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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室報告
10 月與 11 月交替的這幾天，北台灣，天涼好個秋。2016 年《全球
客家研究期刊》11 月號，也在這個豐收的季節，獻給讀者。作為跨領
域探索客家知識的平台，本期由研究論文到專號，其背後的學門與知識
裝備，也展現多元特性。跨越了知識史學的重構，結合視覺符號剖析的
博物館研究，與族群傳播歷程的描述與分析。
簡宏逸所寫的〈歐德理與他的傳教士民族誌：客家研究的德意志起
源〉，返回十九世紀中葉歐洲的宣教士暨學者歐德理（Ernst Johannes
Eitel [1838-1908]），如何帶著那個年代的德國民族學觀點與作為傳教
士的使命，記錄廣東惠州地區的客家社會與文化，以及當時的族群關
係。這篇文章的筆調優雅，讓我們得以進入一種氛圍，探看客家論述，
如何始於十九世紀的歐洲刊物與文人之間的交流。陳雪薇在〈新加坡大
埔客視覺化認同表述：一個比較分析的視野〉的文中，則主要以視覺感
官為分析焦點，解讀在新加坡社會相當活躍的大埔客家社團，如何通過
博物館的陳設，展現族群與當代新加坡國家文化與政治之間的對話性。
從傳播的各種過程，來理解族群經驗，是探索客家的一個新角度。
而這也隨著各種不同類型媒體與當前人類社群與個人更為緊密的關聯，
愈形重要。本期的專號〈傳播過程與客家〉，這是《全球客家研究期刊》
創刊以來，首次以傳播為題，進行的專號。如同客座主編黃靜蓉在導言
開始提及：「中央級客家委員會成立（2001）、大漢之音開播（2002）、
客家電視開台（2003）、桃竹苗三地客家學院設立（2003-2005）以及
《客家基本法》（2010）頒布施行等，而傳播與客家也得以在此機緣下
交會」。我們對於台灣客家經驗的紀錄與解讀，實不能忽視傳播所可能
造成的影響力與變化。

vii

專號裡的第一篇是魏玓所寫的〈東南亞客家與臺灣客家電視的交會
及其意涵：以馬來西亞客家閱聽人為對象〉。基於在馬來西亞進行閱聽
人的田野訪談，本文指在客家電視台和馬來西亞電視台不完備的現實
下，馬來西亞客家閱聽人幾乎沒有接收臺灣客家影視文本（族群訊息）
的機會。第二篇是張玉佩與黃如鎂合著的〈客家電影《一八九五》的青
少年閱聽人解讀與詮釋〉。此文比較客家與非客家的青少年對於客家族
群電影的觀看與回應。發現有客家背景的青少年對於英雄式的族群電
影，反而較非客家的青少年給予較為負面的評價。這個研究結果呈現了
族群傳播過程與內涵的複雜。第三篇為李美華所寫的〈臺灣客家廣播媒
體之組織資訊傳播科技的使用研究〉。探討社群媒體和傳播通訊，如何
影響客家廣播電台的組織。當代社群媒體，也在這個脈絡下，涉及並影
響族群傳播訊息的收發與取用的管道與途徑。族譜在客家的族群論述
裡，有著突顯的位置。專號的第四篇為張陳基與李國兆合寫的〈客家族
譜線上書寫：以資訊視覺化技術建置客家族譜數位平台〉，提供了數位
化時代，客家族群認同與科技之間全新的關聯。
客家知識與文化的向下紮根，是一個逐漸被關注的議題。本期的研
究紀要，陳雅鈴所寫的〈幼兒園客語系列教材發展歷程及成果〉，以及
許瑞君、葉芷柔合著〈客家生活、學習、體驗中心：屏東縣客家文物館
與六堆生活學院〉，均涉及客家文化與知識，如何融入孩童成長過程中
的社會化與文化學習的經驗。
本期的兩篇書評，則向讀者介紹與評議兩部不同書寫典範下的客家
觀點與台灣經驗及歷史。曾建元的書評，指出丘昌泰的《臺灣客家》於
臺灣客家歷史與人文的過去與現狀有所認識之餘，將視角延伸至客家公
共行政和公共政策的領域，探討臺灣如何判斷問題、制訂政策，來復
興和發展客家人的族群認同和文化。田靖、簡美玲對於藍建春、彭瑞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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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撰述的《新竹縣客家文史學家口述歷史專書》，則指出，從三位出身
於新竹、客家籍的文史學家（杜潘芳格、黃榮洛及楊鏡汀）的在地生活
經驗以及對於客家文史的奉獻切入，包含個人創作及研究歷程、客家信
仰、歷史事件的重述、個人的歷史觀點以及地方文化史，試圖以生命經
驗翻轉既存的客家歷史敘述，為臺灣史的書寫開展出其他面向。
最後，謝謝張珈瑜協助彙整 2015 年中國客家研究期刊論文書目彙
編。也由衷感謝每位作者、審查委員、編輯委員，與編輯部同仁的奉獻
與耐心投入。

