakka identity in
Sandakan is solid and stable, especially in Hakka associations in each Hakka community of Sabah that are well organised and often hold the dominant
influence in local Chinese communities. Fifteen Hakka associations (2016
updated) in Sabah have contributed the most important positive effect on
maintaining Hakka identity. My participants included both members of the
Sandakan Hakka Association and non-members, according to my interviews.
Except for a few young Hakkas, most participants stressed their Hakka identity and showed their pride in being Hakka. However, the solid ethnic identity
does not apply to their language behaviour. Many of the middle-aged Hakka
were not willing to pass down Hakka language when posed questions about
parenting or being asked opinions for Hakka cultural preservation. These
participants felt the threat to Hakka language in the last years; they could tell
that the power of globalisation is decreasing the use of Hakka language. They
rather believed that with Hakka identity, Hakka language will not be replac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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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s attitude offers a view of Hakka cultural maintenance that the value of
Hakka identity is the core principle, and the Hakka language is additional to
assist the cultural maintenance. Other findings in this research indicate that
speaking Hakka is not always followed by a strong sense of Hakka identity.
Some young Hakka participants claimed that they speak Hakka because of
their family; speaking Hakka is not their choice, but is considered as a directive from their parents. They are not convinced of keeping Hakka language
while they usually passively identify themselves as Hakkas.

Hakka Identity in Three Hakka Generations
Linguistic identity is not an inescapable fate imposed upon us but a social construct, a matter of choice (Coulmas 2013:173). Identity change is possible in an immigrant society; less and less sense of belonging to a group and
gradual assimilation into the host country can be interpreted as the process of
identity change.
Identity change can be found in the Sandakan Hakka community. The
explanation of identity change is adopting a new culture or the next generation being fostered in a new language speaking environment. The identity
may not disappear completely but it becomes flexible and dynamic rather
than inalterably given. The oldest Hakka participants in this research are the
second or third generation of Hakka immigrants in Sabah for whom displaying Hakka identity is not required: their entire life is anchored with Hakka.
The middle-aged participants grew up speaking Bahasa Malaysia and ot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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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ese languages (mainly Cantonese and Mandarin); their linguistic identity
is variable and their Hakka ethnic identity depends on their own conceptions. The middle-aged participants’ Hakka identity would be stressed when
it comes to ethnic relationships. Identity is difficult to estimate; it requires
description through observation. This research found that the youngest participants were the weakest in Hakka identity, not only because of their lower
language proficiency in Hakka but also due to less interest in knowing Hakka.
The change of Hakka identity in three generations can be argued as the cause
and the result of Hakka language shift.

我沒問過我家人我們是不是客家人，不過他們都講客家話我想
我們大概是吧，反正都可以。(C21)
[I never ask my family whether we are Hakka or not. They all speak
Hakka, I guess so. It’s OK anyway.]

我覺得隨便，反正我都講華語，跟朋友也是講華語，我也不會
去問：你是不是客家人。 (C20)
[I don’t mind at all (given the question about feeling about Hakka).
I always speak Mandarin, I speak Mandarin to friends too. I would
never ask my friend: Are you a Hakka?]

Most of my participants from Group C had little understanding about
language and Hakka identity, especially participants in high school, who fel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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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wkward about asking their friends’ ethnicity. Their Hakka identities were
given and dictated by their family, which they accepted. They are used to
speaking Mandarin in most conversations, and have adopted the ‘New Chinese Malaysian identity’, which includes Malaysianness, the national identity
and the greater Chinese identity. The Chinese sub-group identity is no longer
the essential part to determine the sense of self in this generation.
Two of the seven participants in Group A are members of the Sandakan Hakka Association, who would put emphasis on the importance of
maintaining Hakka culture. Other participants A1, A2, A4 and A5 described
themselves as Hakka monolingual although they had limited proficiency in
speaking Cantonese, Mandarin and Bahasa Malaysia; their responses show
their single, simple but firm Hakka identity. For this generation, Hakka is
nothing but life. The identity difference between Groups A and C is that the
old Hakkas live in Hakka while the younger are told about Hakka. For Chinese Malaysians, the linguistic identity seems like coming from language proficiency; such as monolingual old and young Hakkas appear to have different
identities. Alternatively, it can also be explained that language proficiency
determines language identity; young Hakkas prefer Mandarin which leads to
weak Hakka identity.
The middle-aged Hakkas had stronger but more complicated Hakka
identity compared with the other two generations. Middle-aged Hakkas also
showed positive motives, attitudes, perspective and ethnic group loyalty.
The factors were influenced by their social experience. Most participants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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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oup B were either running their own business or employed. In Sandakan,
agriculture is still occupied by Hakka people and growing palm trees is one
of the biggest industries in Sabah. Palm oil production contributes greatly to
the Malaysian economy. Many local businesses rely on the palm oil industry,
while it is an unwritten rule in Chinese Malaysian communities that members of a group prefer to recruit their own people. The success of the palm
oil economics make Sabah Hakkas highly value their culture and language,
and enhances the reputation of Hakka identity. Hakka identity can provide
this function and it also helps to maintain the social network. Although many
Hakkas claimed that speaking Cantonese promoted sociability and communal
activity, none of them abandoned Hakka language. Instead, all participants of
Group B are maintaining Hakka proficiency at the most fluent level.

Discussion
The emergence of Mandarin is one of the significant factors of the Hakka language shift. When Mandarin was promoted as the national language in
China in the 1920s, Chinese schools in Malaysia also changed their teaching
medium from various Chinese languages to Mandarin. Mandarin as an educational language caused Chinese heritage languages to lose their importance
in the education domain, and generally dominated more domains of Chinese
communities (Wang and Chong 2011).
My data showed that participants who were over age 30 spoke flu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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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kka and preserved firm Hakka identities. Although the younger Hakka
generation favoured Mandarin rather than other languages, Hakka language
was well-maintained until the current decade. The pressure coming from societal norms caused diglossia which raised Mandarin as a polite and elegant
language and other Chinese ethnic languages are becoming valueless.
In this research, the majority of participants went to Chinese schools
where they acquired Mandarin and recognised Mandarin as a formal language. Speaking non-Mandarin Chinese languages in Chinese schools was
not encouraged, the policy started to influence students that, excepting Mandarin, Cantonese, Hakka or Hokkien were not appreciated. Hakka and Hokkien faded out; the emergence of Mandarin was upgraded to education language. Mandarin represents knowledge, intelligence and high socioeconomic
status. Assisting children to gain a higher degree is seen as good parenting
in Chinese culture. Figure 1 proved that Mandarin is preferred in Group C.
When language is reduced in its use in domains or a language is gradually
replaced by another dominant language, language shift occurs. The Hakka
community is undergoing the process of Hakka language shift.
During the interviews, many young participants expressed little enthusiasm for speaking Hakka language because they were not encouraged to use
it. An existing example shows that some languages are losing their speakers
because these languages are not being used in technological devices or mass
media, which all relate to the young generation. Maori language speakers in
New Zealand are experiencing language attrition, because many Maori speakers believed that their language was just not good enough to be taught and 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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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s not keeping up with the social changes (Harlow 1998). Although this has
changed over the last decades, the past outstanding aligns with the belief of
younger Hakkas in Sabah. For the young Hakka generation, Hakka language
is neither the medium at school nor is it used by the majority. As mentioned
in the introduction to language attitudes above, function and motivation of
speaking Hakka language have left negative attitudes of young participants.
Although Hakka language is considered to be experiencing language
shift in this research, members of a Hakka community emphasised their
ideological position as the Hakka maintainers valued their roots, traditions
and Hakkaness. Particularly, 30 to 50-year-old Hakka participants, their
parents or grandparents came from China in the early 20th century and had
strong connections with their hometowns. As Hakka offspring overseas, they
believed that returning to China to seek for their roots is a duty. Respecting
and remembering the ancestors is part of Hakka culture; many of my male
participants see returning to the hometown as one of the important milestones
in life: they must do it and their sons have to comply with the traditions.
They also believed that language was the only way to guide their descendants
home. When Mandarin started to expand and occupy more and more domains
in Malaysian Chinese communities, their linguistic identities are becoming
slippery. Hakka people are fearful of losing their tradition and language but
many of them have also adopted Mandarin at home. Their ambivalent identities and language practices develop the perspective of ‘be a Hakka without
speaking Hakk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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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terms of young Hakkas, some participants in this research were able to
speak fluently or their Hakka proficiency was at level five (as native speakers)
but their Hakka language proficiency is not preferred. In a Hakka community,
being a Mandarin speaking Hakka is acceptable; it shows Hakka identity is
given the priority of Hakkaness rather than Hakka languages.

Conclusion
The importance of ethnolinguistic identity in the studies of language
maintenance has been discussed. Language and ethnic identity are important
symbols to each other but not the sole components. The increasing number
of Mandarin speakers illustrates Hakka language abandonment. High ethnic identity loyalty is found in Sabah: instead of speaking Hakka, ‘Chinese
Malaysians’ and ‘Mandarin’ are preferred in the modern Hakka communities. The ‘Chinese Malaysian’ identity seems a negotiable Hakka identity; it
includes or it can be transferred to Hakka identity as Hakka is also a part of
Chinese. In short, ‘be Hakka without speaking Hakka’ is applicable in the
Hakka community in Sabah.
This research makes a modest contribution combining the fields of sociolinguistics and ethnolinguistics in Hakka. The findings support significant
relevance between ethnic identity and language shift while they do not necessary correlate with each other. Some evidence showed people hold ethnic
identity to emotional connection with the ancestry or the history despite the
loss of culture and language. By contrast, speaking a specific language does

53

Global Hakka

全球客家研究

Studies

not always prove the identity or express a sense of belonging; sometime it can
be seen as a social skill.
Chinese Malaysians share a common historical experience and cultural
codes, such as a written Chinese system, literature, Confucian philosophy and
the calendar. Malaysian Hakkas are not easily recognisable by their appearance; in general, they are ‘Cina’ meaning Chinese in Bahasa Malaysia. The
most distinguishing features of Malaysian Hakkas are their dominant occupation and the Hakka language. When the Hakka language is irreversibly lost,
the cultural identity in Malaysian Chinese communities is expected to become
homogeneous.
As Sabah is one of the overseas Hakka communities, this research hopes
to enhance more understanding of Hakkas in the global dimension. Due to the
long diasporic history, the particularly interesting development concerns the
expansion of Hakka studies to cultural assimilation. In many cases, overseas
Hakka immigrants encounter similar situations such as intermarriages, social
networking, nationalism, or economical consideration and disconnect Hakka.
The data from my research suggests that although a heritage language is facing various challenges, there may be some subjects to be considered to affect
the patterns of language use.
The Sandakan Hakka Association is ambitious as are other Hakka Associations in Sabah. Thousands of members of the Sandakan Hakka Association
prove that Hakka language and culture are of concern: this accords with the
strong and positive ethnic identity whereby the firm Hakka identity maintai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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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kka language. The evidence in this research shows Hakka language shift
is in progress: the future of Hakka language in Sabah seems like a gloomy
one. According to the current situation, the Hakka language shift and ethnic
identity maintenance are struggling with each other, which make Hakkas reconstruct their identities.
Since Hakkas have been settled in Sabah for a long time, the potential
research may explore Hakka language itself. Conducting the comparative linguistic analysis in Hakka is a suggestion for the future research, as well as the
language contact between Hakka and indigenous groups. Moreover, the internet language and other forms of computer-mediated communication should
be considered. The data in this research also showed the media and technology devices are influential to young generations. The language preferences and
ethnic identity can be directed to the predominant language in the society. My
research is also limited in the aspects of language use on the social media.
Including the consideration of language in technology, the studies of language
practices will be more comprehensive. As Chinese Malaysians rely on kinship
associations, politics is a great topic to look into Malaysian Chinese society.
The research of politics leads to the development of language education; a
setting of politics research allows to bring up the wider views of Chinese Malaysians’ fu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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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小四年級客語沉浸教學對學童客語
聽說能力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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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客家委員會的研究調查顯示客語瀕臨危機，必須由政府與民
間推動客語保存，否則可能消失。自民國 96 年屏東縣客家事務處與學
者規劃實施由幼兒至國小一年級的客語沉浸式教學（Hakka language immersion programs），兒童的客語聽說能力能明顯提升，且不影響其各
領域課程的學習。為能延續國小學童對於客語的學習與應用，建成客語
於國小復振的脈絡，研究者參考其客語沉浸式教學的原則與模式，延伸
實施於國民小學四年級學生，獲致實驗班學生客語聽說能力明顯優於對
照班的結果，從而應用 Arbib（2011）的基模理論（Schema Theory），
探討客語沉浸式教學能提升國小四年級學生客語聽說能力的因素，提出
客語沉浸式教學延伸實施及強化語言學用、復振的結論及相關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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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fluence of a Grade 4 Hakka Language Immersion Program on Schoolchildren’s Hakka
Listening and Speaking Compet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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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enhance elementary schoolchildren’s learning and application of the
Hakka language, the researchers referred to the principles and mode of the
Hakka language immersion program proposed by the Department of Hakka
Affairs at the Pingtung County Government to extend its implementation to
Grade 4 schoolchildren. The results revealed that Hakka listening and speaking competence of an experimental Grade 4 class was significantly superior to
that of a reference class. Furthermore, the researchers applied Arbib’s Schema
Theory (2011) to explore why the Hakka immersion programs enhanced the
Grade 4 schoolchildren’s Hakka listening and speaking compet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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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語言，是人類表情達意、溝通思想、協調行為的主要憑藉，對於族
群的生存發展，更具有情感凝聚、族群認同及文化傳承的意義與功能。
而透過行政院客家委員會（2003）的研究調查，發現客家民眾使用客語
比率隨著年齡層逐漸下降，不僅說客語的人數愈來愈少，而且隨年齡向
下逐漸消失凋零。如此的結果顯示客家語言瀕臨消亡的危機，如果沒有
政府與民間持續推動客語保存，客家民眾的客語能力會每年自然流失 1.1
個百分點（客家委員會 2013）。長此以往，令人憂心客家語言終究會
消失。

（一）客語沉浸式教學的發展
有鑑於對客語嚴重流失而瀕危的警覺，屏東縣客家事務處於民國 96
年在幼兒園推動客語沉浸式教學。實施方式乃參考紐西蘭毛利語（Maori
language）及夏威夷原住民語（Hawaiian language）之語言巢（language
nest）計畫，依據 Johnson 與 Swain（1997）的本土語言沉浸教學核心特
點來設計教學。教學之後，進行多面向的成效評估，結果顯示：幼兒的
客語聽說能力顯著提升（陳雅鈴等 2009），對非客語的中文聽覺詞彙
及數概念表現亦無負向影響（陳雅鈴、蔡典龍 2011）。整體而言，於幼
兒園實施客語沉浸教學獲得良好的成效。基於對幼兒實施客語沉浸教學
具顯著效果，再延伸至國小一年級實施，結果顯現一年級兒童的客語聽
說能力亦有明顯的提升；同時，對其各領域課程的學習也無負面的影響
（陳雅鈴等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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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動機與目的
由於從幼兒至國小一年級實施客語沉浸式教學，對其客語聽說能力
的提升皆獲致顯著的效益，再則根據語言學家 Bickerton（1981）的推論，
語言學習過程有其學習效率的關鍵期，兒童約在十二至十三歲之前，天
賦上具備了某些語言學習能力，過了這個階段，這些能力即停止發展。
對應客語的學習、使用的能力及習慣的培養，在國小四年級幾乎就已定
型。因而研究者認為客語沉浸式教學應持續延伸至國小四年級，探討在
全天上課，且課程內容增加、教學者也較多元的情形下，實施客語沉浸
式教學的效果。之後，將實施結果以人類學習語言的基模理論（Schema
Theory），分析沉浸模式能提升客語學習及應用的影響因素。若能依其
有利因素建立客語沉浸式教學由幼兒、國小低年級而中年級的實施脈
絡，可作為推廣之應用，以延伸客語學用效益的發展。同時，亦能提供
復振母語的規劃與實施之參考。緣此，本研究期望由國小四年級兒童接
受客語沉浸式教學後的客語聽說表現，探討所規劃的沉浸模式對其客語
聽說能力的影響，再而應用由生物及文化的演化角度建立的基模理論，
探討影響國小四年級客語沉浸式教學成效的因素。依此目的，本研究主
要探討的問題如下：
1. 國小四年級客語沉浸教學實施的方式為何？
2. 國小四年級客語沉浸教學對學童客語聽說能力之影響為何？是否能提
升學童客語聽說能力？
3. 影響國小四年級學童客語聽說能力的因素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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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理念基礎
本研究以沉浸式教學的原則及模式規劃國小四年級兒童的客語沉浸
式教學，之後，以由生物及文化的演化角度建立的人類語言學習理論，
探討相關影響因素。主要理念奠基於沉浸式語言教學的理念，以及從
幼兒至國小一年級的客語沉浸式教學的實施及結果，從而以基模理論
（Arbib 2011）做為探討的理念基礎。

（一）沉浸式語言教學
由美國應用語言中心統計顯示，結合語言、學科與文化的沉浸式教
學，以華語為例，從 2006 至 2011 年的五年內從各種外語沉浸式教學的
第 5 名躍升第 3，美國中小學中文沉浸式的成長數增長 6 倍。換言之，
美國中小學注重各種學科均使用外語教學的沉浸式模式，雙語雙文化從
小開始，培養美國兒童用外語思考以學習語言文化溝通的模式，已漸為
主流教育關注。緣此，美國的語言教育學者 Helen Curtain 與 Carol Ann
Dahlberg（2010）以長期從事 K-12 外語教學及 ESL（母語非英語者的
英語項目）師培工作的經驗，在協助指導 K-8 年級的教師以沉浸方式
教學目的語時，因應兒童語言的發展及學習興趣，強調以情境營造產生
情感因素，開啟大腦思考模式引起關鍵的記憶作用，為兒童開啟學習目
的語的神奇大門。Curtain 與 Dahlberg 認為目的語教學成功的關鍵理念
包含：一、連續地使用目的語教學，最低限度的使用母語和翻譯。二、
平衡課程內容和語言的使用。三、營造有意義的情境，包括有意義的社
會和文化情境、學科內容的介紹，以及故事、音樂、遊戲、儀式、戲劇
和慶祝典禮等，以能引發學生學習的興趣，開啟大腦思考聯結關鍵的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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憶。四、設計課堂教學體驗，以產生許多有意義的學習及體驗語言的機
會，吸引不同學習風格的學生，培養獨立學用語言的能力。
Curtain 與 Dahlberg 所主張的沉浸式目的語教學的理念及方式，以
因應兒童語言的發展與學習需求為前提，提供規劃國小四年級客語沉浸
式教學的理念架構。

（二）客語沉浸式教學
由行政院客家委員會的調查研究，顯示客語必須挽救的迫切。而依
據國外的研究，以沈浸式教學傳承母語成效最好的階段是從幼稚園開始
的早期沈浸計畫（Lindholm-Leary and Howard 2008）。由此，國內的學
者張學謙（2008）及黃文樹（2008）等多位學者倡導母語的教學必須向
下延伸，以母語為教學語言，給予幼兒完整的母語使用空間，才能有效
的保存母語。緣此，屏東縣客家事務處於民國 96 年委託屏東教育大學
（屏東大學前身）陳雅鈴、陳仁富及蔡典龍三位教授，規劃進行屏東縣
幼兒園及國小一年級的客語沉浸教學研究，其實施方式及研究結果摘要
如下：
1. 於屏東縣幼兒園所實施的情形：自民國 96 年開始於屏東縣幼兒
園進行的客語沉浸式教學，其實施方式以在園所至少 50% 以上的時間以
客語與幼兒進行溝通及互動為原則。在日常生活溝通上，教師將日常生
活的例行活動如：問候、吃點心、上廁所、午餐、午睡等的指示用語改
以客語為主要溝通語言。此外，園所每星期至少安排二堂（約 1 個小時）
的正式客語課程，以融入中文主題的方式，教導幼兒與主題相關的客
語。正式客語課程主要以客語授課，視兒童的學習情形，以漸漸褪除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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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增加客語的方式，慢慢以客語為授課的語言。在教師準備及專業成長
方面，在實施課程之前，也針對教師實施客語沈浸教學所需的相關技能
辦理研習。同時透過親師的座談及溝通，引動家長配合實施，營造由園
所到家庭的客語環境。研究進行之後，發現於幼兒園所實施客語沉浸教
學對幼兒客語聽說能力的提升有相當顯著的成效（陳雅鈴等

2009）。

同時，客語沉浸教學對於幼兒的中文聽覺詞彙及數概念學習不但沒有任
何負面影響，甚至有正面的提升效果（陳雅鈴、蔡典龍 2011）。
2. 屏東縣國小一年級兒童實施的情形：為了進一步探討客語沉浸教
學對國民小學階段兒童的影響，於國小一年級實施客語沉浸教學研究。
選取兩班學生進行，一班為實驗組，除了以客語為教學及日常生活溝通
的主要語言，一天中至少有 50% 以上的時間使用客語之外，同時必須
營造全面支持客語的環境，亦即包含學校推動、家長支持及教師專業等
配合，能延伸客語的使用及學習至學校外情境。另一班為對照組，教學
及日常生活溝通等的主要語言為國語。研究結果發現實施客語沉浸教學
的實驗組兒童的客語基本能力、聽說能力及整體能力均有顯著提升，其
進步幅度也超過對照組兒童。同時，客語沉浸教學並未對實驗組兒童的
國語、數學及生活課程的學習造成負面的影響（陳雅鈴等 2014）。

（三）基模理論
基模理論為美國學者 Arbib（2011）以生物學的觀點，從生物及文
化演化的角度建立思考語言演化的一般性架構，其認為生物演化使得語
言先備的腦及擁有原語言的早期智人得以出現，再歷經文化的演化，真
正的語言才得以出現。Arbib 認為人類具有先天的語言能力，來自於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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腦中的鏡像神經系統，人腦中的鏡像系統具有辨識動作的能力，這樣的
能力為語言同位（語句的意義對講者和聽者來說約略是相同的）提供了
演化的基礎。在此基礎之上，大腦的鏡像神經機制將先備的語言能力演
化成一種多模組的系統，使得原語言與原手語（姿態上的溝通方式）一
同演化，以原話語為骨架，將示意動作的語意轉化為一套共通的、慣例
化的符號系統，演化成為一個不斷擴張的螺旋，產生神經迴路與社會結
構，進而產生現代的語言。依此理念其所提出的基模理論是說明人類透
過與外界實際的互動，實踐腦部運作的過程，以形成對手部技巧、語言
使用及社會建構等知識的觀點。此理論的內容分為三個層面：
1. 基本基模理論：將基模視為動態、有互動性的系統，從心智行為和顯
著行為加以探究，將基模和特定的感知、運動及認知能力連結，強調基
模的動態互動（競爭和合作）形成了人類的心智生活。
2. 神經基模理論：基模和基模的互動確實在神經迴路中進行，是由心理
學和認知科學到認知神經科學。探討基模的重建和分散式的神經機制產
生關連。
3. 社會基模理論：以基本基模理論為原理，由一個社會裡共有的行為模
式所組成的「社會基模」，能為個人獲得基模的過程提供外部現實。
同時，許多個體腦中基模的行為的集體效果，會組成並且改變社會現實
（Arbib 2011）。
Arbib（2011）以生物學觀點所建立的基模理論，闡述影響人類語
言學習的因素，包含個體大腦鏡像神經機制的運作，腦中基模和特定的
感知、運動及認知能力的連結，以及基模間的動態互動，這些為對個體
內在的引動。而外界的社會基模所產生的集體效果，對於個體語言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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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內容、能力、使用……等，也能發揮有力的影響。

三、研究設計與實施
本研究將客語沉浸式教學延伸至國小四年級學生，參考於幼兒及國
小一年級學生實施的客語沉浸式教學模式，規劃國小四年級學生客語沉
浸教學方式，實施之後，探討其對國小四年級學生客語聽說能力的影響
情形及相關因素。

（一）研究參與者
參與本研究之成員為屏東縣○○國小四年級兩班的任課教師及學
生，一班為實驗組，另一班為對照組。
由表 1，實驗班及對照班的學生父親為客家人的比例超過一半以上，
而實驗班學生的父親或母親 91% 為客家人，對照班也達 90%，所以兩
班學生的家庭背景多為客家族群。而實驗班的級任老師為客語與中文流
利的雙語教師，除負責導師職務之外，擔任國語、數學、社會及綜合活
動等領域的教學。而實驗班其他領域的任課教師大多具有客語聽說的基
本能力，口說完全流利者佔 36.4%、大部分流利者佔 27.3%、有些流利
有些不流利者 18.2%、完全不流利者佔 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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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實驗班及對照班教師及學生背景比較
項目
學生性別（男）
學生性別（女）
學生父親為客家人
學生母親為客家人
學生父或母其中一位為客家人
級任老師背景
級任老師學經歷

級任老師客語能力

實驗組
11(48%)
12(52%)
17(74%)
12(52%)
91%
屏東人
屏東教育大學社會發展
學系、屏東教育大學初
等教育學系教學碩士
88 年起在 ○○ 國小任教
中、客語聽說流利，客
語能力認證測驗達「中
高級」

對照組
11(50%)
11(50%)
15(68%)
8(26%)
90%
高雄人
臺東師範學院畢業
92 年起在 ○○ 國小任
教
聽得懂約六成的客
語，但
是不會講。

資料來源：作者製表

（二）研究流程與方法
1. 研究流程
規劃對國小四年級學生的客語沉浸式教學方式，實施一學年之後，
蒐集、彙整實施結果及歷程資料，包含質性和量化的資料，質性資料包
括：教師背景資料、家長及學生問卷、入班觀察紀錄、教學實況紀錄、
訪談資料等。對於客語沉浸教學的實施成效，則以「客語聽說能力評量
表」進行量化資料的收集及分析。
2. 編製研究工具
根據研究目的，自編相關研究工具：
1.「家長問卷」（如附件 1）：內容包含基本資料、家庭語言使用情形、
學童客語能力現況、意見交流與建議等項目。
2.「學生問卷」（如附件 2）：內容包含基本資料、父母所屬族群、家
庭語言使用情形及客語的使用態度與能力等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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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教師背景調查表」（如附件 3）：內容包含教學資歷、居住地、父
母所屬族群、主要使用語言、客語能力及使用情形等項目。
4.「客語聽說能力評量表」（如附件 4）：
（1）量表內容
本研究自編之「客語聽說能力評量表」乃參考行政院客家委員會之
客語能力初級認證基本詞彙所編製，做為評量國小四年級學生客語聽說
能力之前後測工具，此量表包含三部份：
（i）測驗一為客語基本能力：評估學生日常生活的基本對話能力。
（ii）測驗二是客語口說能力：評估學生是否能聽懂客語，並且以客語
正確回答。
（iii）測驗三是客語理解能力：評估學生是否聽懂客語提問，並能指認
出正確的字卡。
每一測驗都會有指導語，第一次學生若沒有回應，施測者再說一次；
若沒有回應則跳至下一題。若學生以中文回答，請施測者用中文說：「請
用客語回答」；若還是以中文回答則標記無反應。
（iv）專家效度
為建立「客語聽說能力評量表」之效度，邀請四位專家學者予以指
導，進而修正以建立專家效度，四位專家學者如表 2 所示：

表 2 專家學者資歷
姓 名
林○貞
馮○松
陳○富
張○菊

學經歷
大學客家文化研究所畢業
師範學校畢業
美國州立大學課程與教學博士
國立大學教育學博士

資料來源：作者製表

現 職
縣客家文化協會理事
六堆文化研究學會理事
幼兒教育學系副教授
師資培育中心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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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量表信度
本量表的信度主要採用 SPSS Cronbach’s Alpha 以及重測信度二種，
實施的方式如下：研究者選定同樣為該國小四年級班級，但非實驗組及
非對照組之班級學生做為預試的對象。二次預試的施測人員和評分的人
員都固定，結果以可靠性統計量之檢驗重測信度，比較其兩次測驗的結
果。結果如表 3 所示：

表 3 預試 Pearson 相關
Pearson 相關

基本能力
.790**

理解能力 口說能力
.884**
.877**

加總
.953**

*< .05( 雙尾 ) **< .01
資料來源：作者製表

由上表顯示三大測驗題及總分都有顯著的相關，不論是基本能力、
理解能力、口說能力或是三項客語聽說能力的加總，二次成績相關性均
高且達到統計顯著，表示「客語聽說能力評量表」具有良好的信度。
4. 實施前後測
研究者進行實驗組及對照組班級「客語聽說能力」評量之前測，對
照組在 103 年 11 月 20 日施測，實驗組於 103 年 11 月 21 日施測完畢。
實施客語沉浸教學後，於 104 年 6 月 26 日進行「客語聽說能力」評量
之後測。

（三）資料蒐集與分析
依研究流程實施之後，進行以下資料之蒐集與分析：
1. 家長及學生問卷：問卷資料主要採用描述性統計進行分析。所呈現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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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述性統計分析結果主要包括：家庭基本資料、家中語言的使用情形以
及學童客語表達與使用的現況等面向的資料。
2. 教師背景資料：教師背景資料以描述性統計對於實施客語沉浸教學班
級任課教師之族群背景、主要使用語言、客語能力及使用情形進行分
析。
3. 客語沉浸教學歷程資料：內容主要包括訪談紀錄、教學錄影、觀察紀
錄等資料。將各項資料收集後撰寫成逐字稿，並進行編碼，編碼方式主
要依照對象、日期、地點、科目或時段予以編碼。統整後歸類，並將不
同屬性的觀點進行比對，再與其他專家討論或與參與者交互討論以提高
資料的可信度。
4. 客語沉浸教學成效量化資料：為了解客語沉浸教學實施方式對實驗組
學生客語聽說能力有否影響，是否能提升其客語聽說能力，應用自編之
「客語聽說能力評量表」，在學年初及學年末對實驗組及對照組學生進
行客語聽說能力評量之前測及後測。將施測結果應用 SPSS 軟體進行統
計分析，先比較實驗組及對照組學生三項能力及總和能力的平均數差
異，之後以 t-test 分析實驗班與對照班成績上的差異，探討實驗班及對
照班的客語能力是否達到顯著差異。

（四）結果探討
將實施結果應用以生物及文化的演化觀點建立的基模理論，探討影
響國小四年級客語沉浸式教學效益的可能因素，以做為應用及推展的思
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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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結果與討論

（一）國小四年級客語沉浸教學實施方式
於實驗班實施的客語沉浸教學主要是依據母語沉浸教學的基本定
義，參考 Johnson ＆ Swain（1997）的本土語言沉浸教學核心特點，所
設計的客語沉浸教學的原則包含：（1）在學校至少有 50％的時間以客
語做為溝通或授課的主要語言；（2）客語的接觸主要是在教室的情境，
其他情境配合延伸；（3）主要教師（級任老師）必須是客語與國語流
利的雙語者；（4）全面性支持客語的學習與應用。依據上述原則，以
下列方式進行：
1. 班級教學方面
（1）增進教師實施客語沉浸式教學的知能
學期初，辦理級任老師與科任老師的座談，透過說明與討論，增進
實施客語沉浸教學的理解與共識。學期中，依據級任老師與科任老師以
客語實施教學與輔導能力的需求規劃實施成長學習。
（2）依據沉浸式原則實施教學
（i）50% 以上的時間以客語為主要的語言
教師在大部份的學校作息以及所帶領的領域教學中，儘量以客語進
行。除了各領域教學的授課語言外，教師也要落實在日常生活中以客語
與學生溝通及互動。因此，學童在學校中的活動時間例如：晨光時間、
問候、午餐、下課、午睡及放學均須以客語做為主要的溝通語言。
（ii）靈活轉換課堂用語
教師視學生客語的應用程度，靈活轉換中、客語的使用，在教室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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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常用語部份使用客語，在重點觀念或字詞時轉換成中文。而在以客語
為主的課程教學時，教師先以客語教導學童主要知識及概念，若有不熟
悉客語的學童未能正確說出時，再以中文輔助講解或個別指導。
（iii）循序漸進融入客語
以循序漸進的方式進行，首先以中文為主，客語穿插，俟學生漸漸
熟悉客語後，即改以客語為主要溝通語言。若學童不清楚溝通的訊息，
則以表情、手勢、情境輔佐等方式進行輔助。
（iv）輔導及鼓勵客語不流利的學生
對於較為內向或完全不會說客語的學生，教師先用客語說一次，再以
中文說一次，確定同學了解後，再漸漸褪除中文。在褪除中文之後，教
師仍需不斷地以手勢、表情及情境引導協助學生了解內容和意義，以建
立學生學習及使用客語的信心。
（3）增強及獎勵說客語
實驗班級任老師開學時自編客語闖關護照，包含：每週客家話、客家
諺語、客家童謠、客語文唸誦，並搭配集點獎勵的正增強方式，鼓勵學
童在校及在家以客語溝通。
（4）與家長溝通
開學之初，學校舉辦親師座談會時，實驗班級任老師向家長說明實
施客語沉浸教學的主要目的、推行方法以及需要家長配合之處，同時進
行意見交流與溝通。請家長協助推展學校制定的「客語護照」，鼓勵學
童在家多使用學校客語教學的主要句型、單字及生活用語，配合定期簽
名驗收使用的成效。
2. 學校推展措施
本研究的實施場域為位處客家六堆地區的國民小學，學校全面推展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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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的行政作為包含：
（1）推廣客語護照：
讓學生人手一冊客語護照，並請本土語老師和級任老師協助推廣和
認證，完成者期末頒發獎金。同時每年辦理客語 PK 賽，讓三至六年級
學生各班組隊參加，學生須熟悉客語護照、好客 100，甚至進階挑戰認
證教材，寓教於樂，學生除了對客語教材須熟悉之外，搶答速度更要快。
實施客語沉浸式教學的實驗班學生在此項競賽中獲得冠軍的佳績。
（2）建立客語小尖兵制度：
為了提升客語沉浸教學班級學生使用客語的頻率，以及讓通過客語
認證且口語流暢的學生可以多練習說客家話，實施「客語小尖兵」活動，
藉由學生間的帶動，鼓勵使用客語來表達及溝通；小尖兵的篩選標準，
必須是通過客語認證初級以上的學生，並經過口試篩選，選出口語流
暢、熱忱服務的學生，方可入選為「客語小尖兵」。而四年級客語沉浸
教學實驗班會說客語之學生，經由導師認可，也成為客語小尖兵，促進
客語的學習與應用。
（3）訂定母語日：
學校為了鼓勵學生說客語，訂定週一為母語日，當天升旗師長報告
儘可能採用客語發言，並且會在升旗時複習客語護照，讓學生唸讀客
語，複習課程。在升旗時可以多聽客語，下課也鼓勵學生多說自己的母
語。
（4）定期推動客語商店聯盟和摸彩獎勵：
校方和鄰近店家結成客語商店聯盟，製作摸彩獎勵小卡，鼓勵學生
到商店購物使用客語並唸出摸彩卷的客家俚語諺語，即可獲得商家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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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帶回學校投入摸彩箱內。每學期期末固定舉辦摸彩活動，獎品豐富，
深獲學生喜愛，從而激勵學生多說客語並應用於生活之中。
（5）成為客家理念學校：
該所國小成為客家理念學校，除動員全體教師群策群力編輯客家理
念教材，同時將客語教學及活動的推展常態化，持續營造客語學用的環
境與氛圍，以具體提升學生的客語聽說能力。
綜上所述，本研究之國小四年級客語沉浸教學實施方式，除依據沉浸
式原則實施教學，亦落實與家長溝通；同時結合班級獎勵措施及學校全
面推展的策略，從教室到校園營造學用客語的環境和氛圍，鼓勵學生使
用客語表達及溝通。

（二）客語沉浸教學學生的客語聽說能力表現
以「客語聽說能力評量表」對實驗班與對照班的學生施測，所得結
果加以統計分析如下：

表 4 客語聽說能力評量統計表
組別
基本能力實驗班
對照班
口說能力實驗班
對照班
理解能力實驗班
對照班
總量表 實驗班
對照班
註：*p<.5; **p<.01

個數
23
22
23
22
23
22
23
22

資料來源：作者製表

平均數
18.65
13.82
24.48
18.14
31.70
27.50
74.83
59.45

標準差
2.27
6.54
8.26
10.36
7.55
8.26
11.92
23.21

平均數標準誤
.473
1.40
1.72
2.21
1.57
1.76
2.49
4.95

t 檢定
3.34**
2.28
1.78
2.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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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呈現實驗班與對照班學生在客語基本、口說、理解及總量表等
四項能力的表現，從量表的平均數而言，實驗班的成績皆比對照班佳，
研究者續以 t-test 來分析實驗班與對照班成績上的差異。研究結果顯示
實驗班在基本能力及在客語整體能力的表現上比對照班佳且達顯著差
異，而在口說及理解能力面向上則無顯著差異，可能與本研究樣本人數
較少有關。整體而言，實施客語沉浸教學的實驗班學生客語聽說能力明
顯較對照班學生好。

（三）以基模理論探討影響國小四年級學童客語聽說能力之
因素
由國小四年級客語沉浸教學的實驗班與對照班學生客語聽說能力的
評量結果分析，顯示實驗班學生的客語聽說能力優於對照班學生。研究
者應用基模理論（Arbib 2011），探討影響客語沉浸教學實驗班學生客
語聽說能力之因素：
1. 教學與互動
（1）級任老師教學：實驗班的級任老師本身就是客家籍，除負責導師
的職務之外，擔任國語、數學、社會及綜合活動等領域的教學。國語教
學採雙語進行，運用客語的常用語相當多，轉換得自然流暢，師生之間
的互動，使用的客語量也很多。數學課以雙語進行教學，全班以國語唸
題目，在解題的過程中以國、客語穿插使用。進行社會領域教學時，運
用了許多的客語常用語，因為課程內容與生活有密切的關係，所以轉換
客語明顯較多。學生互動回應的客語很多，同時學生也會主動以客語回
應。至於綜合活動的教學，則幾乎是全客語教學，僅少部分的詞彙以國
語解釋，其他的教學語言幾乎都用客語。教學中提問，學生若以客語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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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則可以多得獎勵卡，以鼓勵學生們多以客語回應，提升了學生的聽
說能力，也在此情境中學習與使用更多的客家語詞。
（2）其他學習領域教學：自然與生活科技的任課老師以客語為主，穿
插部分國語。上課時會提醒學生要說客語，學生說明觀察的結果時也能
以客語回答。本土語言教師以全客語的方式進行，課程中讓學生不斷有
發表的機會，以提升客語的使用。健康和體育老師的教學模式是以客
語為主，再融入部份國語，教學時會一再問學生問題，也請學生以客語
回答。至於體育課，只要聽到學生講國語，就會鼓勵學生用客家話講，
請他們平日多練習說，說錯了沒關係，一再跟學生說若沒有說就不會進
步，所以老師的教學模式，也幾乎是全客語教學。藝術與人文老師雖然
為閩南籍，但積極學習客語，課堂上會請學生用客語說出顏色或工具用
品、作品，還會提醒學生多說客語，指導學生作畫時，有時也會以客語
互動。
綜合各學習領域任課教師的教學模式，級任老師教學的國語課會儘
量使用客語，專有名詞或需要特別講解的再用國語說明。社會課和綜合
活動等課程使用客語頻率更高。至於其他學習領域任課老師，若為客
籍，平日的主要使用語言是客語的話，對客語的使用，會比平日不常以
客語為主要語言的老師靈活很多，不需要特別轉換客語，很自然的就能
將所見所聞以流利的客語教學，唯有專有名詞或特殊名稱無法轉換時才
用國語說明。在教學的過程中不僅老師本身說客語，也引導學生回應客
語。若科任老師本身非客家籍，也會因為班級推動客語的關係儘量融入
客語，但使用的頻率和成效則較為有限。
以基模理論（Arbib 2011）「以基模和特定的感知、運動及認知能
力連結，能產生動態互動（競爭和合作）」的論點觀之，客語沉浸式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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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實驗班的任課教師大多具有客語聽說能力，教學內涵、模式及師生同
儕的語言互動，皆以客語為主，因此，學校的課程教學既能提供學生心
智發展的內涵，也會促進個體基模的動態互動，進而形成其心智生活。
再則，以含納心理學和認知科學的神經基模觀點，增強心理層面且豐富
認知的內涵，能促進基模和基模的互動，有助於語言的學習。因此，於
課程教學實施客語沉浸式教學，同時多予學生聽說客語的鼓勵及引導，
既能提供學用客語的認知內涵，亦能激勵其學用客語的意願，潛移默化
中，提升了客語聽說能力。
2. 家長態度
由對實驗班家長進行問卷調查，以了解其族群背景及對實施客語沉
浸教學的態度和看法。由問卷結果顯示，家長大多為客家族群，對於實
施客語沉浸教學多持正面態度：
能實施客語沉浸教學活動，我個人覺得非常的好，因為無論老師和
同學都能儘量用客語溝通，這樣客語才會更進步，口說能力會更流利，
整理如下；對母語傳承的責任及多元的語言學習是很好的。非常好，能
改善現今慢慢被淡忘的客語，讓孩子們從小對客語有更深的認識。有其
必要性，起碼是生活環境的必須用語。使用客語交談的頻率要增加，提
醒家人多用客語，尤其是大人和孩子多用。客語，大人不講小孩子要如
何學習？在家裡，親人互動學習最重要。
實驗班家長對於客語的傳承表示重視，鼓勵學校、老師們多教導、
協助學生能多以客語交談，也配合在家裡多與孩子說客語，激勵孩子以
積極的態度重視客語的傳承。此呼應基模理論（Arbib 2011）以生物及
文化演進的觀點，認為人類具有先天的語言能力，乃因大腦的鏡像神經
系統能將先備的語言能力因應時代與環境而演化。因此，出生與成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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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環境所經常出現的語言，是個體先備語言能力發展的基礎，家庭的
語言使用能提供較多的機會，激勵個體運作大腦鏡像神經機制加以學
習。客語沉浸式教學實驗班的學生家長願意支持、配合客語的學習與應
用，在家裡多與孩子以客語表達溝通，可以促進實驗班學生對於客語聽
說能力的發展。
3. 學校活動推展
整體而言，學校以行政的具體作為營造處處可學習及使用客語的有
利環境，在相關的活動或競賽中，實施客語沉浸式教學的實驗班學生的
客語聽說表現明顯優於同儕。此效應以基模理論（Arbib 2011）中的「基
本基模」觀點而言，基模為動態、有互動性的系統，基模和特定的感知、
運動及認知能力連結，產生動態互動（競爭和合作），能促進人類學習
語言的機制運作。由此，學校全面性的客語推廣活動提供了實驗班學生
與他人以客語溝通、互動，進而激勵了學用客語的基模運轉。同時，依
據其中「社會基模」的觀點，由一個社會裡共有的行為模式組成「社會
基模」，能為個體的基模活動過程提供外部現實。而許多個體腦中基模
行為的集體效果，會組成進而改變社會現實。學校如同小型的社會，以
實施客語護照、客語小尖兵、全校母語日、辦理摸彩獎勵以及成為客家
理念學校，全面性的推展聽說客語的活動，為學生大腦的基模活動提供
豐富的外部資源，形成學習和使用客語的集體效果，從而提升客語的聽
說能力。