執行編輯 簡美玲謹誌
2016 年 10 月 31 日
國立交通大學客家文化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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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東縣客家文物館，臺灣第一個仿原鄉圍籠屋建築的客家館舍，肇
生於臺灣本土化運動與客家運動的果實。文獻記載 1987 年由六堆客籍
人士發起籌設、六堆人士張士輝等捐地建設，歷經十餘年才獲各種力量
匯聚成立，由屏東縣政府與中央政府出資館舍硬體籌建經費，建館後由
屏東縣政府主管，於 2001 年開館營運。2008 年底，屏東縣政府委託客
家社團進行複合性的客家文化傳承與經營，其經營將館舍定位為六堆區
域的社區博物館，以「傳承、創新、學習、永續」四大精神為本，引入
民間活力與社區參與空間，於館內推動具終身學習概念的「客家講堂計
畫」；以典藏、保存、研究、教育為本的「文物會說話計畫」；及六堆
傳統工藝復振為本的「六堆結扇緣」、竹工藝展等計畫，以博物館場域
為中心，期待建立一個社區型的六堆生活．學習．體驗中心。（文 ‧
許瑞君／圖 ‧ 楊梭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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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德理與他的傳教士民族誌：
客家研究的德意志起源
簡宏逸 *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臺灣語文學系博士候選人

出身德意志地區，長期在客家地區傳教的傳教士歐德理（Ernst
Johannes Eitel, 1838-1908）是客家研究史中的重要角色。他於 1867 至
1869 年間發表的〈客家漢人民族誌略〉（“Ethnographical Sketches of the
Hakka Chinese”），以及 1873 年發表的〈客家歷史大綱〉（“An Outline
History of the Hakkas”）奠定了後世客家研究方法與客家人認同的基調。
本研究認為比較歐德理在〈客家漢人民族誌略〉、德意志學者 Ehrmann
〈普遍與特定民族學大綱〉倫敦民族學會《民族學訪問手冊》，可知歐
德理撰寫〈客家漢人民族誌略〉的架構，主要還是受到德語民族誌學之
Ethnographie/ Völkerkunde 的傳統的影響。在客家歷史方面，歐德理出
身的 Tübingen 學派學風雖然強調以文獻所載的歷史證據考據聖經，但
面對客家族譜虛構的族群遷徙史，歷史考證法卻無用武之地，最後竟建
構了客家人遷徙神話。

關鍵詞：歐德理（1838-1908）、客家研究史、民族誌學史、客家風俗、
客家遷徙史建構
* E-mail: chienhy@gmail.com
投稿日期：2015 年 10 月 20 日
接受刊登日期：2016 年 4 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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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rnst Johannes Eitel’s Missionary
Ethnography: A German Origin of
Hakka Studies
Hung-yi Chien**
Doctoral Candidate, Department of Taiwan Culture,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German missionary Ernst Johannes Eitel (1838-1908) is an important
scholar in the history of Hakka studies. His “Ethnographical Sketches of the
Hakka Chinese” (1867-1869) and “An Outline History of the Hakkas” (1873)
laid the foundation to develop Hakka identity in the early twentieth century,
and Eitel’s methodology was also adopted by later scholars in their Hakka
studies. In this paper, I start with the etymological clarification of Eitel’s
terminology, “ethnographic sketches”, and trace its scholarly root to the
mid-eighteenth century Germany. Then I make a comparison among Eitel’s
works, the German Ethnographie/Völkerkunde tradition, and the British
questionnaire of ethnological inquiry. The result reveals Eitel was strongly
influenced by his native German traditions. Finally, I find the historical
criticism of the Tübingen School, from which Eitel was nourished, was
** Date of Submission: October 20, 2015
Accepted Date: April 15,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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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able to help Eitel critically read the fictitious parts in Hakka genealogies
and made him constructed the myth of Hakka migration.