五、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以客語沉浸式教學實施於幼兒至國小一年級學生的規劃與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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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為基，將其延伸於全天在校上課，且課程內容增加、教學者也較多元
的國小四年級學生，進而蒐集、分析實施結果，應用由生物及文化的演
化角度建立的人類語言學習理論 – 基模理論（Arbib 2011），探討影響
國小四年級學生客語沉浸式教學成效的相關因素，獲得以下結論：

（一）沉浸式教學的原則與模式可作為客語由幼兒至國小四
年級復振的前提
由實施客語沉浸式教學的四年級實驗班學生的客語聽說能力優於
對照班學生的結果，顯示以 1. 在學校至少有 50％的時間以客語做為溝
通或授課的主要語言；2. 客語的接觸主要是在教室的情境，其他情境配
合延伸；3. 主要教師（級任老師）必須是客語與國語流利的雙語者；4. 營
造全面性支持客語的學習與應用的環境等原則規劃實施的客語沉浸式教
學，能提升四年級學生的客語聽說能力。以基模理論的觀點，客語沉浸
式教學的實施原則強調提供足夠刺激、模仿對象與練習機會，能因此激
勵人類語言學習的機制運作，對於全天在校上課，且課程內容增加、教
學者也較多元的國小四年級學生的客語聽說能力，仍能顯著的提升，因
此，沉浸式教學的原則與模式可作為客語由幼兒至國小四年級復振的前
提。

（二）由家庭而學校營造全面學用客語環境，方能具體發揮
客語沉浸式教學的效益
依據 Arbib（2011）的基模理論，人類具有先天的語言能力來自於
大腦的鏡像神經系統，此一原始的機制透過基模動態的競爭、合作，形
成心智生活；而基模的互動進行於神經迴路中，影響心理層面及認知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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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再而外界的社會基模提供刺激與資源，能促其成長或演化。因此，
提升客語學習與應用的有效策略應為：1. 融合於課程教學使用與進行，
以提供基模互動豐富的資源；2. 採取循序漸進方式融入客語，多予輔導、
鼓勵與增強，由神經基模建立意願及信心；3. 家長配合及學校全面營造
學用與激勵的環境，以將個體內在的引動，加以外界的社會基模所產生
的集體效果，增進對於客語的學習、應用與發展。
由於客語沉浸式教學的效益必須由家庭及學校攜手，營造全面的客
語學用環境方能具體發揮，研究者由省思實施歷程提出以下建議：
1. 落實與家長的溝通，讓其理解客語沉浸式教學的重要性及對子女的助
益；同時加以了解在家庭使用的情形，適時輔導與協助，以延續在學校
學用客語的效益。
2. 學校教師客語表達與應用的能力，是融入課程實施客語沉浸式教學效
益的關鍵，因此，建議由學校實施客語復振應強化教師對於族群文化及
語言的認同，進而培養其學習與應用客語的知能。
3. 客語沉浸式教學延伸至國小四年級實施雖仍具提升客語聽說能力的效
益，然在實施過程中，發現學校課程內容及師資結構對學用客語的影響
甚大。因此，建議未來若欲延伸至國小高年級，以建立由幼兒至國民小
學的實施脈絡時，考量師資客語能力及高年級的領域課程更為多元且難
度增加，可調整為雙語教學的方式，以延續客語的學習與應用，不致影
響意願及效益。
綜合而言，本研究將客語沉浸式教學延伸至國小四年級實施，結
果顯示實驗班學生的客語聽說能力明顯優於對照班學生，進而以 Arbib
（2011）的基模理論探討規劃與實施的歷程，發現以沉浸式教學的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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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模式為規劃語言學習、復振的前提，採取融入課程教學的方式，營造
由家庭而學校的學習及使用的環境；同時予以適性的輔導、鼓勵，以及
實施有效的增強策略，對於客語的學習與應用能有效提升。依此步道，
若能落實與家長的溝通，延續在學校學用客語的效益，以及推展至高年
級時，因應師資客語能力及高年級的領域課程內容，調整為雙語教學的
方式，可期建立客語由幼兒至國小高年級的扎根脈絡，實現客語復振的
願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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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家長問卷】

班 級： 四年

班

學生姓名：

一、家庭基本資料
1. 孩子主要的照顧者為何人？（可複選）
□父親 □母親 □祖父 □祖母 □其他親友＿＿＿＿（親友關係）
2. 孩子主要與以下何人一起同住？（可複選）
□父親 □母親 □祖父 □祖母 □其他親友＿＿＿＿（親友關係）
3. 祖父是 □閩南人□客家人□外省人□原住民□其他

。

4. 祖母是 □閩南人□客家人□外省人□原住民□其他

。

5. 父親是 □閩南人□客家人□外省人□原住民□其他

。

6. 母親是 □閩南人□客家人□外省人□原住民□其他

。

二、家庭語言使用情形
1. 在家中，家人間互相溝通的主要語言為何？
□國語 □閩南語 □客家語 □原住民

□其他

2. 在家中，孩子與家人溝通的主要語言為何？
□國語 □閩南語 □客家語 □原住民

□其他

3. 在家中，孩子使用客語與家人溝通的頻率？
□總是如此 □經常 □偶爾 □很少 □從來沒有 □其他
4. 在家中，母親使用客語與孩子溝通的頻率？
□總是如此 □經常 □偶爾 □很少 □從來沒有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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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在家中，父親使用客語與孩子溝通的頻率？
□總是如此 □經常 □偶爾 □很少 □從來沒有 □其他
6. 在家中，同住的親人（如：祖父母等親人）使用客語與孩子溝通的頻
率？
□總是如此 □經常 □偶爾 □很少 □從來沒有 □其他
三、學童客語能力現況
1. 孩子日常生活客語的聽力為何？
□完全聽得懂 □大都聽得懂 □有些聽得懂，有些聽不懂 □不太聽
得懂 □完全聽不懂
2. 孩子日常生活客語的口說能力為何？
□完全流利 □大部份流利 □有些流利，有些不流利 □不太流利
□完全不流利懂
3. 孩子日常生活使用客語的意願為何？
□非常願意 □願意 □有時願意，有時不願意 □不太願意 □完全不
願意
四、意見交流與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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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學生問卷】

班 級： 四年
1. 現在居住地：

班

學生姓名：

縣(市)

鄉／鎮／市／區。

2. 父親是□閩南人□客家人□外省人□原住民□其他

。

3. 母親是□閩南人□客家人□外省人□原住民□其他

。

4. 在家使用的主要語言為□國語□閩南語□客家語□原住民□其他
。
5. 是否參加過客委會辦理之客語能力認證考試？
□是（請繼續勾選）□否
□初級 □中級 □中高級
6. 我對「客家話」聽的能力如何？
□完全聽得懂□大多聽得懂□有些聽得懂，有些聽不懂□完全聽不懂
7. 我的「客家話」口說能力如何？
□完全流利 □大部分流利 □有些流利，有些不流利 □完全不流利
8. 我與家人互動時，會以「客家話」交談嗎？
( 祖父母、父母、兄弟姊妹、其他親戚：
□經常 □偶爾 □很少 □從來沒有
9. 我與同學互動時，會以「客家話」交談嗎？
□經常 □偶爾 □很少 □從來沒有
10. 我覺得會講「客家語」是一件很光榮的事
□是：因為
□不是：因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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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教師背景調查表】

教師姓名：
授課班級：

，於民國
年

1. 戶籍所在地：

年進入○○國小任教

班 ，科目：
縣(市)

鄉／鎮／市／區。

2. 父親是□閩南人 □客家人 □外省人 □原住民 □其他

。

3. 母親是□閩南人 □客家人 □外省人 □原住民 □其他

。

4. 使用的主要語言為□國語 □閩南語 □客家語 □原住民 □其他
。
5. 是否通過客委會辦理之客語能力認證？□是（請繼續勾選）□否
□初級 □中級 □中高級
6. 您對客家話聽的能力如何？
□完全聽得懂□大多聽得懂□有些聽得懂，有些聽不懂□完全聽不懂
7. 您的客家話口說能力如何？
□完全流利 □大部分流利 □有些流利，有些不流利 □完全不流利
8. 您與同仁及學生互動時，會以客家話交談嗎？
□會，因為：
□不會，因為：
9. 其他相關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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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客語聽說能力評量表】

測驗一：客語基本能力測驗
評量項目
※ 請你用客話回答問題。
1. 請問你今年幾多歲？
2. 你安到麼个名仔？
3. 你這下讀麼个學校？
4. 這下幾多年生？哪班？
5. 你屋下歇在哪位？
評量結果得 分

4
4
4
4
4

客語基本能力
得分
2
1
2
1
2
1
2
1
2
1

3
3
3
3
3

無反應
0
0
0
0
0

指導語：
★第一次沒有回應，施測者可再說一次；若沒有回應則跳至下一題。
★若以中文回答，請施測者用中文說：「請用客語回答」；若仍是用中文 回答則標記無
反應。
整體建議：

測驗二：客語口說能力測驗
評量項目
※ 請你用客話回答問題。
2. 看著先生，愛講麼个？
2. 落雨吔！去學校愛記得帶麼个？
3. 食飯前愛洗手，食飽飯愛做麼个？
9. 別人送你東西，你愛講麼个？
10. 放學歸到屋下，愛先做麼个？
6. 近視吔愛戴麼个正看得清楚？
7. 麼个動物鼻公長長，蓋有力？
8. 出國旅行，愛坐麼个交通工具過遽到 ?
9. 哪个季節過多風搓？
10. 過麼个節，愛煮圓粄仔食？
評量結果得
分

4
4
4
4
4
4
4
4
4
4

3
3
3
3
3
3
3
3
3
3

能力表現
得分
2
1
2
1
2
1
2
1
2
1
2
1
2
1
2
1
2
1
2
1

無反應
0
0
0
0
0
0
0
0
0
0

89

Global Hakka

全球客家研究

Studies

指導語：
★第一次沒有回應，施測者可再說一次；若沒有回應則跳至下一題。
★若以中文回答，請施測者用中文說：「請用客語回答」；若仍是用中文 回答則標記無
反應。
整體建議：

測驗三：客語理解能力測驗
能力表現
評量項目
※ 請你用客話回答問題。
得分
無反應
1. 阿爸个阿姆你喊佢麼个 ?
4
3
2
1
0
①叔婆②姨婆③阿婆④舅婆
2. 臨暗仔，阿姆在哪位煮飯 ?
4
3
2
1
0
①屋下②灶下③廳下④莊下
3. 過麼个節愛裹粽仔、看划龍船比賽？
4
3
2
1
0
①天穿日②清明③八月半④五月節
4. 烏天暗地，𠊎 蓋驚響
4
3
2
1
0
① 𥍉 爧②雷公③天弓④風搓
5. 毋堵好踏着別人个腳，愛講麼个？
4
3
2
1
0
①毋盼得②毋記得③承蒙④失禮
11. 哪種動物係弄毛蟲變个？
4
3
2
1
0
① 揚尾仔②蝲䗁③揚蝶仔④蝠婆仔
12. 火燒屋愛通知麼人來救火 ?
4
3
2
1
0
①警察②先生③縣政府④消防隊
4
3
2
1
0
13. 放尞日蓋多人來公園做麼个 ?
①釣魚仔②運動③搞電動④洗身
14. 在教室上課，先生用粉筆在哪寫字？
4
3
2
1
0
①枋仔②平板③粉牌④門牌
4
3
2
1
0
15. 洗手个時節，愛同麼个攝起來？
①衫領仔②衫袖③衫褲④面衫
評量結果得
分
指導語：
★第一次沒有回應，施測者可再說一次；若沒有回應則跳至下一題。
★若以中文回答，請施測者用中文說：「請用客語回答」；若仍是用中文 回答則標記無
反應。
整體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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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家對句理諺認知譬喻研究：
以實體譬喻為例
邱湘雲 *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大臺灣文學研究所教授

「客家諺語」是客家語言的精華，同時也是族群經驗與智慧的寶庫，
其中反映思維智慧、充滿哲理的「理諺」往往藉由具體事物隱喻抽象道
理。本文以兩句並列、上下對句且具哲理意涵的「理諺」為語料，探究
其間如何藉由具象事物譬喻抽象道理，如何使深奧哲理變得淺顯易懂。
一般探討客家諺語多止於解釋全句意思及文化面向，較少探討其中道理
生成過程，本文運用 Lakoff and Johnson（1980、2006）「概念隱喻理論」
及 Fauconnier（1984）的「概念融合理論」，依譬喻喻體來源對客家諺
語中的實體隱喻進行分類與探討，分析包括：「人物喻」、「動物喻」、
「植物喻」及「食物喻」等類型的實體隱喻表現，由此探討客家理諺中
哲理生成的過程以及其中所反映的特色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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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taphors in Hakka Philosophical Proverbs:
Taking Ontological Metaphors as an Example
Hsiang-yun Chiu**
Professor, Graduate Institute of Taiwan Literature,
National Changhua University of Education

Hakka proverbs are the essence of Hakka and are a treasure of experience and wisdom. Proverbs reflecting wisdom are called “philosophical
proverbs,” which extract the abstract truth from specific things through metaphors. This study selected philosophical proverbs comprising two sentences
and explor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pecific things and the metaphorical
abstract truth, rendering the profound philosophy easy to understand. Discussions about Hakka proverbs are generally limited to the semantic level;
few linguists have discussed the process of how truth is generated and what
characteristics of Hakka proverbs are formed through metaphors. This study
used the cognitive metaphor theory developed by Lakoff and Johnson (1980)
to classify the ontological metaphors in Hakka proverbs into “people metaphors,” “animal metaphors,” “plant metaphors,” and “food metaphors.” The
truth generation process and the distinctive culture that the proverbs reflect
are examined.

Keywords: Hakka, Proverbs, Complex Sentences, Metaphor, Cognitive
** Date of Submission: May 17,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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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世界各民族都有自己獨具特色的「諺語」，古今中外，大凡語言內
涵豐富者都存在著大量的「諺語」。《國語．越語》韋昭《注》：「諺，
俗之善語也。」東漢 . 許慎《說文解字》：「諺，傳言也，從言彥聲」，
又：「彥，美士有文，人所言也。」「諺語」歷經千百年，自古流傳至
今，而且是「美士」所傳下來的嘉言智語，是語言智慧的結晶，值得做
為生活經驗的參考，人生方向的指引。朱介凡（1964）曾指出「諺語」
的功能包括：社會功能、文學應用、教育取證、政治見道及科學價值等。
其實不只這些，諺語還具有語言、美學、認知思維及文化等層面的多元
價值，語言學上的價值如使修辭精鍊簡潔，而這是語言精華的高度表現；
社會學上的價值是可以觀察社會真實狀貌，傳承道德教化；思想上的價
值則是思維見解深刻，深具啟發人心的作用。客家諺語字裡行間處處展
現客家先民的智慧，蘊含的文化元素十分豐富，其中的各種知識更可作
為行事的指針，因此不管對個人、社會都有潛移默化的指導價值。
在時代更迭及文化積澱下，諺語內容豐富又龐雜，其中有哪些類型
表現？清代杜文瀾（1992：2）《古謠諺》：

諺既從言，又取義於彥，蓋本係彥士之文言，故又能為傳世之
常言。惟其本係文言，故或稱古諺，或稱先聖諺，或稱夏諺、
周諺、漢諺，或稱秦諺、楚諺、鄒魯諺、越諺，或稱京師諺、
三府諺，皆彥士典雅之詞也。惟其又為常言，故或稱里諺、鄉
諺、鄉里諺，或稱民諺、父老諺、舟人諺，或稱野諺、鄙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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俗諺，皆傳世通行之說也。諺之體，主於典雅，故深奧者必收；
諺之用，主於流行，故淺近者亦載。

諺語流傳於一時一地，形式多樣，既具典雅性，又具通俗性。就歷
時而言，諺語具有長久承傳的歷史性，因此有古諺，有今諺；就共時而
言，諺語又具有通行於一地的地方性，因此有客家諺語、閩南諺語等。
客家諺語中可以看到客家景物、風俗的再現，同時也可看到客家族
群思維文化的縮影，這些「諺語」可大致分為「自然諺」、「社會諺」
與「哲理諺」，其中「自然諺」包括農業諺語、氣象諺語等，多是先民
生活經驗的描述；「生活諺」是人群生活及社會關係的歸納，二者都屬
生活經驗的傳承，是族群經驗知識的總結，至於「哲理諺」則展現族群
特有思考模式，深具族群思維文化特色。
溫端政（2006）曾將漢語「語」的範疇分出「引述語」、「表述語」
與「描述語」三類，並指出三者的不同在於：1.「表述語」是通過判斷
或推理來呈現人們對事物的認識，具知識性，如諺語與少部份成語。
2.「描述語」為運用多種手法描述人、事、物，缺乏知識性，如慣用語
與大部分成語。3.「引述語」由引子、注釋構成，通常稱為歇後語。
一般將「俗語」與「諺語」合稱為「俗諺語」，但據溫端政（2006）：
「俗語」多為「描述性」，旨在描述客觀事物現象；「諺語」則多屬「表
述性」，旨在表達判斷及思想性，本文即在探討客家諺語中具有思想判
斷性的哲理諺語 ── 理諺的表達方式。又本文以為諺語中的「農業諺」、
「氣象諺」，例如客家語的氣象諺：「雲轉東，毋係水就係風」、「東
虹晴，西虹雨」；農業諺：「清明前好蒔田； 清明後好種豆」、「正月雷，
二月雪， 三月無水過田缺，四月秧打結」等，皆是「經驗」總結的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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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描述，應歸為「描述語」而非表現思維判斷的「表述語」，因此僅取
哲理諺語為研究範疇，哲理諺語才屬於道地的「通過判斷或推理來呈現
人們對事物認識」的「表述語」，因此本文特別以哲理諺語作為研究對
象以揭示客家先民的思想特色。
哲理諺語一般稱「哲諺」，但本文以為客家諺語所展現的道理淺近
而不是艱深哲理，是眼前的直觀而非玄妙的虛想，因此這類諺語本文不
稱「客家哲諺」而稱「客家理諺」。客家理諺涉及的內容層包羅萬象，
上自天文，下至地理，內容豐富多彩，幾乎包含了人們所有的生活領域，
也提供我們許多寶貴的知識道理（黃舒榆 2011）。
客家理諺流傳千古，至今仍常為人們所引用，例如：
「爺娘惜子長江水，子想爺娘擔竿長」，教人孝敬父母的道理。
「人勤地獻寶、人懶地生草」，教人要有勤勞精神。
「玉蘭有風香三里，桂花無風十里香」，教人修養品德，名聲自會傳揚。
（高雄市政府客家事務委員會 2010）
觀察富涵哲理的客家諺語可以發現其中有不少「譬（隱）喻」現象，
例如以上諺語中，「爺娘惜子長江水，子想爺娘擔竿長」是以「流水」、
「擔竿」隱喻時間的長短。「勤係搖錢樹，儉係聚寶盆」是以「樹」與
「盆」隱喻創發與守成。「玉蘭有風香三里，桂花無風十里香」則是以
「蘭花」比喻外在的才華，需有外在助力才能使名聲顯揚，而「桂花」
則隱喻內在的美德，不需外在宣傳則名聲自會傳揚使人皆知。這些諺語
字裡行間充滿道理哲思，反映客家族群的價值取捨及人生智慧，也反映
客家人的情感好惡、處世態度、道德價值觀以及思想智慧等各種面貌，
是客家族群文化的集體表現。由客家理諺可以看到客家族群的「族群
性」及「思想性」等方面的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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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諺」所要表述的道理原屬抽象，要如何才能使人明白易懂？此
時運用「譬喻」便是很好的方式。王柏華（2009；36）：隱喻不僅是一
套語言程序，更是一種思考事物、認識事物的基本方式，我們總是通過
隱喻詞去把握事物、評價事物。道理本屬抽象，如果用具象的事物做一
譬喻，便能化哲理之深奧為淺顯易懂。哲理型諺語往往有表面義，也有
深層義涵，表面義用以隱喻深層義，且取喻的喻體題材十分多樣，具文
學形象性及文化思想性，例如「種麻得麻，種豆得豆」一句即是取材於
農作物麻與豆作以作為隱喻事理的憑藉，展現了客家農業文化的形象特
色。
客家諺語用以表達事理的取喻事物還有哪些？作為隱喻憑藉的「喻
體」與想要表達的目標 ──「本體 1」之間有何聯結關係？一般諺語相關
文獻，不是只見蒐集、釋義，就是也在闡述整句的文化意涵，很少有人
能針對諺語中的認知概念隱喻映射過程作一專章探討。客家諺語應該如
何分類？抽象的語義如何而來？諺語取喻對象中的族群生活事物又有哪
些？其中又蘊涵哪些文化特色？本文運用 Lakoff and Johnson（1980）的
「概念隱喻理論（Conceptual Metaphor Theory）」以及 Fauconnier（1984）
的「概念融合理論（Blending Theory）」進行探討，由對句理諺中的隱
喻來探討客家哲理諺語的生成及表現，這相對於先前的研究來說或許也
可算是另闢蹊踁。

二、語料範疇
本文選擇二句以上的對句諺語為語料，一是因客家諺語中說明道理
1

認知語言學稱「能指」的事物為「喻體」，「所指」的事物為「本體」。解釋詳見下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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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哲理諺語內容十分豐富，選擇對句諺語可縮小範疇且集中研究焦點，
二是因為兩句以上的複句諺語更可看出語句前、後之間的譬喻生成關
係。
語料蒐集則以目前臺灣常見客家諺語出版文獻為主要語料，包括以
下各書：

表 1 客家諺語文獻語料出處
作者

出版年 題名

出版地 出版者

1
2
3
4

徐運德
楊兆禎
楊兆禎
馮輝岳

1993
1994
1999
1999

苗栗市
新竹市
新竹縣
桃園市

5

何石松

2003

6

何石松

2009a

7

涂春景

2003

8

涂春景

2009

9

龔萬灶

2003

10 黃永達

2005

《客家諺語：新編客家話》
《客家老古人言》
《客家諺語拾穗》
《客家謠諺賞析》

中原週刊社
文化圖書公司
新竹縣立文化中心
武陵出版社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
《客諺一百首》
臺北市
司
《 客 諺 第 200 首 ： 收 錄 最 新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
臺北市
一百首客諺》
司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 公
《形象化客話俗語 1200 句》
臺北市
司
《聽算無窮漢：有韻的客家俚諺
臺北市 伯康印刷公司
1500 則》
《客話實用手冊》
苗栗市 自印本
全威創意媒體股份有限公
《臺灣客家俚諺語語典》
臺北市
司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其中徐運德（1993）《客家諺語》蒐集客家諺語約 1400 條，涂春
景（2009）有《聽算無窮漢：有韻的客家俚諺 1500 則》及（2003）《形
象化客話俗語 1200 句》，收錄諺語數量都十分龐大，足為本文大量取
材之參考。此外何石松（2003）有《客諺 100 首》、（2009）《客諺
200 首》，其中將客家諺語分成「人生哲理」、「時令氣象」、「親情
倫理」、「婚姻愛情」及 「民俗傳說」五大類，也提供本文諺語分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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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參考方向。
本文選擇二句以上且富有哲理的「對句理諺」為語料。目前以句式
形態分析諺語上下句的連結關係者十分少見，但本文以為：由「對句」
諺語更可觀察前、後，上、下句之間語義生成的連結關係。所謂「對句」
在文法上屬於「複句」，漢語複句類型多樣，有前後語義均等的並列式
複句，也有前後語義有所偏重的偏正式複句。依據漢語語法理論對複句
的分類來觀察客家對句諺語，其中可見複（對）句類型及諺語例句舉例
如下：
1. 並列複句：指各分句分別陳述相關而又並列的幾種事物，或同一事物
的幾個方面，其前後句順序可以互換，如客家諺語的「人中有呂布，馬
中有赤兔」、「口講係風，筆寫係蹤」、「人無千日好，花無百日紅」。
2. 正反複句：表述同一主題，但是事物、事理的正、反面兩面，如「人
在人情在，人亡人情亡」、「山中有直樹，世上無直人」。
3. 順承複句：指各分句按時間順序說出連續發生的動作或出現的事物，
其排列順序不可顛倒，如「一餐省一口，一年就有一斗」。
4. 轉折複句：指後面分句與前面分句的意思相對，前後分句意思有明顯
的轉折，如「毋怕千人看，總怕一人識」、「千跪萬拜一爐香，毋當生
前一碗湯」、「苦瓜雖苦連皮食，甘蔗恁甜愛呸渣」。
5. 遞進複句：指後面分句述說的意思比前面分句更進一層。如「大魚食
細魚，細魚食蝦公」、「做官錢，一陣煙；生理錢，好眼前；血汗錢，
萬萬年」。
6. 選擇複句：說話者在前後二分句，即前後兩種情況之中有所取捨，如
「眼看千遍，毋當動手做一擺」、「眼看千遍，不如手做一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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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假設複句：前分句說明假設狀況，後面分句說明假設條件下所得出的
結果，如「若愛學問好，必得問三老」、「若愛江湖走，磨利一把口」、
「屋下無个噥噥公，樣樣空；屋下無个噥噥婆，項項無」。
8. 條件複句：前面的分句提出條件，後面的分句說明在這種條件下所產
生的結果，不過有時也有前句先說結果而後句補充說明條件者，如華語
的「世上無難事，只怕有心人」。客家理諺也有不少類似句式，如「毋
怕家中窮，只愛老婆好笑容」、「毋驚屋下窮，只驚朝朝睡到日頭紅」。
9. 因果複句：所見往往是前一分句提出已經成為現實或已肯定的前提，
後一分句說明由此作出的推斷，如「人情留一線，日後好相見」、「小
時偷人針，大了偷人金」、「山中無老虎，猴哥升大王」。
以上可見客家對句理諺句式的多樣性，且在前、後句對照的語境下
更能看到句中所指的「本體」與能指的「喻體」之間的關係。本文針對
「對句理諺」進行周遍性的收集整理，目前已找出 700 多句對句理諺，
並以此為語料庫以作為下文分析之張本。

三、認知譬喻理論
哲理諺語表述抽象哲理，其形成過程中有很大部分是建立在認知
概念隱喻的基礎上。需說明的是：早期「譬喻」研究多由文學修辭方
面來探討，屬傳統「語文學」領域；此處所論的譬喻則承自 Lakoff and
Johnson（1980、2006），是屬「認知語言學」方面的探討，「認知隱喻」，
又稱作「概念隱喻」。Lakoff and Johnson（1980、2006）：「人類生活
中的大多數概念實質上都是靠『隱喻』來表達。我們用以思維與行為的
日常概念系統，其本質在基本上是譬喻性的」。認知譬喻是事物由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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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具體的「始源域（source dormain）」向未知、抽象的「目標域（goal
dormain）」作跨概念（cross dormain）映射，其中已知事物又往往以個
人的經驗與群體的文化體驗為背景。「認知譬喻」是人們形成或組織概
念的重要方法，每一族群語言都暗含其「基本認知模式（ICM）」，它
是語言使用者經驗知識條理化的概念架構。隱喻是一種思維的過程，它
形塑了我們的思考模式，同時也是通往人類認知與心靈活動的一扇窗戶
（蘇以文 2005：2）。
客家理諺中以「譬喻」形式出現者頻率高，本文旨在探討客家諺語
常以哪些具體事物為「符號」來指稱所要言說的抽象哲理？以此譬喻為
憑藉又型塑了怎樣的「概念」？從中尋繹客家族群的認知思維與文化特
色。

（一）「認知隱喻」理論
「概念隱喻」（conceptual metaphor），或稱「認知隱喻」（cognitive
metaphor），譬喻的本質是以一已知的舊概念映射來理解另一複雜、抽
象的新概念，隱喻是將「來源域」的經驗映射到「目標域」，從而達到
重新認識目標領域特徵的目的（束定芳 2000：28），其間的關係可形
成「意象圖式（Image Schema）」。如下圖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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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認知隱喻映射圖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據 Lakoff and Johnson（1980、2006）可知：「概念隱喻」是二個不
同認知領域間基於「相似性」事物的投射，且往往是由熟悉、具體的領
域映射至不熟悉、抽象的領域。L and J 進一步將「概念隱喻」分為：一、
「實體隱喻」（ontological metaphor 或稱本體性隱喻）；二、「方位隱喻」
（orientational metaphor）；三、「結構隱喻」（structural metaphor）。
本文探討主題為「實體隱喻」，「實體隱喻」是以具象的實體作為來源
範疇的隱喻方式。透過實體隱喻可以將抽象概念、思想、情感、心理等
化為具體可感的實體，進而成為可感受到的形象生動的事物，例如客家
諺語：「有時星光，有時月光」一語即是以具體的「星光」和「月光」
來隱喻抽象的人生逆境與順境，星光的黯澹與月光的明亮和人生順逆有
其相似處，基於相似性概念映射而形成此隱喻性諺語。又如客家諺語：
「狐狸莫笑貓，同樣尾翹翹」，其中「狐狸」和「貓」是以動物中的獸
類為「喻體」，它因為與譬喻所指的「本體」之間具有相似性而拿來做
為隱喻的依據，「同樣尾翹翹」則是明白點出其間所具相似性的「喻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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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概念融合」理論
為完整呈現概念隱喻過程的整體架構，Fauconnier（1984）進一步
提出心理空間概念（mental spaces）融合理論（ Fauconnier and Turner
2002）。先前述及 Lakoff and Johnson（1980、2006）的概念隱喻理論
（Conceptual Metaphor Theory），簡稱 CMT；Fauconnier（1984）提出
概念融合理論（Blending Theory），簡稱為 BT。「BT」理論運用四個
空間模式，其中包括兩個「輸入」空間（與 CMT 理論的來源域及目標
域相仿）、一個類屬（generic）空間（代表兩個輸入空間共有的概念結
構）、還有一個「融合」（blend）空間。來自輸入空間的資料在此融合
並交互作用，進而形成概念映射的過程。見圖 2 所示：

圖 2 心理空間（ＢＴ理論）融合過程圖
資料來源：Fauconnier and Turner（2002：182）。

以上「輸入空間Ⅰ」「輸入空間Ⅱ」相對當於 Lakoff and Johnson
（1980、2006）的「本源域」和「目標域」，兩個輸入空間基於「類屬
空間」的相似性，合成後投射到新的空間，進行融合作用，形成「融合
空間」，進而形成新的概念模式，其中可能創造出原來輸入空間中所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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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新資訊、新意義，進而獲得新知識（王寅

2007）。

下文將依此來分析客家對句理諺的隱喻特色。

四、客家對句理諺隱喻類型
客家諺語有大量的認知隱喻喻義表現，可以從中瞭解客家族群如
何看待事物。 王寅（2007：476）指出：

在論述隱喻工作機制時，也必需全面考慮隱喻過程中所需涉及
的五種因素：認知主體、本體、喻體、喻底、語境，因為隱喻
意義是這些因素在動態綜合作用下所產生的結果。只有全面分
析和考慮這些相關因素，才能較好的理解隱喻。

首先，所謂「主體」乃指「交際雙方面的兩個認知主體，他們具
有認知能力，這是隱喻得以實現其交際價值的基礎。正是由於人類有
認知能力，具想像力，掌握了推理，才可能產生隱喻性思維。」（王
寅

2007：477）其次所謂的「本體」指的是被理解的對象，一般屬「未

知」或「抽象」領域；至於「喻體」指的是拿來做為隱喻依據，且與本
體具有相似性的事物，一般是「已知」或「具體」的事物。若追究源
頭，「本體」、「喻體」的說法源自二十世紀初期認知語言所家理查茲
（I.A.Richards），他以「tenor」稱呼所要談論的抽象概念，即「本體」，
以「vehicle」 為「 媒 介 」 稱 呼 被 拿 來 比 較 的 事 物（ 安 可 思

2009：

59），此即「喻體」。「隱喻是「『喻體』向『本體』映射的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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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體和喻體間的相似性映射過程是人們（認知主體）創造出來的（王寅
2007：476）。
比較來看，所謂的「本體」和「喻體」分別相當於 Fauconnier and
Turner（2002）理論中的「輸入空間Ⅰ」和「輸入空間Ⅱ」，也相當於
Lakoff and Johnson（1980、2006）的「本源域」和「目標域」，「本體」
即 L. and J. 所說的「目標域」，而「喻體」則相當於「本源域」。
此外需說明的是：傳統「修辭學」論及「譬喻」修辭法時，早期的
說法認為「譬喻」由「喻體」、「喻詞」、「喻依」三者構成，如「骨
瘦如柴」一詞，其中的「骨」被認為是「喻體」，「如」是「喻詞」，
而「柴」是「喻依」，其中「喻體」說法與「認知語言學」所說「喻體」
所指定義不同，不過較新的說法已有所修正，黃慶萱（2008：327）新
版《修辭學》即修訂指出：

譬喻句式是由「事物本體」和「譬喻語言」兩大部分組成。所
謂「事物本體」是所要說明的事物本身，簡稱為「本體」。所
謂「譬喻語言」譬喻說明此一事物的語言，又包括「喻體」，
拿來作比方的另一事物；「喻詞」，是連接「本體」和「喻體」
的語詞；有時更增添「喻旨」，把譬喻的意義所在也點出了。…
凡「本體」、「喻詞」、「喻體」三者具備的譬喻，叫做「明喻」。

早期修辭學「喻體」、「喻依」的說法容易使人產生概念上的混淆 ,
因此今日修辭學已加以修訂，與認知語言學相同，一致認為「喻體」應
指稱「譬喻物」而「本體」指稱「被譬喻物」，至於上文的「喻旨」即
相當於一般認知語言學所說的「喻底」。以「她是母老虎，凶得很」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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句為例，其中的「她」是要被譬喻的「本體」，」「母老虎」是據以形
成譬喻的「喻體」，「是」字是喻詞，有時可省略，至於二者中間的相
似性「凶得很」是「喻底」，有時明白點出，但當上下語境可推知時也
常常省略不明說。
再者是有關諺語的分類，一般多由內容作分類，例如分作「親情
類」、「愛情類」、「處世類」等，若依「認知隱喻學」來看這些是依「本
體」作分類探討，例如楊冬英（2000）將客家諺語分為「人生類」、「社
會類」、「專業類」、「自然類」四大類，不過這種分法似乎太過寬泛
而未能聚焦。何石松（2009b）將客家諺語分成：（一）時令諺、（二）
氣象諺、（三）哲理諺、（四）動物諺、（五）植物諺、（六）地名諺
等六類，不過這其中「時令諺」、「氣象諺」、「哲理諺」及「地名諺」
屬所要譬喻的「本體」，屬「所指」部分，而「動物諺」及「植物諺」
則是取以映射的「喻體」，屬「能指」部分，如此分類，標準並不一致，
應可再行分類以顯示其間性質之不同。倒是徐子晴（1999）由取材自「人
物」、「動物」、「植物」、「器物」、「歲時氣象」等方面探討客家
諺語，以「取材」分類一來標準一致，二來所取材對象也正是本文所要
探討的「喻體」，因此下文有關客家諺語的分類也將參考此種分類方法，
以「喻體」為標準作進一步探析。
本文探討客家理諺中的「實體隱喻」，即是以實物作為「喻體」者，
其類型尚可再作細分，以下依譬喻的喻體來源將「實體譬喻」分成「人
物」、「動物」、「植物」及「食物」等類型以作進一步的探討，當然
還可分出其他如「器物」、「礦物」…等類型，不過由於篇幅所限，其
他類型的探討則留待來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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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人物喻
與人有關的隱喻，其下又可分出「人體喻」及「人物喻」二類，所
見舉例並分析如下：
1. 人體喻
《周易。繫辭傳》：「近取諸身，遠取諸物」，孔穎達《周易正義》：
「近取諸身者，若耳目鼻口之屬是也；遠取諸物者，若雷風山澤是也。
舉遠近，則萬事在其中矣」，所謂「認知」是人的身體與外在的世界互
動時產生的現象（黃宣範 2009：352），而人的身體體可說是人類認知世
界的「元概念」（趙倩 2007；黃碧蓉 2009），曹逢甫等（2001）也說：
身體經驗使我們的概念形成許多意象架構圖式（image schema），身體譬
喻可以說是語言認知的「首要介面」，「人體」是人類認識世界的起點，
人類由對本身認識後才推及對外面世界的認識（邱湘雲 2011），自我身
體和外在世界的互動影響人類認知的形成。
本文發現客家理諺有不少以身體部位來隱喻抽象事理者，從「頭、
面、眼、耳、鼻、舌、身、口、手、拳、腳」等幾乎各個身體部位都可
充當認知隱喻的基本源域（即喻體），舉例如下 2：

2

以下語料來源，詳見「表 1 客家諺語文獻語料出處」，下文不再一一加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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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來源域
人物

喻體
人體喻 眼

客家對句理諺喻體舉隅：人體喻
客家諺語舉例
子弟不讀書，好比無目珠 3
唔讀書，瞎眼珠

耳

洗面洗耳角，掃地掃壁角

鼻

目珠大好看光，鼻公大好鼻香

舌

大路毋行草生塞；話久毋講舌嫲 4 打結
三寸舌，害了六尺身

脣

田脣堵得水，道理服得人
後生係無一擺戇，路脣哪有有應公

身

良田萬甲，唔當一技在身
供子身，無供子心
乞食身，皇帝嘴

頭

雞公啼本分，雞母啼斬頭
食果子拜樹頭，食水愛知水源頭

頸

講隻影，生隻頸

面

春天變，後母面
出門看天色，入門看面色
人心不同，各如其面

手

三日毋唸口生，三日毋做手生
眼看千遍，不如手做一輪
喙愛講，手愛網

拳

拳要打，字要練
相罵莫幫言，相打莫幫拳
曲不離口，拳不離手

腳

未有六十六，不可笑人大腳目
賴仔一間角，毋當丈夫一隻腳
錢四枝腳，人兩枝腳

肩

求人膝頭，唔當自家肩頭

腰

上嶺彎腰，入門有柴燒

腸肚

直腸直肚，一生著爛褲；橫腸吊肚，門前綯馬牯 5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重點為筆者所強調。

3
4
5

下文表格中，客家諺語粗黑字體部分為作者自行標註，以凸顯「喻體」之所在。
客家話「舌頭」之意。以下僅針對客家特殊字詞或無法看出字面義的詞語加以註釋。
指出言直率的人不易在複雜社會中討人喜愛，一生困頓失意；若細心善體人意，懂得
察言觀色，必受到青睞而平步青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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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客家話裡的人體喻，部分一如華語及其他漢語方言的表現，如
華語以「左右手」，隱喻「得力的助手」，客家話也有「𢯭手」一詞是
以「手」隱喻「幫助」之意。又如華語詞典可查得「國腳（國家足球隊
隊員）」、「樁腳（選舉時替候選人拉票的地方人物）」等詞，這些皆
是以人體肢幹部分的「腳」轉喻整個人，客家話的「羅漢腳（單身漢）」、
「接腳（再娶之妻）」也是以身體部分的「腳」轉為譬喻整個人。
以下依 Fauconnier and Turner（2002）的「空間融合理論」，舉例
分析客家對句理諺中，以「人體」為喻的認知概念形成過程，其他諺語
分析也依此模式類推：

表3

「人體喻」諺語空間融合隱喻過程

輸入空間 1
（喻體）
（來源域）

輸入空間 2
（本體）
（目標域）

類屬空間
（相似性）

融合空間（諺語形成）

眼珠

讀書

見識能力

子弟不讀書，好比無目珠

耳角

壁角

隱密細微之處 洗面洗耳角，掃地掃壁角

舌頭打結

大路長草

行動不順暢

大路毋行草生塞；話久毋講舌嫲打結

嘴脣

路邊

地方之邊緣

後生係無一擺戇，路脣哪有有應公

頭

樹頭、源頭

上方開始處

食果子拜樹頭，食水愛知水源頭

後母面

春天天氣

變化無常

春天變，後母面

口講
手做

表述
行動

只說不做
實踐能力

喙愛講，手愛網

拳不離手

曲不離口

技能磨練

曲不離口，拳不離手

人腳

錢腳（角）

行動流通能力 錢四枝腳，人兩枝腳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重點為筆者所強調。

以上隱喻有的是基於「形狀」、「方位」上的相似，如以具體的「頭」
隱喻抽象「上方、開始處」，因而有「樹頭」、「源頭」、「前頭」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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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種以「頭」為喻的隱喻說法。以「耳角」為喻則可隱喻「邊處、細微
之處」；而「脣」本指「嘴的周圍」，但客家話「脣」還引申為「邊緣」
之意。由於形狀上具相似性，因此客家話「田邊」稱作「田脣」，這也
是人體隱喻概念的映射。其次又有基於「功能」、「性質」相似而映射
者，例如以「眼」隱喻「見識能力，一如英語「I see」即表示「我了解」
之意，漢語說「這件事在我看來很複雜」，其中皆以實際具象的「看」
這一眼部功能隱喻抽象的「見識能力」。其他以「口」隱喻表述能力，
以「手」隱喻實踐能力，以「腳」隱喻行動能力，以「拳」隱喻「技藝
在身」、以「面」隱喻「時常變化」等皆屬人體與抽象事物間功能、性
質相似的概念隱喻。
值得一提的是：同樣是以取「人體」器官或肢幹為據以映射之喻體，
但客家諺語中，部分人體喻還側面展現了客家文化的獨特認知視野，例
如經常以「拳」為喻，展現客家「崇文」外還有「尚武」這一脈的文化面
貌。又如「講隻影，生隻頸」、「閒錢䌈頭頸，戇猴擎石頭 6」等諺語中
以「頸」為喻，這是其他漢語所少見，這讓人聯想到客家人以「硬頸」
一詞隱喻固執堅忍的精神，以「頸」來隱喻展現客家獨特的詞彙文化特
色。此外還有以「脣」為喻者，如「田脣堵得水，道理服得人」、「 後
生係無一擺戇，路脣哪有有應公（比喻一時懵懂，往往喪失生命）」，
以「脣」表示「旁邊」亦為其他漢語語言所少見。客家話裡其他以人體
部隱喻空間方位的還不少，詞彙部分如「頭（車頭）、頂（崠頂）、項
（街項）、面（面前）、背（上背）、腰（山腰）、肚（海肚）、眼（字
6

「講隻影，生隻頸」即「捕風捉影」之意。「閒錢䌈頭頸，戇猴擎石頭」指打領帶和
玩石頭的人，用以諷刺沒本事卻喜歡四處炫耀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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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腳（凳腳）」等，此以人體部位隱喻空間方位也可說是客家族群
認識世界的一大特色。
2. 人物喻
客家諺語中尚有取特定人物或職業稱呼為喻者，舉例製表如下：