Keywords: Ernst Johannes Eitel (1838-1908), History of Hakka Studies,
History of Ethnography, Hakka Customs, Construction Hakka Migration
History

歐德理與他的傳教士民族誌

4

一、緒論

對於人類多元文化的興趣，以及大航海時代以降，各種不同民族的
接觸與認識增加後，在十九世紀到二十世紀初之間，西方學術界為了殖
民、傳教、學術興趣，產生許多對異文化的描寫。在西方這股認識世界
的風潮中，肩負傳播基督教使命而被派往世界各地的傳教士，因傳教任
務所需，以及於駐在地長時間觀察學習之便，傳教士向西方世界所報
導的異文化描寫，其實就是近代民族誌研究的濫觴。而產生於東西文化
相遇、內外學人互相交流激盪後才確立的「客家」一詞，也是在此學術
脈絡下的產物。因此，我們追溯客家研究的歷史時，應該更往前追溯
到十九世紀西方人士對「客家（Hakka）」的認識與研究，才能建立客
家研究的學術系譜。施添福（2014）與飯島典子（2007）都注意到西
方傳教士，特別是瑞士巴色差會對「Hakka、客家」此一重要族群標記
形成之影響。在這些人之中，出身日耳曼地區符騰堡王國（Königreich
Württemberg，今日德國 Baden-Württemberg 邦之中部與東部），長期在
客家地區傳教的新教傳教士歐德理（Ernst Johannes Eitel, 1838-1908）是
相當重要的角色。1 他於 1867 至 1869 年間發表於《中日釋疑》（Notes
and Queries on China and Japan） 期 刊 中 的〈 客 家 漢 人 民 族 誌 略 〉
（“Ethnographical Sketches of the Hakka Chinese”），2 以及 1873 年發表於
1
2

歐德理的姓名到晚年時亦拼作 Ernest John Eitel，此為德語名英語化的結果。本文採取
Tübingen 大學檔案中歐德理自書的拼寫。
羅香林（1992：4）分別譯為《中日記錄及訪問》與〈客家人種誌略〉，歐德理之名則
音譯作「哀德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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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評論》（The China Review）的〈客家歷史大綱〉（“An Outline
History of the Hakkas”）。3 這兩篇論文可說是奠定後世客家研究方法與
客家人認同基調的重要著作。歐德理長期於客家地區服務，對客家族群
有深入的觀察，並超越在他之前西方人與東南亞客家人接觸時留下的遊
記式紀錄。他也引入比較研究法，突顯客家人與附近其他族群的差異，
對客家研究的影響深遠（施添福 2014：66-72）。
歐德理的客家研究必然受到他自己的知識背景及宗教立場所限
制，所以我們在閱讀他的客家研究時，應該先了解這些背景脈絡，持
批判性的角度閱讀之。特別是歐德理在 1867 年使用的「民族誌略」
（ethnographical sketches）一詞，4 其出現的時間點一定會令在二十一世
紀的人類學學徒感到奇怪。由 Franz Boas（1858-1942）建立的的美國人
類學（anthropology）的四領域傳統，人類學分為考古學、語言學、體
質人類學、文化人類學，而民族誌（ethnography）是文化人類學的研究
方法之一，但是歐德理撰寫〈客家漢人民族誌略〉時，Boas 不過十歲
左右，之後被視為建立民族誌研究典範的 Bronislaw Malinowski（18841942）甚至還沒出生。那歐德理所做的民族誌研究，又是什麼樣的研究？
我們必須先處理這些背景知識問題，才能進一步理解〈客家漢人民族誌
略〉的內容。而最好的方法，還是從歐德理的生平著手。

3
4

《中日釋疑》和《中國評論》的編者群有相當重複，歐德理本身也參與過兩部期刊的
編輯（王國強 2007：21-31）。
本文將 ethnography 譯為「民族誌」，但後文之討論則盡量保留原語原文，以免詞彙翻
譯的不統一反而造成更多理解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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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歐德理的事業：宣教、政務、學術