表 4 客家對句理諺喻體舉隅：人物喻
來源域
人物

特定人物

喻體

客家諺語舉例

歷史人物

人中有呂布，馬中有赤兔
想著劉玄德，夜夜睡毋得；想起乞食仔，自己
還做得

宗教人物

伯公毋開口，老虎毋敢打狗
猪尾蠕蠕動，猪頭敬伯公 7
泥伯公過河，自身難保

社會人物

有狀元學生，無狀元先生
百貨有百客，伯姆有大伯

家庭人物

愛做好，問三老
一年心臼，三年師傅
上家人教心臼，下家人學精
捉猫子看猫嫲，討心臼看爺娘
不孝心臼三餐燒，有孝妹仔路上遙 8
心臼多，懶洗碗，艄公多，打爛船

職業稱呼

官場職稱

大官食細官，細官食百姓，百姓食钁
頭柄

農業職稱

做田無驚屎，做兵無驚死

工業職稱

十步留一步，免得師弟打師傅
你做你个官。涯打涯个磚
木匠 師傅無眠床 地理先生無屋場 裁縫師傅
無衣裳 算命先生半路亡 9

無業人稱

乞食身，皇帝嘴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重點為筆者所強調。
7
8
9

諷刺不知死活，自在自得。
指媳婦再不孝仍會在家做飯；女兒再孝順卻到遠方，遠水不能解近渴。旨在奉勸家中
老人要知足。
指精於謀人，拙於謀己。圖其所難，勿其所易。見何石松（2003：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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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也依「空間融合理論」舉例分析客家對句理諺中，以「人物」
為喻的認知概念形成過程：

表 5「人物喻」諺語空間融合隱喻過程
輸入空間 1
（喻體）
（來源域）

輸入空間 2
（本體）
（目標域）

類屬空間
（相似性）

融合空間（諺語形成）

歷史人物：呂布

人才

才能優秀

人中有呂布，馬中有赤兔

神化人物：（泥） 自身
伯公

具保護能力

泥伯公過河，自身難保

社會人物：百客

喜好各異

百貨有百客，伯姆有大伯

家 庭 人 物： 心 臼 初學技藝者
（媳婦）

地位低階

一年心臼，三年師傅

官場人物：大官、 地位高者
細（小）官

以上凌下

大官食細官，細官食百姓，百姓食钁頭柄

農 業 人 物： 做 田 工作投入者
人（農夫）

任勞任怨

做田無驚屎，做兵無驚死

百樣人物

工匠人物：師傅、 技藝教授者、 技藝高低
師弟
學習者

十步留一步，免得師弟打師傅

無 業 人 物： 乞 食 低位階者
（乞丐）

乞食身，皇帝嘴

社會地位低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重點為筆者所強調。

客家諺語中常出現某些特定人物，例如「呂布」是東漢末年、三國
初年驍勇善戰的武將，民間戲劇常上演三國歷史故事，以「呂布」譬喻
「人才」是以部分代全體的概念「轉喻」。可以看到客家諺語喜歡取材
民間故事人物以為喻體，例如「人中有呂布，馬中有赤兔」、「想著劉
玄德，夜夜睡毋得；想起乞食仔，自己還做得」，這應是民間戲劇中經
常出現的人物，為客家庶民社會所普遍熟知，因此常作為諺語取材的對
象，從中也反映客家藝文文化的特色。其次與「伯公」相關諺語也不少，
如「伯公毋開口，老虎毋敢打狗」、「泥伯公過河，自身難保」，客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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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稱土地公為「伯公」，客家庄頭土地伯公最為常見，因此常作為隱喻
取材對象，此類諺語也反映了客家的「伯公信仰」文化。再如「心臼」
也是常出現在諺語中的人物，用以隱喻地位較低者，如「一年心臼，三
年師傅」、「上家人教心臼，下家人學精」，臺灣早期客家社會有童養
媳文化，在大家庭裡，嫁入夫家的「心臼（媳婦）」家庭地位十分低落，
這類詞語也反映了臺灣傳統社會重男輕女、男尊女卑的文化面貌。
至於人稱譬喻方面，如「木匠師傅無眠床，地理先生無屋場，裁縫
師傅無衣裳，算命先生半路亡」一句，，意思是人往往「精於為人而拙
於謀己。圖其所難，卻忽其所易。明於觀人，卻闇於察己，精於智術，
卻難於謀天」（何石松 2009a：68）。其中以特定職業人物喻指各行各
業人士。以上還可看到客家諺語中出現較多的是低階職業人物，例如
「做田無驚屎，做兵無驚死」、「你做你个官。涯打涯个磚」、「乞食
身，皇帝嘴」、「木匠師傅無眠床，地理先生無屋場，裁縫師傅無衣裳，
算命先生半路亡」等皆屬之，這些都可說是以部分特殊人物代替全體的
「轉喻」表現。

（二）動物喻
中國古代的《詩經》裡出現不少「鳥」、「獸」「蟲」、「魚」等
動物隱喻意象，朱耀沂（2007）將漢語動物成語中的動物分作「獸類」、
「鳥類」、「魚類」、「蟲類」及「傳說動物」五類，本文參考而將動
物諺語分出：「禽鳥喻」、「` 獸畜喻」、「蟲蛇喻」、「魚蛙喻」等四類，
至於「傳說動物」──「龍」是瑞獸，因此合併於「` 獸畜喻」類中討論。
各類所見舉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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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客家對句理諺喻體舉隅：動物喻
來源域
動物

禽鳥喻

喻體

客家諺語舉例

雞

嫁雞隨雞飛，嫁狗隨狗走
生雞卵無，屙雞屎就有
大雞拑，細雞啄
打虎愛打頭，治雞愛割喉

鴨

鴨嫲多，懶生卵；媳婦多，懶洗碗
鴨嫲絡食，毋知坑窮
七月半介鴨仔，毋知死
豬頭唔顧，顧鴨嫲卵
憨姐婆惜外孫，憨鴨嫲孵雞春

獸畜喻

鳥

人無盤纏難走路，鳥無翼膀不能飛

烏鴉

天下烏鴉一般烏，到處楊梅一樣花

豬

窮人莫斷豬，富人莫斷書
死後才來拜豬羊，不如生前吃四兩
耕田愛養豬，養子要讀書

狗

狗有搖尾牯，人有笑面虎
一人省一口，能養一條狗
伯公無點頭，老虎不敢打狗

貓

縱貓上灶，縱子不孝
捉猫子看猫嫲，討心臼看爺娘

牛

好馬毋停蹄，好牛毋停犁
牛鼻毋牽，牽牛耳
水浸牛皮，越浸越潤

猴

毋曉教猴上樹，仰會教虎上山
山中無老虎，猴哥做大王

虎

一山沒兩虎，一家沒兩主
不怕虎狼對面坐，就怕人前兩面刀

馬

人無橫財不富，馬無野草不肥
窮志短，馬瘦毛長

狐

狐狸莫笑貓，同樣尾翹翹
嫁猪騰（跈）猪，嫁狗騰（跈）狗，嫁狐狸滿山走，嫁乞
食甘願背家濟斗 10

龍

人窮志不窮，蝻蛇脫殼變成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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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窮志不窮，蝻蛇脫殼變成龍
蝻蛇穿竹籬，毋死脫身皮
一糞箕泥蛇仔，毋當一尾傘仔節
講到蛇，就唏嗖聲 11
蛇有蛇路，鱉有鱉路
蛇過有路，鳥過有聲

12

分蛇咬過一口，看到秤索就走
當面一枝花，便背一尾蛇

魚蛙喻

蝨

人窮朋友少，衫爛蝨嫲多

蠅

窮人無六親，瘦狗多烏蠅

魚

水太清則無魚，人太緊則無智
窮人毋知死，買魚食了米

（水族
及兩棲
動物喻）

近水知魚性，近山識鳥音
愛捉大魚落大海，愛獵虎豹上山來
滬魚愛力，釣魚乞食
三日打魚，四日曬網
湖鰍搵泥沙，緊搵緊大條
螺

田螺取肚飽，毋知屎朏生綠苔
田螺疕，做到死；菅榛殼，閒亍亍
死田螺，毋知過坵

蛙

大

食細

，蝦蟆食石螺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重點為筆者所強調。

以上是客家語中以動物為喻的例子，需說明的是：其中「嫁猪跈猪，
嫁狗跈狗，嫁狐狸滿山走，嫁乞食甘願背家濟斗」另有作：「嫁雞跈雞，
嫁狗跈狗，嫁猴仔滿山走」者（何石松 2009a）。類似華語「嫁雞隨雞、
嫁狗隨狗」的說法，但客家話後續尚有第三句：「嫁狐狸滿山走」則是
客語的特殊說法，因此在列入以「狐狸」為例的代表。
對客家諺語中的動物諺語進行研究的篇章其實不少，專書方面有黃
榮洛（2005）《臺灣客家詞彙、傳說、俗諺由來文集》，論文方面有徐
10 涂春景（2002：67）。
11 捕風捉影之意。
12 意指：各盡本份，人各有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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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晴（2000）〈客家諺語的取材和修辭研究〉、謝瑞珍（2013）〈客語
動物固定語式的譬喻形象色彩與文化意涵〉等，此外簡信賢（2007）〈臺
灣閩南語動植物諺語研究〉探討閩南語諺語中的動、植物對本文也有參
考作用。其中黃榮洛（2005）列出有關羊、豬、雞、猴、馬、牛、狗、
蛇等客家諺語篇目，但也是以釋義及文化闡釋為主，未見關於動物和事
物理間隱喻關係的探討。期刊論文部分，對動物諺語作主題歸納者不
少，如：
１. 李雪莉（2009）〈六堆客家諺語中動物俗諺初探〉（《六堆雜誌》
133 期）
2. 林素珍（2011）〈探討與「牛」有關之客家諺語〉，《六堆雜誌》143 期）
3. 劉明宗（2011）〈「猴」在客家俚諺語中的意涵與意象〉，《屏東教
育大學學報（人文社會類）》36 期
4. 劉醇鑫（2012）〈客家俗諺中的牛意象〉（《新生學報》11 期）
5. 劉醇鑫（2013）〈客家俗諺中的龍意象及文化涵蘊〉（《新生學報》
12 期）
6. 劉醇鑫（2014）〈客家俗諺中的蛇意象及文化涵蘊〉（《新生學報》
13 期）
7. 劉醇鑫（2015）〈客家俗諺中的馬意象及文化涵蘊〉（《新生學報》
15 期）
以上也都偏向釋義或民俗學、文化學上的探討。專博碩論文部分，
徐韶君（2014）有〈客家動物諺語的隱喻表現〉。統計其中 211 則動物
諺語當中，以「狗」（39 次）出現的頻率較高，其次是雞（28 次）、
牛（15 次）、鼠（15 次）。謝亞瑜（2006）找出《客英》及《客法》
大辭典中的動物諺語，包括「走獸」類 163 則，「禽鳥」類諺語 45 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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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魚蟲」類諺語 52 則，去其重複者，最後統計得知《客英》、《客法》
大辭典中的動物諺語就有 196 則，可惜其中有 40 多則動物諺語今日已
少聽聞，逐漸被遺忘而不復傳承。
以下也依「空間融合理論」舉例分析客家對句理諺中，以「動物」
為喻的認知隱喻形成過程：

表 7「動物喻」諺語空間融合隱喻過程
輸入空間 1

輸入空間 2

類屬空間

（喻體）

（本體）

（相似性）

（來源域）

（目標域）

禽鳥喻 — 雞
—鴨

融合空間（諺語形成）

生產者

生產能力

生雞卵無，屙雞屎就有

愚笨的人

愚笨無知

鴨嫲絡食，毋知坑窮

— 鳥翼

盤纏（金錢）

行動能力

人無盤纏難走路，鳥無翼膀不能飛

— 烏鴉

同類者

性質相同

天下烏鴉一般烏，到處楊梅一樣花

書

（ 物 質 — 窮人莫斷豬，富人莫斷書
精神）財富

獸畜喻 — 豬

— 搖尾狗 笑面人

表裡不一

狗有搖尾牯，人有笑面虎

笑面虎
—貓

兒子

被縱容而變 縱貓上灶，縱子不孝
本加厲

— 牛鼻

事物中心關鍵處

關鍵所在

牛鼻毋牽，牽牛耳

—猴

下位被領導者

地位低

山中無老虎，猴哥做大王
一山沒兩虎，一家沒兩主

—虎

主人

領導人物

— 狐狸

嘲笑他人者

聰明而驕傲 狐狸莫笑貓，同樣尾翹翹

—龍

發達者

地位高貴

蟲蛇喻 — 蛇

窮困者

具脫胎換骨 人窮志不窮，蝻蛇脫殼變成龍
之能力

人窮志不窮，蝻蛇脫殼變成龍

—蝨

眾多不如意之事

紛雜心煩

人窮朋友少，衫爛蝨嫲多

—蠅

煩擾之事

揮之不去

窮人無六親，瘦狗多烏蠅

魚蛙喻 — 魚

所得成果

愛捉大魚落大海，愛獵虎豹上山來

— 泥（湖） 細小事物
鰍

原本微小

湖鰍搵泥沙，緊搵緊大條

—螺

不知變通

死田螺，毋知過坵

收獲

憨愚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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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位者
—大
（蛙） 下位者
小

以大吃小

大

食細

，蝦蟆食石螺

以上侵下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重點為筆者所強調。

人類與其他動物本屬一動物類，二者間本皆具有動物相似的屬性，
周怡茹（2011）曾畫出熟語裡動物隱喻的概念映射圖：

圖 3 以動物身體部份器官做為來源域的譬喻模式
資料來源：周怡茹（2011：66）。

由上圖可知「以動物喻人」往往是基於二者間行為、習性、情態或
其他性質的相似性映射而來。
客家諺語常以多種動物比喻各類型的人物，例如「嫁猪跈猪，嫁狗
跈狗，嫁狐狸滿山走，嫁乞食甘願背家濟斗」一複句分別運用了「豬」、
「狗」、「狐狸」三樣動物為喻，其中的「豬」、「雞」、「狐狸」皆
是以「動物」隱喻所嫁的丈夫，據何石松（2009a：70）解釋：此句意指「要
師法母雞的負責盡責，莫學母狗的下堂求去，更不宜見異思遷，甚至東
食西宿。因男女雙方都宜互相尊重以犬為師，狐狸為鏡，共同攜手經營
幸福婚姻」，因此是以不同動物用以隱喻各種不同類型的對象人物，動
物的外表、特質或態度、習性皆可用來隱喻人物或事件。以下再分細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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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討：
1. 禽鳥喻
以雞、鴨最為常見，雞鴨是農村常見的家禽，由此反映出傳統農業
社文化的特色。人們常以禽鳥的外表或習性來喻指人物或事件，例如
「嫁雞隨雞飛，嫁狗隨狗走」、「生雞卵無，屙雞屎就有」，其中就以「母
雞生蛋」隱喻「生產」事物。又如「鴨仔聽雷」、「鴨嫲嘴罔吮」、「 鴨
嫲絡食，毋知坑窮」、「七月半个鴨仔，毋知死」等皆是以「鴨」隱喻「愚
笨無知」的人，皆以禽鳥的習性喻人，這類諺語多有貶義或諷刺意味。
2. 獸畜喻
這類隱喻性諺語以豬、狗、牛出現頻率為高，例如「叫豬叫狗，不
如自家走」、「屙屎不出，怨豬嫲」、「豬撑大，狗撐壞，人撐出變精怪」
皆是以豬隱喻比自己地位低的人。又如「狗有搖尾牯，人有笑面虎」、
「伯公無點頭，老虎不敢打狗」、「嫁猪跈猪，嫁狗跈狗」是拿狗對主
人的忠心為喻。又如「牛鼻毋牽，牽牛耳」、「牛愛絭鼻，人愛教示」，
其中用「牛鼻子」隱喻事物的關鍵、要害處；「好馬毋停蹄，好牛毋停
犁」，則以牛的固執與勤勞為喻。其他如「縱貓上灶，縱子不孝」則以
貓喻「野性」、「不加管束便得寸進尺」之人，皆可見以貼近生活的家
禽、家畜作為取材對象，同時也展現客家農村文化的特色。
其中的「豬」、「雞」、「狐狸」皆是以「動物」隱喻所嫁的丈夫，
不同動物隱喻各種不同類型的對象人物。
楊秀明（2008：116）：「不同的動物具有不同的外形特徵和習性，
人類常根據自身的好惡賦其不同的感情色彩。」因此古今中外人們對各
種動物都有不同的好惡心理。李月枝（2005）指出：人們習慣借物罵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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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動物來暗喻人性的弱點、缺失等，所以，十二生肖動物應用在諺語上，
總是負面印象多於正面的評價。本文以為其實未必，例如劉明宗（2011）
探討客家諺語中「猴」的意象，指出「猴」用最常見的「用以喻人」意
象可區分為：象徵與人的親暱、貶抑、諷喻他人、稱讚他人、凸顯人機
靈敏捷等，其中有「諷喻」，有「稱讚」，可見以動物喻人未必皆屬貶
義。此外本文發現以「豬」為喻也並非全用於貶義，這類例子如：「豬
頭毋顧，顧鴨嫲卵」，其中「豬頭」是隱喻「重要事物」，又如「耕田
愛養豬，養子要讀書」、「死後才來拜豬羊，不如生前吃四兩」，農村
社會反而以豬為「富裕」、「生財」的象徵，這也是與一般所見諺語以
豬為喻多具貶義的情形不同，是客家傳統諺語另一項特色。
3. 蟲蛇喻
「蛇」古代稱「虺」，與「蟲」歸為一類。「蛇」這一動物不管在東、
西方文學或文化中都是經常出現的意象，中國神話中有的「女媧」，其
「人首蛇身」的形象隱喻「變化」的意象；民間文學《白蛇傳》有化為
人形的白蛇與青蛇，所展現的形象隱喻了「進化」的意象，這些人物深
入人心，代代相傳，「文化積澱」的結果便形成為人們據以隱喻其他事
物的「文化經驗」。以「蛇」隱喻人事物也是取決於「相似性的關聯」。
王質《詩總聞》（1984：187）：「蛇潛者，陰類也。」，由於蛇為穴
居動物，又行走無聲，因此往往予人陰沉之感。又顧曉輝（2006：17）
指出：「蛇固有的形象特徵 : 形體曲折柔軟、潮濕、滑膩、行動敏捷、
隨處可見，而且還能蛻皮變形，給原始族群一種神袐莫測的敬畏感，被
認為是非凡的原始力量的象徵。」這些相似性的隱喻也展現在客家諺語
中。早期客家人多住山區，而山區多蛇，因此也是隱喻取材常見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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蛇的一大特性是會蛻皮再生，因此客家諺語的「人窮志不窮，蝻蛇脫殼
變成龍」即以蛇的「脫殼（蛻皮）」隱喻歷經一番考驗日後必有大成。
其次部分「蛇」具毒性，因此客家諺語有「一糞箕泥蛇仔，毋當一尾傘
仔節」，「泥蛇」無毒，隱喻平庸人物，「傘仔節」即臺灣常見毒性厲
害的毒蛇之一 ——「雨傘節」，咬人一口甚至可以致命，因此以「傘
仔節」譬喻厲害人物。又「蛇」潛行不易查覺，因此諺語用「講到蛇，
就唏嗖聲」表示捕風捉影之意，而「當面一枝花，便背一尾蛇」表示陰
險之意，其相似性也是取意於此。
客家諺語裡另一特殊現象是有不少與「蛇」有關的諺語，不只諺語，
其他客家文學作品也常見「蛇」的身影，如客家文學作家 — 鄭喚的小
說〈蛇戀〉、〈蛇果〉即以「蛇」為題，文評家彭瑞金曾指出：作家鄭
喚是最具代表性的典型亦耕亦寫的農民文學作家。「他的作品從農民與
土地的依違關係，到農民的思想、感情，以及農村世界的價值觀，表現
了純粹的農民文學的質素。〈蛇戀〉等篇則是鄭煥寫蛇作品的極致，神
奇而詭譎地暗示現代農民遊移的走向。」13 以「蛇」為喻可說展現了客
家族群山居文化的一大特色。
4. 魚龜（水族動物）喻
客家諺語中有關「魚」的隱喻也不少，例如「窮人毋知死，買魚食
了米」、「近水知魚性，近山識鳥音」等。較具客家特色的是常取「田
螺」為喻，且多以比喻愚笨呆拙，不知變通之人，例如「田螺取肚飽，
毋知屎朏生綠苔 14」、「田螺疕，做到死；菅榛殼，閒亍亍」、「死田螺，
毋會過坵」。此外如「湖鰍搵泥沙，緊搵緊大條」，其中的「湖鰍」也
是客家特殊詞語。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客家語裡有關海中生物的稱謂名
13 鄭煥著，彭瑞金編 (1997)《鄭煥集》，臺北：前衞出版社。
14 意指： 只管眼前，不考慮將來後果如何只管眼前，不考慮將來後果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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稱較缺乏，例如檢索教育部〈閩南語常用詞典〉，對生活在海裡的螃蟹
有不少細緻的區別詞彙，例如「海和尚（和尚蟹）、寄生仔（寄生蟹）、
蠘仔（梭子蟹）、蟳仔（海底螃蟹）、椰子蟹（椰子蟹）等」，但在教
育部〈客家語常用詞典〉裡卻找不到相對應的說法，客家語只有「毛
蟹」、「屎蟹」等用以稱呼生活在淡水或溪邊的螃蟹詞，其他如閩南語
的「海翁（鯨魚）、海豬（海豚）」也是客家話沒有的詞語，整體而言，
客家諺語裡較少海洋魚類而較多的是溪河裡可見的水族動物，這也展現
客家人居住環境中山林文化、鄉間生活文化的特色。
以上可見客家諺語中動物隱喻十分多元，其中隱藏了豐富的客家文
化的意涵。

（三）「植物」喻
植物何其多，應如何進行分類？宋代．陳景沂編輯《花果卉木全芳
備祖》是世界上最古老的一部系統的植物詞典。其中將植物分為：果、
花卉、草木、農桑、蔬菜和藥物等類別；清代．李時珍《本草綱目》則
曾將植物分為：草、木、穀、菜等五大類。由於本文下文另列「食物喻」，
此處將常見可食，又需熟食之植物如菜、豆、穀類列為下文「食物類」，
其他植物則大致分出「瓜果」、「花葉」、「草木」等類型，出現在諺
語中的例子舉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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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 客家對句理諺喻體舉隅：植物喻
來源域
植物

根苗喻

喻體

客家諺語舉例

根

人老嘴多，樹老根多
六十無孫，老樹無根
樹高千丈，落葉歸根
交人交心，淋樹淋根
樹高千丈，落葉歸根

苗

蒔田到穀雨，一條禾苗減隻米
豬肥肉香，田肥苗壯

花葉喻

花

惜花連盆，惜子連孫
有花當面插，有話當面講
人無千日好，花無百日紅
賣花講花紅，賣茶講茶香
功夫到家，石頭開花
有樹正有花，有國正有家
花莫亂採，嬌莫亂貪，亂婚亂嫁苦一生
玉蘭有風香三里，桂花無風十里香
牡丹開花毋結子，榕樹結子毋開花

葉

樹高千丈，落葉歸根
油桐葉落心毋死，留取枝梢再等春

草木喻

草

人無橫財不富，馬無野草不肥
人勤地生寶，人懶地生草
人嘴如青草，風吹兩面倒
又愛馬仔好，又愛馬仔毋食草
大路毋行，草會生塞；話久無講，舌嬤會打結
有心黃金土，無心荒草埔
有爺有娘金銀寶，無爺無娘路邊草
識者為寶，毋識者當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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樹

一鍋難煮兩樣飯，一樹難開兩樣花
人怕無志，樹怕無皮
人爭一口氣，樹爭一層皮
山中有直樹，世上無直人
山中有該千年樹，世上無該百歲人
有樹正有花，有國正有家
前人種樹後人涼；前人種竹後人搖
食果子拜樹頭，食水愛知水源頭
斜樹難倒，企樹綿根
勤係搖錢樹，儉係聚寶盆
樹大叉掗，子大分家
樹愛軟枝，人愛硬程
樹頭係講生得在，毋驚樹尾做風搓
子愛幼時教，竹愛嫩時拗

瓜果喻

瓜

麼个藤結麼个瓜，麼个人講麼个話
吂種瓜先搭棚；吂降徠仔先安名
上夜食西瓜，下夜反症
冬瓜大好做菜，鹹菜細好上臺
目珠花花，瓠仔看做菜瓜
奈冬瓜毋何，捉瓠仔來捋毛
苦瓜雖苦連皮吃，甘蔗雖甜要呸喳
苦瓜老，綻琢琢，人到老，無落著
瓠仔老，好做杓；菜瓜老，好洗鑊
會算會除，拿米換蕃薯（地瓜）
七八用月个王菩（南瓜），皮老心毋老

果

食果子拜樹頭，食水愛知水源頭
早開个花無結果，慢結个果毋會大
人人做過十七八，擔竿做過嫩筍來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重點為筆者所強調。

上表可見客家諺語中的植物諺語，取「樹」木為喻者最為常見，這
也應與客家人長期住山，生活週遭所見皆樹的山林文化有關。
以下依「空間融合理論」舉例分析客家對句理諺中，以「植物」為
喻的認知概念形成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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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 「植物喻」諺語空間融合隱喻過程
輸入空間 1 輸入空間 2
（喻體）
（本體）
（來源域） （目標域）

類屬空間
（相似性）

融合空間（諺語形成）

根

出生的故鄉

生命初始點

樹高千丈，落葉歸根

苗

基礎事物

根柢結實

豬肥肉香，田肥苗壯

（紅）花

平順的事物

美好的結果

花無百日紅，人無千日好

（落）葉

人之死亡

生命結束

油桐葉落心毋死，留取枝梢再等春

草

一事無成

荒廢

人勤地生寶，人懶地生草

樹

正直之人

正直挺立

山中有直樹，世上無直人

瓜

話語

因 類 型 不 同 而 麼个藤結麼个瓜，麼个人講麼个話
有差異

果

成功、所得利益 得到的成果

食果子拜樹頭，食水愛知水源頭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重點為筆者所強調。

上表可以看到：其中「瓜果」多用以隱喻成果，如「吂種瓜先搭棚」。
「花」多隱喻美好事物，如「牡丹開花毋結子，榕樹結子毋開花」。「樹」
多隱喻多年的累積的成果，例如「前人種樹後人涼；前人種竹後人搖」、
「勤係搖錢樹，儉係聚寶盆」等。至於「草」則隱喻荒蕪，如「有心黃
金土，無心荒草埔」。

（四）「食物」喻
其下可分出：「茶湯酒」、「飯粄喻」、「菜豆喻」及其他等類型。
舉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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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0 客家對句理諺喻體舉隅：食物喻
來源域
食物

茶湯酒喻

喻體

客家諺語舉例

茶

飯後一杯茶，餓死醫生儕
食茶食著水，交人交著鬼
朝霞晚霞，無水烳茶
等茶難滾，等子難大
賣花講花紅，賣茶講茶香

飯粄喻

湯

千跪萬拜一爐香，毋當生前一碗湯
冷飯冷湯好食，冷言冷語難聽
客來莫寒酸，客走鹹菜湯

酒

有酒當面飲，有話當面講
心誠不再話多，酒好不再量多
食人歡喜酒，賺人甘願錢
無求到處人情好，不飲管他酒債高

飯

飯還可以多食，話不可以亂講
三年爛飯買條牛，三年煲粥做座樓
看山撿樵，看菜傍飯
食飯打赤膊，做事尋衫著
做事懶震動，食飯大碗公
冷水煮冷飯，任煮毋會爛
冷飯冷湯好食，冷言冷語難聽

米

做事愛有理，煮飯愛有米
滴水成河，粒米成籮
食曹操米，講劉備話
靠人榖滿倉，靠天空米缸

粄

吂到冬節先挼圓，三十暗晡喊無錢
挨磐丕泡，打粄唱歌
講到做，肩頭腳底痛，寧願餓；講到食，粢粑粄
粽，走到毛辮直

菜豆喻

菜

看山撿樵，看菜傍飯
跟人食，不敢亂夾菜；搭人床，不敢挷被蓋
勤快勤快，有飯又有菜
刀切蕹菜，兩頭空
冬瓜大好做菜，鹹菜細好上臺
客來莫寒酸，客走鹹菜湯
九月九日種韭菜，兩人交情久久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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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了三粒黃豆想上西天，唸了三日經書想變神仙

豆

吂種瓜豆先搭棚，吂降倈仔先安名
生理各人做，豆腐各人磨
半夜想著千條路，天光本本賣豆腐
有人好酒，有人好豆腐
薑醋喻

醋

斷油不斷醋，斷醋不斷外家路

其他食物喻

甘蔗食了一目正一目
冷酒冷肉食得，冷言冷語難當
毋食鹹魚嘴毋腥，毋會做賊心毋驚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重點為筆者所強調。

謝進興（201：:47）〈與蔬菜有關之臺灣客家諺語研究〉一文曾統
計客家蔬菜諺語就有 126 則之多，可見客家蔬菜諺語之多。以上也可見
客家諺語食物喻多取材於客家飲食常見事物，例如茶、粄、鹹菜湯、鹹
魚、冬瓜、豆腐、粄圓、粄粽等，其中尤以有關「薑」、「豆腐」類的
飲食譬喻也特別多見，在在展現客家飲食生活文化的特色。
以下也依「空間融合理論」舉例分析客家對句理諺中，以「食物」
為喻的認知概念形成過程：

表 11「食物喻」諺語空間融合隱喻過程
輸入空間 1
（喻體）
（來源域）

輸入空間 2
（本體）
（目標域）

類屬空間
（相似性）

融合空間（諺語形成）
等茶難滾，等子難大
千跪萬拜一爐香，毋當生前一碗湯

茶

孩子

等待有成果

湯

孝養之物

簡單的事物

酒

話語

米飯

職業

精華所在
心誠不再話多，酒好不再量多
賴以生活之事物 食曹操米，講劉備話

粄圓

慶祝之物

圓滿的結果

韭菜

交情

長長久久

豆腐

本業

平實根本

薑

擋下槍擊

十分犀利

醋

生活輔助

支持輔助

甘蔗

事物處理的步驟 依序排列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重點為筆者所強調。

吂到冬節先挼圓，三十暗晡喊無錢
九月九日種韭菜，兩人交情久久長
半夜想著千條路，天光本本賣豆腐
敢食三斤薑，敢頂三下槍
斷油不斷醋，斷醋不斷外家路。
甘蔗食了一目正一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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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食物喻中，較為特別的是常以「酒」阻隱喻「話語」，這類諺
語就有「有酒當面飲，有話當面講」、「心誠不再話多，酒好不再量多」、
「冷酒冷肉食得，冷言冷語難當」等，「酒」來自飲料中的醞釀結果，「話
語」則是思想醞釀的呈現，二者具相似性，因此由「酒」映射隱喻到「話
語」上。至於「斷油不斷醋，斷醋不斷外家路」一句以「醋」隱喻娘家，
據何石松（2009A：63）解釋，這句話意指家庭再貧窮，可能買不起油，
但不能不用醋，即使連醋也斷炊，但最重要的精神支柱 — 外家（娘家）
可也千萬別漸行漸遠而生疏。不過筆者以為以「醋」喻「娘家」，其相
似性應在於：「醋」雖屬「佐料」，但卻是讓食物變得美味的支柱，一
如娘家雖不在是生活重心，但卻是出嫁婦女生活的背後支持力量，因此
才以「醋」來隱喻娘家，表示雖非主角，但也重要。此外，客家話有「咬
薑啜醋」一語，是以「薑」隱喻艱事務，這些都是基於所食食物形狀、
性質或功用等方面相似性的凸顯，引起施事者的認知聯想心理，因而產
生隱喻義，例如可食之植物「甘蔗」：「甘蔗一目食了正一目」，就是
看到甘蔗節中最難啃斷的「目」與事物難以處理的「關鍵處」性質相似，
因而以此具體事物隱喻抽象的事理。林亞樺（2011）探討客家諺語中的
味覺與食物隱喻，發現「食物」隱喻可映照到「生活方式」、「外觀」、
「個性」，「人際關係」及「婚姻」等。有些食物則會映照到特定的目
標域，像『豆腐』大多用來指人際關係；『瓜類』則用來指婚姻等。
「食物域」認知概念隱喻可投影在「思想域」的認知上，客家諺語
可以映證之，例如「做事愛有理，煮飯愛有米」即是。邱湘雲（2011）
則指出客家食物喻還包括「語言域」的相似映射，這類情形在客家諺語
裡也有所展現，例如「冷飯冷湯好食，冷言冷語難聽」、「飯做得多食，
話毋好亂講」等。由於事物或事件與食物的某特性具有相似性，為凸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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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特點而將食物的特點映射到其他事物、事件或抽象事理上。

五、結語
以上初步可見：用以說明事理的客家諺語多取材於日常生活事物，
即古人所謂的「能近取譬」，客家語多是以生活中所熟悉的事物作為喻
體。例如「人體喻」方面以「手」為喻者較多見，如「眼看千遍，不如
手做一遍」，展現客家族群胼手胝足，勤奮打拼的精神。「動物喻」方
面以「鴨」、「豬」和「田螺」為多見，而「鴨」和「田螺」多用以比
喻愚笨無知之人，如「鴨嫲絡食，毋知坑窮」、「死田螺，毋知過坵」
等。「植物喻」方面以「樹」為喻者多，「食物喻」方面以「薑」和「豆
腐」為喻者多見，「薑」往往隱喻辛苦艱難，常聽到的「咬薑啜醋」一
詞就是隱喻吃苦忍耐以通過難關之意。
陳建憲（2004）指出文化的四大型態，這些類型在客家語言裡皆有
所展現：
1. 物質文化：包括飲食、服飾、建築文化。
2. 精神文化：包括性別、禮俗、信仰、禁忌文化
3. 制度文化：包括稱謂、地名文化
4. 信息文化：包括漢字文化詞、漢語詞彙文化
這些在客家諺語裡皆有所展現，舉物質文化為例：如「客來莫寒酸，
客走鹹菜湯」、「苦瓜雖苦連皮食，甘蔗恁甜愛呸渣」中可以看到由客
家飲食文化中所衍生的吃苦耐勞的思維心理。「毋食爛飯毋得飽，毋著
爛衫毋得老」、「秀才不怕衫破，最怕肚中無貨」等展現客家節樸實的
衣飾文化特色。「買屋看梁，娶妻看娘」、「一人作福，福蔭滿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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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客家人的住宅文化心理。客家人平日所住的是「圍龍屋」、「伙房
屋」、「泥磚屋」等，以「屋」為「空間隱喻」，從中也可看到客家人
的住居建築文化。
德國洪堡特（Wilhelm von Humboldt ）（1836）《論人類語言結構
的差異》曾提到：「語言結構具民族性特點，每一語言裡都包含著一個
獨特的世界觀。」15 美國薩丕爾（Sapir Edward）（1921）《語言論》：
「語言是一種文化模型，語言的詞彙多多少少忠實地反映它所服務的文
化。」而「薩丕爾－沃夫假說（Sapir–Whorf hypothesis）」還提到：人
類思考模式受其使用語言的影響，同語言裡所包含的文化概念和分類會
影響語言使用者對於現實世界的認知。語言和文化相互塑造、制約。客
家語言是族群集體智慧和普遍經驗的規律性總結，具有漢語特色，傳承
了悠久的歷史文化，更具體而微的呈現了客家人的生活面貌與族群性
格，呈現了客家的物質文化與精神文化。「客家理諺」言簡意賅、形象
生動、反映客家族群的人生觀、宇宙觀及價值觀等，是語言的精華、知
識的寶庫、也是文化的財富，包羅萬象。
同一事物表達的意思會根據說話者不同的文化背景而產生不同的意
義解釋，這就是認知方式的不同，而認知方式之所以不同則是文化背景
因素不同所致。彭曉貞（2011）：除了呈現認知語意機制，文化制約之
世界普遍性及臺灣客家文化之特殊性也在臺灣客語分類詞諺語中展現出
來。由認知隱喻角度來看，客家諺語的取喻方式也反映出客家文化的特
色樣貌，例如「人物喻」展現敬老文化，如：「要做好，問三老」，所
謂「三老」是指老年人、老實人及有老經驗的人，其他如「家有一老，
15 洪堡特（Wilhelm von Humboldt 1767 － 1835）《普遍的語言類型之綱要》提出「語言
世界觀（linguistic relativism）」理論。見林遠澤（2010：992）〈語言哲學的不同聲音：
論洪堡特語言觀的世界開顯性與理性對話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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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有一寶」、「敬禾得穀，敬老得福」等皆屬此。「動物喻」方面，「豬」
多指地位低賤，如「養子不讀書，無當畜條豬」，且客家諺語中常以「養
豬」與「讀書」對立並舉，展現的是客家族群的耕讀文化。
客家語言是客家文化的重要「載體」，也是客家族群建構「世界觀」
的基礎，不同族群的語言不同，所認識到的世界面相也有所不同。臺灣
語言文化具有多元樣貌，其中客家語言及文學反映出客家文化思維的多
樣性與特殊性。以上可以看到：隱喻具有普遍性，也具有文化特殊性，
本文探討客家理諺的取喻方式以及其中所反映的客家文化底蘊，從中可
以照見客家諺語中所顯露的文化異彩。

謝誌：本文為筆者 2016 年〈客音典藏（三）：客家對句理諺音檔建置
及認知譬喻研究〉研究計畫部分成果，由「客家委員會獎助學術研究計
畫」補助，至為感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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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以自然觀察法、言談情境填充問卷以及客語戲劇節目為語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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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示出現在句首的 honn31 標示著某事件與說話者的前提假設相悖，說
話者用 honn31 表達該事件與自己的期待不符，因而衍生出不耐煩或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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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s study analyzed the discourse-pragmatic function of the Sixian
Hakka dialect’s Utterance-final particle (UFP) honn. Our analysis was based
on natural conversational contexts, including daily conversation, a discourse
completion task, and television drama series. The UFP honn in Sixian Hakka
has three tones, namely the shangsheng honn31, yangping honn11, and
qusheng honn55. Our results revealed that honn31 occurs sentence initially,
medially, and finally, whereas honn11 only occurs sentence medially,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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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一）研究動機
語尾助詞是人們在溝通時除了語句中帶有詞彙意義的語詞外，最
常用來表達說話者豐富且細緻的情感及態度的詞類，它們本身並沒有實
質的詞彙語意，多出現在句末或句中間歇停頓處（谷聲應 2001；高更生
2001），在溝通過程中說話者訊息的解讀及傳遞上，有著舉足輕重的地
位（Li 1999）。這樣一群在正式書面語中極少出現，且不具明確句法功
能的語助詞，卻在近二、三十年的華語及閩語研究中，獲得不少學者的
關注。而其中多數是在描述語法時簡短的提及 1，僅少部分較有系統的
探討華語或閩語語助詞的用法 2，但是這樣一股研究的熱潮，在客語中
似乎才剛要展開。在筆者自行蒐集的客語口語語料中也發現發音人經常
在使用句首或句尾的語助詞（如下例 1、2），因此萌生研究客語語助
詞的想法。

例 1 啊噢（aʔ o）3 ！冷到會死！
「天啊！冷死人了！」
例 2 你樣會恁仰人喏（no）！
「你怎麼會這樣子呢！」

1

2
3

如丁聲樹（1961）《現代漢語語法講話》、趙元任（1979）《漢語口語語法》、趙元
任（1980）《中國話的文法》、朱德熙（1982）《語法講義》、王力（1987）《中國
現代語法》、房玉清（1992）《實用漢語語法》、張振興（1997）《臺灣閩南方言記
略》、喬學軍（1998）《現代漢語研究》、孫錫信（1999）《近代漢語語氣詞》、李
科第（2001）《漢語虛詞辭典》、谷聲應（2001）《現代漢語語法修辭》、袁家驊（
2001）《漢語方言概要》、高更生（2001）《漢語語法研究》、蕭國政（2001）《漢
語語法研究論》、胡裕樹（2006）《現代漢語》等。
與本研究相關者將在下一小節中一一說明。
本文中出現若干粗體字乃筆者自行標註，用以聚焦或對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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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來臺灣客語的研究重心多半在語言結構的探討，如語音、構
詞、音韻、句法等的分析，而在語用（pragmatic）層面的討論是相對較
為貧乏的。因此本文擬從語用的角度探討客語語助詞的用法及其言談語
用功能（discourse-pragmatic function），期待在語法層面之外，補足客
語在語用面向的研究，並期望研究的結果除了可以讓大家對客語的使用
有更深入的認識，同時也希望對客語教材的編纂有一些幫助。

（二）研究範疇
如同華語和閩南語一般，客語裡也有為數不少的語尾助詞，若從語
用的角度出發，企圖涵蓋所有的語尾助詞並作深入且詳實的分析，實在
非常不容易，因此本文擬將範圍聚焦於和華語「吧」相對應的客語語尾
助詞「honn」4。近年來，不少學者針對華語或閩語個別的語尾助詞做
研究，5 這樣的研究通常較深入且較能反映出語言使用的真實樣貌。而
在這些研究中，華語的「吧」算是著墨最多的，有不少單篇論文專文討
論它的核心功能；簡單而言，「吧」常出現在陳述句、祈使句和是非問
句，用法相當於閩語中的 hoNh6 或 hioh，有緩和語氣及尋求聽話者確認
的功用。然而這樣的語用功能在客語中又是如何表達的呢？是否僅是單
4

本文將以四縣客語為研究重心，標音方式以教育部 2012/11 發佈之「客家語拼音方案」
為主。其中四縣客語並沒有鼻化元音的標記方式，因此此處採用詔安客語鼻化音的計
音方式，以 ‘nn’ 表鼻化。根據鄭嘉明（2007）的分析，海陸客語語尾的 honn 也有鼻
化及不鼻化的現象，因此又細分為 ho53、 honn53、和 honn55 三個（鄭以國際音標方
式記音，故標記為「hõ」）。其中 ho53、 honn53 可出現的環境是一模一樣的，也就
是說，鼻化和不鼻化的元音純粹只是方言或個人發音上的差異，並不影響兩者的用法
及意義。下文中語料聲調部分一率採以下調值：24 是陰平、11 是陽平、31 是上聲、
55 是去聲（陰去、陽去）、2 是陰入、5 是陽入。
5 如丁聲樹（1961）《現代漢語語法講話》、趙元任（1979）《漢語口語語法》、趙元
任（1980）《中國話的文法》、朱德熙（1982）《語法講義》、王力（1987）《中國
現代語法》、房玉清（1992）《實用漢語語法》、張振興（1997）《臺灣閩南方言記
略》、喬學軍（1998）《現代漢語研究》、孫錫信（1999）《近代漢語語氣詞》、李
科第（2001）《漢語虛詞辭典》、谷聲應（2001）《現代漢語語法修辭》、袁家驊（2001）
《漢語方言概要》、高更生（2001）《漢語語法研究》、蕭國政（2001）《漢語語法
研究論》、胡裕樹（2006）《現代漢語》等。
6 閩南語部分則依循 Li（1999）針對閩南語語尾助詞的研究，以「N」代表鼻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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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的「honn」可以涵蓋？又客語是否和華語或閩南語有一對一的對應，
抑或有層次上的差異呢？這些都是本文想要探究的部分。