歐 德 理 於 1838 年 2 月 13 日 生 於 符 騰 堡 王 國 首 府 Stuttgart 東
方 的 小 鎮 Esslingen， 早 年 加 入 符 騰 堡 王 國 福 音 教 會（Evangelische
Landeskirche in Württemberg），就讀於 Schönthal 神學院和 Tübingen 大
學。根據 Tübingen 大學檔案，歐德理於 1856 年 18 歲時入學，第一學
年就讀文學院（Philosophische Facultät），第二學年起轉讀新教神學院
（Evangelisch-theologische Fakultät）。 當 時 Tübingen 大 學 的 新 教 神 學
院最有名的教授是 Ferdinand Christian Baur，是十九世紀中葉的神學研
究中，著名的 Tübingen 學派之掌旗人。Tübingen 學派繼承十八世紀在
Götteingen 大學執教的聖經學者 Johann David Michaelis 之歷史實證研究
法，再加上同樣出身 Tübingen 大學的黑格爾之歷史主義哲學，重視基
督教早期歷史與史料，發展出帶有強烈啟蒙主義與歷史考證色彩的神學
觀，在十九世紀中葉獨樹一格（Toy 1869: 212-217）。歐德理在學期間，
曾經修習 Baur 開設的教會史（Kirchengeschichte，1857-1858 一學年）、
最新教會史（Neueste Kirchengeschichte，1859/60 一學期），以及教義
史（Dogmengeschichte，1858-1859 一學年），可見 Tübingen 學派在歐
德理的大學教育中占有相當份量。此外值得一提的是，歐德理還修了三
學期的阿拉伯語，以及一學期的體質人類學，由此可窺見他對異文化
與人種學的興趣（Universität Tübingen: 1856-1860）。1860 年歐德理從
Tübingen 大學新教神學院畢業後，旋即成為 Mössingen 的教區牧師。擔
任一年教區牧師後，歐德理在 1861 年加入總部位於巴塞爾的巴色差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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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Die Basler Mission；英：The Basel Mission），並且和另一位傳教
士邊德志（Heinrich Bender）一起被派往中國傳教（Wong 1996: 21）。
歐 德 理 在 1862 年 抵 達 香 港 時， 巴 色 差 會 已 經 有 瑞 典 人 韓 山 明
（Theodore Hamberg, 1819-1854， 或 譯「 韓 山 文 」） 和 德 意 志 人 黎 力
基（Rudolf Lechler, 1824-1908）、 韋 永 福（Phillip Winnes） 等 三 位 先
驅者在廣東的客家地區傳教。其中韓山明在香港遇到洪秀全的侄子洪
仁玕，從洪仁玕處得到許多太平天國的情報，並以此基礎在 1854 年出
版 The Visions of Hung-Siu-tshuen: and Origin of the Kwang-si Insurrection
（Hamberg 1854）。這本書也讓「客家」（Hakka）這個族群隨著太平
天國成為西方人士注意的焦點。歐德理抵達香港時，太平天國已經接
近尾聲，傳教的環境也隨 1860 年簽訂的北京條約而大有改善。歐德理
最先派駐的傳教點是鄰近香港的新安縣李朗（今深圳市之一部分），
這裡在 1850 年代已經由巴色差會傳教士建立起穩固的傳教基礎。1862
年年底歐德理到李朗和韋永福一起工作，並在 1865 年 2 月韋永福因病
離職後獨自在此工作一陣子（Schlatter 2008: 70-71）。但歐德理與曰字
樓女館（Diocesan Native Female Training School）校長伊頓（Mary Ann
Winifred Eaton，任期 1862-1866）交往並論及婚嫁的事情提早曝光，卻
使他不得不離開巴色差會。
一時在中國無依無靠的歐德理，獲得英國傳教士理雅各（James
Legge） 和 湛 約 翰（John Chalmers） 支 持， 他 們 強 力 推 薦 身 兼 傳 教
士、神學家、研究者等多重能力的歐德理進入倫敦傳道會（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歐德理也自請負責倫敦傳道會在惠州府博羅縣的
傳教事務，歐德理已經學了兩年半客語，而這正是博羅一帶教徒所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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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言，所以他在博羅可以馬上進入狀況（Eitel 1865）。但在他於博羅找
到可以長期居住的地方之前，理雅各和湛約翰建議歐德理應該待在廣州
而非香港，因為廣州與博羅間有水運聯絡，比香港方便許多（Legge and
Chalmers 1865）。
離開巴色差會的歐德理等於也離開了在華的德語社群的支持，從此
他的事業都與英國的宗教、學術和政治事務有關。1870 年歐德理離開
博羅的傳教駐地回到香港，並越來越投入學術和政務。1875 年香港總
督堅尼地（Arthur Edward Kennedy）任命歐德理為 Director of Chinese
Studies，負責考核欲進入香港政府服務的英國人的中文能力。次任總督
軒尼詩（John Pope Hennessy）進一步任命歐德理為教育司監督（Inspector
of Schools）和總督中文秘書。1879 年歐德理正式向倫敦傳道會辭職，
專任於政務。但是歐德理在軒尼詩總督任內後期捲入醜聞，使他的仕途
蒙上陰影。作為一個德意志人，歐德理在港英政府中本來就是個外人，
再加上軒尼詩總督醜聞的影響，他再也不受信任。但即使不再是總督側
近，他仍擔任了二十多年的教育司監督，對香港教育制度的建立有所貢
獻（Wong 1996: 23）。1897 年歐德理從香港政府退休，全家搬到澳洲
Adelaide，1908 在當地逝世。
不過歐德理在學術上的成就可以彌補他在政治上的缺憾，他主要學
術著作都是出版於 1870 年代，這些著作在歐德理去世後 Pearce（1909:
214-19）的紀念性傳記中皆有提及。1870 年他出版 Hand-book of Chinese
Buddhism（Eitel 1870），為當時漢傳佛教研究的重要著作。這是一本
百科全書式的手冊，以梵語佛教辭彙作為詞條，每條中有漢語的對譯和
英語的解釋。卷末附有漢語、巴利語、僧伽羅語、藏語、蒙古語、緬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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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泰語的索引。但除了漢語以外，其他各種語言的索引僅列有與該語
言有關的條目。1871 年歐德理以 Hand-book of Chinese Buddhism 的學術
成就獲得母校 Tübingen 大學頒發博士學位。1877 年出版粵語詞典（Eitel
1877），1878 年出版關於風水的研究（Eitel 1878）。除了宗教和語言
的研究外，歐德理在史地研究上也有貢獻，其中最重要的成果是 1895
年 出 版 的 Europe in China: the History of Hongkong from the Beginning
to the Year 1882（Eitel 1895）。這本書在正式出版前已經在 1892 年至
1896 年間在他主編的《中國評論》上連載。不過我們也知道歐德理在此
之前已經寫過〈客家漢人民族誌略〉和〈客家歷史大綱〉兩篇論文，只
是未能集結成書，所以發表才不到十年就已經成為稀見文獻。1878 年
黎力基在《教務雜誌》（The Chinese Recorder）發表〈客家漢人〉（“The
Hakka Chinese”）時，提及歐德理在《中日釋疑》發表的〈客家漢人民
族誌略〉已經不易見到，所以他才需要另作論文介紹客家人（Lechler
1878: 353）。
歐德理除了勤於著述，在 1870 年代出版多種宗教和語文研究之外，
他在 1865 年轉籍倫敦傳道會後也參與《中日釋疑》和《中國評論》這
兩個十九世紀重要漢學期刊的編輯。〈客家漢人民族誌略〉和〈客家歷
史大綱〉兩篇文章就分別在這兩份期刊上出版。《中日釋疑》的原文
標題為 Notes and Queries on China and Japan: A Monthly Medium of Intercommunication for Professional and Literary Men, Missionaries and Residents
in the East Generally，從標題就可明顯看出這份期刊受到 1849 年 11 月
在 英 國 發 刊 的 Notes and Queries: A Medium of Inter-communication of
Literary Men, Artists, Antiquaries, Genealogists 所影響，兩份期刊連排版