二、文獻回顧
（一）語助詞的定義
趙元任（1979）將出現在句中及句尾表現情感語氣的詞分開討論，
認為位居句首的叫「嘆詞」，而句尾的是「助詞」，且兩者的表現大有
不同，簡單來說，「嘆詞」沒有固定字調但有特定語調，且出現形式較
自由；而「助詞」多讀輕聲，且必須附著於前一句子或短語後。谷聲應
（2001）認為語氣詞是句子獨有的特徵，因此不出現在詞或詞組中，也
因為它們詞彙意義的虛靈性，所以被歸為虛詞類，但卻是表示華語語法
意義最重要的成分之一。本文擬採用 Li（1999）研究閩南語語尾助詞時
的定義，即傳統上這些詞被稱為「語氣詞」、「助詞」或「句尾語助詞」，
而 Li 採用「語尾助詞」一詞因為它們不僅出現在「句子」之後，有時
也出現在「子句（clause）」或「詞組（phrase）」之後（Li 1999：1）。7

（二）關於華語及閩南語部分的研究
Han（1995）從語用的角度來分析華語的「吧」，他指出「吧」
的出現會擾亂句子原本所欲表達的情緒或強度（force），同時它也會
弱化陳述句和祈使句的語氣，例如：「你快走！」一詞，譯成英文是
7

“This group of words have traditionally been referred to as yuqici ( 語氣詞 ) ‘mood words’,
zhuci ( 助詞 ) ‘helping words’, or, more recently, juwei zhuci ‘sentence-final particles’ ( 句尾
語助詞 ). In this study, they will be referred to as utterance-final particles ( 語尾助詞 ), or
UFPs henceforth, for the obvious reason that these words occur not only at the end of
sentences, but also at the end of syntactic units such as clauses or phrases, or even as
free-standing words.” (Li 19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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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ve!」，但若加上語尾助詞「你快走吧！」，語氣就比較緩和：「(I
think) you’d better hurry up!」。高增霞（2000）也有類似的看法，主張
「吧」只能出現在非疑問句型，且只用在「說話人作出主觀推斷傳達主
觀意志的場合，即只附加在判斷式、祈使式上」（高增霞 2000：95）。
徐晶凝（2003）以幾部當代小說為語料來源，從「吧」對情態表達
的貢獻和它的使用動機出發，認為「吧」有「對命題內容作出推量，並
要求確認」的情態語意。這樣的情態語意的劃分同時也解釋了「吧」為
何不能出現在選擇問句、疑問句及感嘆句，因為選擇問句和疑問句中都
沒有需要取得聽話者認可的信息項；而感嘆句表達的是說話者較強烈的
對事件的感受，也不包含要求聽話者對命題真假的確認要求，所以也不
適用「吧」。以使用頻率而言，徐認為「吧」出現在祈使句的頻率比用
於是非問句或陳述句來得高，他主張「吧」大量用於祈使句是它情態語
意語用化的結果，例如：

例 3：畢竟這幾年她是在兢兢業業地工作，而且無所求，該是
有目共睹的吧。（徐晶凝 2003：144）

例 3 雖然也是一個推斷，但因為是對自己的推量，要求聽話者確認
的成分已經相對減輕，也就是「吧」的情態語意在使用中通過疑問句的
祈使功能而弱化為單純表示委婉口氣，並固化在祈使句中。
屈承熹與李彬（2004）透過篇章標記（discourse marker）及關聯理
論（relevance theory）來探討現代華語中的「吧」，他們認為「吧」的
基本性能是「說話者的遲疑」，而它的篇章標記功能為「對聽話者而發」
及「增強與其語境的關連性」，簡言之，「吧」是用來增加說話者與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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話者兩者間的互動的。他們舉了以下兩個例子做對照：

（母親在兒子出去看球賽的時候，已經告訴他要帶一件厚一點的夾
克，兒子不聽，結果回家時又咳嗽又打噴嚏）
例 4 母親：「感冒了吧。」
例 5 母親：「感冒了。」（屈承熹、李彬 2004：3）

例 4 與 5 的差別只在語尾的「吧」字，但少了「吧」的例（5）就
讓說話者與聽話者間少了互動關係；也就是說，例（5）中說話者好像
在敘述事件的發生，而沒有與先前所發生的事（警告 ) 產生關聯，也好
像是說話者僅僅在自言自語，而不是對聽話者說話。反觀例（4）因為
加上了「吧」，就將上下文的關係串聯起來，也讓該語句變成是針對聽
話者而發的，屈承熹與李彬將這樣的功能稱為「語境聯繫功能」與「尋
求注意（seeking audience）功能」（屈承熹、李彬 2004：4）8。
另外，Shie（1991）也在其針對華語語尾助詞的研究中提及，華語
裡的「吧」有表示「不確定」的篇章功能，且這個「吧」會依著語境而
產生不同的意義。9 Shie 雖然提供了完整的語境，但是仍然無法看出各
個意義是如何從其基本篇章功能中引伸出來的，而且彼此之間似乎也沒
有甚麼必然的關聯。
張玲瑛（2012）則將「吧」區分成表說話者存疑的「吧 1」、表祈
使的「吧 2」以及表說話者自述主觀意向的「吧 3」。她同時以語料庫
8

9

然而此處若將例 5 的整個句子拉長並增加語氣，似乎也能有例（4）的效果。也就
是說，在相同語境下，說話者的語調、語氣幾乎可以左右一個句子最終所要傳遞的情
感與意義，足見其影響力。惟全句的語調或語氣暫不在此篇論文的討論範疇，故此處
不多著墨。
如要求確認、指責、表說話者的遲疑、表祈使句中意志的決斷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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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與「吧」共同出現的共現詞為佐證，指出「吧 1」多與「大概、也許」
等表「說話者懷疑」的詞語共現，而「吧 2」則常與「請、讓」及動作
動詞共現，以影響聽話者為目的，「吧 3」的共現詞則常組成「算了吧、
（就）這樣吧」等構式表達說話者觀點或意向，不具影響他人的功能，
作用範圍僅及於說話者。張的研究以語料庫為依據，量化的結果讓分析
的可性度大為提升。
就閩南語部分而言，早期較有系統的應該是 Lien（1988），他以斷
言性用法（assertive）和指令性用法（directive）做分類，分析了閩南語
的八個語尾助詞所出現的典型語境中的語意和語用功能。Lien 的研究
較可惜的部分是他沒有採用自然對話的語料，而是使用自創的例子，也
由於研究的基礎多為單獨語句或簡短對話，一旦研究者所設想的語境有
異，所列舉的語尾助詞意義和用法就會跟著不同。
不同於 Lien，Chen（1989）則採錄了十個小時的口語語料作為分
析的依據，並根據 Huang and Chui（1988）將閩南語的語尾助詞分為六
大類，10 在她的分類裡，同一個語尾助詞也可以出現在不同的類別中，
顯示單一語尾助詞可以有不同的功能。然而她的分類也尚未捕捉到語尾
助詞的全貌，以她所分類的疑問助詞（question particles）為例，她將
haNh, hioh, hoNh, le, lioh, ne, ni 和 o3 都歸在這一類，但其中 le, ne, hioh,
和 o3 有時無法直接附加在陳述句後使之成為疑問句，例如：

例 6 Che goa e le（這我的 le）。
例 7 Che ho-chia le（這好吃 le）。（Li 1999：199）
10 這六大類分別是 epistemic attitudinal particles, speech act particles, question particles,
mental act particles, aspect particles, 和 attitudinal partic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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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句 6 和 7 並沒有因為 le 的加入而成為疑問句，對此 Li（1999）
提 出 le 或 ne 不 能 直 接 加 在 直 述 句 後 面 形 成 是 非 問 句， 而 是 要 加 在
V-not-V 問句、wh 疑問句或是閩南語特有的 kam 問句中，而這些疑問句
的共同特色就是不論後面是否附加 le 或 ne，他們本身就是完整的疑問
句。
Li（1999） 針 對 閩 語 的 語 尾 助 詞 做 了 非 常 完 整 的 分 析。Li 認 為
hoNh 整體而言是標示說話者徵求聽話者共同協商，以建立共識的標
記，且常出現在以下幾種語境裡：（i）要求聽話者確認（requests for
confirmation）、（ii） 表 達 所 傳 遞 信 息 已 接 收（informing-reception
sequences）、（iii）對已傳遞信息的回饋（backchannels）、（iv）說故
事、談個人想法、報告等（reportings）、（v）附加於表達情感的語句 11
之後（expressive utterance）、及（vi）附加於指導句 12 之後（directive
utterances）。舉第一種「要求聽話者確認」為例：

例 8 A1: Oe,Tai-oan chi siaN（喂，臺灣之聲）
G1: Oe, Tan sin-seN hoNh? （喂，陳先生 hoNh）
A1: Si. （是）（Li 1999：68）

例句 8 節錄自廣播 call-in 節目，打電話進節目的 G 很顯然可以從
A1 的語句和聲音判斷出主持人的身分，所以嚴格來說 G1 並不是一個真
正的疑問句，而只是尋求聽話者的確認而已。
就 hioh 來看，Li 認為它是標示說話者徵求聽話者對其所說的話
11 常附加於問候語、感謝語、或道歉語句之後。
12 這裡指的是帶有語言行為的請求、鼓勵、禁止、或建議等的語句之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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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 以 證 實。hioh 一 般 出 現 在 疑 問 句 裡， 如 同 Chen（1989） 的 分 析，
hioh 可以直接附加在陳述句後使之成為疑問句，但 Li 更進一歩指出
hioh 所 附 加 的 疑 問 句 都 帶 有 說 話 者 對 信 息 的 預 設 命 題（presupposed
proposition），且說話者也藉由 hioh 的使用來徵得聽話者對其預設命題
的確認，但若和 hoNh 相比，附加 hoNh 的疑問句往往又比附加 hioh 的
有更多的前提假設（presupposition）。試比較下列兩例：

例 9 Li beh khi hoNh?（你要去 hoNh ？）
例 10 Li beh khi hioh?（你要去 hioh ？）（Li 1999：237）

Li 認為這兩句的不同在於 hoNh 和 hioh 的核心功能不同。正如李櫻
（2000）將 hoNh 定位為一個協商標記（negotiation marker），例 9 中
hoNh 的附加僅表示萬一聽話者認為說話者的陳述有再協商的必要時，
可提出不同意見，但原則上說話者對自己的陳述已有相當的把握；而例
10 中的 hioh，雖然也有部分的前提假設，但由於 hioh 的核心功能是「請
求確認」，所以說話者還是期待聽話者確認其陳述。
Li 以語用理論的模式為分析架構，認為部分的閩南語語尾助詞在某
些語境中的會話隱涵，由於經常使用的關係，已有漸趨俗成化的現象，
這樣的分析也反映出語言現象的俗成化是一個漸進的過程。

三、客語語尾助詞的相關研究
目 前 已 知 在 客 語 研 究 中 提 及 語 助 詞 的 約 略 僅 有 羅 肇 錦（1985，
1998）、龔萬灶（2003）、徐貴榮（2004）、賴維凱（2006）以及鄭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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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2007），當中羅肇錦及龔萬灶提供了例句也描述了語助詞的用法，
但由於是概論性質的語法書，所以對於個別語助詞的言談語用分析並不
深入；其餘的則有較詳細的探討。
徐貴榮（2004）將焦點放在語尾助詞之聲調及其語意之間的關係，
對語尾助詞之語用功能並無著墨；而賴維凱（2006：251）則是以「啊」
為研究對象，他認為「啊」除了當語尾助詞之外，還可用作副詞、介詞、
助詞及連接詞等，例如：「這葡萄有甜啊無甜？」，就是用作連接詞的
例子，但因和本文無直接相關，故不納入討論。
這幾年在客語語尾助詞方面的研究，較完整的應屬鄭嘉明（2007）
針對海陸客語語氣詞做的全面的研究。他將語氣詞分為句首、句中、和
句尾三大纇，這三大類中又細分單音節與多音節語氣詞。又因他將同一
語氣詞之不同聲調分開討論，所以他探討了 96 種共 191 個語氣詞。13
鄭的研究堪稱非常完整，但也由於他詳盡的列舉了海陸客語所有的語氣
詞，難免在個別的探討中顯得不夠深入；且他所舉的例句都是單一句子，
缺乏上下文語境的幫助，有時很難判斷語尾助詞在該句真正的核心功能
為何。以句尾的 honn 為例，他舉了下例：

例 11 你 毋 食 飯 ho53 ／ honn53 ？（ 你 不 吃 飯 ho53 ／
honn53 ？）（鄭嘉明 2007：60）
13 下表為鄭（2007）針對海陸客語語氣詞的分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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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認為 honn 這個語助詞在這裡有「告誡」的語氣，多為長輩對晚
輩使用，但他也同時提到這個例句也可以解讀為純粹的疑問句，此時就
不帶有任何告誡或威脅的語氣了。諸如此類的分析在鄭的研究中常常出
現，但由於沒有上下文的幫助，研究者實在很難詳實的紀錄下說話者的
語氣，當然也無法確切的分析出該語尾助詞在某個特定的語句中的功能
為何。
不過鄭的分析因為將聲調也納入考量，所以他把 honn53 和 honn55
分開討論，結果顯示這兩個語尾助詞的用法很相近，幾乎可以使用
honn53 的位置都能使用 honn55，但所呈現出來的語氣有些微的差異。
若以下句來看：

例 12 你 無 寫 字 honn53 ／ honn55 ？（ 你 沒 寫 字 honn53 ／
honn55 ？）（鄭嘉明 2007：60）

若唸陰平調的 53 則語氣較嚴肅，告誡或威脅意味較濃；而陽平調
的 55 則較委婉一些，含有循循善誘的語意。
鄭同時指出 honn 不同於華語的「吧」，是不能出現在祈使句的 14。
然而在筆者所蒐集的四縣客語口語語料中，卻有以下的例子：

例 13 遽遽食 honn31 ！（快點吃吧！）
例 14 天光日正看 honn31 ／ 55 ！（明天再看吧！）

這兩個出現在祈使句的 honn，讓筆者更想了解 honn 在客語中出現
14 他認為 honn 多用於感嘆句和疑問句，少部分用於陳述句，但不用於祈使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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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環境及其核心功能。
簡言之，鄭的研究雖然採錄了口語語料，但在結果呈現時都僅採用
單一句式，在缺乏上下文語境的情況下，很難判定語氣詞在句中真正的
言談語用功能；且他的研究雖堪稱豐富，但對個別語氣詞則缺乏深入的
探討。因此本文將大量蒐集不同語體（style）的口語語料，並深入探究
單一語尾助詞「honn」在客語言談語用中所扮演的角色及其功能。

四、研究方法及範疇
語尾助詞是在自然交談中用以傳遞情感且使用頻率很高的詞類，
因此研究語尾助詞時一般公認最值得採信的方式是透過自然觀察法
（natural observation），即在被觀察者不自覺的情況下所蒐集到的語言
資料，透過事後徵求被觀察者的同意，進行語料分析；這種方式可以如
實地蒐集到大量的語料，只是在語料轉寫（transcribe）部分，常會耗費
大量人力及時間，所以以往的研究常常不願觸及真實語料的蒐集和轉
寫，但若為了要一窺語尾助詞的全貌，這仍是最值得採信的一種方式。
因此本文將以日常生活會話、作者以口語的言談情境填充問卷（Oral
Discourse Completion Task）所蒐集的語料，15 以及客語電視戲劇節目之
15 此部分乃筆者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客語『抱怨』語言行為之研究（NSC 98-2410H-134-020）」所蒐集的語料，筆者特此感謝科技部的研究經費補助。在該計畫裡，我
們以不同性別（男、女）、社會地位（高、對等、低）及熟悉程度（親近、認識、陌生）
為標準，設計 18 個口語的言談情境填充問卷（DCT）。這些 DCT 都是描述在客家文
化（或臺灣文化）中較不被社會接受、且會引起抱怨的情境，我們盡量將這些 DCT 都
控制在約莫相同的強度（imposition），以激起受試者用相當的抱怨情緒來回答每一個
DCT。以下舉兩個題目為例。（+P、=P 和 -P 來代表社會地位高、相同社會地位和社
會地位低的被抱怨者，+D、=D 和 -D 則分別表示被抱怨者與抱怨者的關係是親近、認
識和陌生，F 代表女性、M 代表男性。）
-P；+D；F
你去屙尿个時節，堵堵好該掃便所个歐巴桑兜該掃地泥，佢摎地泥 mug2 到溼溼，結
果害你行路个時節 doi24 到，腳骨都 doi24 斷忒，該 lia31 時節你會摎佢講麼介？
「你去尿尿的時候，剛好那掃廁所的歐巴桑在那掃地，她把地板弄得溼溼的，結果害
你走路的時候跌倒，腳都跌斷掉，那這時候你會跟她說什麼？」
+P；-D；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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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語語料作為分析之主要依據。
在日常生活會話部分，我們將在不同時段、不同地點在發音人不知
情的情況下，以收音效果良好之錄音筆採錄不同發音人之多段對話，錄
製完畢後徵得發音人的同意，進行語料分析。口語的言談情境填充問卷
則是以抱怨為主題，受訪者依據我們設計過且會引起抱怨的情境，以口
語方式表達出他的不滿，我們再同步錄下受訪者的抱怨語料；而客語電
視戲劇節目部分則以公共電視臺播出之「寒夜」16 節目內容作為主要分
析之依據。錄製完成的口語資料檔案將由受過會話記音訓練之助理轉寫
為文字檔案，再依研究所需將語料歸類（coding）並分析。17
本文擬針對客語語尾助詞 honn 在各個語境中的用法做一完整且
詳實的分析，並根據其用法推衍出其基本的言談語用功能（discoursepragmatic function）。同時我們也擬將此研究成果做為跨方言比較的基
礎，藉由比對華語的「吧」、閩語的「hoNh」和「hioh」及客語「honn」
之間的異同，檢視客語和華語或閩語之間是否有一對一的對應，抑或有
層次上的差異。

五、研究結果與分析
（一）honn 的聲調
你爸爸下晝接到一通電話，底背人摎佢講你出事情 le31，當愛錢，該你爸爸都無打電
話分你，他俟直接摎你郵局个簿仔還有印仔拿去郵局摎五十萬領出來拿分該儕人，結
果 ti55 尾正知，佢分該儕人騙走了，該 lia31 時節你會摎佢講麼介？
「你爸爸下午接到一通電話，裡面的人跟他說你出事情了，很需要錢，那你爸爸都沒
打電話給你，他就直接把你郵局的簿子和印章拿去郵局把五十萬領出來拿給那個人，
結果最後才知道，他被那個人騙了，那這時候你會跟他說什麼？」
16 「寒夜」是臺灣公共電視臺與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所合製的第一部以客語發音的八
點檔連續劇，它改編自客籍作家李喬的原著小說「寒夜三部曲」中的第一部「寒夜」，
訴說客家先民墾荒的故事，於 2002 年 3 月 4 日首播。
17 筆者在此特別感謝國立清華大學英語教學系黃漢君教授無私分享「寒夜」轉寫後之文
字檔，提供本文豐富且完整的語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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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照文獻中鄭嘉明（2007）年針對海陸客語語氣詞所做的研究，
honn 有陰平 53 及陽平 55 兩個調，而在筆者所蒐集的語料中發現四縣
客語的 honn 除了有如前所述的上聲調 31、去聲調 55 之外，還有陽平
調 11 的存在。分別以下例 15-17 表示：

例 15 你下擺毋好恁樣形 honn31 ！恁毋小心，恁樣做毋得喔！
「你下次不行這樣 honn31 ！這麼不小心，這樣不可以喔！」
例 16 哎喔！急麼个呢？熝到咧 honn55 ！（「寒夜」第二集）
「唉喲！急什麼呢？燙到了 honn55 ！」
例 17 ngai11 honn11 辛辛苦苦 honn11…烳个…个…个雞湯，
恁好食个雞湯，想講較多營養愛分你……
「我 honn11 辛辛苦苦 honn11 燉的…的…的雞湯，那麼好喝的
雞湯，想給你多一些營養……」

不同於鄭（2007）認為海陸腔裡的 honn 只有陰平調的 53 及陽平調
的 55 兩種，在四縣客語的語料裡，我們找到三種不同的聲調，分別是
例 15、16 的上聲調 31 和去聲調 55，以及筆者自行蒐集的語料中所發
現的陽平調 11（例 17）。雖然尚未正式統計，但我們發現上聲調出現
頻率最高，去聲調次之，此兩聲調都在我們所蒐集的口語語料及客語電
視戲劇節目中頻繁出現，而出現頻率最低的陽平調 11 似乎只出現在我
們自行蒐錄的語料中，在客家戲劇電視節目「寒夜」裡卻沒出現過。18

18 我們的發音人多為臺灣北部的四縣客家人（以桃、竹、苗三縣市為主），陽平調的
honn11 是否為其獨有，還有待更多語料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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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honn 出現的位置
僅管我們一開始將本文定位為「語尾助詞」的研究，然而透過實際
語料觀察後發現，客語中的 honn 除了出現在句尾之外，句中、甚至句
首都可以使用。如下例 18-20：

例 18 來，來屋肚坐 honn31 ！

（「寒夜」第五集）

「來，來屋裡坐 honn31 ！」
例 19 愛同番仔拼，ngai11 看 honn31 斯難喔！（「寒夜」第三集）
「要跟原住民拚，我看 honn31 難喔！」
例 20 彭阿強：ngai11 看哪，阿漢做一日个事仔，也悿仔，也
枵仔，食啦！
阿華：honn31 ！今晡日事做毋多，飯續食較多喔！
彭阿強：「我看哪，阿漢做一天的事了，也累了，也餓了，吃
啦！」
阿華：「honn31 ！今天事情做不多，飯倒是吃比較多喔！」
（「寒夜」第七集）

例 18-20 分別是 honn 置於句末、句中、及句首的情形，其中句末
是 honn 最常出現的位置，且上聲調 31 和去聲調 55 的 honn 都可以出現；
出現於句中的 honn 則以上聲調 31 和陽平調 11 為主，去聲調的 55 幾乎
不出現在句中；而句首的 honn，則只能以上聲調 31 出現。下表一為上
聲調、去聲調以及陽平調的 honn 在句中出現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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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各個聲調的 honn 與其出現位置的關係
聲調

位置
上聲調 31

句首

句中

句尾

Ö

Ö

Ö

去聲調 55
陽平調 11

Ö
Ö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製表

由上表可知，上聲調的 honn31 是唯一可以出現在句首、句中、句
尾三個位置的，而去聲調及陽平調則分別只能出現在句尾及句中。至
此，我們尚無法給這樣的分布一個合理的解釋，或許要進一步分析其言
談語用功能才能有更清楚的輪廓。

（三）honn 的言談語用功能
我們將以 honn 在句中出現的位置為探討順序，一一分析各個聲
調的 honn 的言談語用功能。首先是出現在句首的 honn31。上聲調的
honn31 是 honn 在句首唯一可以出現的聲調，以上例 20 為例，阿華以語
助詞 honn31 為首，表達對阿漢吃得多、卻做得少的不以為然，有看輕、
調侃的輕蔑語氣。此處的 honn31 在語音及語意上都與近年來年輕族群
在國語中常使用的「吼」相近，「吼」原意指人因憤怒或情緒激動而大
聲呼喊，後常被用以標示與說話者前提假設相悖的信息，例如：「吼！
你要來我家為什麼不早點講？」顯示說話者不預期受話者會到他家拜
訪。例 20 的 honn31 也有類似的功能，表達阿華認為阿漢事情做不多，
不應該吃這麼多，但阿漢的表現（食較多）並不符合他所認知的前提假
設，所以這裡的 honn31 同樣也標示了聽者的言行與說話者的前提假設
相悖。然而在我們的語料裡，honn31 出現在句首的頻率並不高，若以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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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來看，這個 honn31 似乎標示了威脅聽者面子的行為（Face-Threatening
Act 簡稱 FTA19；Brown and Levinson 1978, 1987），也就是說，受話者
在聽到這個 honn31 時會感到負向面子（negative face）需求受到干涉，
並造成面子的傷害，或許因為如此，這類的用法在我們的語料裡出現的
較少，但還需要更多語料才能做出更詳實的判斷。
語料中還有許多單獨出現、乍看像是出現在句首的 honn，如下例
21，但探究其語意及功能，我們認為仍是上一句語氣的延伸，而非下一
句的句首。

例 21 蘭妹：阿枝啊，轉去 honn31，記得摎若阿爸講喔！轉去
摎東西拿來囥囥啊！ honn31 ！
阿枝：好，承蒙阿姆。
蘭妹：「阿枝啊，回去 honn31，記得跟你爸爸講喔！回去把東
西藏起來啊！ honn31 ！」
阿枝：「好，謝謝媽媽。」（「寒夜」第十五集）

例 21 中，蘭妹在句子結束後，又加上一個 honn31，初看彷彿是一
個新的語句的開始，但其實與上一個語句的語氣密不可分，這裡是要確
認阿枝是否明白她所交待的事（摎東西拿來囥囥啊），所以阿枝的回應
是「好」。
接著討論句中出現的 honn，句中的 honn 可以有上聲調 31 和陽平調
11，如下例 22、23：
19 Goffman （1967）和 Brown & Levinson（1987）從「面子」（face）的角度詮釋禮貌原
則，認為每個人都有「面子需求」（face wants），而人們互動溝通時，也大多盡量維
護彼此的面子，甚至會刻意滿足彼此的面子需求。這個概念在臺灣文化（包含客家文
化）中是非常重要的。而 FTA 則是一個會威脅受話者面子需求的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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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22 這天 honn31 係毋落水啊，這地泥啊就生毋出東西來。
（「寒夜」第十集）
「這天 honn31 要是不下雨啊，這地啊就生不出東西來。」
例 23 ngai11 希望下擺 honn11 你較注意兜仔……
「我希望下次 honn11 你更注意一點……」

若 以 Halliday（1994） 的 系 統 功 能 語 法 來 看， 不 論 是 上 聲 調 的
honn31 或陽平調的 honn11，都帶有清楚的人際（interpersonal）功能，
即說話者利用句中的 honn 來表達自己對某一事物的判斷或評估；若從
前提假設的角度來看，我們可以說出現在句中的 honn 標示了說話者認
為某事物的前提假設不足，需要再做補充或說明。而此時聲調為上聲調
或陽平調並不影響語氣，當然也不影響語意，只是陽平調 11 僅出現在
我們自行蒐錄的口語語料中，電視戲劇「寒夜」中似乎沒有出現過，我
們猜測 honn11 或許是四縣客語中地域性的聲調變化。下例 24 是 honn
出現在條件句中的從句裡，這樣的 honn 也算是出現在句中的位置，不
能使用去聲調 55。

例 24 係手腳毋遽 honn31，到時節啊，食虧仔一定係自家啦！
（「寒夜」第十集）
「要是手腳不快 honn31，到時候啊，吃虧的一定是自己啦！」

若我們細看例句 22、23 和 24，不難發現出現在句中的 honn31 皆與
假設連詞「係」並用，而 honn11 則無，不禁讓人猜測 honn31 和 honn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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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可以用假設語氣區分？即 honn31 出現在句中時皆與假設連詞「係」
共現，而 honn11 則否。然而我們又在語料中找到下例 25，推翻這個假
設。

例 25 細阿妹仔，你係毋愛看 honn11，你就行出去外背，別儕
還愛看。
「小妹妹，你要是不要看 honn11，你就走出去外面，別人還要
看。」

例 25 同樣也有假設連詞「係」，但卻不與上聲調的 honn31 連用，
而是陽平調的 honn11，因此 honn31 和 honn11 是否能用假設語氣區分似
乎還要更多語料的驗證才能下定論。
最後討論出現在句尾的 honn，這個 honn 比較像是華語中的「吧」
或閩南語中的「hioh/hoNh」，有較為複雜的言談語用功能。我們在前文
中舉了兩個 honn 出現在祈使句的例子：

例 13 遽遽食 honn31 ！（快點吃吧！）
例 14 天光日正看 honn31/55 ！（明天再看吧！）

例句 13 和 14 都是 honn 出現在祈使句句尾的例子，若加入聲調一
併考量，我們發現上聲調 31 和去聲調 55 出現的時機和其在句中的意
義是很不相同的。以例句 13 來看，一般客語使用者只能用上聲調 31
而不能用去聲調 55，也就是說，「遽遽食 honn31 ！」是可以的，但
「遽遽食 honn55 ！」多數使用者都覺得不妥，但若加上否定的「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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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或「無（沒有）」變成「毋遽遽食 honn55 ！」或「無遽遽食
honn55 ！」，20 就可以形成帶有威脅語氣的句子，表示要脅聽話者，若
不盡快吃完，將要承擔「未達成目標的後果」，但是對於「未達成目標
的後果」一般不一定要在語句中詳述，因為這樣的表達方式已經俗成化
（conventionalized）了，聽話者在接收到這樣的信息時，就可以感受到
說話者在語句中強烈要求完成該事項的威脅口吻，且雙方都對尚未提及
的信息（若不完成之可能後果）有相同的預設命題，所以常常不用再贅
述那個後果。21
而例句 14 則是上聲調 31 和去聲調 55 皆適用，但兩種聲調對已知
信息有不同程度的前提假設，也就是帶有上聲調的比帶有去聲調的有更
多的前提假設，所以上聲調 31 的「天光日正看 honn31 ！」，僅表示
萬一聽話者認為該陳述有再協商的必要時，可提出反駁，但原則上說話
者對該信息持有較為肯定的態度；而去聲調 55 所形成的「天光日正看
honn55 ！」，雖然也帶有一些前提假設，但此時去聲調 55 的核心功能
似乎較接近「請求確認」，所以說話者還是期待聽話者確認其陳述，也
讓句子多了一些疑問的成分。若對照 Li（1999）的分析，則客語中句尾
帶有上聲調的 honn31，比較類似於閩南語中的 hoNh，即帶有較多的前
提假設；而去聲調的 honn55，似乎與閩南語的 hioh 較為相近，標示說
話者徵求聽者對其所說的話加以證實。而華語裡的「吧」雖然也有前提
假設並要求確認的功能（徐晶凝 2003），但似乎就沒有再進一步區別
前提假設的多寡了，至少文獻裡是沒有提過的，但我們認為若是將「吧」
20 否定詞「毋」或「無」也適用於上聲調 31，所以「毋遽遽食 honn31 ！」或「無遽遽
食 honn31 ！」也是合語法的。
21 我們認為加了否定詞「毋（不）」或「無（沒有）」的句型，應該是條件句經過省略
後的形式，原句應為「你係毋遽遽食 honn31，ngai11 斯…（你要是不快點吃 honn31，
我就…）」，但若還原成條件句，則就如同上例（24）所述，只能使用上聲調 31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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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聲調區分為陰平的 pa55 和輕聲的 pa5，或許會有些不同，但這部份需
要更多華語語料支持才能看出端倪。再比較以下兩例。

例 26（燈妹見阿漢握鐮刀的手泛著血水，心疼的問）
燈妹：阿漢，你仰仔呢？
阿漢：捱个手，吾手脫毋落啦！
燈妹：吓？
阿漢：痛啊！
燈妹：痛 honn31 ？
阿漢：痛！
燈妹：「阿漢，你怎麼了？」
阿漢：「我的手，我的手脫不下來啦！」
燈妹：「嚇？」
阿漢：「痛啊！」
燈妹：「痛 honn31 ？」
阿漢：「痛！」（「寒夜」第七集）

例 26 中，燈妹眼見阿漢因為手上血水結痂而與鐮刀分不開的痛楚，
也聽見阿漢親口說「痛啊！」，但仍回應「痛 honn31 ？」，此時的上
聲調 31 呼應了我們對例 14 的分析，即說話者使用上聲調時，並非請求
聽話者的確認，而是對該信息已有十足的信心，也可以說是燈妹表達自
己對於該事件的積極參與，並且對於阿漢的處境極為關切的一種用法。
這一點與李櫻（2000：347）的說法不謀而合。她指出語境因素與語用
原則的交互運作，也會讓 hoNh 的使用衍生出表態度和語氣的詮釋。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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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獨白式的敘述為例，認為有時說話者雖無意尋求聽者參與協商，但藉
由 hoNh 的使用，「也得以表達他企圖邀請聽者的參與，並且對聽者的
認知、理解與態度等，均極為關切」（2000：347）。這樣的用法同時
也呼應了屈承熹與李彬（2004）對華語「吧」的分析，他們認為「吧」
的篇章標記功能為「對聽話者而發」及「增強與其語境的關連性」，這
裡燈妹用的「痛 honn31 ？」就完全符合這樣的功能。再看下例。

例 27 阿枝：阿興，你毋會怪 ngai11 啦 honn55 ！ ngai11 毋想
講該，毋過阿爸佢兜…
阿興：哎，ngai11 毋會怪你，ngai11 仰會怪你呢？
阿枝：「阿興，你不會怪我啦 honn55 ！我不想說那些，不過
爸爸他們…」
阿興：「哎，我不會怪你，我怎麼會怪你呢？」（「寒夜」第
十二集）

例 27 去聲調結尾的 honn55 有徵求聽者對其所說的話加以證實的目
的，也因為少了點前提假設，所以其請求和等待確認的成分較濃厚，也
多了幾分疑問意味。此處由阿枝後來還試圖解釋（ngai11 毋想講該，毋
過阿爸佢兜…），希望阿興能原諒她，我們可以得知阿枝是真的不確
定阿興是否會怪罪於她，所以才用請求確認的去聲調 honn55。若把這
個去聲調的 honn55 改為上聲調的 honn31，則請求確認的成分就大大降
低，語意上也會變成阿枝幾乎認定阿興不會怪罪於她，當然後面的「脫
罪之說」也就不會出現。目前為止，客語中句尾去聲調的 honn55 仍然
類似於閩南語中的 hioh，是一個請求確認的標記（marker of request for

客語中的語尾助詞 honn

160

confirmation）（Li 1999）。
然而我們也在語料中發現句尾 honn55 不帶有請求確認功能的，如
下例 28。

例 28（阿興手抱著剛出生的兒子，對兒子說）
乖喔！莫噭莫噭喔！阿爸惜你，阿爸最惜你仔 honn55 ！（「寒
夜」第十二集）
「 乖 喔！ 不 要 哭 不 要 哭！ 爸 爸 疼 你， 爸 爸 最 疼 你 了 honn55
！」（李櫻 2000：342）

很顯然的，例 28 中，阿興句尾用的 honn55 並非徵求聽者確認其所
說的話的真偽，因為新生兒當然不會說話，這部分可能與李櫻（2000）
所提到的語尾助詞音調高低有關。她指出音調有「標示言談參與者定位
（participant orientation）的功能」（2000：342），低降調（如客語的上
聲調 31）通常標示以說話者為中心（speaker orientation），而非低降調
（如客語的去聲調 55）則標示以聽者為中心（addressee orientation），
因此，例 28 可以解釋為阿興雖然知道新生兒不會有回應，然而難掩初
為人父的喜悅，因此手裡抱著兒子，口裡說的也是以兒子為中心的語
句，所以句尾才會有去聲調的 honn55 出現。相反的，此時若是以上聲
調 honn31 結尾，則語句會變成以說話者為中心，而顯得與聽話者的互
動連結減少。也因此在面對親近的人且欲保持親密關係時，通常都使用
去聲調。22
22 語料中，另一個安撫孩子的例句用的也是去聲調。
（石輝面對自己的孫子欲伸手抱他時說）
來啦！阿公攬 honn55 ！「來啦！阿公抱 honn55 ！」（「寒夜」第十三集）

161

Global Hakka

全球客家研究

Studies

六、結語
透過四縣客語日常口語語料及電視戲劇節目的分析，我們發現語
助詞 honn 的使用與說話者對已知信息的「前提假設」關係最為密切。
出現在句首的 honn31 標示了事件與說話者的前提假設相悖，而句中的
honn31 或 honn11 則標示了前提假設的不足，說話者因此需要提供更多
的說明與判斷；至於句尾的 honn31 和 honn55 則因聲調的不同而隱含了
不同程度的前提假設；一般說來，honn31 標示了說話者對信息有較充
足的前提假設，原則上不需要聽者再次確認，其功能相當於閩南語中的
hoNh；而 honn55 則標示說話者對於信息的前提假設相對較少，還需要
聽者對其論述加以證實或確認，核心功能與閩南語中的 hioh 較相近，
皆為「請求確認」。而華語中經常出現在陳述句、祈使句和是非問句的
「吧」，僅部分對應了客語出現在句尾的 honn，但因其無法區分前提
假設的多寡，所以較難與客語的 honn 有一對一的呼應。

謝誌：承蒙兩位匿名審查委員提出寶貴的意見，在此表示誠摯的謝意。
本文初稿發表於第一屆臺灣客家語言及其教學研討會，承評論人曹逢甫
教授及與會人士提供諸多寶貴的意見，讓本文更加完善，特此致謝。本
文如有謬誤，概由筆者自行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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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緒論

（一）客家女性作為族群文化的象徵
在傳統的客家文化或是客家研究中，客家女性即為一種文化代表。
一般而論，提及客家女性，似乎不離將客家婦女傳統的美德界定為：勤
勞、勇敢、儉樸。並且一般大眾對於客家婦女的既定印象，幾乎將她們
視為是兼具「家頭教尾」（養育子女）、「田頭地尾」（耕種田地）、
「竈頭鍋尾」（煮飯做菜）與「針頭線尾」（漿洗縫紉）等特質的女性
（陳運棟 1978）。逐漸地，客家婦女被男性父權造就的道德標準就是「大
地之母」、「三從四德」、「四頭四尾」等形象。然而，相較於其他族
群的女性，客家女性多數「不纏足」、身體碩健、行動自由的特質，更
象徵著她們負擔著家務經濟生產，從事農耕、戰役與主持家計，肩負勞
動工作猶如生產工具的形象。
回顧客家女性身為「女人」的生命歷程，她們漫長的一生中被冠以
「妹」、「嫂」、「婆」、「姆」等稱謂，並在過世後被尊稱為「孺人」
（張典婉 2004）。這些稱謂的背後象徵著客家女性附屬的地位，在出生
時即面臨既是「客家」又是「女性」的雙重身分認同，符合了「少數族
群」（double minority）的判準（張維安 2001）。隨後，結婚嫁人被視為：
「輔娘」意指輔助老公的女人；嫁入夫家的媳婦被稱為：「薪臼」，其
中「薪」即砍柴撿柴之意，「臼」即摏米之意，兩者皆將女性指涉為勞
動力的參與者。而過世後被稱「孺人」乃意味哺育、生殖之責。這些客
家女人美德背後所隱藏的，徹頭徹尾還是男尊女卑的父權歷史（張典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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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這些，更令人對客家女性的生命歷程，興起以她們的主體創作
經驗書寫的研究動機欲望，期盼為客家女性發聲，並傾聽她們欲敘說的
生命故事／經驗，以及身處雙重邊緣身分中的族群認同。
然而，作為「客家女性」，她們既是相對少數族群，又是漢族父權
體制文化裡的弱勢群體，面臨著族群與性別雙重弱勢的社會位置，她們
的每日生活幾乎與耕種、女紅、砍柴、烹煮、伺奉長輩、照顧孩子、維
持家庭經濟、甚至村莊的防禦工事等勞動工作為伍，她們成了傳統客家
文化傳承的脊樑。因此，她們說著「客語」、唱著「山歌」、認同「客
家硬頸」精神與尊崇「客家性」。不論原生的客家籍或是婚姻後的客家
身份，客家女性對於「客家」有著深刻的族群認同與集體記憶。然而，
面對族群認同混雜的環境，客家女性的鄉土／家鄉甚至客家族群之認
同，是否也遭逢不斷重建、再建或是曖昧的離散（diaspora）經驗？基
於如此觀察，也讓客家女性的族群認同成為一個期待被再探、再摸索的
議題。
客家女性研究在近幾年增添了許多多樣性，誠如試圖以勞動研究的
角度去解釋客家族群中女性勞動的現象、客家婦女在傳統家庭之間的關
係（連瑞枝、莊英章 2010）等，採取直接進入家庭單位進行研究的方式。
而本研究以客家女性藝術為切入點，即是這些藝術作品源自於她們對於
日常生活中的感觸進行創作，同時她們並非一群作為傳統妻子中無償勞
動者的角色，而是能展現自身的能動性，將生命經驗與族群內涵賦予在
藝術作品中的女性藝術創作者。
然而，客家女藝術創作者的研究，在臺灣的客家研究中並非獲得較
大的討論，研究者身為女性、母親是苗栗客庄的客家人的身分，對於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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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與中部地區客家女性的詮釋具有高度的關懷，乃致興起本研究的討
論，並開啟以下研究啟程，期盼探討臺灣竹苗與中部地區客家女性藝術
創作者，她們作品所欲傳達的女人經驗、客家記憶與族群文化認同為
何，藉由藝術創作的圖像再現，傾聽她們欲敘說的故事，並詮釋她們作
品視覺圖像中如何「重建」（reconstruction）和「再現」（representation）
真實的生命故事與族群意象。

1

（二）「客家藝術」 的現身
有關臺灣當代藝術，在謝東山（2002）所主編的《臺灣當代藝術
1980-2000》一書中，指出有關臺灣當代藝術的大體樣貌。其書本所討
論的範圍中卻未曾提及「客家藝術」的類型。2 然而，在 1980 年至 2000
年間，臺灣省文化處曾於 1999 年 4 月委託慶美園文教基金會辦理的「臺
灣省 88 年度客家藝術季」，以靜／動態展的方式，讓民眾透過不同的
視野與方式認識客家族群文化（周美蕙 1999），該展雖未以客家藝術作
品主軸，但在靜態展中確實出現了客家工藝／客藉藝術家作品的展示。
也因此，本研究最初的疑問即在於，為何有了原住民藝術，卻未出現客
家藝術的名稱？研究者試圖尋找相關研究，亦未有過類似的討論，僅能
設想，是否因為當時的客家藝術尚未出現整體的特色、規範或類型，以
致無法被歸類為「藝術」的範疇。
2001 年 6 月 14 日客委會正式成立，在首任主委范光群的帶領下，
行政院客家委員會（現為客家委員會，以下簡稱客委會）握有對於提振
1
2

本文所指客家藝術的範圍，乃以視覺藝術（繪畫、素描、雕塑、裝飾等）為主軸，而
非表演藝術範圍（戲劇、舞蹈、音樂等）。
該書從 1980 至 2000 間的臺灣藝術發展，分類為：（1）地景藝術、光與空間藝術、身
體藝術、行為藝術；（2）新達達、貧窮藝術、裝置藝術；（3）新表現主義、塗鴉、
新意象藝術；（4）寫實主義、後現代主義、新古典主義；（5）解構藝術；（6）原住
民藝術；（7）女性主義藝術等，共 7 大類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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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家族群的正當性，闡揚客家文化的復興與發展政策，除了語言的傳承
外，亦也開啟了客家藝術扶植的濫觴。在客家文化面向上的發展，首當
其衝即是以客家藝術作為開端，舉辦「彩繪客家精神『客家美術比賽』」
（客家委員會 2001），以鼓勵客家藝術創作，發掘並鼓勵客家美術人
才為題，廣徵有關客家古蹟、建築、風土民情、生活習俗等面向的藝術
創作。此活動所象徵的，不僅是作為客家族群的中央主管機關的首要文
化政策，亦也是以政府之名進行「客家意象」創作的行動開端。
雖然在范光群兩年任期中的「客家美術展」，為「客家藝術」之名
開拓了一條先河，但其困境在於作品本身對於「客家」的創作，產生作
品層次不齊的缺點，為提升客家藝術的水平與素質，2003 年在葉菊蘭主
委的帶領下，開始積極找尋傑出的客籍藝術家，並以「讓客家元素在藝
術領域傳揚」的目的，舉辦「客家之美：客籍藝術家座談會」，藉由與
客籍藝術家之間的對話，探討族群與藝術表現的關聯性及宣揚客籍藝術
家豐富之藝術創作理念，作為日後客籍藝術家聯展等相關活動重要參考
指標（客家委員會 2003；曹銘宗 2003）。同時，當時的葉菊蘭指出：「客
家文化給人的印象大都在戲曲及文學，在藝術創作上較少被提及，其實
臺灣有很多優秀的藝術家是客家人；客家人在藝術創作上表現了什麼客
家元素，應該彰顯出來，讓客籍、非客籍的藝術家來運用，以傳承、發
揚客家藝術之美。」（曹宗明 2003）於是乎，在期望透過名家的作品提
升展覽的藝術價值下，同年的 9 月，舉辦了「第一屆傑出客籍美術家」，
即針對藝術家的條件做過篩選，以呈現展出的精緻性（凌美雪 2003）。
由此觀之，此活動表面上除了提升藝術作品的素質之外，事實上在於以
喚醒藝術家的族群身分作為一種客家藝術的定位和區隔，其中不僅強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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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術家的族群身分，更重要的是，為客家藝術的類型進行界定，其中包
括：油畫、水彩、水墨、膠彩、書法、雕塑、陶藝及裝置藝術等。
綜合上述，本研究有別於以往研究中，對於忽略客家藝術興起的
脈絡，直接探討客藉女性藝術家的個案研究（徐意欣 2006；邱文莉
2010）。本研究認為，客委會作為國家機器的角色，開始以「客家藝術」
之名，進行臺灣藝術領域的社會介入（黃寶萍 2003）。
有鑑於此，研究者認為的特殊性在於，客家藝術的範疇起源與動
機，並非由社會階級中的富商或中產階級所掀起的社會行動，而是在某
種程度上客家藝術成為臺灣特殊歷史族群與政治文化下的產物。由是，
在此脈絡下所生成的藝術範疇，又會如何回應或再現客家族群處於臺灣
當代的社會問題？以下，則以客家女性藝術作為觀察的切入點。

（三）客家女性藝術的濫觴
隨著「客家藝術」逐漸進入公共領域被探討，並伴隨女性意識抬頭，
「客家女性」亦受到重視，臺灣也出現了許多探討客家女性的相關文獻，
如討論客家女性美德所隱含的社會意義之文獻 ( 鍾秀梅 1994；夏曉鵑
1994；張典婉 2004)，這些論述多半指出，客家女性美德背後所隱藏的
仍舊是男尊女卑的歷史枷鎖；另外，出現了針對傳統客家女性的族群認
同與性別認同相關討論（余亭巧 2003；王雯君 2005；林善垣 2005）。
援引以上不同客家女性議題討論，提供本研究關於「客家女性」觀點的
思考，然而由於針對「客家女性藝術」為題的討論仍屬少數，故本研究
期盼詮釋客家女性藝術創作者如何藉由作品傳達女人生命故事、客家族
群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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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客家女性藝術的源起，可追溯 2002 年「花布靚靚 ─ 客家女性
生活美學展」，該展為呼應當時裝置藝術的潮流，期盼賦予花布作為現
代裝置藝術新風采的目的。因此，一群客家媽媽及藝文工作者開發、設
計以客家花布做成的服飾配件、生活用品，展現了客家花布的新形象。
（曹銘宗 2002）
由上可見，為發展客家藝術，除了傳統藝術形式之外，也嘗試發掘
客家常民生活中的藝術創作，並將之納為裝置藝術的範疇，正式宣稱花
布在客家文化中的合理性。隨後舉辦的「2003 年第一屆傑出客籍美術
家」，參展人楊樹煌強調：「藝術創作上的客家元素就是『客家人的靈
魂』，看來是抽象的，但也表現在客家人的生活、習俗上」（曹銘宗
2003）。在同年，便舉辦有別於學院藝術的「客家女性生活映象展」，
該展的主要動機在於：「顛覆了傳統客家女性形象，讓大家看到客家婦
女在相夫教子之外，悠遊於藝術世界，在傳統中尋找創造力及生命力現
代身影」（李國盛 2003）。此展不僅採以面向客家女性生活為重點，
讓客家女性展現自我的常民生活的經驗與詮釋。在展覽中，更可發現參
展的客家女性藝術家，如鍾琴、周美純、張綢妹、鍾琴、徐景亭、曾淑
珠、彭秋燕、黃紫環等，皆是未接受過學院藝術的教育，其成果表現出
除了客家婦女勞動經驗樣貌之外的多元性，並有了不一樣的面向，誠如
貝殼畫、布雕、玻璃藝術、裝置藝術、木雕、攝影、木刻版畫及蠟染繪
畫等，分別再現了她們處於客家生活中的女性故事。因此，該展所顯示
的，首先是賦予客家女性詮釋自我發聲的機會，其次則是以客家婦女的
生命經驗及創作成果，打破藝術學院風格及男性藝術體制的支配等。
自「客家女性生活映象展」後，雖然讓客家婦女的傳統生活經由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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術的呈現，獲得不同的詮釋，但在藝術領域中，也未進行專題上的討論
和分類。研究者在相關媒體導報的文獻中初略得知，主要的原因在於
2003 年所盛行的傳統工藝風潮，也讓這些被客委會定義的客家女性藝
術家，出展於各式的傳統工藝展，讓她們介於民俗技藝與藝家術身分之
間游走（如 2006 年的《女性工藝創作聯展》等）；其次，則是與客委
會對於客家產業提升的目標有關，在 2004 年至 2008 年後羅文嘉、李永
德等任期的客委會開始，以「a-ha 客家藝術節」、「客家桐花祭」等的
文化節慶活動，將客家視覺藝術和表演藝術等元系一併吸納，但其重在
客家傳統戲曲、音樂、其他表演藝術和文創產業的發展上，而逐漸忽略
了客家女性藝術為客家女性發聲的特殊性，使得她們僅能在各地文化中
心、大學院校等進行展覽，而形成一種邊緣化的現象。此時，她們不再
固定以「客家女性藝術」命名，而是游移在傳統工藝、民俗技藝與素人
創作家稱之；最後，這些客家女性藝術創作者在此時期中，為迎合各式
文化節慶，便將其創作路線改為具有「實用性」價值的文創商品，而非
展現作品中藝術性（意即表現藝術家的自我意識而非特定的實用性）。
承上所述，客家女性藝術家在 2004 至 2008 年，逐漸隱沒在各式的
文化節慶中，雖然在此期間中針對客家女性的相關書籍如張典婉《臺灣
客家女性》等書，皆著重於文學領域中的客家婦女形象，帶動了客家婦
女再現與被再現的相關研究議題以及關於客家婦女的勞動經驗等相關論
述，但對於客家女性藝術的自動發聲仍支字未提。
在 2008 年客委會所資助的客家電影《1985 乙未》中，因電影的客
家女性角色的重現，使得客家女性形象的議題又再次重回討論。除此之
外，2009 年由黃玉振任職時期開始，所舉辦的《臺灣客家美術百人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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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結合客家文化精神與藝術美學的美術創作分類為油畫、水彩、油彩、
膠彩、水墨、書法、雕塑、陶藝、攝影、裝置藝術、複合媒材及數位多
媒體（翁翠萍 2009）等，再次以政府的力量進行集結發聲，使得先前
的各式客籍藝術家，相繼於各地藝術館進行公開展示。
然而，《臺灣客家美術百人展》中表現的是一種「被畫出來的、被
再現的」的客家風情、生活或精神，但與客家女性藝術家在各地展館所
提的述求有所不同，她們呈現的是一種結合客家女性的生命經驗與客庄
生活所進行生命告白式的藝術創作，雖然她們不再被政府集結，也不再
被強調為客家女性藝術家（多半被稱為客藉女性創作、客籍素人畫家、
客家藝文工作者等），但她們仍以零碎化的方式出展於各地展館，如
2011 年《客藝典藏 邱瀞瑩攝影展》、2012 年《玲、靜、石刻：客語塑
情三人創作展》、2012 年《敘說客家情： 畫陶三人聯展》、2013 年邱
貞菱《『女性與家庭』藝術創作》、2014 年《客畫風情六堆素人畫家
聯展》等。
女性是一個值得研究的課題，尤其是客家女性。當然，「客家女
性藝術 3」既不是一個發聲集體，也不是一個研究文類／類型，但是一
個長期被忽略的對象。客家籍或是嫁入客家族群的女性，她們的藝術創
作是多產的，甚至能說她們每天都在從事創作，只是傳統客家文化建構
了客家女性從事勞動工作的社會形象，因此多半將她們的創作視為節儉
自製的手工品、勞動品／家用品，而非能論及美學鑑賞登上大堂的藝術
創作。並且，在客家傳統父權意識型態的影響下，客家女性從事藝術創
3

「客家女性藝術」是本計畫提出的概念、範疇，由於本研究檢視過去相關文獻，並沒
有相關研究以客家女性藝術創作者為研究對象，因此本計畫初步先以此概念界定，乃
指具有客家籍身份、嫁入客家族群的婦女，這些從事藝術創作的女性，皆可以是本研
究探討的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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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似乎是不被認可、也不被鼓勵的一種文化現象。因此，如同一般其他
女性，客家女性從事藝術創作是在何種自我性別意識的認同情況下而進
行，又或者她們如何認同自身的女性角色，這些議題似乎很少出現於學
術研究討論的範圍。也因為如此，本研究乃希望以客家女性藝術的創作
為題，開啟這個長期隱藏、被忽略與遺忘的研究議題，讓大家重視客家
女性藝術的創作。
再者，不同於臺灣其他族群的女性藝術，客家女性許多的創作者未
接受專業高等的美術訓練，並且她們的創作多數以客家文化內涵為主軸
而進行創作。因此，具有客家文化象徵的物品包括：藍布衫、竹斗笠、
服飾、食具、包包、生活用品等，都是她們創作中較常出現的圖像，此
與一般臺灣女性藝術創作中較常出現女性身體、性器官與性象徵圖像的
創作風格較為不同。同時，她們的藝術創作較擅長木刻版畫、彩繪玻璃、
陶藝手拉杯、雕刻與布雕畫等媒彩素材的運用，這其中不難發現這些女
性創作者由於來自不同客家區域，因而展現的多元客家族群文化認同。
再者，受到客家人文與純樸風土民情的影響，客家女性藝術創作者熱衷
於社區營造與集體參與的藝術創作方式，強調對不同客家社區的關懷，
更試圖描繪與模塑不同的客家文化特色。因此，相較於臺灣其他女性藝
術，客家女性藝術著實的是一種客家文化反映、再現與描繪的藝術創
作，也是一個需要被深入探討的類型。
並且，視覺作品被界定為「在當代社會脈絡下，藉由視覺產物與人
的互動，探討人們在視覺產物中延伸出的社會意義，包括信仰、態度及
價值等問題」（Barnard 1998：108），故客家女性藝術創作者於作品視
覺圖像中所呈現的符號，蘊涵了哪些自己成長的故事、生命經驗與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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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群認同，即作品中再現何種文化意涵，成了本研究探究的主軸。
同時，「客家女性藝術」並非一個同質的群體，在不同的年紀（老、
中與青）、區域（北、中與南）、地域（都會、原鄉），甚至教育程度
等因素的影響下，也導致不同創作意涵的再現，即差異性的客家文化認
同與多元性的創作風格展現。本研究以竹苗區域的客家女性藝術創作者
為研究對象，主要考量研究者本身地緣與母親是苗栗客籍身分，較常接
觸竹苗區域的客家女性創作者，並且較常參與相關藝術關係網絡，同時
研究者於文獻檢閱過程中，乃發現竹苗區域的客家女性藝術創作者與當
地客家文創產業的融合密切，因此優先以竹苗客家女性藝創作者為研究
對象。基於此，本研究主要的研究問題企圖分析臺灣竹苗的客家女性藝
術創作者，她們在不同年齡與客家地域等相關成長背景中，她們的藝術
創作試圖展現何種「客家族群／認同意涵」以及女人生命歷程／經驗？

二、研究方法
本研究企圖探討：臺灣竹苗與中部區域客家女性藝術創作者，她們
身為客家籍或是嫁入客家家庭的女人，生命歷程中有哪些創作經驗？客
家女性的藝術創作意涵為何？呈現何種客家文化圖像與對客家文化的認
同為何等主要課題。
在研究方法上，為了更深入探究臺灣客家女性藝術生命歷程、女人
經驗與客家文化認同，本研究希望透過與她們的互動、對話，瞭解她們
的藝術創作。因而，採取深度訪談，合計共 8 人，與及文本分析之研究
方法，藉由親身訪問臺灣客家的女性藝術創作者，詮釋臺灣北、中客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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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藝術意涵。
因此，在深度訪談方法的運用上，本研究的訪談對象，以參與過「客
家女性藝術聯展」、「各式文化節慶中有獲發表機會的藝術家」、「各
地展館中獲得展出的藝術家」作為搜尋的對象，並進一步採以滾雪球的
方式，增加客家女性藝術家名單。
此外，本研究將藉由文本分析法，分析臺灣竹苗客家女性藝術之創
作作品，探討不論是繪畫、素描、裝置、雕刻及數位科技等，她們在利
用藝術媒材、表現題材、創作內涵與再現策略中，所欲傳達的女人經驗、
族群認同。本研究以傳統視覺藝術為研究範疇，原因在於多數的客家女
性藝術創作者較多以此為藝術創作的素材，其中乃將分析範疇集中在：
分析臺灣客家女性藝術透過公／私立美術館、藝文中心、畫廊、藝術另
類空間與藝術展演活動等機制，所舉辦的展覽（聯展）之藝術創作為主。
原因在於，本研究認為視覺藝術創作透過以上不同機制的再現，它將涉
及從藝術家的構想理念、風格創作、書寫甚至族群認同，而這些再傳達
給大眾（藝術欣賞者、鑑賞者與評論者），勢必造成許多影響，因此本
研究建議針對客家女性藝術的創作分析，乃以公開展示的作品為主要探
討核心。
最後，本研究也同時輔助文獻分析之方法，閱讀、收集相關資料包
括：出版著作（報紙藝評／文藝宣傳、書籍、雜誌、期刊、論文）、藝
術展覽機制宣傳之文宣（專刊出版物、海報、冊子）、公私立藝術空間
展覽之文獻資料（政策規章、藝術家作品分析、介紹、網路資訊），甚
至藝術學會的相關記載（成果報告、訊息）等，藉由這些文獻資料的蒐
集，以完整的探討臺灣客家女性藝術的發展、創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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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文獻顯示，「視覺藝術」（Visual Art）的範疇主要包括：繪畫、
雕塑、素描、油彩、陶瓷彩繪、攝影、工藝、影像、數位圖像與裝置等（王
世德 1987；黃冬富 2002）。針對以上，「視覺藝術」概念的定義涉及
面向廣泛，在本研究乃依循竹苗客家女性藝術創作者較擅長的繪畫、雕
刻、素描、油畫及線編等為主，而歸納視覺藝術的內涵範圍。同時，本
研究將視覺藝術創作視為一種傳播的過程、形式與意義，它構成了我們
日常生活互動的基礎。因此，視覺藝術若是傳播過程中的一個重要媒
介，它的「再現」則涉及從藝術家的構想理念、風格創作與書寫，再傳
達給大眾（藝術欣賞者、鑑賞者與評論者）的環環相扣之過程。並且，
在此視覺藝術的傳播再現階段中，不同機制的運作即扮演了重要「中介
物」的角色，它可以是公私立美術館、畫廊、影展、電影院、媒體與藝
文中心等。
基於此觀察，本研究針對臺灣竹苗客家女性視覺藝術創作的討論，
乃進一步將議題範疇集中在：分析臺灣客家女性藝術透過公私立美術
館、女性學會／協會、藝文中心、電影院、畫廊、藝術展演活動與藝術
另類空間等機制，所舉辦的展覽（聯展）之藝術創作為主。4
除了本研究以視覺藝術以及透過展覽機制呈現的藝術作品為分析範
圍之外，本研究在進行深度訪談的過程中，在受訪者的範圍界定上，乃
先參考臺灣女性藝術 / 客家女性藝術的相關著作（書籍、理論、期刊、
論文）、客家女性藝術網站（客家女性映像）、客家委員會網站、藝術
網站（臺灣女性藝術學會、女性影像學會）之「女性影像資料庫」資訊，
4

本研究界定了以分析台灣客家女性藝術家在公私立美術館、畫廊、影展、電影院與藝
文中心展出的藝術作品為分析範疇，因為這些再現體制在女性藝術傳播的過程中皆扮
演了重要的中介角色。並且，研究過程中以客家女性藝術的集結聯展為主要分析對象
，至於女性藝術家的個展討論，也會在研究中透過輔助討論的方式呈現。採取如此的
策略在於，客家女性藝術創作者集結與聯展的比率較低、反而是常以個展的方式展出
藝術作品，因此本研究認為都應該進行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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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公私立／畫廊展覽資訊等，而歸納整理出臺灣竹苗客家女性藝術創
作、藝術評論、學術研究、藝術展覽策劃／策展、學會籌備及講座等多
面向的受訪者。因此，竹、苗、與中部地區等受訪對象如表 1：

表 1 竹、苗、與中部地區等受訪對象
編號

姓名

創作

1

施于婕

纏花

2

黃珮萱

纏花

3

陳倩儀

繪畫

4

范素鑾

繪畫

5

張瑞蓉

繪畫

6

洪瓊瑩

繪畫

7

周美純

油畫／紙雕

8

鍾琴

玻璃彩繪／油畫

資料來源：作者製表

三、客家女性創作：
「竹苗與中部」在地／日常藝術美學展現
本研究所欲探討臺灣竹苗與中部地區的客家女性藝術創作者，由於
分屬於不同的背景、年齡與客家地域，她們的藝術創作中再現了什麼樣
的「客家族群／認同意涵」以及她們的生命歷程／經驗。研究訪談過程
乃發現客家女性創作者，她們的女性主體深深地鑲嵌於父 權社會結構
上，並與之相互結為具體的生命樣貌，作品圖像中敘說出自己的／女性
的勞動日常生活經驗、生命故事以及記憶中的客家族群圖像，但較難看
出這群竹苗與中部客家女性藝術創作者在自身創作中所揭露、蘊意其中
的性別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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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擁抱藝術：天賦傳承開啟了藝術創作歷程
對於傳統客家女性的討論，黃遵憲曾主張客家女性：「其性溫和，
其俗簡樸，而婦女之賢勞。」（劉奕利 2004）。並且，客家婦女所受的
壓迫其實是多重性（multiplicity）與交織性（intersectionality），幾乎是
族群、性別與社會，甚至是階級的多重交織。（連瑞枝、莊英章 2010：
357）。面對如此社會處境，客家女性從事藝術創作需突破傳統價值枷
鎖，又需逃脫眾人對客家女性勞動、持家的母職期待，困難重重。因此，
本研究所訪談的竹苗與中部客家女性藝術創作者，接觸／從事藝術創
作，乃在某種特殊的因緣中開啟了藝術創作歷程，但一路走來艱辛、頗
具挑戰。而這些與藝術巧遇的經驗，如同洪瓊瑩娓娓道來：

我不是一開始就全心從事藝術創作，我創作之前曾經在長榮航
空、工研院上班。工研院的工作中有負責做類似原料採購，所
以熟悉原物，因為這樣後來從事藝術創作。（洪瓊瑩 2016）

洪瓊瑩談到自己過去工作經驗中，其實求學階段即欲從事藝術創
作，但身長在客家傳統家庭，家人擔心藝術創作無法維持經濟穩定，因
而選擇其他較穩定工作，但她對於藝術創作始終抱持夢想，最終還是毅
然辭去工作，投入藝術創作。但也許是她從小耳濡目染，因為家族長輩
多半從事跟藝術創作有關的工作：

我爺爺是木工，所以他會做很多雕刻，因為雕刻本身需要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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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稿，所以爺爺也會畫畫；伯父和父親也會畫畫，不過多半以
畫鳥類動物為主。我們家以前是做食品批發生意，公司的商標
都是父親畫的。外婆家是在鶯歌做陶瓷，母親也對藝術創作有
點基礎，可能是家族對藝術都有鑑賞、美學基礎，所以我對美
感、藝術創作算是有天份。（洪瓊瑩 2016）

除了洪瓊瑩受到家族期待的影響，原本未投入創作，後來辭去工作
踏上藝術創作之路。客家新竹縣九讚頭的鍾琴，她的經驗亦類似，創作
以新竹玻璃彩繪為主，對於自己開始從事創作的原因，她於訪談中道出：
「我自己小時候就對藝術創作有興趣，後來嫁給藝術家的丈夫，來到
新竹生活，漸漸地跟著丈夫一起投入創作。就這樣開始了藝術創作的歷
程」（鍾琴 2013）。鍾琴的創作生涯就在結婚後開啟，其中曾遇過不
同挫折，但堅守著客家女性「堅毅」、「勤勞」、「尊敬順從丈夫」的
特質，期盼與丈夫一起從事藝術創作 ( 鍾秀梅 1994)。
居住於苗栗客家村的施于婕，從事客家纏花媒材創作，期盼以纏花
及金屬線編的結合，讓大家更認識臺灣傳統藝術文化，對於自己開始投
入創作的經驗，她興奮地敘述著：

我一開始是從事珠寶鑑定、賣玉石作品的工作，因為小時候跟
著爸爸做生意，所以對這個領域大概熟悉。結婚之後開了珠寶
店，慢慢地用以簡單素材自己製作飾品，自己穿戴。後來身邊
的朋友喜歡我的創作飾品，鼓勵我教學、創作。所以就這樣開
始進入藝術領域。（施于婕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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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于婕在如此因緣際會下接觸創作，其實家族成員多半從事相關類
型之工作的因素也影響她進入藝術領域。如同她敘述：「我母親是做手
工藝作品的，所以我從小就看著母親做一些藝品。家族裡姑姑和姑丈在
南部從事旗袍的製作，旗袍的事業很有名，訂單接不完。」（施于婕
2016）因此，在以上諸多因素的影響下，施于婕開始創作的路程。
在本研究訪談的竹苗與中部客家女性藝術創作者周美純，由於父親
在銅鑼鄉戲院擔任放映師，同時父親為了電影戲院宣傳，經常自己製作
電影看板、海報，周美純亦從旁協助父親，促成她從小就具有藝術天賦。
同時，加上祖父是裁縫師，周美純從小即對客家花布剪裁、縫紉多所接
觸。也就是在此童年經驗中，她耳濡目染的開始了接觸了布雕創作。
相同的經驗如本研究訪談的范素鑾，接觸藝術創作乃因家族影響，
開始藝術創作的經驗，如同范素鑾述說著：

我從小生長在藝術氛圍非常濃厚的家庭，祖父是漢學私塾的老
師；父親在詩、書、畫亦被稱「三絕」。因此在父親的啟蒙之下，
范素鑾進入了藝術創作之路，還曾經是李澤藩的入室弟子，我
試圖以膠彩畫的創作，結合東方與西方繪畫風格，發揮自己的
創作專長。（范素鑾 2016）

范素鑾的家族中，祖父、父親與姑姑皆是新竹聞名的藝術創作者，
因此受到家族濃厚的藝術淵源，她耳濡目染的傳承了家族的藝術天賦，
進入了膠彩畫的領域。除了范素鑾，客家女性藝術創作者張瑞蓉開啟創
作之路亦是有一段巧妙的經驗。張瑞蓉於訪談過程這樣敘述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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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親的書法很厲害，受到母親的啟蒙，嚴格說我從來沒有特別
師承學習的過程，家人覺得畫畫賺不了一碗飯，所以決定去念
商業學校，畢業就去上班賺錢。商業學校畢業後開始上班，還
是很不死心，想參加國立藝專考試，特定買了一尊「維納斯石
膏像」，結果考試沒錄取，石膏像即成了嫁妝帶到婆家，最後
不小心砸破，畫畫的夢也碎了。結婚之後也從未提筆，在學校
當行政人。直到了四十歲，因為陪著兒子參加繪畫班，所以開
始了藝術創作之路。（張瑞蓉 2016）

張典婉（2004）在《臺灣客家女性》一書中曾經提出，在強化客家
族群的我族認同時，客家女性往往被男性主體犧牲為邊緣人，附屬在以
男性為主的客族社群關係之下（張典婉 2004）。同時在傳統的客家價
值中：「客家女人日後準備為人媳、為人妻、為人母的職責，就是要負
責各項粗活細活家事與勞務」（陳運棟 1978），故張瑞蓉雖因為母親
擅長書法寫作，而抱有藝術創作的夢想，但一路求學、結婚與生子，始
終無法追求自己藝術創作的夢想，而優先扮演好客家人媳、人妻與人母
的角色，最後在陪伴孩子參加繪畫班的過程，開始懷抱夢想。
此外，陳倩儀從事藝術創作的經驗亦受到家族影響，如同她在訪談
中自述：「我從小就愛畫畫，父親是藝術家。受到父親的影響，在國小
三年級時父親教我素描，開始讓我學習三度空間的立體概念。直到高中
考進新竹女中美術班，才算是正式的進入繪畫的領域。大學考取彰化師
範大學，大學畢業實習一年結束之後考教師甄試，順利地考上臺中的國
立清水高中」（陳倩儀 2016）。陳倩儀接觸藝術創作亦是在自己父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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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薰陶下走入藝術創作領域，並在家人的期待下，傳承家族傳統。
綜合以上，本研究訪談竹苗與中部客家女性藝術創作者的過程，發
現她們從事藝術創作，不論中途進入藝術領域，抑或是先從事其他領域
之工作，這群女性藝術創作者受到家族／親人藝術薰陶從小即具有藝術
天賦，或是即伴隨於家人身邊耳濡目染接觸藝術，因此她們對於藝術創
作懷抱著夢想，也在踏上創作的路途上有不同巧妙的經驗故事。

（二）「客家」精神、圖騰故事與記憶圖像的交織
在本研究訪談的竹苗與中部女性藝術創作者過程中，她們對於自己
身為客家人的身分，表現於創作中，各自有不同傳達自己客家身分的方
式，也許是藉由創作展現客家人的一種精神；以客家圖騰或象徵意象進
行創作，這些將說明如下。
其中，范素鑾於訪談中強調自己在創作中的客家身分，不會刻意以
物象來傳達，因為客家元素是一種意象／抽象意涵，如同訪談中她表示：

創作中的客家元素，我比較不傾向表面的。客家的元素是素樸
潔淨、苦幹實幹、腳踏實地、勇於開拓與不斷進取的精神，身
為一位以生活環境為創作主軸的畫家，想表達畫作背後的意
涵，呈現令人深思的作品。（范素鑾 2016）

學 者 Esman 強 調「 族 群 認 同 」 即：「 人 們 歸 於 其 族 群 社 群 成
員資格的意義組，包括那些使他們和該集合體得以連結起來的特質
（attributes）， 也 包 括 讓 其 和 相 關 環 境 中 的 他 者 得 以 區 別 的 特 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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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 此 族 群 認 同 是 可 以 引 發 強 烈 情 緒 反 應 的 心 理 建 構（psychological
construct），常常可以傳達出強烈的連續性元素。」（Esman 1994：
27）如同本研究所訪談的范素鑾觀點，她認為客家身分的展現，其實就
是一種精神。尤其是客家人勤奮的精神。因此，表現在創作中，她強調
自己一直很勤奮的創作，所以客家元素發揮在創作領域，對范素鑾而言
即是一種精神的表現，並非需藉由作品圖像呈現，但是由自身傳達客家
勤儉、樸實的客家意象。也因為如此，她擅長的寫生寫實創作中，不論
花鳥、飛禽走獸，創作給予人平穩沉靜、素樸真善之感，展現了客家人
踏實恬美。

圖 1《富貴花》
資料來源：由訪談人所提供。

圖 2《清溪》
資料來源：由訪談人所提供。

洪瓊瑩對於自己的客家身分，亦認為創作中不會刻意以客家元素加
入作品呈現，她深刻強調，客家身分是一種生活態度與習性，她想表達
的創作也是如此看法：

我們家是很傳統的客家家庭，如同我們家雖是現代化的裝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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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廚房卻有三排櫃子，全部放古甕。然後祖母家八角床的床底
下全部都裝滿甕，醃了很多客家酸菜。我認為客家人身分是展
現在日常生活的方式與態度。在創作中我不會刻意置入客家元
素，但其實會從創作中看出客家人的精神。例如：我在媒材顏
料的使用上就很勤儉持家，很節儉的使用原料素材。我覺得客
家這些元素是融入在生活中，於創作中展現。（洪瓊瑩 2016）

洪瓊瑩所展現的客家身分認同，如學者 Trimble and Dickson 的討論：
「族群認同是一個聯繫關係的建構（an affiliative construct），人們會被
他們自己或其他人視為是屬於某特定族群或文化群體（a particular ethnic
or cultural group）」（Trimble and Dickson 2005：417）。因此，洪瓊瑩
將勤儉持家的特質表現於創作中顏料的使用，作為自己身為客家人的身
分認同方式。其中，她在《我記憶的家鄉》與《大河家鄉》創作中，敘
說著自己對於從小居住的客家鄉有著惆悵的傷感，並對記憶中的家鄉逝
去感到難過，於是創作了此兩項作品，創作的心情如同她自述（洪瓊瑩
2016）：「我們活著任何時候任何事情可能都是幻覺，很多東西都是出
自於自我的想法跟想像，這兩項作品就是將過去的事情以現代的方法來
詮釋。我小時候的家住在大園，家的附近是一條河流，有石頭可以踩過
去，我們家族每年都會在河烤肉。我的童年記憶中家鄉很美，但現在再
回去河不見了，而且河長期受到工業污染已經變色，我想在創作裡喚醒
記憶中的家鄉。」
洪瓊瑩將記憶中的客家家鄉呈現於作品中，周美純的布雕創作亦是
利用客家傳統文化符號為題，以客家人的花布，掌握碎布的色彩、質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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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線條，再透過雕剪、黏貼與組合，表達了許多她欲傳達的客家意象。
如同周美純自述：

客家人比較勤儉，我從小就常製作一些家裡的棉被。而且常會
把親朋好友送來的布料，拿來拼貼並利用剪裁製作很多東西。
我做的布雕也是以一些碎布，組合不同顏色，發展出布雕藝術
創作。我會用這些客家元素呈現，其實因為這些就是我的日常
生活經驗，當然也因為自己是客家人，所以對這些元素特別有
感情和共鳴。（周美純 2016）

洪瓊瑩將記憶中的客家村圖像描繪於作品中；周美純將客家碎布元
素拼貼於畫布中，試圖再現與建構生命中的族群記憶，她們藉由作品、
圖像、文字物質實體和儀式行動等媒介，並透過不同層面載體的記憶運
作機制，將過去記憶中靜態不變、流動變化的客家印象、特質與符號，
不斷建構（Connerton 1989），以傳達自己交織、雙重的客家女性身分。
居住在苗栗客家村的施于婕，她的創作利用纏花與金屬線編的結
合，欲傳達她喜歡的客家文化，也試圖以：「族群中成員擁有的共同
歷史記憶、定義自我的特別文化表徵、象徵符號」（張茂桂 2003：
218），以表達自己客家人身分認同。因此，她以客家纏花為題材的的
創作理念：

纏花是「客家四美」，我想利用隨手可得的紙片做成纏花，表
現客家美學。客家傳統中纏花就像臺灣的女人一樣嬌貴，纏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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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用在婚禮儀式是竹苗客家獨有的文化，這種技術通常不外
傳，只有家族傳承而已。（施于婕 2016）

如同施于婕所述，纏花作為竹苗客家傳統文化的一種，其具有獨特
意義。她說道：「女性欲嫁入竹苗客家村，結婚儀式中諸多纏花如纏花
服飾、頭巾、婚禮擺飾、花籃等製作，對於客家媳婦都是一種考驗，欲
想成為客家媳婦需自己製作完這些婚禮用品，方得當上客家媳婦。因
此，纏花的製作是客家婆婆智慧的展現，能通過考驗的媳婦才能挑得起
重擔，這是客家纏花製作的意義」（施于婕 2016）。也因為這樣的客
家傳統敘事，致使施于婕希望傳承客家傳統圖騰元素，並藉由纏花編織
花卉、蟲與鳥類，傳達客家人在生活美學上的運用，並延續此工藝。

圖 3《纏花技藝》
資料來源：由訪談人所提供。

陳倩儀生長在苗栗客家村，創作以（油畫、水彩）為主，在《夢幻
鄉土》系列創作中，乃透過對家鄉苗栗之事物及空間的觀察及記錄，藉
由對人文、景物移情之後的感受，將代表家鄉風貌的圖像語彙和內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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懷鄉情感融合，在畫面上作結構上的拆解、組合，重新詮釋心象中的懷
鄉風情。因此，她的作品中展現心中苗栗客家鄉土的情懷，如同《意鄉
情》創作她自述著：

我擷取苗栗的特色景觀如：獅頭山的紫陽門、石獅子、油桐花、
苗栗地標新東大橋、丹頂鶴作為畫面的組合物件。將物象之間
錯位、交疊、與部分消失的手法營造畫面空間感，將代表古蹟
的紫陽門、石獅子和現代科技建築新東大橋放置在一起，欲傳
達現在與過去的傳承與對比。苗栗多山喻為山城，畫面中則以
大面積的綠色調營造此氛圍傳達對苗栗自然生態的感受，所以
將油桐花也配合畫面色調改成綠色系。（陳倩儀 2016）

圖 4《憶鄉情》
資料來源：由訪談人所提供。

圖 5《彼岸遙想》
資料來源：由訪談人所提供。

除了《意鄉情》創作，陳倩儀在《彼岸遙想》作品中亦以苗栗家
鄉油桐花和特殊地景大霸尖山的風貌，重新解構重組的將兩景融合，傳
達對家鄉景物的思念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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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張瑞蓉創作中，較以藍衫、紙傘與油桐花等客家元素展現
自己是客家人的身分，但她認為由於自己從小就生活在楊梅小鎮，每天
接觸的以及生活中諸多的經驗，其實不會刻意去思考是不是客家元素或
是事務，如同訪談中她自述：「我從小都在客家村生活，連結婚也沒有
離開客家村，所以較不會區分客家元素或非客家元素的差異，但我的創
作中如《殘陽》、《歲痕》就是描繪客家村年長老年的作品；《拾荒》
則是以客家人勤儉持家為題材的創作，我希望透過創作，描繪客家村的
圖像與故事」（張瑞蓉 2016）。而這些作品，記憶客家的老人圖像，
有感於自己的年紀也逐漸增長，青春時光消縱即逝，時間一去不復返，
張瑞蓉因此藉由創作想表達此複雜又糾結的心情。

圖 6《殘陽》
資料來源：由訪談人所提供。

圖 7《歲痕》
資料來源：由訪談人所提供。

以上本研究所訪談竹苗客家女性藝術創作者，她們在創作中，試圖
展現客家勤儉持家、刻苦耐勞之精神；並且藉由纏花、織布與花布客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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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徵圖騰等媒材進行藝術創作。並且，對於自己成長記憶中的客家村，
透過不同空間與景象的重組、拼貼與解構，描繪出自己意象中的客家村
圖像，以追朔、記憶懷念中的客家鄉。客家女性藝術的創作展現了一種
強烈的族群認同感（ethnic idenity），而如此的認同感乃在於她們藉由
將客家美學形式、文化特質組織起來，成為一組用來識別族群的表徵
（謝世忠 2004：175），以敘說自己對客家族群的情感投射、認同意識。

（三）客家女人生命的敘事、自我觀照／心靈對話之創作蘊
意
客家女性藝術創作者，試圖藉由創作傳達自我生命歷程、生活經
驗，甚至透過創作進行自我療癒，情感投射之慰藉。她們以「女性中心」
概念展現創作，即一種將自身展現為「強韌、主動，並與她們的身體經
驗共存」（傅嘉琿 1998：272）的方式，而傳達自己的生命故事，再現
心靈圖像。此是「陰性書寫」的立場，試圖展現客家「女人力量」（the
power of women），進而開啟探尋自我、再現自我的女性氣質創作。
在本研究所訪談的陳倩儀，她的《家的記憶》系列作品，欲傳達自
己壓抑與隱藏已久的情緒，即對童年、家庭與家鄉的成長情感記憶，還
有對「家」的情感，試圖以創作喚起記憶深處的想像。如同她敘述著：

我重新審視個人壓抑、忽略或隱藏已久的內在感知，繼而在重
溫記憶的過程中，再度連結對童年、家庭、家鄉之間離開之後
再回歸的情感關係，將心靈感受轉化為視覺形象。從潛意識與
意識中喚起對過去時光的回想與記憶，所要呈現的是「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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敘事是個人記憶所堆疊的情感與認同，所牽引出對「家」的感
受。（陳倩儀 2016）

Hayes（2000）主張，女性的發聲（voice）可以是一種隱喻，再現
了女性主體認同的表述；此認同的方式可以表現在她所說的話、她所表
達的意見以及她在表達其思想與意見時的自信上，陳倩儀試圖以作品圖
像的再現，傳達自己內心深處的情緒。也因為如此情懷，陳倩儀的《深
藏時光》創作理念：「畫面中乃以行走於苗栗山林小路挑鹽古道的挑夫
為主角，隱喻，前人黝黑的身子踩著堅毅的步伐，卻看不清滄桑的臉龐。
光影在指縫間流逝，此小路不知承載了多少不同年代人所步行的足跡，
累積了多少不同的故事，欲傳達先人的辛勤努力，「篳路藍縷，以啟山
林」的心路歷程」。這些圖像深層了陳倩儀童年成長的時光記憶，並是
她感嘆美好記憶消逝的一種心靈投射。
同時，陳倩儀的創作中充滿著一股鄉愁的緬懷心境，尋根、自省、
傷感、追憶，藉由藝術創作的方式感受到情境與意境的感性營造，重新
塑造原先在記憶裡遺失與收藏的物象。於是，以女人心靈為中心的創作
主軸，是陳倩儀圖像所欲再現的自我認同，她期盼藉由作品為自己發
聲，描述一段自己內心深藏的聲音、童年成長記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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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深藏時光》
資料來源：由訪談人所提供。

洪瓊瑩視藝術創作為一種自我心靈對話、自省的過程。如同她在訪
談過程提及：「我的創作中自身的反省比較多，可能是對現實生活的體
會，也可能是自我心情的投射，這些都是很個人的價值觀。我的創作也
跟我閱讀書籍有關係，藉由閱讀經驗裡面可以得到創作靈感。」（洪瓊
瑩 2016）

我的創作《看不見得城市》，創作的理念是覺得大家很少去談
論死亡的話題，傳統習俗死掉就是在地底下，就覺得天堂地獄
反正就是有上下觀念，所以我在創作時，就把城市畫在上面，
然後下面畫兩個人，我在畫看不見的城市底下的人是主角，所
以人畫的很大，中間是沙漏，所有事情都會有時間，時間流逝
的時候其實就什麼都不是真的，一個人，就是一個離開的親
人，過很久之後他就什麼都不剩了，他就會變成什麼都沒有
了。（洪瓊瑩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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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9《看不見的城市》
資料來源：由訪談人所提供。

洪瓊瑩提到自己的以上作品，觸及死亡的議題，感受來自於她曾經
在人生經驗中，陪同家人至醫院定期看診，而診間外皆是等待治療的病
人，大家彼此互相打氣、分享治療偏方，致使她開始思考生命，亦充滿
悲傷的心情，擔憂親人的逝去以及生命的衝擊，甚或有感生命短暫、消
縱即逝，因此藉由視覺圖像傳達此般複雜的心境，期盼減緩心中的壓抑
與不捨，也尋求自我心靈的療癒。
洪瓊瑩的創作靈感多半是生活經驗、情感與心境感受，身為母親的
她，以自己與兒子對話與生活經驗，亦創作了系列作品：

我創作了系列作品《遺願》，靈感來自於我兒子很小的時候就
喜歡火車，所以我一個星期會帶他去搭兩次內灣線火車。有一
次搭火車的過程裡，遇到一位媽媽帶一個小孩，我覺得母親應
該是癌症末期，沒有頭髮，然後夏天穿外套，我聽到他在跟小
孩說話，一直介紹沿途的風景。那時候的感觸，就是人之將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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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還有一個願望，在這樣的心情下，我創作了一系列作品。（洪
瓊瑩 2016）

圖 10《遺願》
資料來源：由訪談人所提供。

生命中不同的生活故事、經驗與情感，都成為客家女性創作的題
材。張瑞蓉的創作過程即是她生命歷程不同階段的故事呈現。四十歲開
始創作的張瑞蓉，從小即對藝術創作懷抱夢想，但求學階段始終沒有實
現目標。結婚之後嫁入客家村，面對生活壓力、公婆對媳婦的期待、老
公對妻子的期待以及母職的責任，幾乎放棄了創作，對於難得的藝術創
作學習機會格外珍惜。如張瑞容於訪談中提及：

我的創作經歷寫實、寫境、寫意與寫心的不同階段。這些階段
分別以畫山水、植物、人物到抽象題材為主。在寫意和寫心的
時期，創作就是以具象形式，表達內心的意念，會將日常生活
中的靈感，融入創作成為生命的記述，也因為如此我常會在創

臺灣「客家」女性視覺藝術

198

作過程自我抒發、宣洩情緒，或是與自己心靈對話。（張瑞蓉
2016）

在張瑞蓉《心靈角落》創作集中，其實就是對自己的一種自我質疑、
對話，期盼透過創作表達自己的情感、感覺與體悟，也藉由作品與自己
心靈對話。其中《一束捧花》作品，創作自述寫著：「讓心分揚，讓夢
想開花。不再孤單徘徊，不再淚光閃閃。飛過絕望，飛過悲傷。留一個
願望，讓自己想想。」作品中，張瑞蓉不斷與自己對話，期許自己努力
從絕望中走出，給自己更多的夢想與希望。如此的創作心情，如同她自
己訪談中敘述著：

我曾經度過情緒低潮的憂鬱時期，因為老公工作忙碌時常晚
歸，相處時間不多，偶爾發生爭執，家中公公婆婆也常不能體
諒我的情緒，所以好一陣子心情低落，至醫院諮詢。後來開始
創作了，每天覺得時間過得好快，即使老公很晚回家，也覺得
不會太在意，因為每天的生活已經寄託在創作中，還覺得老公
怎麼這麼早回家。就這樣創作成了自我療癒的良藥。（張瑞蓉
2016）

如上述，洪瓊瑩與張瑞蓉的創作中利用抽象意象如人物、花朵，及
特殊物體形狀以隱喻自己的心情，此種「女性意象」（female imagery）
的創作風格概念，即創作者利用如：圓圈、球形、生物形態、帶條紋的、
或層層疊疊的（Lippard 1976： 81）圖像再現自己生活經驗、心情。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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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一束捧花》作品，張瑞蓉在《女人心事》創作中，欲傳達：「陳年
舊事成了回憶窗格，空洞的視線停在孤單幽暗的角落，恨過、怨過總不
甘心放過，青春的夢隨浪漂流，單純的堅持像小鳥般的自由遨遊」。作
品中展揭露了自己的女人心事，也傳達了自己追求夢想，並對青春逝去
的感傷。因此，在張瑞榮的創作中，深藏著女人故事絮語，透過創作不
斷檢視生活中的自我，觀照自我心靈深處的聲音。

圖 11《女人心事》
資料來源：由訪談人所提供。

以上竹苗與中部地區客家女性藝術的系列創作，傳達了女人心事、
內心深處，並抒發客家女人投入家庭生活，面對母職、媳婦等角色的壓
力，致使藝術創作成為她們自我療癒的方式。並且，她們表達了一種反
身自覺（reflexivity）的創作技巧，期盼透過圖像再現「讓自己說話」或
者「吐露她們自己的心事」，因此創作是她們不斷與自己對話、反思的
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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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回歸「家鄉」：客家文化的在地紮根、藝術傳承
如上述，本研究所訪談的竹苗與中部地區客家女性藝術創作者，她
們於創作中展現了客家精神、抒發心情、回朔過往，以及描繪記憶中的
客家圖像。除此，她們從小在客家村生活，結婚後也許離開家鄉，抑或
是生活未離開客家村，她們的心中始終想要回到嚮往的「家鄉」，在自
己成長的地方進行紮根與藝術創作。因此，陸續成立個人工作室／畫
室、教學工作室或是工作坊，期盼與更多人分享客家傳統文化。
客家女性藝術創作者回到客家村藉由集體創作行動，融入客家傳統
文化元素，期盼能透過文化再現的敘事（representation of culture），重
建文化認同，並延續客家文化。在本研究訪談的創作者中如施于緁的纏
花結合金屬線編創作，一直以來以客家元素融合現代時尚，欲以傳統與
現代進行美學對話，如此工藝吸引許多人，施于緁希望在客家村與更多
人分享客家文化，即在苗栗客家村開班授課，傳承這樣的工藝技術，如
此心情如同她在訪談中表達：

傳統客家纏花的技藝，在竹苗客家是不外傳的。我自己原本做
一些飾品配戴，後來開始喜歡上纏花的創作，製作纏花的手工
要非常精細，創作過程也比較繁複。越來越多人喜歡我的創
作，所以我就開始進行纏花文創商品的製作，申請專利權，
也出國參展，我希望讓更多人看到客家纏花的美。（施于婕
2016）

施于婕在以上的心情下，希望將纏花的製作發揮，於是在苗栗客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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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成立工作室／文創工作室，開班授課進行纏花教學，如她自述：「藉
由每周教學課程，學生不一定是客家籍身分，如此就會越來越多人認識
纏花工藝以及客家文化的意義，這是我想做的。」
在本研究訪談的另一位苗栗村客家籍的女性藝術創作者黃珮萱，亦
是以纏花創作為主，從小就跟隨母親學習纏花技藝，因為纏花編織色彩
鮮豔，具實用性。創作題材以日常生活用品中的裝飾、髮飾、項鍊與手
鍊等作品為主。訪談中她提到：「為了讓更多人認識客家文化、纏花藝
術，我開設了纏花製作的課程，每周不同主題的設計，從基礎教導學
員。」（黃珮萱 2016 ／ 10 ／ 14）
藉由客家村的集體創作過程，參與者的一種集體行動，對應了客家
族群的集體記憶（collective memory），並凝聚此人群的客家認同。因此，
客家女性藝術創作者回到客家村開設工作室，透過每週課程教學，可被
視為強化客家記憶的集體回憶活動。如施于緁與黃珮萱透過客家傳統纏
花技藝的教授，傳述客家歷史、文化，此為本研究訪談客家女性藝術創
作者作品再現的特別意義。
施于婕與黃珮萱以客家纏花為媒材進行創作，由於客家纏花傳統藝
術較少人熟悉，並且過去客家傳統習俗纏花藝術創作不外傳，於是她們
回鄉教授纏花創作，具有重要使命。因此，憂慮客家纏花創作無法繼續
傳承，她們開設班級傳授纏花創作內涵，並藉由集體創作凝聚客家族群
意識，重塑客家認同。落實紮根實踐，以自己的客家村當作創作場域，
讓藝術創作成為「回鄉」的一種行動策略。
除此，另一位客家女性藝術創作者周美純，長期居住苗栗客家村，
由於自己是文華國小退休校長身分，在退休生涯規劃中，即在社區學校
開設紙雕與布雕創作課程，教授這些藝術創作內涵。同時，她積極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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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客家創作展覽，期盼將客家傳統技藝作一傳承。這樣的心情如同她
在訪談中提到：

我現在已經退休，小孩也都成家了。希望能多將客家布雕藝術
傳承，讓更多人都認識。所以固定要開設一些布雕課程教社區
的民眾。藉由每周固定上課，大家一起投入創作，除了能讓大
家學會怎麼進行布雕創作，其實真正在創作過程，大家凝聚對
客家文化的認識，有些人還覺得以前不認識客家藝術創作，上
課之後覺得客家藝術原來這麼美，讓人心動。（周美純 2016）

藉由以上討論，研究發現竹苗與中部地區客家女性藝術創作者，她
們在以客家元素媒材進行創作過程中，由於對於客家傳統技藝的傳承具
有使命感，期盼讓更多人認識客家文化。因此，秉持一種回鄉的精神，
在地開班授課進行纏花或是布雕之教學，藉由創作凝聚客家意識以及認
同，更積極將傳統文化傳承，延續竹苗與中部客家獨特的客家藝術創
作。

四、代結論
臺灣客家女性在以父系漢文化為主流的社會中，於種族與性別上處
於雙重邊緣的特殊身分。而當代女性客家創作其勤儉素樸特質與特異動
人之處，往往在族群的邊緣處境中，被消音與隱形化，並被標籤化與建
構刻板印象。因此，本研究期盼以臺灣客家女性藝術創作者為研究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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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探討她們創作中所蘊意的女人、生命故事與族群認同意涵。
於是，本研究以竹苗與中部地區客家區域的女性藝術創作者為研究
對象，探討她們開啟藝術創作的生命歷程、生活經驗，同時分析她們創
作中蘊意那些女人、客家象徵。並且詮釋她們的客家身分如何在創作中
展現。客家女性創作呈現了多重視域，包括對族群、女人、自我等三重
社會控制的反思及對話，同時與男性創作者不同的是，她們的作品側重
個人成長經驗、女性生命經驗、日常生活體驗之議題；創作中以一種「陰
性書寫」、「創傷敘事」方式，描繪自我情感，藉由創作撫慰心靈、自
我療癒。
透過以上研究，亦發現竹苗區域的客家女性藝術創作者，她們從事
藝術創作的生命歷程具有巧妙地經驗，多數受到家族親人薰陶而接觸藝
術創作；在創作題材上不論油畫、膠彩畫或是布雕及纏花，多半以靜物、
自畫像、風景等為主。並且，竹苗客家女性藝術創作中，她們會藉由客
家圖像、意象結合視覺，抒發自我情緒、心靈情感以及自我對話與觀照。
同時，也透過客家意象回朔消逝的時光、客家記憶與文化景象。
研究至此，研究者以為竹苗與中部地區客家女性藝術創作展現的是
一種鄉土、寫實、恬淡、踏實與純樸的客家風情，一種「客家鄉土寫實」
風格的創作。並且，她們將竹苗獨特的客家文化融合於藝術創作中，展
現客家傳統文化。同時，客家女性藝術的創作者擁有深刻的客家文化傳
承任務，她們擅於紮根實踐、社區集體的創作方式，形塑了竹苗客家女
性藝術創作的風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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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客家村落的轉變與延續：
以荃灣老圍為例
江玉翠 *
香港浸會大學博士生

荃灣最初乃客家人聚居之地，1898 年荃灣人口約三千，大部份是客
家人，以漁農業為生。如今荃灣已成一個市鎮，變遷巨大，不再是客家
人聚居以漁農業為生的地方。荃灣有不少的客家村落，如海壩村、三棟
屋等，但很多客家村落已拆掉或人去樓空，雖然今日老圍仍有原居民居
住，也有很多方面發生轉變。從其轉變的過程及原因，窺探客家村落、
客家人在荃灣以至香港的變遷，這正就是其研究之價值。老圍村在 1649
年開村，距今超過 350 年，是荃灣區最早期有人居住的圍村之一，唯老
圍則仍然存在，仍然具有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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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nsformation of a Hakka Village in Hong
Kong: A Case Study of the Lo Wai Vill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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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suen Wan, Hong Kong has a large Hakka population. The Hakka
population in Tsuen Wan was engaged in agricultural and fishing activities in
the Qing Dynasty. In the 1970s, Tsuen Wan developed into a town through
the New Town Development Scheme. Since then, Tsuen Wan has dedicated
residential, commercial, and industrial areas. Along with urban development
in Hong Kong, Lo Wai, an old Hakka village in Tsuen Wan, experienced some
unavoidable changes in areas such as social networks, economic activities,
and living styles. This study examined the reasons and characteristics of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Hakka village in Hong Kong, using Lo Wai as a case
stu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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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將從老圍的經濟作業活動轉變，及其宗族與現今老圍的社區維
繫的角度出發，主要探討以下兩個問題。一、荃灣為何從客家村落的聚
集地轉變成新市鎮？這些轉變與香港的發展、政府的政策有否關係？
二、既然有這些大轉變，在何等程度上傳統的宗族社會能在這些轉變中
維繫？
本文以荃灣老圍為對象，說明荃灣從一個佈滿客家村落的地方到新
市鎮的社會轉變與延續。在資料運用方面，主要是通過實地考察、張伯
恩先生的口述訪問與老圍張氏族譜等，關於老圍的二手文字著作，着實
不多。1

一、背景：荃灣──客家人之聚居地
在十九世紀的末期復界後，荃灣的居民漸漸增多，開始出現村落。這
些村落總共有大約 26 個姓氏，每個姓的居民數量大約幾十至幾百人（許
舒 1999：13）。
至於荃灣的組織，有說初時荃灣有四約，包括海壩、石圍、青衣、葵
涌四個約，至 1899 年的時候只剩得一個約。2 荃灣居民多為小業主及農
民，以客家人為主。比起新界北部地區如元朗等大族，荃灣的居民勢力
較少，英國接管對荃灣居民利益損失不大，故荃灣在 1900 年的土地調
查進行得非常順利（許舒 1999：31-33）。

1
2

張伯恩先生是老圍居民張氏的後人。張伯恩先生一共有三個身份，包括張氏家祠司理，
同和社委員，村公所「核數」。
根據阮志（2012： 21） 的《中港邊界的百年變遷：從沙頭角蓮蔴坑村說起》一書，駱
克 (Sir James Haldane Stewart Lockhart, 1958-1937) 發現鄉約乃香港新界的地方組織，
同一鄉約分享同一灌溉系統。其後港英政府把鄉約併入政府的行政區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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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荃灣的墟市位置，在荃灣有一個沿海市集，那兒的人口最稠密。
該市集地勢近海，故此市集稱為海壩。海壩於 18 世紀建村，它是一個
港口，是個避風塘也是村落。當時荃灣的人口分佈是，約有三分一人居
住於沿海市集、避風塘附近，或附近的山坡，其餘則聚居於內陸山谷即
今城門河谷一帶（許舒 1999：13）。漸漸地海壩發展成為荃灣經濟和
社會活動中心，成為重要的墟。海壩還有一條道通往大埔，故很多外來
商人到海壩做生意，這條通道也常被利用為走私之用，可見該市集很重
要（許舒 1999：14-15，28）。到了 1917 年，通往大埔的公路全線通車，
使得荃灣的交通及買賣來往更方便（許舒 1999：39）。而本文的例子
老圍村則處於荃灣海壩的上方的山坡上（許舒 1999：13），參見下面
圖 1。

圖 1 今日的老圍位置
資料來源：截自 Google m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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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今日的老圍村
資料來源：照片於 2010 年 6 月由作者拍攝。

二、老圍建村之由來簡述

老圍村原名為「淺灣園」，在 1649 年開村，英國租借新界的時候
改名。由於淺灣園是荃灣最古老、最早有人居住的圍村之一，所以政府
把土地定名時淺灣園被改名為「老圍村」，慢慢那裏又被稱做「老圍」
（青少年暑期活動委員會 2007：3）。老圍村的居民多是客家人，原籍
寶安縣，以張、許、黃、鄧、曾五個姓氏為主，互有姻親關係（范建明
2005：19-20）。起初居民不多，人數有幾十戶，同姓分佈於同一條巷
或同一排屋裏。但現在居民人數已經約有 2000 人，以外來人居多（范
建明 2005：19-20）。
老圍張氏為五姓中現今子孫較多，同時也是五姓中留有祠堂的宗

香港客家村落的轉變與延續

214

族。故下文將集中以老圍張氏為例說明，以下是老圍張氏源流之簡述。
據荃灣老圍張氏族譜提及，老圍村張氏約在清康、雍年間由開基祖
「子貴公」自廣東惠陽井隆鎮「三棟村」移徒到荃灣頭開村落居，至今
張氏子孫已繁衍了十代。3 至於老圍的選址，為什麼要選址山坡上而不
在近海的地方呢？據《荃灣老圍張氏族譜》載：

當時以尚在清朝初葉，海禁未開，以為地處南疆邊陲，一片原
荒，交通不便，管理有鞭長莫及，疏置度外，因此常為海盜淵
藪，出沒劫掠，灣海水淺，故名為淺灣，( 後改荃灣 ) 多山陵
地帶，平原地少，張族，先祖既至鑿山墾土，造田闢路，樵採
耕種，以圖生活，後隨海盜滋擾再上遷至半山逼居住 ( 即今之
老圍，昔日名為荃灣園 )。

可見清朝時期，張氏認為海盜有一定的危險，從海邊搬到大帽山山
腳（劉義章 2005：56）。從老圍村於初建立時曾建圍牆防海盜可知，
其選址定居荃灣山坡上的考慮，儘管山坡上的地理環境對耕種有一定的
障礙。

三、老圍的經濟作業活動及土地利用之轉變
（一）早期老圍的經濟作業活動：農業
早期的老圍村居民以農業為生，很少從事工商業活動，也很少到墟
3

《荃灣老圍張氏族譜》原文謂：「溯我老圍村張族，約在前清康、雍年間 ( 公元 1608
年 ) 係由開基祖『子貴公』自廣東惠陽井隆鎮『三棟村』移徒開村落居於此。至今已
歷二百九十餘年，目前後裔繁衍，經屆十代矣。」( 不著撰人 19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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鎮工作。據老圍村民喜歡說的一句說話：「依山食山，近水食水」來形
容老圍人的謀生模式，老圍立村後五姓居民皆以農業為生（青少年暑期
活動委員會 2007：3）。由於老圍距離海比較遠，那時荃灣眾安街臨海，
但老圍的地點與海仍有一段距離（江玉翠 2010）。故老圍的經濟作業
活動以種米種菜為主，卻非與其他荃灣村落一樣以漁業為主（江玉翠
2010）。但由於老圍村地勢不平坦，所以耕地不多，村民唯有以梯田耕
種，引溪水來灌溉耕地。但始終礙於地勢問題，老圍的農業也始終不太
發達的。當時，老圍村民大多以種植、養豬、砍柴、割草等活動為生，
生活並不甚富有，老圍的經濟與荃灣當時同區較繁榮的地方海壩仍有一
段很大的距離（青少年暑期活動委員會 2007：3）。

（二）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後之轉變：工業與外來人口之出
現
關於老圍村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前的範圍，據老圍村民所述，是由老
圍村公所的老圍路一直到老圍路盡頭的象山。北面則一直去到和宜合
村，今日城門隧道對面的和宜合道沿着老圍路。包括顯達路、顯達俱樂
部、西方寺、圓玄學院、上角山、銅古石等細小村落都屬於老圍村的範
圍。南面則包括二坡圳，即現在的石圍角公屋。西面則包括三里塔，以
河中為界，河的東面屬於老圍，河的西面屬於新村（青少年暑期活動委
員會 2007：16）。如圖所示可知今日老圍村的範圍比以往縮小。例如
當中二陂圳變成了私人屋苑勉逸居，可見土地中已經經過買賣，改變土
地的用途。當中也有土地用途改為寺廟的，很多寺廟也認為老圍環境清
幽，宜建寺廟，舉例如 1973 年建成的西方寺、1950 年建成的圓玄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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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 1980 年建成的玉霞閣等。
老圍村為何有以上的轉變呢？此轉變是從何時開展的呢？這要從荃
灣整個發展過程的歷史去了解。據政府檔案顯示，自第二次世界大戰
後，老圍村的土地利用情況開始有轉變，老圍曾經多次改變其土地用
途，變賣農地。根據政府檔案，1947、1948、1965、1970 年，皆有記
載老圍變賣其耕地的記錄（Government Secretariat Environmental Branch
1947a , 1947b, 1947c, 1948a, 1948b, 1970 ） 。
以上這些土地利用轉變，究其原因，乃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後荃灣開
始出現了一些轉變。第一次及第二次世界大戰之間，政府開始進行了香
港的供水工程。1930 年代政府建城門水塘，大量移民遷入荃灣，這些
外來人口大多是受僱於工程地盤（許舒 1999：40）。在政府的政策下，
荃灣出現了更多的外來人口。由於人口增加，1936 年市政建設方案推出
在荃灣擬建 29 個住宅單位、港口和碼頭等設施，此舉令荃灣的地價上
升。到了 1938 年，政府更正式推展拓展荃灣的計劃，包括關於香港的
供水工程（許舒 1999：42）。工廠也開始在荃灣出現，有私人公司在荃
灣西端的海灘購地興建工廠，例如 1930 年代的德士古石油公司、1938
年華南鐵工廠等，工人亦在荃灣湧現。漸漸，荃灣一些地方已轉變為工
業用地及住宅。1956 年，又修建大欖涌水塘（Hayes 2006：89）。此為
荃灣從客家村落之地，轉變為現代的市鎮之始（許舒 1999：41-42）。

（三）二十世紀六、七十年代之轉變：遷拆古村
據老圍村村民所述，在二十世紀六、七十年代，老圍村民漸漸無法
靠種田收入為生，於是放棄種田，村屋及農田等都改為建屋放租並收租
的用途（江玉翠 2010）。後來老圍村村民很多都出外打工賺錢，出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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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工比種田的收入更豐富。出外的居民留下的村屋又出租，於是老圍也
才開始比以前種田的時候富有（江玉翠 2010）。然而，其外出打工也
與荃灣的歷史發展過程有關。
1950 年代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和 1960 至 70 年代韓戰爆發，難民從
中國大陸湧入香港。其時，一些上海工業如紡織商人便看中了荃灣的位
置及發展潛力，在荃灣設工廠，並聘請難民為工人。另外，與此同時，
山寨廠也在荃灣紛紛湧現，集中於柴灣角和青山道九咪半一帶，尤其在
山邊的木屋區 4。荃灣老圍的村民也談到有村民在此時放棄了耕種，到
山寨廠當工人賺取更多的金錢（許舒 1999：76）。此時政府也把村落
遷拆，把農田變為工業用地，從政府檔案中顯示，1970 年將農地改為
工業用地（Government Secretariat Environmental Branch 1970 ）。
隨著工業發展帶來外來人口的增加，政府為解決工業用地及建造
公共屋邨安置人口，把荃灣列作發展的重點區（許舒 1999：76）。
1955 至 1956 年， 荃 灣 實 行 了 填 海 計 劃（ 許 舒 1999：82）。 與 此 同
時， 為 了 解 決 香 港 人 口 增 加 的 問 題， 政 府 推 行 新 市 鎮 計 劃。 荃 灣
是 9 個新市鎮中最早開始建立的一區，於 1959 年開展新市鎮計劃。
荃灣新市鎮計劃包括了荃灣及葵青區的開發，1963 年制訂了「荃灣
發 展 大 綱 圖 」。1960 至 1961 年， 政 府 遷 拆 荃 灣 中 部 鄉 村， 也 實 施
大 型 屋 邨 計 劃（ 許 舒 1999：102-103）。1973 年， 政 府 通 過 荃 灣 發
展 計 劃， 又 進 行 填 海 工 程， 正 式 開 發 荃 灣。1975 至 1976 年， 為 興
建象山村，徵用城門路和老圍村外一片農地，包括一個寮屋區以及
一些豬舍、雞棚等（許舒 1999：113）。同年，遷拆古坑村，古坑村
位於城門谷，即青山道後面的耕地，此耕地是屬於老圍曾氏的一個分
4

直至 1980 年代後期至 1990 年代初期，香港工業北移，這些山寨廠才拆卸，改為住宅
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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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以上的遷拆行動所引發的賠償問題均受到強烈的抗議（許舒 1999：
113）。
除了把農地改變為工業用地及公共屋邨外，政府因修建水塘需在
荃灣建公共屋邨安置從元朗及大嶼山的居民，包括 1956 年從元朗大欖
遷來安置的大屋圍村及 1960 年安置大嶼山石壁村民的石壁新村（許舒
1999：87）。
直到 1970 年代，荃灣已經不是以往客家村落集中地了，而成為了
工業、公共屋邨的集中地。由於 1970 年代荃灣發展迅速，到了 1978 年，
政府更決定把地鐵伸延至荃灣，1982 年正式通車，使全香港更方便地
通往荃灣（許舒 1999：115）。直至此時，荃灣很多古老村莊皆因市區
擴展帶來耕地被徵用，而搬遷並瓦解（許舒 1999：149）。而老圍村是
僅有仍然留下的古老客家村落，然而其範圍縮小了不少，以及很多原有
的生活方式、維繫方式、經濟活動等也隨時代轉變而改變了。

四、老圍的宗族及社區維繫之轉變：
主要以老圍張氏為例
從上述所見，既然老圍的經濟作業及土地利用的變化如此大，這對
原有的村落造成什麼影響？是否改變社會內部的維繫嗎，他們又用什麼
方法去適應？以下又荃灣老圍村的例子來說明。

（一）老圍村的維繫：同和社
1. 老圍同和社的源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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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和社是老圍村自發組織的團體，在展拓香港界址專條之前已經存
在，是維繫着五姓人團結的場所，也是排難解紛的場所。村民有糾紛便
由同和社的父老村長來調解。同和社源自於老圍村的兩社：張氏和曾氏
成立東和社；姓黃、許、鄧成立同仁社，後二者合併為同和社（江玉翠
2010）。出現兩社的原因，是五姓為了爭奪耕田的水源、柴草的分配有
紛爭，初時口角，繼而動武（青少年暑期活動委員會 2007：3）。姓曾
和姓張成立東和社，後來興辦義學，聘請教師教育村中子弟。之後，黃、
許、鄧三姓也成立同仁社。直至日本侵華期間，由於日軍的憲兵部要派
糧派米，方便統籌，就將兩個社的公家糧和私家糧放在一起，用一個倉
庫去分配，兩個社合併後，簡稱同和社（青少年暑期活動委員會 2007：
3）。
2. 老圍同和社與現今村民之維繫
現今同和社主要是維繫五姓村民關係的組織。同和社一直以來都擁
有五姓共同的物業，由於曾申請辦學校，故原本擁有老圍公立學校，但
現在學校已關閉並租給人住（江玉翠 2010）。現在同和社社址也改建成
居住房屋出租，一些祖宗留下來，由五姓共同擁有的村屋的出租，使同
和社在收租方面有固定的收入（江玉翠 2010）。另外，老圍至今還有「輪
仔」的習俗，五姓每戶每年輪流養豬給自己的姓過年，養到農曆年廿幾
時候把豬劏了，與同姓的幾家人分享。在養豬這項作業上，五姓村民所
得到的一些資產，也歸入同和社。以上所得歸入同和社的「太公蒸嘗」，
再分給五姓作為福利之用（青少年暑期活動委員會 2007：3）。因此，
同和社有固定的收入累積蒸嘗，五姓村民皆為社員，可享有福利（青少
年暑期活動委員會 2007：5）。從「社」的組織，可分辨出那些是老圍
村的五姓「自己人」，那些是外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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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同和社對於五姓村民的福利，每年設盆菜聚餐，開三十幾圍，
目的是聯絡所有五姓村民（青少年暑期活動委員會 2007：5）。聚餐不
用付錢，而紅白二事，同和社也付錢，如包帛金（江玉翠 2010）。同
和社有委員、主席、康樂等職務，由五姓人出任，方便舉辦活動（江玉
翠 2010）。
另外，政府也在老圍成立村公所，其目的是聯繫及管理老圍村的原
居民及外來村民，並選出村長。老圍村公所主要由五姓人一起管理，但
也加入非原居民代表。由於同和社的社址已分割成六戶出租，老圍村的
五姓人若有喜慶事，便會在老圍村公所開會。而老圍村公所旁邊的香港
聖公會麥理浩夫人中心是政府資助的機構，服務範圍則擴及老圍村、新
村和馬屎排等。這些政府資助機構只是向老圍村公所租地方，這些機構
與村公所的架構無關（江玉翠 2010）。
3. 老圍張氏家祠
張氏在老圍已有 300 多年歷史，傳了 10 代。初期張氏走難到香港，
有錢後才開始建祠堂，現在所見的張氏家祠建於大約 100 年前。張氏家
祠屬張文芳祖（江玉翠 2010）。張文芳祖是開基祖「子貴公」的其中
一個兒子，他的另一個兒子是文偉祖，然文偉祖早逝無子，所以現今老
圍張氏乃文芳祖之後代。文芳祖有六個兒子，分別為煌珍、國珍、儒珍、
華珍、和珍、賢珍共六房，但四房華珍和五房和珍的後代無出，故現今
老圍張氏共四房（不著撰人 1978）。
張氏宗祠原本是三進式的建築，有東廂西廂，大約在 60 年前重修
改小，騰出一些地方出租，1990 年再重修時只剩下兩進。當時張氏曾
經在此設立書塾，名為「翠屏書室」，請來八鄉的秀才鄧元杰於私塾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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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現在年齡在 60 歲以上的張氏子姪在這裏讀書。現今每逢喜事時張
氏宗祠才會開中門，喜事包括農曆的初一、十五、過年或有子孫姞婚。
平時張氏家祠的大門則關上。可惜的是祠堂中並沒有碑記，張氏族人也
說未見有碑記存在。
4. 老圍張氏的春秋二祭
春秋二祭，是老圍張氏祭祖與分錢的日子。老圍張氏稱分得的錢為
「臘腸錢」，因為以往是分實物臘腸，現在折現，出席祭祖的子孫每人
獲得港幣 100 元的紅包。現在，很多張氏子姪搬出去住，拜山時回來，
人數達到百多人，紅包能吸引到不少張氏子孫回老圍拜山。拜山時，張
氏子孫先在宗祠集合，四房個別拜山，其太公分別在川龍、龍母廟後面，
兩個在蓮花山後面。以前在宗祠前的地上煮來食，女的洗碗，男的煮食。
八十年代後，子姪多出外打工，經濟有所改善，拜山後改到酒樓吃飯（江
玉翠 2010）。
5. 老圍張氏的家族嘗產
張氏的家族嘗產主要來自老圍出租物業，其祖在老圍建下不少屋，
也在不再耕種的田地上建屋出租。那些屋分租給外姓人士，張氏每房皆
派代表管理物業。張氏在老圍保有許多太公物業，主要是張氏宗祠及宗
祠上面的屋。和現今比較，張氏過去的物業規模更大，因為日本侵華時
期，糧食短缺以物業換取鍋巴，變買很多物業。老圍後來只有張氏保
有家祠，其他祠堂已拆掉，如曾姓信教後所以祠堂沒有了，其他三姓則
拆祠堂建村屋來收租。老圍張氏以外的其他姓很多也把自己的物業賣掉
了，剩餘不多（江玉翠 2010）。據張伯恩先生說，老圍很多的屋子都
改建為新型村屋，僅留下少數老村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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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荃灣：從客家村落的聚集地到新市鎮

（一）荃灣以往的生活模式
1. 關於中國傳統宗族社會
總括來說，從老圍村與張氏這典型的客家宗族說明，宗族乃中國傳
統社會的基礎（Skinner 1979：240）。宗族、嘗產、祠堂與宗族祭祖活動，
促成了宗族的內部維繫，而外部則加上宗族與宗族之間關係，則構成中
國傳統的宗族社會。家祠維繫家族團結，祭祖、辦學、解決族中的紛爭
等族中之事，皆在家祠中進行，每年春秋祭祖活動，也是維繫家族團結
的重要活動。老圍這雜姓村，除了維繫同姓家族成員外，也要維持團結
和解決紛爭，同和社就提供場所。
2 關於荃灣的區域體系
至於老圍的所在地荃灣，以往人口不多，荃灣的村與村之間亦很多
通婚的情況，所以差不多整個荃灣也有親戚關係（江玉翠 2010）。老
圍村生活模式以務農維生，以其土地為本，農田都在村民的屋子旁邊，
荃灣的墟市在海邊的海壩。
根據施堅雅（G. William Skinner, 1925-2008）教授指出的「區域體
系結構」理論（Regional Systems Analysis），他把「中心地」（Central
places）的理論套用在中國社會上。每個區域擁有其「中心地」，這些「中
心地」的特徵是經濟資源、人均收入、需求量、耕地、可耕地面積等都
高於周邊的村落，若以自然地理特徵看，視乎其運輸、地形等，例如水
上運輸的方便程度。旁依附的村落歸入哪個區域，這取決於該村落與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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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區域的貿易來往更密切（施堅雅 1991：151-152）。而這些「中心地」
可分為不同的級別，作為商品交易的市場（施堅雅 1998：5-7），這些
市場是有周期性的集期（施堅雅 1998：11）。其級別包括：「基層集
鎮」、「中間集鎮」、及「中心集鎮」、「地方城市」、「地區城市」
（施堅雅 1998：10）。以荃灣來看，也看到類似的情況。荃灣也有其
作為貿易、運輸的「中心地」海壩，明顯的海壩擁有水上運輸的便利（施
堅雅 1991：151-152）。而周邊的客家村落，如老圍、三棟屋、楊屋、
石圍角、和宜合等，地理上都是圍繞海壩的。根據 1969 年的荃灣地圖
（圖 3），顯示荃灣開始從農村社會過渡到市鎮。當時已經填了部份海，
德士古油倉已建成，但海壩仍未搬遷，荃灣還未有很大的都市化。（不
著撰人 1969：末頁拉頁）根據 1978 年的荃灣地圖（圖 4），海壩的位
置依然未搬遷，但交通設施比十年前完備，可見荃灣正在都市化（工務
司署、地政測量處 1978：106-110）。根據 1984 年的荃灣地圖（圖 5），
地鐵剛好落成，新型的屋村已經把古村包圍，海壩新村已建成，以往海
壩墟市不再（通用圖書有限公司 1984），荃灣已都市化。

香港客家村落的轉變與延續

圖 3 1969 年荃灣地圖
資料來源：不著撰人，《香港地理圖集》，末頁拉頁。

圖 4 1978 年的荃灣地圖
資料來源：工務司署、地政測量處（1978：106-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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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1984 年地荃灣地圖
資料來源：通用圖書有限公司（1984）。

3. 荃灣現今之轉變與延續
(1) 宗族社會的瓦解
維繫着宗族社會的有祠堂、宗族活動、蒸嘗等，從這些東西的演變，
可看到宗族在現今社會裏何去何從。
祠堂是同族的公共空間，是聯繫宗族的團結和解決宗族內的糾紛的
場地。族中的喜慶活動及春秋二祭，起聯繫子孫、慎終追遠的作用。張
氏家祠司理，看管張氏蒸嘗，同和社設委員舉辦活動。現今從老圍張氏
家祠的祭祖仍每年在進行，同和社仍有定期活動，在現代社會實屬難
得，但以上這些宗族和宗族活動也有隨時間而消失的可能。受訪者張怕
恩先生的兒子二十多歲，但沒有關心同和社的事，參與同和社的都 50
歲以上年紀的宗族成員。可見未來一代也許不能再維持這些組織了。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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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宗族活動拜山，張伯恩先生表示他的兒子那一代也有出席，但他
也承認若沒有 100 元紅包吸引，新一輩也不會出席祭祖活動（江玉翠
2010）。所以，張伯恩先生也直接地承認，有錢可以做很多東西，要團
結宗族的話，有物業有蒸嘗會好一點（江玉翠 2010）。然而，農村宗
族的實力在於擁有土地的財富基礎上。這是宗族共有的利益，宗族成員
都想保有其土地上的利益，為了分享那宗族共有的利益，他本人必須在
場，如祭祖的活動迫使年青一輩他出席宗族活動（貝克 2000：598）。
以這方法來維繫宗族，但即使宗族在現代社會雖沒有農地而換轉是物
業，也仍能維持宗族的聯繫。但在純粹金錢上的維繫又可以維持多久
呢？這是值得懷疑的。
(2) 荃灣的區域體系轉變
隨着荃灣的農業、宗族社會因土地利用改變而續漸消亡，人離開土
地去打工，不再依靠土地而生活，不再是農耕的生活，漸漸的轉變成都
市人的生活模式。此種社會和生活模式轉變，除了前述的宗族瓦解外，
也令荃灣原來的區域體系有翻天覆地的轉變。
以上的轉變，政府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在政府的影響下，由於工
廠出現，新型房屋的興建，1970 年代，海壩村也遭遷拆，荃灣不再是
以墟市、村落、宗族構成，而成為了工商、商業、屋村的新型市鎮，這
增加了荃灣的外來人口。荃灣從最初人口只得 3,000 人，1950 年代升至
80,000 人，而現今荃灣的人口更達到 77.4 萬人（Hayes 2006：98）。其
後開始建設荃灣新市鎮，1960 代至 1980 年代更增長快速如下表述：

227

Global Hakka

全球客家研究

Studies

表 1 荃灣人口數目 1961 年至 1986 年
年份

人口

1961

61,000

1966

212,000

1971

492,000

1976

670,000

1981

800,000

1986

900,000

資料來源：劉潤和（1999：149）

外來人口增多和人口增加，帶來更多元的商業活動需求，於是市
場區域擴大（施堅雅 1998：93-94），並擴大了市場的規模（Rawski
1972：9）。因此，不再如以往有一個「中心點」作為主要商貿活動的
區域，而是隨人口增加，更多地方也有商貿活動，新的基層集鎮在所有
可能的地點建立，原有的集鎮又成為了較高層次的集鎮，以前的基層市
場又成為了中間市場區域，漸漸的原有的「中心點」角色日漸模糊了（施
堅雅 1998：82）。
在人口增加的影響下，更多地方出現商貿的活動，更多城市人口、
打工的人口出現，運輸設施隨着需求而增加。高效益的運輸設施，這打
破了地域的界限，如不需再以古老的方法或古道運輸，如海壩往大埔的
古道，某些地方也失去了昔日的地理優勢了，原有傳統的社會區域模式
也更形模糊了（施堅雅 1998：93-94）。
在村落的管理方面，政府弱勢時，村落會自行出現自我管理的機制
（Faure et al. 1984：41-54）。在荃灣老圍的例子裏，同和社是五姓自我
協調的組織，祠堂協調個別姓氏紛爭或嘗產。政府強勢時，雖有許多體
制產生改變，但仍可見原有的社會影響力。例如，英國政府在 1899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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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借新界之後，殖民地政府不同於以往清政府視香港為邊陲的態度，在
新界各處漸漸加強了控制。例如，加強警力、加入理民府和後來的民政
署的體制等等，介入了新界的事務（劉潤和 1999）。至於荃灣的事務，
就如荃灣的天后廟，有二百多年歷史，乃全安局的所在地，設有更練團
和公秤，調解荃灣各村村民的事務，保障他們的安全，後來 1947 年演
變為荃灣鄉事委員會了。而如今的老圍，除了同和社外，也有政府要求
的老圍村公所，以及政府資助的慈善機構香港聖公會麥理浩夫人中心，
也介入到社區中，這使外來的制度或機構加入到原有的生活模式裏面。
雖則如此，原有的社會力似乎還發揮著一定程度的作用，在這些制度下
老圍五姓堅持其原住民身份，以異於外來人的份，掌握着老圍村內事務
的話事權。例如，從下表老圍村公所的名單中可見，老圍村公所的委員
與同和社的值理名單大同小異，老圍村公所的委員大多是老圍五姓的
人。舉例如老圍張氏的委員，翻查老圍張氏族譜比對下（見附錄），可
發現他們每房人也派出代表在委員當中。這有如新界今日其他地方，原
居民的特殊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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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荃灣老圍村公所 2007-2011 年度村務委員會一覽表
主席

張醒文
許觀順

副主席

黃德明
張健聰

總務

黃滿

文書

曾大喜

財務

黃天賜
張伯恩

核數

許國良
黎培基

康樂

曾來娣
張健聰
黃德明

水務

張醒文
許觀順
許永亮

衛生

鄧志雄
張辛民

治安

張錦和

法律顧問

李犘西律師
梁永義
沃馮嬿琼

名譽顧問

林發耿
陳啟發
許振超

顧問

張詠儀

資料來源：老圍村公所內。

表 3 荃灣老圍村同和社 2009 至 2011 年度值理名單
張錦和

鄧志雄

曾憲光

許觀順

張伯恩

黃任生

黃天賜

黃德明

曾二慶

張健聰

許永亮

曾大喜

張辛民

張醒文

資料來源：老圍村公所內。

最後，填海更是使原有的區域體系轉變的一個重要因素。填海令
人口搬遷，村落搬遷，又或地理改變如本來近海的也不再近海。新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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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填海計劃中，荃灣的規模較大，填海令整個醉酒灣消失，荃灣向屯
門方向的海岸線變得平直，在地理及村落位置上的變化極大（劉潤和
1999）。

六、結語
以上通過老圍的案例，首先，看到荃灣本為客家村落的聚集地，發
展成為今日的市鎮。
深入一層，以施堅雅教授的區域體系理論的角度來看，看到了荃灣
的村落的清拆、荃灣區域體系的變遷，以往的村落與墟市的模式，在大
環境轉變和政府的介入下而逐漸消失。
再深入一層去看，一些村落如三棟屋已人去樓空，變成沒有生命力
的博物館，德華公園也只是一個遺址。雖然老圍村仍然存在，不過這些
村落也因大環境的轉變而改變了，最明顯的改變就是其經濟活動、土地
利用及宗族活動。
最後是一個關於社會力韌性的觀察。這些村落雖受到大環境的影響
而轉變，其宗族和村落內各姓氏仍會用不同的方法去繼續維繫其宗族及
村落的團結，雖然他們也承認，現今主要維繫宗族的最大原因是在於嘗
產，而年青一輩對宗族活動也沒有興趣了，但老圍五姓原居民的身份仍
然有一定程度的話事權。
傳統中國的宗族社會發展至此是否走到盡頭了？以荃灣為顯例，香
港高速發展，人口急劇增加，村落、墟市、宗族等也翻天覆地的轉變並
苟延殘喘之際，這個急速變化的過程中，值得我們是再反思傳統中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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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體系及宗族社會模式在當代社會中的價值和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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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集結筆者近年在高屏地區各墓園田野調查資料的整理，以及對
於生命禮俗更深一層的體驗。六堆客家公墓中的「古老大人 ** 」，部分
已轉化為護衛祖墳風水的「號墳 ***」風俗，且在經歷世代傳承奉祀之後，
亦有登入族譜或刻入墓碑合族共祭的現象，在進入宗族秩序的條件而
言，已初具祖先墳墓崇拜的雛型，惟在其無名姓與血緣分際上的隔閡，
似與傳統進入宗族秩序的管道有所區隔，期以本文觸發相關概念再思
考。
傳統客家生命禮俗中的墓葬文化，銘刻著世代交替的符碼與印記，
而墓園不僅是親友憑弔亡者之處，更是強化彼此連帶關係的社群空間，
冀以閩客社會結構的文化差異樣貌，紀錄多元族群交融下之民間更深一
層的墓葬文化，提供相關類型研究範疇酌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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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ustom of “gǔlǎodàrén” veneration arose from the respect for the dead
and the fear of ghosts. However, the empty space remained after buried bodies were moved to other places for veneration has been used by some “gra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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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lled “hào fén.” During immigration, reclamation, and settlement, the Hakka
people in Liudui implemented self-defense awareness in their burial ground
culture.

Keywords: Burial Ground Culture, Lineage Order, Ancestral Apotheosis,
guˋloˋtai nginˇ , Feng Shui
* Date of Submission: June 4, 2017
Accepted Date: October 25, 2017

237

Global Hakka

全球客家研究

Studies

一、前言
筆者近年在六堆客家地區墓園收集墓葬文化材料，原以墳墓建築形
制、繁飾、墓碑及銘文等為主要素材，在踏入六堆客家墓葬文化圈之後，
重拾了筆者幼年時期即印象深刻的記憶，古老大人風俗成了最佳題材。
古老大人風俗即為私家之力安置無主骨骸之俗，其與公眾祭祀的有
應公信仰有所區隔，此俗可溯自清末時期，在廣東鎮平（今廣東省蕉嶺
縣）一帶的客家人，對於荒野或墳區意外發現的無主骨骸，必以金甕妥
慎安葬處理，並尊以「古君子 1」稱號。此俗流傳到現今六堆客家公墓
中，舉凡掘壙營墳時出土的無主骨骸，除部分安奉於坊間所設「有應公
廟」外，普遍作法即就地另築小墳以奉祀其孤魂，並統稱古老大人，且
與本家祖先共同享食後嗣子孫奉祀的香火。此俗在經過多代傳承奉祀之
後，有填入族譜者，亦有葬入祖墳與祖先共用墓碑、香爐、墓丘的變例
現象；事實上，此類古老大人的地位，已符合祖先崇拜中的墳墓崇拜條
件，訪查中也證實了該姓後代子孫視其為先人的尊位，惟缺乏正式登
入「祖先」地位的牌位崇拜，因而其「由鬼成祖」的完成度仍待有志此
俗研究者進一步再思考。田野中亦發現，六堆客家公墓中的古老大人風
俗，有部分已與客家人的風水觀相結合，從而轉化為護衛祖墳風水氣場
的號墳風俗，因此增添不少筆者在各公墓田野調查的挑戰與啟發。筆者
唯恐單就六堆客家地區田野所見，並無法客觀呈現客家方言群的古老大
人風俗，且恐有過度客家主觀意識之虞，因此擴展田野範圍到屏東平原

中部地區的萬丹、崁頂、潮州等閩南鄉鎮公墓，實際田野調查作一相對
1

依據黃釗（1880/1970：162）《石窟一徵》記載：「每遇墳山有無主骸骨，必市罌盛
而埋之，稱之曰『古君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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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的比較分析，閩客兩方無論在古老大人風俗或號墳習俗中，均有相對
鮮明的差異性，文中將一併提供各界酌參。
由於葬法關乎祖先遺骨的最終處置方式，亦為祖先崇拜意識的有形
替代物與膜拜方式、對象的外顯關鍵，目前已知閩客方言群在傳統一次
葬、二次葬等葬法中，大多仍沿襲其個別族群自古以來的禮制處理，另
有「打銀牌」或「衣冠塚」等類招魂葬習俗上的閩客差異。在古老大人、
號墳等風俗方面，閩客族群之間是否也存在異同性？其差異處又如何各
自外顯？凡此種種議題，皆須觸及神聖的墓葬場域，也是一般民間較為
忌諱的主題，惟墓葬文化反映著社會結構中的價值觀與信仰觀，也是社
會經濟結構變遷歷程的重要指標，從墓葬文化研究工作中，可以整理出
一個地區的歷史變遷意義及其文化內涵，墓葬遺跡更可反映出該地區開
發過程中的族群關係和物質文化，如果從墓葬材料的蒐羅並加以研析，
應可以探得個別族群社會結構和生活信仰上的某些訊息。

二、墓葬研究發現
筆者在 2012~2015 年間，以屏東縣內埔客庄的無主骨骸奉祀習俗
為題，2015 年迄今更擴展範圍至六堆其他鄉鎮，以及鄰近的閩南鄉鎮
公墓，進行田野調查及相關工藝匠師、業者與主家訪談發現，以多家多
姓不特定人群所共同祭祀的部分，在俗民觀點中，其歸宿處所不再為
「墓」，而為祠廟性質的「陰廟」，其魂神不再為「鬼」，神格基礎至
少獲得「陰神」地位，其中也有經過長期靈驗事蹟累積其神聖性，因而
神格出現轉化現象者，此部分與臺灣地區多數「由陰轉陽」的神格衍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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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出一轍。至於由一家一姓特定人群所奉祀的無主骨骸，由於客家人敬
天畏地法自然的傳統信仰觀，因而衍化現象各異。

（一）由鬼成祖之路
以私家之力收埋的無主骨骸（古老大人），因其祭祀者身份僅止於
一家一姓的特定人群，在根深柢固的祖先崇拜觀念下，無論係因祖先所
葬埋的無主骨骸，抑或本世系始奉祀的枯骨，其地位衍化的發展，皆由
最初的出自憫惻、尊重或敬畏之心而收埋供奉，而田野間各方說法也相
當一致地認為，掘獲此類無主骨骸實屬與該姓主家的緣分，如替祂重新
洗骨安葬並給予香火祭祀，對於主家絕非惡事，甚而得以累積福分庇蔭
該姓後嗣子孫。正因此故，即使古老大人福蔭奉祀的主家或有感應事蹟
的產生，亦僅止於祭祀家族或宗族之內的成員，這與公眾祭祀的有應公
信仰有著雷同的質性，兩者都是透過累積其有益於人們的神聖性，進而
分別依其祭祀人群演繹出不同的後續衍化現象。
就田野間普遍的說法而言，如為本世系所立墳祭祀的古老大人，其
奉祀的緣由大致有四點，其一為基於敬畏恐懼，根據民間信仰的說法，
在挖到無主骨骸的同時，無論地理先生、做地師或主家均抱以惶恐虔敬
的心態想方設法為其另作安置，深恐驚擾沉睡地底多年之靈而遭降禍，
因此，「怕鬼」是此風俗形成的首要因素。其二為基於尊重倫理與道德，
客家人基於自古以來崇尚儒家倫理思想，以及宗教信仰中撫慰孤魂、澤
及枯骨的根深柢固觀念，強烈的倫理道德觀驅使之下，咸認古老大人是
「先來者」，而自家祖先則是「後到者」，因而出自尊重之心予以立墳
祭祀。其三為基於號墳動機，客家葬俗裡的風水之說由來已久，為使祖
墳墓碑前方不致遭他墳遮蔽，或周邊氣場有所減損，設立空墳占用墓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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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為民間只能做不能說的秘密，而其中虛設葬埋無主骨骸的古老大人墳
塚，則是最快速簡約又可震懾人心的手法，此容後敘。其四為有應公祠
廟納骨設施不敷使用，經由多年工作經驗的做地師說明可知，近代在公
墓中古老大人立墳較多的原因，大部分係導因於現有的有應公廟設置年
代已久遠，經年歷久囤積無主骨骸，大多皆已「骨滿為患」空間不敷使
用，加上無主骨骸若以入厝有應公廟方式處理的費用，並不見得比另立
小墳儉省，所以才有就地立墳祭拜的風俗出現，順便也是當成「做好心」
的心態，清明祭祖時順便給予祭祀香火，祂們才不致淪為孤魂野鬼。然
而在田野訪查所得祭祀者的觀點中，有因「有拜有保佑」的現世功效或
因萍水相逢的情感緣份等說法，而視古老大人為「類似祖先但非宗族成
員」的普遍性認知，顯然由本世系所立墳者，僅止於依禮安置，因而並
未能全然接受其「外人」的身份。
其次，在田野調查中也發現，如古老大人為祖先立墳而傳承後嗣持
續祭祀者，在後代祭祀子孫觀點中，除了基於上述四點緣由而繼續年年
奉祀之外，值得注意的是，在該姓後嗣子孫的思維意識裡，由於祖先崇
拜中的「權威性」，潛移默化引發其遵從祖先所遺留祭祀行為的「服從
性」，後代子孫對於先人所奉祀古老大人的觀點，由於揉雜了祖先如此
的作為，因而謹遵祖德沿襲不悖，進而產生視「崇拜對象所崇拜之靈」
已非單純的祭祀文化或風俗現象，原屬無主的枯骨及其孤魂，在此種情
境之下則躍居為該姓類似祖先的地位，因此在合族共葬重建（或興修）
祖墳時，也將古老大人納入祖墳金井位內安厝，惟礙於其無名無姓的不
明來源，墓碑內僅得延續祖先所遺留的古老大人之名崇奉。田野中也發
現，古老大人刻入墓碑奉祀如先人的現象，除了六堆地區開發較早的內
埔之外，即使清乾隆年間始有客家人入墾的美濃地區，筆者在龍山里第

241

Global Hakka

全球客家研究

Studies

十公墓的實地踏查，亦有類似的數個個案。
以內埔客家公墓為例，計有 6 座傳統風水墳塚石碑刻有附葬古老大
人，此現象則更進一步呈顯「外人」已名正言順地葬入該姓宗族墓之內，
除了共葬一墓的墓葬文化變遷之外，亦使用共同的香爐與墓葬設施，更
為明確者，係與墓主共同且同時接收同一批後代子孫所供奉的香火血
食。凡此現象說明了古老大人此一祭祀文化，在經歷若干世代的傳承之
後，原已無主的枯骨及其孤魂，的確有逐步朝向祖先位階聚攏的趨勢，
而祖墳墓碑刻有古老大人之名的情形，以客家人祖先崇拜觀點而論，祖
牌與墓碑雕刻的昭穆排序形式相同，古老大人既已登入墓碑與該姓祖先
同享後嗣香火奉祀，其地位實際上已與該姓祖先相等位階，其間的最大
差別在於古老大人僅存在墳墓崇拜的祭掃儀式，而缺乏正式登入祖先地
位的牌位崇拜的持續香火祭祀，以及其無名無姓之差異，而內埔客庄部
分古老大人立墳者在其墓碑鐫以張府有緣人、鍾氏子孫、盧姓子孫、陳
家後裔等仝立字眼，事實上，即已含有宣告古老大人墳塚歸屬的意義 2
。
筆者在高雄市美濃區田野所蒐集的劉氏族譜顯示，第 12 世曾紀錄
「緣遇前朝古老大人 葬在洋坪下 每年與裕存公共牲醴祭」，筆者研判，
其極可能為第 12 世裕存公營葬時所意外掘獲的無主骨骸，因此劉氏子
孫將之並列為第 12 世先人，且每年與所附墓主裕存公共牲醴祭，顯見
劉氏宗族視此墓古老大人為類似祖先的意識相當明顯，而古老大人之名
登入譜牒的意義則更加顯而易見。

2

經筆者訪談，確認此類都是營造祖墳而出土的古老大人，原出土金罐蓋上仍刻有姓氏，
並非早期長工或是寄居的外姓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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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占用墓地之法
黃釗（1880/1970：162）曾述及：「墳前後左右築堆曰『號墳』，
恐人佔偪故多築空墳以號之也。」筆者在六堆客家公墓田野間亦發掘此
俗流傳至今 3，意即唯恐祖墳週邊遭人佔葬，而另起佔地墳塚，實則未
埋瘞金斗甕、骸骨等，否則祖墳週邊一但為他人所佔，輕則歲時祭祀出
入不便，重則家族風水氣場遭掘而龍根盡斷，脈穴破壞殆盡，影響後世
子孫禍福甚鉅。客家人自古篤信風水，這與客家民系的遷移歷史息息
相關，其他臺灣漢人族群雖也信仰風水，其程度卻不如客家人根深蒂
固（羅香林 1992：174-175），顯然客家人對於風水的重視，在傳統臺
灣漢人社會中的相對明顯性（洪健榮 2008：41）。六堆客家人在清康
熙年間入墾屏東平原，於乾隆年間達到鼎盛，其原居地多處於盜匪流竄
的山間谷地，對於原鄉此種險惡的生存空間，客家人乃形成聚族而居與
習武自保的生活方式，客家民系入墾屏東平原後，面對類似原鄉的生活
環境與農耕型態，不難想像其可能將原鄉生活習性轉移至臺灣（林正慧
2008：161）。
筆者分別在前堆（長治、麟洛）、中堆（竹田）、後堆（內埔）、
右堆（美濃）等地公墓踏查中，發現數個號墳案例，訪談殯葬業者、匠
師、主家等相關人士，亦確認民間確有此俗，顯然客家人的號墳風俗由
來已久，坊間也普遍知曉此一風俗且盛行於墓區，但礙於傳統民間忌諱
觀念下，大多數主家往往不願公開此一家族秘辛。客家人自古至今因
襲風水觀之下，為維持本家祖先墳塚前方視野開闊，或為利於墳塚週邊
3

有關〈阻葬與號墳：初探六堆客家墓葬文化的變例〉一文，詳請參閱 2016 年 9 月 11 日，
由國立交通大學客家文化學院舉辦之「第四屆臺灣客家研究國際學術研討會」發表之
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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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脈氣場的調順，因而自古老大人奉祀文化中衍生出號墳風俗與作法，
以確保後代子孫安身立命的運勢，雖號墳的操作手法另有以自家祖先墓
碑或藉由龍神、后土名義者，但根據筆者研判，自古被民間視為極凶煞
的無主骨骸，自然民間避之唯恐不及，因此，以古老大人名義據以號墳
的作法，可謂直接、速成又簡約的良方，且一般民間基於冥魂信仰與懼
厲的情境之下，自然地，號墳功能的古老大人風俗得以蔚然成風且為大
宗，而此類古老大人空墳得以長期立於墓區，甚或代代傳承祭祀，究其
因，唯客家人源自原鄉即已深烙的風水觀。
墳墓是安置祖先形骸的地方，亦為祖魂庇佑後嗣子孫的聖地，更是
後人緬懷先祖、表達崇敬之意的場所，客家人重視祖先墳墓崇拜，且將
墓祭活動視為宗族親屬間情感交流的重要平臺，向祖先表示禮敬、緬懷
與感激的同時，也獲取宗族內成員的相互認同精神，並獲得一種歸屬
感及對於未來生活的高度期望與自信（劉道超 2009：141），顯然埋藏
祖骸的墓塚於客家人而言，是聖潔不可侵擾的神聖之所。在形魄一體的
靈魂觀之下，民間咸認人死後進入陰間世界繼續生活，進而依生人的想
像，構築接近地府的地下壙穴，並重視地上化的墓制形體，入土為安的
土葬觀念及尚鬼風氣，造成客家人傳統的墓作，逐漸演進為具有「事死
如事生」的陽宅想像，甚而在「澤枯骨而惠將來」的現實思維下，遂將
先祖墳塚構築成華麗的「陰宅」，其外部墓作繁飾的妝點與墓聯字詞的
選用等，無一不為後嗣子孫禍福的來源指標，因而祖墳風水座向、週邊
地勢、山水起伏等條件，成為生者眼光下風水術數的要素。
由號墳一俗不難想見，六堆客家人源自移墾社會自我護衛的生活態
度，不僅發揮在生人陽宅的環境空間營造上，即使已逝親族的往生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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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也同樣運用類似的防護觀點予以想像，臺灣民間傳統的墓作，在漢
人移墾來臺後，造墳施作方面轉而力求逐步浮隆，成為高舉於地表以上
的浮葬土墓，給予先人下有陰宅佳城，上覆封土的容身場所，甚或日治
昭和年間，俗稱「半陽居」之墓厝興起（廖倫光 2004：14；76），此
時期墓作設施注入更多陽宅意識，「家塚」即為近代祖塋風水仿陽宅構
式施作的新興工法，以家塚模式合葬合族祭拜，在家塚內的先祖，都有
族親或族親代表祭拜，不會成為無主的孤魂（劉紹豐 2013：81），顯
然為確保祖先骸骨永保後代血食祭祀，陰宅構築工法亦隨著「陽宅」思
維而變遷，舉凡墓桌高度的取決標準，必考慮是否適合先人從墓穴裡坐
起來用餐；墓碑的高度準則，以及前方任何可見的硬體設施，不可妨礙
先人坐起時的視野等，皆是將實質的墳塚構築，寓意於人體尺度的民俗
表現，正因此故，號墳一俗也才得以保存於六堆客家墓葬文化中。

三、宗族秩序再思考
從 田 野 實 例 中 分 析， 古 老 大 人 之 名 既 已 登 入 墓 碑， 且 與 該 姓
祖 先 使 用 同 一 個 香 爐， 同 享 後 嗣 香 火 奉 祀， 其 實 際 地 位 已 成 為 該
姓 家 族（ 或 宗 族 ） 的 類 似 祖 先， 囿 於 無 名 無 姓 以 及 缺 乏 正 式 登 入
祖 牌 的 管 道， 目 前 僅 存 在 祖 先 崇 拜 中 的 墳 墓 崇 拜 現 象（ 如 圖 1）。
但 此 一 現 象 顯 然 有 別 於 以 往 學 界 所 認 定， 必 須 經 由「 由 下 而 上 4
」結構的血緣系統或透由異姓公媽祭祀、宗業承祧等管道，始為進入宗
4

此處所稱「由下而上」型態，係指後嗣子孫透過血緣或異姓公媽祭祀等管道，主動承
續祖先祭祀義務的社會結構而言。文後所稱「由上而下」結構，係指古老大人經由長
期奉祀文化的變遷，終致進入某姓宗族秩序而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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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秩序之條件的說法。筆者研究分析發現，無祀孤魂透由古老大人祭祀
風俗的管道，由初始的「外人」身份，終至經由歷代傳承奉祀與尊崇
而刻入他姓祖墳墓碑，共享該姓後代子孫奉祀血食，此一文化的變遷過
程，可謂透過「持續祭祀」、「時間緩慢」、「由上而下」的結構模式，
進入他姓宗族秩序的管道。

圖 1 祖先崇拜形式圖
資料來源：李亦園（1996：153）。

筆者另以曾玲、莊英章（2000：180）在新加坡廣惠肇碧山亭墳場
所做調查發現為例，華人在新加坡的「祖先」或「先人」概念比中國本
土大為擴大，所謂「祖先」或「先人」不僅指與祭祀者有血緣親屬關係
的死者，而且也向非血緣的關係擴大，因而產生「虛擬祖先」的作法，
主要係以社群團體力量的號召，共同處理同在海外卻無親人後嗣祭祀的
遺骨和孤魂，經過社群修建總墳收埋並定期祭祀，集合起來轉化成為社
群虛擬的「祖先」或「先人」，亦稱「社群共祖」。華人在海外因分層
階序意識的區隔，除直接的血緣關係之外，另由地緣、業緣之故自然凝
聚而成的「社群共祖」，亦屬漢人祖先崇拜觀念深化之下的延伸；而六
堆客家人的古老大人風俗所呈顯的是漢人祖先崇拜的發展變例，在傳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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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念裡，對於祖先遺骨的妥適安置與否，影響後代子孫吉凶禍福至鉅，
透過風水術數的講究，使得祖先墳墓崇拜益顯重要，在這樣牢固的祖先
崇拜觀點之下，擴及因祖墳構築施工而出土的無主骨骸，亦應得到適當
安置的概念，因而六堆客庄古老大人的奉祀風俗，其實質上的重要意
義，即在於客家人祖先崇拜觀的深化與擴展。
田野另發現，古老大人也有登入族譜並入厝家塚的例證，並且與該
姓祖先同牲共祀的現象。內埔鄉美和村謝氏家族興建私人墓園，在〈廿
一世得龍公派下墓園建造碑記〉有云：「茲為頌報祖德，廿四世子孫，
集資恭建墓園，俾久厝內埔公墓之祖墳得以歸塋，祭享長奉」（謝晉貴
1997），並在族譜附圖顯示謝家佳城位置表（如圖 2），讓後代子孫預
先瞭解家族成員壙位，往後有加罐進金入厝者，則依指定序位之金井靈
位營葬。如依墓園建造碑記銘文來看，合葬於祖墳內的古老大人對於謝
家人而言，應是視同祖先的地位，因而在各世系祖先起掘歸塋時，始與
所附主墓的墓主一併安厝入佳城內，且古老大人序位應與 23 世並列；
這與筆者在高雄市美濃區田野蒐集的劉氏族譜紀錄「緣遇前朝古老大
人」有著相同的意義，亦即在清明祭掃祖墳的同時，古老大人也是接受
劉氏子孫香火供奉的對象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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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登入族譜與入厝家塚的古老大人
資料來源：謝俊平提供，筆者翻攝自《21 世得龍公派下家譜簡記》

再就墓葬風水福蔭後嗣的觀點而論，王振復（2003：83；91）指出：
「人受體於父母，本骸得氣，遺體受廕。父母骸骨，為子孫之本。子孫
形體，迺父母之枝。一氣相廕，由本而達枝也」、「蓋生者，氣之聚。
凝結者，成骨，死而獨留。故葬者，反氣入骨，以廕之所生也」因此後
嗣必擇吉地以葬祖骸，此舉除了表達告慰祖魂的外顯孝行之外，另也有
尋求庇蔭後世子孫安康之意。惟古老大人與同葬一墓的家族並無血緣脈
絡可循，如就上述觀點視之，重得安葬之後的古老大人所庇蔭的後代，
應為其血緣上一氣相生的子孫，而並非為其重新安葬甚至納入祖墳、家
塚的他姓家族。如以此種論點來看，田野中祖墳奉祀古老大人的家族，
則又回歸最初掘獲無主骨骸後的敬畏恐懼、尊重倫理等情愫而奉祀，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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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與祖先共葬一墓的衍化現象，僅單純居於憐憫、不忍（應為不敢）拋
棄，甚至是純粹祭鬼的利益交換主義之下，在情感與道德方面繼續祭祀
了。然而，若無血緣脈絡則無法一氣相生的話，那麼經由異姓公媽祭祀、
宗業承祧而產生的「祖先」，豈非亦為利益交換下的一群「鬼」？因此，
本文中共葬祖墳的古老大人，其成為他姓祖先的完成度，或說進入他姓
宗族秩序內的合理性與正當性，有待吾人更多深入的探究與討論。
至於號墳作用的古老大人 5，筆者研判基於客家人長期深重的風水
觀念，經歷過數代傳承奉祀之後，原已揉雜了情感緣分、道德觀感與敬
畏恐懼等種種情愫，終在祖墳興修、遷移或興建家塚時機，挾著其多年
護衛祖墳週邊氣場的莫大功勞，因而其進入該姓家族墓內共牲醴祭的機
會自然較大；另方面也基於回報古老大人多年與祖魂為鄰，後代子孫在
敦睦「魂際關係」的前提下，因而接納了因祖墳施工而出土的「外人」。
就筆者的研究範疇而言，古老大人、號墳與風水三者，在六堆客家墓葬
文化裡，實扮演著多元又密不可分的互連關係，而這樣的鏈結結構，在
筆者的分析結果裡，對於客家人宗族秩序的條件，又產生了些許值得再
深究的議題，冀與有志於客家墓葬研究先進共同再思考。

四、閩客墓葬再探索
筆者為探究閩客族群在墓葬文化上的差異，遂擴大田野範圍到達屏
東平原中部的萬丹、崁頂、潮州等閩南公墓訪查，由於南臺灣的閩客族
群各有其開墾歷史與生活文化背景，投射在墓葬文化中自然有其異同之
處。在實際田野中發現，閩人在以私家之力葬瘞無主骨骸方面，亦有類
5

筆者在號墳風俗中的調查成果顯示，此俗有數種名義的外顯形式，此處單就埋有無主
骨骸的古老大人而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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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六堆客庄古老大人的風俗，且亦有以小墳安置的情形，顯然屏東平原
閩客族群依古制安置無主骨骸使其有所歸的觀點，同屬漢人一脈的傳統
沿襲而來，惟因在地歷史及生活文化的不同發展面向，致使兩者在部分
作法上存在著鮮明的差異。
據萬丹墓作匠師表示，在地人對於無主骨骸的處置，大多重新裝罐
後直接埋入墓區，土方最上層再敷以水泥即可，一般多採用最簡單的方
式處理，因此訪談時告誡筆者，在墓區看到地上一小片水泥地的話，盡
量不要踩踏其上，那是相當不禮貌的行為。筆者實地踏查萬丹墓區也發
現，閩人在此一風俗上，僅有少數以正式立碑奉祀的情形，部分水泥墓
碑傾毀者，墓丘土方亦遭雨水沖刷流失，以致古老大人再度淪落為無主
骨骸。這與筆者在內埔、竹田、長治、麟洛、萬巒、美濃等客庄公墓所
見，古老大人通常跟隨著主墓外觀樣式、材質、色彩、形制等而構築，
且皆有正式碑記來看，客家人在此俗的外顯形式上較為完備。其次，就
奉祀稱謂上來看，閩人係以尊崇其「先來者」之「古老」為基礎，此部
分與客庄作法大致相同。而「古老」二字之後的稱謂表現方式，卻是以
神格化「仙人」稱之，或僅加以視為擬人化之「人」字，由此可知，
其中並未揉雜祖先崇拜的成分；在客家原鄉稱此型墓主為「古君子 6
」，六堆客庄奉祀稱謂則以古老大人之名為最大宗，而客語中的「大人」
二字，通常含有晚輩對於長輩敬稱之意，此種尊以長輩之態度，另由清
明掃墓祭品與祖墳完全相同可證，由此可知，客家人較傾向於祖先崇拜
的方式予以對待。再以閩客兩地的奉祀態度來看，閩人對於無主骨骸的
6

依據黃釗（1880/1970：162）所記：「每遇墳山有無主骸骨，必市罌盛而埋之稱之曰『古
君子』。」顯示在清末廣東鎮平（今廣東省蕉嶺縣）一帶對於無主枯骨的處理方式，
並尊以「古君子」的稱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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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置，在於最初意外起掘的歉意，給予簡約重行安置之後，則自此互不
相欠形同陌路關係；客家人無論在一般硬體設施或稱謂對待上，皆表現
出恭謹與尊崇奉祀的態度，部分古老大人墳塚亦可謂為祖墳形制的縮小
型版本，雖以小墳重新安葬，但其禮制充分顯現祖先墳墓崇拜的莊重；
更甚者，客庄有少數古老大人已入祀祖墳同牲共祭，古老大人之名也刻
入祖墳墓碑或鐫入宗族譜牒之上，共同享食該姓後代子孫持續供奉的香
火。綜上所述，屏東平原閩客兩地，雖皆有私家安置無主骨骸的風俗，
但就各種面向的奉祀方式而言，其間的文化差異甚是明顯。
在號墳風俗方面，筆者訪談了萬丹、崁頂、潮州等地閩籍匠師，皆
稱當地未曾聽聞有私人為求祖墳風水完整而號墳作法，倒有耳聞早期當
地業者或匠師大多以俗稱「土崙」的土堆形制假立空墳，待有喪家需求
墓地時，則將堆置土崙的成本與人力工資併入計算出售且利潤可觀，當
地稱此類行為的從業人員為「墳墓老鼠」。這也顯示當代閩南公墓的使
用密度，可能也與客家公墓同樣遭遇地狹人稠的窘境，致使墓地買賣業
者以投機方式賺取暴利；筆者訪談六堆地區客籍業者與匠師也發現，早
期土葬盛行時期，客庄墓區確實也有類似不肖行為，甚至有地理師直接
拉出分金線、釘入分金柱圈地待價而沽的方法。筆者在田野採集的實例
也證實，客庄公墓裡的號墳風俗確實行之有年，已是當地坊間半公開的
秘密，大多是利用虛立古老大人空墳以占用祖墳週邊墓地的手法呈現，
其最終目的不外乎客家人重視風水之說的傳統。綜上，為何閩南人沒有
號墳行為？而客庄號墳風俗卻較為普遍？屏東平原閩客地區除了地狹人
稠的相同因素外，祖先崇拜觀與風水觀的歧異之處，也是重要且必要的
探討議題。
臺灣地區各地傳統土葬墳墓，始終予人陰森恐怖的刻板印象，近數

251

Global Hakka

全球客家研究

Studies

十年來，由於環保意識高漲以及破除傳統舊思維觀感下，因此政府機關
紛紛推展新興葬法，為求統一管理與民眾觀感的改善，期以示範公墓、
火化納骨塔葬等方式，予以消彌傳統風水觀為首的土葬景觀，近年更推
行環保自然葬法，試圖以回歸大地的方式，取代以往塔葬占用塔位、祭
祀繁文縟節等更為新興的葬法，在這些看似較為便利且新興的葬法推陳
出新之際，相對地，個別族群原來所具有的固有墓葬文化，亦勢為隨之
出現遷移的現象，國人傳統優良的祖先崇拜觀，也面臨將隨之出現轉化
的現象。
由於葬法關係著祖先遺骨的最終處置，也是祖先崇拜意識中有形替
代物的安排方式，更與傳統膜拜祖先的祭祀儀節息息相關，閩客方言群
在傳統一次葬、二次葬等葬法中，目前大多仍沿襲其個別族群自古以來
的禮制，另有「打銀牌」或「衣冠塚」等類招魂葬習俗上的閩客差異，
這些異例現象其間的異同點，即為閩客在生活文化上比較分析的研究議
題。近代以來所新興的火葬進塔奉祀風俗中，除了形制上外顯的祖先墳
墓崇拜改變之外，對於新生代年輕一輩祖先觀的扭轉，也是不容小覻的
重要議題；近年又由於新建納骨堂塔、墓地公園化等公共政策的推行，
無論閩客地區各公所均紛紛展開公墓遷葬補助作業，這些遷葬起掘的骨
（灰）骸，在公部門有利於家族的誘因下，大多以入塔奉祀的塔葬葬法
處理，亦即閩客方言群在塔葬形制與祭祀儀節上的趨同性質將日漸近乎
一致。易言之，閩客在墓葬文化上的日趨同化，其個別族群文化上的特
色則隨之逐漸遞減，此類民間深層文化的紀錄與保存，則成為現階段當
務之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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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結語
本文對於宗族秩序再思考的思維，乃基於焦大衛（2012：227）所
述：一個鬼必須要有子孫負責祭祀，否則祂們會有悲慘的命運，而另一
個讓亡魂得到祭拜的方法，則是予以「神化」，亦即以孤魂野鬼的身
份，在非親屬關係的基礎上得到人的跟從。其次，渡邊欣雄（2000：
132）也指出：沒有特定契約關係的神，就可以變鬼；有了特定的契約
關係，鬼也可以變成神或祖先。六堆客庄由一家一姓特定人群所奉祀的
古老大人，雖目前僅停留於墳墓崇拜的階段，但田野現況已有少數呈現
轉化為祭祀者類似祖先的趨勢，此一現象顯然也說明了古老大人在經歷
多代奉祀之後，從初始較多成分的敬畏恐懼，轉趨揉合情感緣分、道德
倫理、有拜有保佑以及護衛祖墳風水等因素，從而進入他姓宗族秩序之
內。本文所述登入譜牒或墓碑與他姓祖先合族共葬的古老大人，在與該
姓後嗣之間建立了祭祀與被祭祀關係之後，在實質意義面上而言，即
應視為取得特殊的契約關係。惟其由鬼成祖的完成度，有賴持續祭祀
以保持其間的特殊契約關係，或假以時日的轉化現象之後，融入上代
祖、上代祖先之列，以模糊化的稱謂，持續停留於該姓宗族秩序之內 7
，筆者將持續田野的調查和發掘工作，甚至可能有古老大人登上祖牌的
例證也未可知。
其次，在祖先崇拜觀的變遷過程中，閩客方言群是否另有其因族群
因素而衍生的再生新興文化？這樣的再生文化是否重新締造個別族群的
「祖先塔位崇拜」？甚至晚近新興的環保自然葬法中，先人骨灰以自然
7

在筆者田野調查資料中，六堆客家人對於多代之前的遠祖，因當代工法與紀錄方式未
臻完善，因而在墓葬碑文內佚失其名，墓碑僅以上代祖或上代祖先為名，最多者亦有
「附葬顯考妣共十四位」的奉祀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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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歸大地的環保方式消失殆盡，在後代子孫的祖先崇拜思維裡，缺乏了
有形的祖先墳墓崇拜替代物，祖先崇拜意識是否隨著殯葬現代化政策而
消長？以上相關閩客方言群在較為深層墓葬文化上的適應與變遷議題，
可以窺知個別族群在傳統祖先崇拜文化上的移轉，以及兩者在臺灣整體
社會與文化結構上的微妙轉化，前述諸多在地且富有文化保存意義議題
之釐清，有助於臺灣漢人祖先崇拜發展趨勢的深層文化解析，實具有歷
史時代意義與實質文化保存雙重之重要與價值性。
由於墓葬研究涉及神聖的靈學，墓園在傳統上又被視為百般禁忌的
場所，相對地，民間更少不了諸多傳奇說法。筆者近年在墳場裡也發生
了諸多的故事，其中許多在當下即為冥冥中註定的感受，也有事後資料
整理中的參透，還有更多「遠在天邊、近在眼前」的神助例子，除了學
術殿堂中的學習外，墳墓周遭俯拾即是的問題更激發筆者學習的熱情，
在深入墓葬研究後更深刻領略，諸如古老大人、號墳、打銀牌、獵七
葬……等等，這些以為是早期的傳統民俗，在目前現實的生活中並未過
去，若未曾觸及到這些民俗，也就從未正視如何面對生與死的議題，更
遑論如何安頓身、心、靈了，墳墓也成為筆者學習人生哲學的場域，期
待更多客家研究的學者專家，投入關注墓葬議題的研究，冀以產生更
多、更豐富的對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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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六堆客庄墓區田野調查紀錄

圖 1 內埔第九公墓邱府墓
資料來源：筆者拍攝，2013 年 4 月 7 日

圖 3 美濃私墓劉府墓
資料來源：筆者拍攝，2015 年 3 月 15 日

圖 2 內埔第九公墓劉府墓
資料來源：筆者拍攝，2013 年 3 月 29 日

圖 4 內埔第一公墓劉府墓
資料來源：筆者拍攝，2013 年 4 月 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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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內埔第十公墓徐府墓
資料來源：筆者拍攝，2013 年 4 月 28 日

圖 6 劉氏族譜中的古老大人
資料來源：高雄市美濃區劉家提供。
筆者拍攝，2016 年 6 月

圖 7 鮮花、五福紙一應俱全

圖 8 邱氏家族祭拜祖墳

圖 9 古老大孺人共享邱氏子孫祭祀 圖 10 壓墓紙、禮炮遵照祭祖儀節
以上資料來源：筆者拍攝，2015 年 3 月 28 日內埔第九公墓邱府墓清明祭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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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 古老大人八位與林氏祖先合 圖 12 古老大人八位共享林氏子孫
族共葬
清明祭祀香火
以上資料來源：筆者拍攝，2015 年 3 月 28 日內埔第三公墓林府墓清明祭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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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芬芳，2017，《走向伊斯蘭：印尼客家華人成為穆斯林之經驗與過
程》。桃園：國立中央大學出版中心∕臺北：遠流。
蔡源林 * 國立政治大學宗教研究所副教授

本書無論從主題論述與所選取的研究個案而言，都相當具有開創
性。作者在首章引導讀者走入印尼遠離爪哇島政經重心的兩個邊陲城
鎮，班達亞齊與山口洋，概述兩地華人與客家社群的遷徙歷史、社經條
件、文化風貌與宗教信仰狀況。前者為印尼蘇門答臘西北端、伊斯蘭化
最深的亞齊省首府，該城華人僅占人口 1.4%，而華人各方言群中又以
福佬人為主，客家人在當地為少數中的少數；後者為印尼屬婆羅洲最西
邊的西加里曼丹省的著名華人城，鄰近馬來西亞砂勞越的南境，華人約
佔總人口的六成，且該城華人以客家人佔多數。作者選擇兩個所處族群
結構全然不同的客家社群為研究個案，深具比較研究方法學的意義；而
作者一再強調非本質化、情境化與建構論式的認識論途徑，以及與台灣
客家族群作為相互對照的反身性思考，皆顯示作者企圖和當前國際學術
的族群與文化研究進行對話的企圖心。作者在第二章針對本研究的兩大
核心議題：改宗伊斯蘭、改宗後族群認同與族群關係的改變，進行深度
的理論反思與相關文獻檢討，強調改宗者的主體能動性與客家認同的脈
絡多元性，力求打破由來已久的伊斯蘭刻版印象與客家迷思。第三、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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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所提出的理論觀點與情境脈絡進行實證分析。結語對兩地客家改宗者
的生命歷程與所處社會脈絡做總結與對比分析，藉此批判地檢視有關伊
斯蘭、華人、客家族群等介於想像與現實之間的相關爭議性課題。

一、跨學科領域的重要意義
本書所提供的個案分析，就客家研究、東南亞研究與伊斯蘭研究三
個學術領域，都具有相當重要的意義。
客家研究，拜晚近二、三十年台灣政經社會文化條件的劇變之賜，
發展成為台灣首創的新興學術領域。客家研究尚屬草創階段，其學術成
果幾乎不成比例地以台灣本土的客家族群為主要研究對象，但因學術國
際化的刺激，逐漸有零星的海外客家研究問世，針對東南亞客家人、印
度客家人、日韓客家人、歐美客家人等散布全球的客家社群，這二十年
來均有開拓性的研究成果，因而全球客家研究的宏觀視域也逐漸在跨國
的學術社群間成形。但無論如何，新興且邊陲的學術領域，研究成果的
累積通常較為緩慢，而台灣既為客家研究的發源地，在地客家社群自然
會一直是注目焦點，所以迄今為止，海外客家研究大約僅占客家研究學
術成果的一、兩成左右。作者以印尼客家社群為研究對象已屬罕見，甚
至還探討改宗成為穆斯林的客家人，其開拓性自不待言，這種突破性作
法正是開展全球客家研究必不可或缺的基石。
東南亞研究，大約於 1990 年代在台灣發展成為獨立的學術領域，
幾乎與客家研究的萌芽同時期。當時基於第一波南向政策的需求，便將
西方學界的區域研究架構與方法引進台灣，在此之前，台灣學界幾乎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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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東南亞「華僑」研究，缺乏東南亞研究其他次領域的學術成果。全
方位的東南亞研究逐漸成形後，原本的東南亞「華僑」研究也逐漸正名
為東南亞華人研究，且成為台灣學界對東南亞研究的焦點所在。客家人
為華人移民東南亞的主要族群之一，所以中外學界開創性的東南亞客家
研究，與東南亞華人研究的發展密不可分。相較於大部分的東南亞華人
研究論著，本書最大的突破在於將客家社群研究與東南亞在地社會文化
脈絡充分結合，探討客家人成為穆斯林的現象，某種程度而言是客家社
群在地化的特殊案例，而非以客家社群如何傳承華人或客家特質與文化
為研究焦點。換言之，過去常見的華人本位研究模式，經常無視於客家
社群所處的在地歷史文化脈絡對該社群的影響，也不處理客家與土著社
群兩者之間的互動與交涉之各項議題，但這類華人或客家本位研究的反
覆再生產，便會一再複製作者所提到的本質化華人或客家族群特性之論
述。然則，晚近國際學界的東南亞研究與區域研究，都很重視跨文化交
涉的問題，乃至原生族群與移民族群之間的衝突、協商與共生等具有普
世意義的課題。包括東南亞客家在內的海外客家研究，若能開展客家社
群與在地社群互涉關係的各種研究課題，更可對全球華人研究起著引領
學術新思潮的作用，以揚棄過去華人研究常見的華人中心主義視角的侷
限，而與全球化脈絡下的華人真實處境相契合。本書透過印尼客家社群
的個案研究，對整體的東南亞華人研究有相當重要的啟迪效果。
伊斯蘭研究，為西方學界發展已超過兩百年的學術領域，但長期以
來受限於伊斯蘭文明本身的中東中心主義，以及西方學界的歐洲中心主
義所建構出來的「東方主義」（Orientalism）式論述之雙重影響，使得
改宗伊斯蘭的問題，充斥著二元對立、偏離現實的想像與迷思。就非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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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林而言，有關改宗伊斯蘭最著名的歷史迷思，便是「一手拿經、一手
拿劍」的政治軍事化強迫改宗論述。此論述雖難以被歷史事實所驗證，
但對信者恆信者而言，要拿出大量的歷史證據來徹底推翻此論述也不容
易。因為，中東、北非與中亞等具有千年以上信仰傳統的穆斯林社群，
究竟其中世紀的異教祖先如何改宗成為穆斯林，難有完整的在地一手史
料充分呈現而足以還原改宗的歷史過程。甚至連遠在伊斯蘭世界最東陲
的中國回族穆斯林，也有千年以上的伊斯蘭傳統，到底回族穆斯林的祖
先，是來自中東地區的穆斯林民族的後裔，還是漢民族或其他中國少數
民族改宗成為穆斯林，學界迄今仍無充分的定論，或許兩者皆有。但由
於中國從未被伊斯蘭帝國所征服，所以歷史悠久的中國穆斯林社群成為
上述「一手拿經、一手拿劍」歷史迷思有力的間接反證。但真正能夠較
完整地重構伊斯蘭改宗歷史過程者，反而是歷史較短的伊斯蘭世界之邊
陲穆斯林社群，例如馬來西亞、印尼等島嶼東南亞地區的穆斯林。島嶼
東南亞全面伊斯蘭化，不過五、六百年歷史，而印度與中國文明早於伊
斯蘭文明影響此地，何以當地土著民族在從未被伊斯蘭帝國納入版圖，
且又有更古老的泛靈信仰、印度教與佛教的情況下，卻仍然接納並改宗
更晚傳入的伊斯蘭教，導致不但印尼、馬來西亞、汶萊等國的土著民族
絕大多數成為穆斯林，甚至在中南半島南緣及菲律賓群島南部也有相當
高比例的穆斯林社群。整體而言，島嶼東南亞地區乃是重構伊斯蘭改宗
歷史的最佳場域，透過東南亞歷史學者的探索發掘，其實「一手拿經、
一手拿劍」的改宗神話已被徹底顛覆了。此外，具有最短伊斯蘭歷史的
歐美國家，也是另一探討伊斯蘭改宗的重點地區。基於晚近三十年西方
與伊斯蘭世界的「文明衝突」甚囂塵上，歐美國家穆斯林少數族群的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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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受到極大的重視，歐美伊斯蘭遂後來居上成為伊斯蘭研究的新興領
域，結合西方原有的伊斯蘭研究基礎，遂出現不少具有份量的歐美穆斯
林改宗研究。作者所參照的改宗研究文獻，便涉及這方面的重要論著，
而華人改宗伊斯蘭的研究，正可與此一國際學術的新興潮流相接軌，以
更豐富化全球化脈絡下宗教改宗現象的跨文化研究成果。

二、宗教改宗論述的典範轉移
作者採取人類學的研究途徑來探討印尼客家人改宗伊斯蘭的個案，
所以特別重視該改宗者所處時空脈絡的分析，包括改宗前後的生命史回
顧、改宗後的宇宙觀與人生觀的敘述，也觸及了改宗者的性別、經濟狀
況、教育程度、家庭及社會網絡等外在因素對改宗抉擇與改宗後的信仰
認知與生活狀況的影響。除了分析改宗者對伊斯蘭與先前信仰的對比與
評價之外，作者也側重其華人與客家認同是否有所轉變的狀況，以及該
改宗者分別與所在華人及土著社群互動關係的調適與變化。總體來看，
作者的改宗研究是採用晚近改宗研究較普遍被接受的「過程」（process）
研究典範。
西方學界的宗教改宗論述，歷經多次的典範轉移。從最早強調信仰
與靈性主體之劇烈轉化的古典模式，接著依序是行為與社會科學所開展
的「洗腦」（brainwashing）模式、再社會化模式、社會網絡模式等比
較強調外在環境因素的理論典範，最後才是過程模式。過程模式，便是
嘗試在上述偏向信仰者主體經驗與偏向外在客觀條件的相反兩極之間，
尋求折衷平衡點所建立的新典範。古典模式以《新約聖經》所載的保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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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宗經驗為原型，強調信仰者在舊、新宗教認同轉換的劇變、斷裂與重
生的主體經驗，這是基督教神學思維仍然深刻影響宗教研究時期所採用
的改宗論述典範；接下來所發展強調外在因素的改宗研究典範，乃是
二十世紀後半期，行為與社會科學理論與方法論被引入宗教研究之後，
嘗試用來解釋改宗現象的各種理論模式。1980 年代以後，西方學界逐
漸掀起強調社會實踐的主體性與行動者取向的各種學術新思潮，影響及
於宗教研究，遂有兼顧主體能動性與外在情境脈絡因素的過程模式來解
釋改宗現象，此一新典範主張揚棄主觀主義與客觀主義兩種極端，並挑
戰上述各種模式所隱含的一個共同的預設前提，即改宗乃是揚棄舊宗
教、接受新宗教的斷裂過程。過程模式強調改宗不必然是新、舊之間的
斷裂，而是存在某種延續性，甚至新舊並存的綜攝性，故改宗應被理解
為漸進轉化的過程，而非自我認同與人我關係的劇烈改變。
作者以四十位印尼客家改宗者的生命經驗，具體地應證了改宗的過
程模式。雖然，從華人的多神信仰改宗為伊斯蘭一神信仰，似乎是一相
當重大的信仰轉變，但部分的改宗者仍以傳統的佛、道教的宇宙觀來詮
釋自己的命運與苦難，但有時也並用伊斯蘭的神學觀點；而在信仰實踐
上，改宗者當然必須按照伊斯蘭規範作禮拜、念經，但本研究的部分改
宗者也仍會有陪同家庭成員祭祀祖先、赴道佛寺廟燒香等維持傳統華人
信仰的作法，甚至亦有改宗者沒有放棄吃豬肉、喝酒等伊斯蘭律法所禁
止的飲食習慣。這些印尼客家改宗者是否虔誠遵奉伊斯蘭規範與信仰義
務，受到各種主、客觀複雜因素的影響，幾乎無法化約為特定因素來將
改宗者的信仰模式予以通則化。
長期受大眾媒體所傳遞的伊斯蘭信仰嚴格之刻版印象影響的讀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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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許會相當訝異本書所呈現的改宗者竟然出現吃豬肉、喝酒，或拜真主
阿拉以外的其他神明與祖先等違反教規的行為。其實，這其中有一關鍵
的外在脈絡因素會對改宗者的信仰觀念與行為產生重大影響，即該穆斯
林國家或所在穆斯林社會對奉行伊斯蘭律法的嚴格程度，作者提出伊斯
蘭化較深的班達亞齊與華人宗教盛行的山口洋之對比，便是外在宗教環
境的不同會影響改宗者信仰程度的最佳例證。甚且，印尼為一政教分離
的國家，並未如鄰國馬來西亞或部分的阿拉伯國家一樣，以伊斯蘭為國
教，嚴格執行天命五功、飲食規範、刑罰與婦女服飾等眾所周知的伊斯
蘭律法，也缺乏國家官僚機構統一管制伊斯蘭實踐，所以甚至連印尼土
著穆斯林的虔信程度也有極大差異，更遑論華人改宗者。因此，以印尼
為伊斯蘭改宗的研究場域，更能呈現在缺乏國家公權力的干預下，改宗
者如何以自身主體立場來進行宗教與族群認同的協商、調適與轉化。
整體而言，作者的研究徹底顛覆了「一手拿經、一手拿劍」的伊斯
蘭改宗神話，也挑戰了廣泛流傳於東南亞非穆斯林華人社群對伊斯蘭改
宗的歸因，即認為華人根本不太可能在自由抉擇下「入回教」，若有此
特例，一定是因通婚、現實政經利益之考量，或甚至於被馬來人下蠱等
說法。以過程模式來看，通婚或現實政經利益都只是以一系列生命事件
中的某些時間定點來看改宗行為而已，唯有更完整看待某位改宗者的生
命史，才能打破上述各種改宗的迷思。例如正是因為某位改宗者已對伊
斯蘭有嚮往與好感，此種傾向遂使其更常結交穆斯林的異性朋友，然後
才導致通婚的結果；而獲得某種實質的經濟利益，也可能是其涉入伊斯
蘭信仰的附帶結果，原本不在改宗者當下決定的考慮範圍。總之，如果
不從改宗者的主體經驗出發，很難對改宗行動的前因後果進行完整的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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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與論述。

三、解構族群差異的本質化
長期以來，東南亞華人研究受到某種族群或文化本質論的影響甚
深，所以無論是在進行華人自身的歷史文化書寫，或者是探討華人與土
著族群的關係，某種已經被設定的「華人 ∕ 土著」之本質差異，很容易
地便在通俗性或學術性的著作中以不同的論述形式被再現，這已成為華
人土產的「東方主義」論述。對一位來自外地的觀察者與研究者而言，
上述「華人 ∕ 土著」的本質差異，也可被俯拾皆是的東南亞華人所長期
沿襲的「唐 ∕ 番」差異論述所應證，形成了某種局內人與局外人共同參
與建構的族群本質化論述。
作者以印尼客家改宗者的案例，徹底解構了上述的族群本質化論
述，也進一步激發讀者反思更深層問題：此種論述會如此根深蒂固且被
反覆再生產的原因為何？其再生產的社會文化機制為何？從宗教信仰轉
變的案例來說明，無疑最具有顛覆性的效果。誠然，華人改宗伊斯蘭的
個案實為可遇而不可求的特例，或許無法由此歸納出族群建構論的更普
遍化通則，但對挑戰與解構現存族群本質論的迷思具有重要意義。
東南亞各國廣泛存在的「宗教－族群」差異的本質化現象，乃是殖
民時期的歷史遺產，再加上後殖民國家體制將宗教與族群加以制度化的
結果，所以會出現馬來人一定是穆斯林，華人通常是佛教徒或多神信仰
的既定印象，而華人穆斯林或馬來佛教徒則為難以理解或認可的社會群
體；又如緬甸人一定是佛教徒，穆斯林則為外來民族，而羅興亞穆斯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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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被緬甸激進民族主義者視為應被驅逐到孟加拉的外來族群，這是近年
來因媒體報導而為大家耳孰能詳的「宗教－族群」差異本質論的另一著
例。其他族群差異本質化的說法，包括華人比土著更有錢、比較功利現
實、不關心在地社會、認同中國等等，成為印尼、馬來西亞等國眾人耳
孰能詳的著例，此處暫無必要細究其歷史緣由。總之，東南亞國家類似
的族群差異本質化論述之案例，實在不勝枚舉。
但除了殖民時期的族群分治，以及後殖民時代土著政權的制度建構
兩大因素之外，華人本身的某種文化本質主義，似乎也是上述區隔進一
步強化的因素，而這並非東南亞華人特有，而是大中華文化圈的所共享
者。例如，華人常認為儒、佛、道三教才是華人固有的宗教信仰，基督
教、伊斯蘭教等一神教是外來宗教，諸如此類的內 ∕ 外之外，也常見於
華人將自身文化與其他文化相比較的論述。傳承此種文化本質論的華人
移民，在東南亞此一獨特的宗教與族群生態環境下，只會更加強化類似
的論點。
相同的道理，台灣的客家族群認同，已經透過政府部門設立客家
事務的專職機構而建制化，再加上解嚴以來的自由化與民主化，導致對
大中國意識的解構與台灣少數族群意識的覺醒，確實也產生客家認同本
質化的傾向。若吾人以台灣客家認同的有色眼鏡來看待東南亞的客家族
群，並期盼尋找類似的客家認同，如同作者所一再提醒者，可能會有些
失望。本書所提及的兩個客家社群皆有台灣人一向熟悉的客家認同之
「客觀事實」，如客語、傳統客家美食、刻苦耐勞精神等，但卻缺乏明
顯的客家認同之主觀意識，此一現象其實也普遍存在於新、馬兩國的客
家社群。如作者所解釋，東南亞族群差異以「華人 ∕ 土著」或「唐 / 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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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主軸，此差異甚至被建制化，且因該差異與宗教信仰差異重疊，而形
成某種本質化的再現，所以華人內部方言群的差異被弱化了，華人全體
的主體意識則被極大化。況且，客語成為福佬、潮州、廣東等其他方言
群的日常語言，這在台灣或許很難想像，但在東南亞以客家人居多數的
華人社群，這是相當普遍的現象，如山口洋的案例。更不用說，客家美
食與勤勞精神等，已為其他方言群所共有，根本不足以成為客家人與其
他華人方言群的區分。總之，只有透過如本書所採行的跨國與跨地域的
比較研究方法，長期存在於華人學術研究圈所建構的華人特性之本質化
論述，才可能透過對照與反思的辯證過程予以解構。

四、代結語：客家人是東方的猶太人？
閱畢本書之後，難免引發某種聯想，客家人的遷徙歷史與文化認同
建構的經驗，與猶太人有頗多類似之處。雖然，確實曾有視客家人為「東
方的猶太人」的觀點在學界流傳，但基於缺乏更進一步的跨文化比較研
究，所以此觀點僅止於某種類比，且容易引起誤導。雖然如此，若熟悉
猶太人「離散」（diaspora）歷史者，並將之與本書所呈現的客家人在
異文化脈絡下所發展的文化認同做對比與反思，其間的相似之處頗為發
人深思。
猶太人與客家人的族群認同，都有某種強烈的原鄉情懷與歷史記
憶，但由於輾轉遷徙的異鄉漂泊經驗，也都嘗試發展出可以與移居地的
社會文化並存或相互調適的在地化認同，所以純粹性的猶太或客家族群
認同的理想，都很容易必須面對跨界的遷徙與離散的現實而被妥協或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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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此種擺盪在原鄉與異鄉的曖昧不明、欲拒還迎的特殊文化認同經
驗，已成為當前離散文化研究的共通書寫主題。人類文明已走向全球
化、後殖民的階段，此種離散經驗或已成為許多民族與國家人民的共同
經驗，但猶太人與客家人早在人類文明還未邁入現代化與全球化的時
代，就已經歷了漫長的遷徙與離散的過程，並留給後代遠比其他安土重
遷的民族更多的離散歷史記憶，或者載之史冊，或者口耳相傳，或者展
現在其信仰與禮俗活動。筆者衷心期待未來的客家研究，也能開展出更
多與全球的離散文化經驗進行對話的研究成果，將客家人的歷史文化傳
承提升為具有普世意義的跨文化書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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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家社群與研究機構

臺紅茶業文化館
羅一倫 *
臺紅茶業文化館館長

一、前言
茶是臺灣之寶，曾經也是最重要的出口代表，百年來茶產業以其獨
有的歷史際遇與韌性，將臺灣茶行銷世界各地；臺灣茶不純然是解渴飲
品，臺灣茶具有高產值，若從貿易角度切入，臺灣茶產業發展的歷史軸
線，正記錄著臺灣集體經濟活動的脈動。
1980 年代之前，茶產業主要集中在臺灣北部，尤其是新竹、桃園、
苗栗的產量與植茶面積居全國之冠，為全臺最重要的茶產地，這區域正
是重疊著客家族群居住領域，走過百年的歷史記憶，逢山必有客，逢客
必有茶，客家人愛喝茶，也很會種茶，更擅長製茶，客家族群跟臺灣茶
的發展淵源深厚，而關西這個傳統客庄更為其中翹楚。
臺紅茶業文化館，從獨特的老茶廠角度出發，以地方歷史傳承為起
點，提供臺灣茶產業館及地方文化館之雙重展示功能，除了作為臺灣茶
文化的窗口，見證臺灣百年來的茶業發展歷程外，更納入更豐富的地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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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發展、鄉土文化教育的推動、藝文展演的平台及客家文化等，成為
茶產業文化與客家產業歷史的研究核心。

二、歷史沿革
（一）客家與臺灣茶產業之發展
自清代以來，茶葉就是臺灣對外貿易的大宗，茶葉生產集中在臺灣
北部地區，臺灣地處亞熱帶及北迴歸線橫跨，氣候溫暖雨量充足，加上
豐富的土質地形條件下，相當適合茶樹的生長，依據臺灣通史的記載，
清嘉慶年間，漢人從福建引進武夷茶樹的種子，在瑞芳一帶種植成效極
佳，隨著茶葉貿易的開展所需，從而擴及淡水河上游與支流，包含大嵙
崁溪 （大漢溪）、新店溪、景美溪、基隆河等北部丘陵地區發展出茶園，
甚至向南延伸至新竹地區，形成臺灣早期茶葉發展的脈絡。
臺灣主要的茶產地與茶農都集中在北部，茶園由北往南發展，客家
人居住地區隨之成為茶產區，由於茶葉的經濟價值高且不會排擠其他經
濟作物生產，1870 年代中期之後，相繼出現大規模的投入茶葉種植活
動，透過大溪直接運往北部淡水，形成一條從內山橫跨桃園、新竹的茶
葉運輸路線，茶販將茶運抵大嵙崁溪旁的三坑仔，經由水路直通艋舺、
大稻埕，再透過淡水外銷，開港通商讓臺灣對外茶葉貿易大興，帶動了
新一波的茶葉產銷需求，發展出以大嵙崁溪為運輸路線的近山製茶產業
的發展網絡，透過洋行與大稻埕茶街的收購與加工，將烏龍茶與包種茶
輸出到世界各地。
日治時期，臺灣總督府為了擴大重要產業保護政策，將茶葉列入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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灣重要的產業，除了鞏固原有烏龍茶與包種茶的產銷通路外，隨著國際
茶業潮流的演變，還透過一系列的茶產業政策，推動製茶機械化、產業
組合化及製茶法的改良，積極發展紅茶產業。此時桃竹苗地區的客家族
群，受到茶業獎勵計畫的鼓勵，紛設新式製茶工廠，在地方形成製茶產
業聚落，新竹州不僅成為最大的紅茶產區，連帶影響整個臺灣製茶產業
脈絡，而客家族群也從純然的茶葉供給者，轉換成茶產業經營者，客家
族群在臺灣製茶產業上取得相當的影響力與發言權。戰後，臺灣製茶產
業環境受到政治體制改變、洋行商社勢力退出臺灣，以及國際茶葉市場
改變等影響，面臨巨大的轉變，然客家製茶企業仍然透過公會組織或是
個別企業努力，在臺灣綠茶外銷北非或是蒸菁綠茶外銷日本上，取得相
當成功的茶葉外銷實績，為臺灣茶業發展留下重要的歷史紀錄。

（二）臺灣紅茶公司見證關西茶業歷史
關西，古名鹹菜甕，地理位置位於鳳山溪中上游，清末同治、光緒
年間就已茶產區聞名，1896 年出版的《臺灣產業調查錄》就將關西名
列重要茶產區。日治時期，新竹地區茶業逐步往南開展，朝向頭前溪中
上游的橫山、芎林、竹東，以及大隘區的寶山、峨眉、北埔等客庄發展，
幾乎多數茶廠或茶組合皆由客籍資本所經營。1920 年代，臺灣總督府
鑑於世界紅茶市場的崛起和暢銷，產業政策之施行相關，以新竹州（桃、
竹、苗地區）為主要茶產區，銳意發展紅茶之製造，並拓展茶葉外銷。
關西地區茶園因此大幅增加，鎮內的製茶業亦蓬勃發展起來。1930 年
代新竹州共設立 61 處製茶廠（或茶業組合），並以關西庄設立 28 處為
最多，可見關西庄產茶之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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鑒於當時臺灣茶的外銷出口必須透過洋行或日本商社輸出，新竹州
製茶業者多半將粗製完成茶葉，轉售給茶行、洋行、株式會社等，由其
負責紅茶精製程序、品牌與外銷通路拓展，1937 年，關西實業家羅碧
玉的號召下，整合家族與關西地方人士，共同出資籌設精製茶廠，創立
「臺灣紅茶株式會社 (The Formosa Black Tea Co., Ltd.)」，並在大稻埕
成立聯絡處，處理外銷事宜。這也成為當時洋行與日資企業之外，唯一
具有紅茶精製與外銷能力的本土製茶公司，除了馬武督、赤柯山茶業組
合等直營茶廠外，亦與桃、竹、苗地區其他茶業組合相互支援合作，直
營及合作的茶廠超過十六家之多，臺灣紅茶株式會社成為當時三井合名
會社之外，臺灣最為重要的紅茶企業之一。

圖 1 臺灣紅茶公司外銷出貨景況
資料來源：羅一倫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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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後，紅茶外銷多半繼續由桃、竹、苗地區廠商供應，而臺灣紅茶
公司也與該地區主要紅茶出口公司，一起整合臺灣製茶業界，籌設產業
公會。1954 年，臺灣區製茶同業公會成立，臺灣紅茶公司、北埔永光
公司等客籍大廠皆為創始會員，桃、竹、苗地區之客籍會員佔三分之二
以上。
1960 年代，紅茶外銷市場慢慢衰退，綠茶成為產銷的主流，臺灣所
生產的紅茶因而失去國際競爭力。紅茶製造廠商亦開始增加設備，改製
銷非洲之炒菁綠茶。1970 年代，臺灣紅茶公司更與其他同業，研究試
製日式蒸菁綠茶外銷日本，創造臺灣茶葉史上外銷最輝煌的紀錄。

三、發展策略
臺紅茶業文化館創立於 2005 年，面對一座兼具時代性、產業性與
客家性的八十年茶業公司，其文化館發展策略相形重要。首先，我們必
須了解其特質，臺紅茶業文化館本身具有非常強烈的產業館的特性，從
臺灣紅茶時代開始，歷經臺灣茶業的起落，幾乎見證臺灣茶產業發展歷
程。其次，它又兼具昔日地方發展火車頭的角色，關西，乃至於新竹地
區等客家庄，曾經超過有一甲子以上時間，仰賴茶產業經濟發展。值此
之故，臺紅茶業文化館設定以下的計畫目標與實施策略，分別為一個核
心、兩大主軸與四大主題區塊。
（一）一個核心：係指以臺紅茶業文化館。
（二）兩大主軸：一為聯結地方發展到世界市場，另一個為連結茶產業
與歷史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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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客家元素則分布於四大主題區塊。

圖 2 臺紅茶業文化館發展策略
資料來源：羅一倫提供

以臺紅茶業文化館成核心，建構兩條發展軸線。其一是國際與地方：
臺灣茶產業過去都是外銷市場導向，市場在國際，卻又深耕地方，所以
藉此擴大地方與國際這條軸線的廣度與深度；其二是歷史與產業，連結
茶業歷史定位能觀察完整產業之發展。
文化館的展覽，基本上都是依此二軸線所建構的象限來揮，客家元
素則遍布在各象限中，主要透過人事物來呈現於四個主題區塊，完整體
現客家茶產業的個個面向。文化館據此發展出多樣性又不失脈絡的內
容，讓臺紅茶業文化館不僅具備地方文化館的功能與關照面，更能兼具
一般產業文化館所欠缺的國際觀視野，建立其博物館的獨特性。

四、館舍建築、佈局與資源
（一）茶產業歷史建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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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紅茶公司關西茶廠，興建完成於 1938 年，是一座標準型的再
製茶工廠。所謂「再製茶工廠」之「再製」，即為茶葉精製之意，也就
是對粗製茶進行挑揀、再乾燥、併堆、包裝之過程，成品即為再製茶（精
製茶）。此茶廠主要是一座依據紅茶製茶流程以及其所需環境來發展的
建築，其平面呈現ㄇ字型，右側主樓部分，中央挑空至三樓作對稱式處
理，形式上因構造不同而分有兩層，一樓與建築物外牆採用加強紅磚造
為主的結構體，二樓地板及倉庫則為臺灣杉木構造，至於屋面部份則是
以西方螺栓鉸接組合方式的木桁架結構。除製茶功能以外，兼顧美感與
協調。

圖 3 臺灣紅茶公司製茶空間
資料來源：羅一倫提供

（二）場館佈局與功能設置
臺灣紅茶公司關西茶廠，總建築面積約 2,400 平方米，設置茶菁風
乾靜置區、製茶區、庫房、木造倉庫區、辦公區、主題展場區、多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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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會議室、門市部等，迄今臺灣紅茶公司關西茶廠仍持續運作中，每
年生產四至五季的茶葉，臺紅茶業文化館則充分茶廠閒置空間進行再利
用，將文化館融合在老茶廠既有空間之中，讓參訪者能夠從茶廠氛圍
中，感受臺灣茶文化的底蘊。
1. 茶廠製茶空間
從空間機能上來看，一樓廣場做為茶菁運送卸貨之用、一樓中殿為
茶菁風乾靜置區、中後殿為殺菁及揉捻作業區、右翼為乾燥及篩選作業
處、成品將透過輸送帶送至二樓木造倉庫區倉儲、由於南北向光線溫和
適合做為審茶與品質鑑定的品茶室，出貨時將在二樓木板區進行裝箱作
業，由以上說明來看，關西茶廠是一棟控制自然條件來製茶的歷史建
築。

圖 4 臺灣紅茶公司製茶景況
資料來源：羅一倫提供

279

Global Hakka

全球客家研究

Studies

2. 文化館展場
一樓展示區：主要是陳列與介紹臺灣紅茶公司與關西地方發展的關聯
性，進而了解過去茶產業如何帶動地方發展，茶產業經營者又是如何參
與地方文化事務，深入探索客家、地方與茶關係，強化地方產業的連結。
二樓歷史區：主要為八十年歷史的木造倉庫與木地板區，透過倉庫
牆上的馬口鐵刷板與文物見證近百年來茶產業歷史，臺紅茶業文化館完
整保留茶葉外銷歷史建築空間，臺灣難得一見。
二樓主題展示區：透過精彩主題的設定與文物的巧妙安排，一系列
呈現臺灣茶業過去、現在與未來的發展，北臺灣因茶而貿易興盛，更讓
臺灣茶躍上世界的舞臺，隨著時代的不斷演進，臺灣茶的樣貌也不斷地
變換，不變的是臺灣製茶界的彈性與專業的技術，過去臺灣茶以出口為
主，桃竹苗地區是臺灣最主要的茶區，為臺灣創造大量的外匯，現在臺
灣茶或許出口盛況不再，但是以更多元面貌，以深厚的文化底蘊伴隨茶
香飄散，讓世界看見臺灣。
木造倉庫牆上掛滿了早期外銷用的茶箱金屬刷板，原為刷寫木製茶
箱上的 Shipping Mark 之用，上面鏤刻著世界各國知名的港口城市，證
明了當時臺灣茶葉遍佈世界各地的外銷紀錄。
3. 歷史影像與資料
臺紅茶業文化館中保存與展出許多臺灣過去茶業發展相關歷史照
片，讓參訪者從珍藏的老照片中窺探過去臺灣茶面貌，並藉由主題特展
與導覽人員的解說，串起百年來產業軌跡，讓臺灣茶文化能永續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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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結語

近來，臺灣茶文化已深沉蘊藉的傳統內涵，隨著時代不停的創新，
擁有更多不同的意涵，「品」一杯茶，不僅是在感受一個閒適、自在的
時刻，更在體驗背後深厚的人文、歷史和土地情感，而這些都將透過茶
文化產業特展，完美的呈現給您。
臺三線茶產業在臺灣茶產業發展有長遠及重要的歷史意義，其中與
地方發展、國際貿易、客家聚落、歷史紀錄、生活文化等時空背景之演
變有關係密切，而茶業本身技術、生產過程、審辨方式之衍化及其茶葉
種類、茶葉貿易、國際茶葉趨勢等等之內涵史料極具廣博且豐富，建置
成具有維護傳統客家產業文化暨見證臺灣茶產業發展之「微型」客家茶
產業博物館，以印證臺灣茶業文化脈絡發展史實，並作為臺三線茶產業
交流的平台、文化休閒場域確實彌足珍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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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家社群與研究機構

新北市客家文化園區
賴金河 *
新北市政府客家事務局局長

一、前言
客家是臺灣第二大族群，也是分布在全世界的華人中最廣的族群之
一，在民主化與全球化的浪潮中，引領客家文化復興意識，民國 94 年
6 月 14 日客家委員會成立後，建置幾座大型文化園區，各地方政府與
民間也興起一股設立各種類型的地方文物館。新北都會客家人，多來
自其他客家縣市，受到強勢主流文化強勢及過去語言傳播政策的影響，
使隱形於都會中的客家族群語言日漸流失，而客家文化也在隔代間產生
斷層。因此，臺北縣政府為保存客家文化，於 90 年 10 月 8 日正式動土
設立「新北市客家文化園區」，94 年 8 月 4 日正式開園。致力推動研
究調查、藝術展演與教育推廣。
「新北市客家文化園區」以積極推廣客家文化、發揚客家意識，期
能打造成現代客家藝文創作，吸引不同族群的多元價值的平臺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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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資本主義下的都會，建築往往成為城市行銷的策略，在反思當
代建築客體對於歷史的遮蔽，及重構傳統美學，新北市客家文化園區期
能重新展現建築的優良傳統。

二、選址與設計哲學
（一）隆恩埔戰役
「新北市客家文化園區」位於三峽區隆恩埔段，隆恩埔之名源自清
乾隆皇帝以免賦政策，鼓勵南靖莊居民墾荒於三角湧與鶯歌之，居民感
受隆恩，於是以隆恩埔名之。隆恩埔也是抗日的重要據點，1895 乙未年
7 月 13 日，三角湧義軍統領蘇力等起義，在隆恩河兩岸設伏夾擊日軍，
義軍並於「分水崙大戰」中殲滅日軍數百人。許佩賢（1995）指出「義
勇軍結合部分隆恩埔原住民配以長刀、自製竹刀與弓箭在南靖莊埋伏，
並在今國立臺北大學現址近身短兵廝殺，日本兵力單薄不敵百餘人義勇
軍」。經由追憶隆恩埔的歷史人文，選址地點也有再現先民義勇抗暴捍
衛鄉土與客家族群的歷史淵源的意義。

（二）外圓內方的設計思維
圓區設計者為曹祖明建築師，曹建築師是外省籍第二代，從客籍同
事認識客家人，體認到淳樸、務實又重視傳統的客家特質；為了解客家
文化，請教客籍朋友、聘任客家文化專家當顧問，還到六龜等客庄進行
考察，最後汲取了圓樓與方樓以及具備瞭望守衛功能的塔樓等三種建築
元素，將之融入現代建築，勾勒出極具識別性的客家意象。「新北市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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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文化園區」簡潔外貌蘊藏著豐富機能，流露出濃厚的客家風情。呂欽
文（2013：10-13）指出「羅馬時代的建築家維特威在西元一世紀所著
「建築十書」所提到的一個好的建築物應該具備「強固（firmitas）、實
用（utilitas）、美感（venustas）」的三項標準」。建築師透過手稿的設
計與建築團隊，打造具有客家特色的美學建築。

（三）以有限條件展現豐富機能
曹袓民建築師規劃及營造園區時，服膺「吸引人潮」原則，規劃靜
態展覽，亦藉由表演或課程等活動來吸引民眾，因此空間配置方面，設
有展廳、研習教室、辦公室與專屬停車場等空間。八種主題的常設展與
各種特展以及定期舉辦課程，使得每天來參觀的團體，都在長型建物裡
進行。
夏鑄九（1992）指出「賀龍．巴赫德（Roland Barthes）在建築的雙
向運動，『求便與夢幻』的關係中，象徵表現的魅力與作用是空間實踐
的所在」。

（四）回到原點的時空之旅
曹袓民建築師認為圓樓是園區的主要意象也是整個建築的重心，
「它當起點，也當終點。」園內採取開放空間，每個人都可隨意逛逛。
走在園區的文創商品店、餐廳品嘗客家美食，到展廳欣賞展覽或是去禾
埕廣場感受童年記憶的童玩，在不知不覺中，腳步仍是回到了起點。所
有動線全都聚集圓樓的設計，象徵了有始有終、生生不息的文化傳承及
使命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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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築物等於是具象化的歷史，展現出社會的分化、層級與宰制，而
人們也透過互動、詮釋、改造賦予建物意義，與建物一起形成社會生活
的樣貌（Gieryn 2002）。園區由各類建材、隔間、屋型形成，透過建築
體現客家傳統的文化，亦透過不同的空間規劃，呈現建築本身及其背後
的故事。張哲夫（2017）「建築不只是蓋一棟房子，建築的價值存在顧
其對人類社會所能發揮的貢獻」。

三、建築理念與空間場域
（一）理念
1. 將圓樓意象融入現代園區
新北市客家文化園區建築設計融合客家元素，從遠處即可一眼分辨
出圓樓、方樓與塔樓設計，其中圓樓代表客家族群的傳統建築，適合當
成園區的建物原型。整體建築承襲客家傳統建築元素，融合現代建築工
法。張哲夫（2017）指出「建築的象徵意義從石、木、混凝土、鋼等各
種建材建造出來，亦能傳承人們的文化與記憶」。建築師謝英俊對於客
家建築亦有全新思考，將客家精神這部分存留在這裡給外來者體驗是最
重要的，建造出具有地方性的客家建築，而非複製本地生活者的生活建
築。」呂欽文（2014）指出「現今建築工作的差別，只在於隨著時代的
演進、科技的發展、材料的創新，激發了更多建築的可能性。」
2. 傳統建築語彙的創新應用
「新北市客家文化園區」的特展室可讓遊客欣賞當期的主題展，曹
袓民建築師考慮到特展會經常更換展品，因此，在一樓便於進場或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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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循長廊前進，門框與窗框鑲滾一圈小石子鋪面，簡報室及辦公室門
框的鋪面還可以貼上紅門聯！來到建築後方的木棧道散步，是親近大自
然的好地方，遠方有鳶山，近處則有綠意盎然的生態園及水圳。
3. 持續變化的彈性空間
以簡易的工法，結合在地材料，自然地呈現在地文化特色，藉由開
放式構造系統，反應了族群文化的多樣性，強化客家文化意識。由於客
家族群多居住在山區流水之處，曹袓民建築師團隊在設計時，亦藉由客
家建築材料與文化元素融合省思中，把客家人居住的環境特色也帶入空
間。
位於禾埕廣場邊緣的水池，表現溪澗逐層低下的意象，池裡設計了
一些隔板，圓樓中央則有天井，可通往展廳與閱覽室之間的小外突平
臺，讓遊客走上二樓平臺回望大門，可以感受圓樓內部的開放式設計。
訪客可以站在這邊眺望一樓大廳，也可以在好客書坊休息一下。常設展
室外的「巧之藝廊」，廊道牆面預埋了掛畫軌道，外牆則等距開設長窗，
行經此地者可坐下來賞畫，也可透過長窗探視下方的廣場。屋頂邊緣設
有一道透明天窗，使寬敞的走廊充滿了天光，穿過巧之藝廊，位於演藝
廳門廳利用天窗引入豐沛陽光，走出門廳，二樓平臺跟迴廊都是觀賞廣
場活動的好位置。

（二）場域
「新北市客家文化園區」為客家族群及社會大眾提供了樸實的美學
場域，設計上融入客家傳統建築的元素，讓蒞園遊客感受及親近客家文
化。本園區建築為地下一層、地上兩層之建築，其「常設展」、「藝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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坊」及「巧之藝廊」有豐富的藝文展覽及客家文物，展出客家元素相關
之主題特展及優秀客籍藝術家作品展覽，配合不同展覽辦理多元的 DIY
活動，讓民眾更能了解展覽的意涵，並體會創作歷程。此外，安置公共
藝術，供應生活所需的文創商品店提供蒞園遊客，崇尚自然的手創商
品，讓遊客在參觀之餘，還可以帶走自己喜愛的文創商品，開放的禾埕
廣場提供各式童玩供蒞園遊客體驗，形成一個活力充沛的環境，亦促進
鄰里社區的互動；餐廳及慢思飲料店供蒞園遊客品嘗美食及歇息的舒適
空間。
1. 常設館
保存、研究、推廣客家文化是身為客家文化館舍重要使命，規劃常
設展室陳列客家文物，供蒞園民眾於休閒時光亦能學習、了解客家相關
事物。展示主題包含「頭擺个事情：客家文物展」、「娃娃看天下：客
家娃衣創意設計展」、客家傳統與現代服飾展示區、客家意象陶瓷精品
區及時尚客器展示區等，呈現新北市客家的文化意涵，吸引更多人認識
客家，瞭解客家。
2.「藝靚坊」及「巧之藝廊」
豐富的藝文展覽及客家文物，展出客家元素相關之主題特展及優秀
客籍藝術家作品展覽，並配合不同展覽辦理多元的 DIY 活動，讓民眾
更能了解展覽的意涵並體會創作歷程。
3. 文創禮品店
「新北市客家文化園區」為推廣客家文化商品，活絡文化創意交
流，配以精心設計的燈光，襯出具設計感的店面空間，以三鶯地區最美
文創商品店為號召，開發的文創商品種類繁多，成為三鶯地區居民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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享、共生的藝文場域。更進而擴大至新北各地及其他區域，推廣交流多
元創意的現代客家風格商品。此外，為了提供新北青年文創平臺，除徵
件入選廠商之賣品，更加入新北市技職學校的青年創作品展售及當代設
計的客家創意衣裳，將新北市三鶯地區產、官、學結盟，活絡深耕在地
文化。
4. 禾埕廣場
位於中心的禾埕，是由圓樓、方樓與長型建物組合而成，形成了一
個對外敞開的廣場，由於客家傳統建築較為封閉，因此，曹祖明建築師
在方樓及廣場的外側再設置一道迴廊，類似三合院的圍牆，成為園區與
馬路之間的屏蔽，也讓廣場更像是合院裡用來曬稻穀的「禾埕」。
5. 附設餐廳：大嬸婆御膳坊
園區為服務來園民眾可以在園區暢遊全日，特別於園區內設置餐廳
與紀念品販賣店以滿足民眾的需求。餐廳暨禮品店位於園區一樓，室內
坪數共計 189 坪，可容納 300 席位桌宴，大嬸婆為臺灣名漫畫家劉興欽
的作品。服務項目：客家料理、客家文創禮品、婚宴囍慶、大宴小酌、
御膳年菜、商務團會、精緻午茶、養生點心、創意美食、冷熱飲料冰品、
國際美饌好禮、多項養生食品，歡迎預約團購。
6. 慢思咖啡：Amour Sacrifice 慢下腳步重新思考愛 & 犧牲
為什麼名字要叫「慢思」？故事的由來是因為一隻流浪狗。約莫
在 2 年前徐店長在網路上看到一隻流浪狗等待被救援，當下就做了決定
收養牠，然而牠的狀況非常糟糕，幾乎所有疾病牠都染上了，花了整整
一年的時間照顧治療，牠才有辦法跟一般的狗狗一樣出門散步。雖然過
程中花了非常多的心思與心力照顧，但這些都遠不及牠所帶給我們的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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饋，使我們得到更多，讓我們學會怎麼去付出而不計任何回報。這就是
愛跟犧牲，所以我們的杯子上也有牠的肖像喔！在這個資訊爆炸的時代
裡，你是否慢下腳步，重新思考過你生命中的順位呢？如果有空，不妨
慢下腳步享受片刻悠閒時光，喝杯香醇濃郁慢思咖啡，沉澱自己。
7. 研習教室
園區為凝聚族群意識落實不同群族融入客家，開辦客語口說藝術、
美食、烘焙、醃漬、客家文學、客家服飾賞析、藍染、纏花傳統技藝及
性別平等系列課程，讓有意願參與的朋友加入終身學習行列，並讓社會
大眾利用假日闔家親子同遊，透過輕鬆趣味的研習課程，深入瞭解客家
內涵，認識客家文化之美。

四、服務內容與成效
（一）服務內容
1. 好客研習
研習教室整年度推出不同主題之 DIY 文化體驗，讓參訪民眾在動
手做、動手玩的過程中，深刻了解客家人的傳統文化與精神。課程活動
包含客家擂茶、粢粑、大風車、祈福燈、客家花布燈籠、環保芭比娃娃、
桐花相框、桐花寶貝盒、蝶古巴特手提袋等 … 每項活動都吸引大人小
孩的目光，新奇有趣的巧手 DIY 活動，不但讓民眾體驗客家元素的意
涵，更讓每次旅程有了豐富的回憶，不僅增加遊客的回園率，在新北市
客家文化園區留下豐收回憶，踏出了解客家的第一步，進而探索客家。
2. 場地租借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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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提昇民眾休閒生活品質，豐富市民精神生活，並便利各機關、學
校舉辦各項多元活動，客家文化園區提供優質展演的舞臺，演藝廳具有
366 個座位，並備視聽設備、燈光機電等展演工具，搭配演藝廳之 300
吋投影螢幕，每年平均約 330 場地租借服務。多功能會議廳有 177 個座
位，提供專業展演設備，上述場地吸引機關、學校、團體租借，進而提
升園區場地之專業形象與競爭力，園區場地租借服務帶來額外效益，自
94 年開園以來，逐年增加租借率，截至 106 年總場次達到 6,400 場，總
收入達到 1,198 萬 5,660 元。
3. 導覽服務
為提供深度園區之旅，特別安排導覽解說服務。導覽內容豐富廣
泛，上至園區建築規劃，下至展品意涵，讓民眾空手而來、滿載而歸。
為避免同時段蒞園參訪人數過多影響服務品質，採取導覽預約機制，凡
15 人以上之團體透過事先預約，即可享受客製化的行程安排服務，每
年平均提供 2 萬餘人次導覽服務。此外，促使客家文化向下扎根，不只
是聽園區的導覽員說，也讓小朋友說園區的故事。
4. 童玩體驗
園區規劃具代表客家農家特色的禾埕廣場，安排各式活動或假日童
玩專區，提供「扯鈴」、「陀螺」、「跳繩」、「踩高蹺」及「呼拉圈」
等民俗童玩讓民眾體驗，並設計闖關活動，平日亦接受團體預約體驗，
深受親子與學校機關團體喜愛，每年參與禾埕童玩人次逾 20 萬人。

（二）成效
園區為全臺第一個成立的客家文化館舍，總計自 94 年開園至 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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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1 月底園區入園人次達到 7,866,668 人，象徵新北客園遊客穩定成長，
進而達到認識、親近、體驗之推廣客家文化目的。
經營內容多元，包括歷史、文化及語言，且著重教育與推廣功能之
目標，常設展、藝術家邀請展皆獲得民眾好評與，遊客對於展覽滿意度
達到八成以上，親民的服務態度獲得遊客 97% 的肯定，民眾願意再次
來園區參觀達到九成以上。
園區運用多元媒體行銷管道及舉辦各項活動記者會、發布新聞稿，
並提供展覽訊息邀請媒體採訪報導，爭取新聞行銷推廣，並針對活動特
性定期提供文宣資訊，評估報導內容及了解媒體採訪需求，調整行銷策
略，提升園區曝光度，媒體報導次數截自 106 年總計達 1,454 則。

五、打造新願景
「為推動客家文創產業發展需求，並均衡北中南區客家文化園區發
展，因此，利用園區既有的客家文化風華，結合地方產業、在地歷史故
事、文創產業、生態景觀等優勢條件，整合園區鄰近土地，形塑一個美
好發展願景的新北市客家文化園區二期工程：「北臺客家文創園區」，
以提升園區整體服務品質。
「北臺客家文創園區」為均衡北中南區客家文化園區發展，結合園
區現有之自然及人文環境特色，將園區整體發展定位為『都會客家』+
『客家文創』+『水圳景觀』。全區配置後，將分為四大主題區，為客
染水圳步道區、隆恩埔戰役故事區、北臺客家文化區及客家藍衫服飾文
創區，各自分區發展各自特色及主題，讓全區具有多元化特色之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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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打造全臺灣第一間以「客家藍染」為主題的文創設計中心，
除發展客家傳統藍衫技藝外，更融入客家文創產業、商店進駐，做為創
造客家產業交流平臺及發展空間；並且培育青年創業課程及藝術家駐村
創作導入，讓此棟建築物具有多元化的發展空間。期待從培育 - 創新 製作 - 生產 - 販賣，創造一條龍的營運模式，讓本棟建物可成為客家文
創的多元發展空間。
中心為培育一流的藍衫服飾設計文化、師資及人才等，以及創造藍
衫設計的工作坊空間、交流等，俟各條件及時機成熟後，可相繼舉辦「全
臺性的藍衫服飾設計節」及「國際性的藍衫服飾設計比賽」等活動，帶
動藍衫服飾文化及潮流推廣至全球服飾設計潮流當中，成為世界領先的
藍衫服飾的聖地及基地，係世界各國藍衫設計師朝聖之地點。
配合新北市技職院校及三峽地區豐富多樣的技藝團體（如三鶯樹地
區百工百藝人才資源）、周邊北大社區團體及周邊文教機構（如北大創
新創業中心及木工學校聯盟、聯合臺藝大師生專業人才甄選、進駐及鶯
歌高職等，提供一個培養藝術人才的場所，教育的環境。有效地推廣了
在地與客家技藝、活絡區域發展的聯結空間，讓本計畫自主性的呈現出
來代表三峽地區一個精神象徵性的地標。

六、結語
新北市客家文化園區為全國最早設立之客家文化館，相較於一般博
物館之設計，透過在地乙未隆恩埔戰役之析探，結合在地客家文化本
質，配合傳統客家建築特色及現代建築技術，完成了園區的多樣館舍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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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設計。其建築空間廣納不同的使用主體，含括鄰里社區民眾、社區的
文化工作者及遊客，也透過這樣的角度，展現園區在有限條件下之豐富
機能，包含客家文化特有的圓樓、甚至塔樓空間靈活運用，建造出具有
地方性的客家特色的美學建築，讓蒞園貴賓及遊客，感受園區生生不息
的文化傳承及使命感。
另外，為提供最優質的空間及凝聚新北市境內客家藝文休閒與創意
產業力量，並舉辨一系列客家文化創意推廣活動。運用觀光資源，透過
系統性規劃行銷活動，加以文化視覺包裝吸引民眾，振興客家產業與文
化發揚，成為地區發展文化、休閒產業的領頭羊，活化新北市客家文化
產業。
未來園區總開發面積約 8.6 公頃，以分期分區逐步興闢為原則，預
計於 112 年完成「北臺客家文創園區」的興建，將可提供客家文化一個
文創環境、資源、諮詢、教育及展售等服務的場所，打造全臺灣第一個
以「客家藍衫」為主題的文創設計中心，帶動客家服飾文化及潮流推廣
至全球；另外，引進文創藝術家駐村及國際青創理念，將客家文化產業
行銷國內外。此外，結合鄰近臺北大學、原民部落及未來的「三鶯捷運
線」，串聯鶯歌陶藝文創產業，藉由新北三鶯文化金三角，共同發展觀
光、展現新北多元文化共融，達到魅力三鶯文創怡居雙子城之目標。

參考文獻
呂欽文，2013，〈我們該如何看待專業分工趨勢下的「建築」〉。《臺
灣建築學會會刊雜誌》72：1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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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鑄九，2016，《建築理論》。臺北：唐山。
張哲夫，2017，《建築無我 : 張哲夫超越型式的追逐》。臺北：田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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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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客家研究》創刊號預計於 102 年 11
月發行，之後以半年為間隔出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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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野紀要（Research/ Fieldwork
Note） 與 評 論（Book Review/ Comment）、 客 家 社 群 與 研 究 機 構（
Hakka Communities and Research Institute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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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野紀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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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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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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客家社群與研究機構：本刊每期會刊出至少一篇「客家研究」介紹性
專文，內容以「客家研究」相關機構、博物館、重要叢書、重要研討
會等的介紹為主（10,000 字以內）。
5. 客家研究相關書目：本刊每期會就前一年度之「客家研究」
相關書目進行整理，目前的規劃是每年的第一期以全球各地的學位論
文為主要對象，第二期則以全球各地的專書、書籍篇章、以及期刊論
文為主要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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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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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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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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first issue will be published in
November,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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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ieldwork Note”
(maximum words: 15000), “Book Review/ Comment” (maximum words:
5000) and “Hakka Communities and Research Institutes” (maximum wor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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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0). Articles could be written in Chinese, English and Hakk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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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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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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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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