歐德理與他的傳教士民族誌

10

都幾乎一樣。這類期刊有點像現在的 BBS 討論區，讀者可以將自己的
問題投稿到該刊公開尋求解答，研究者則可以回答讀者的問題，或是發
表自己的著作，該刊甚至還有徵求買賣書籍的廣告欄和通訊欄。從《中
日釋疑》1867 年 1 月第一號的發刊詞（“Introductory Notice”）可知，這
份刊物要填補介於報紙與書籍之間的空缺，因為許多住在中國和日本的
洋人有將所見所聞記錄下來的習慣，但這些紀錄（notes）往往超過報紙
容許的篇幅，而記錄者本身又無意投入額外的精力於出版書籍上，所以
這份刊物就提供這些人一個分享研究、交換問題的空間。歐德理的〈客
家漢人民族誌略〉就是《中日釋疑》上的典型文章之一。《中日釋疑》
發行四年後因主編返回歐洲而停刊。但 1872 年繼起的《中國評論》（The
China Review, or Notes & Queries on the Far East）在執筆群和內容上都
繼承了《中日釋疑》，並在精神上繼承當時一度停刊的《教務雜誌》和
更早期由美國傳教士主編的《中國叢報》（The Chinese Repository）。
除了原有的紀錄和問答（queries and replies）外，比較長的學術文章
（paper）現在則獨立出來，置於紀錄和問答之前。歐德理也從 1876 年
起擔任《中國評論》的主編長達 20 年，直到 1896 年出版第 22 卷第三
號後才卸任（王國強 2007：26）。《中國評論》上曾經刊載多篇關於
客家的文章，內容包括語言、民歌、俗語，1893 年還曾重印歐德理的〈客
家漢人民族誌略〉的頭兩節。《中國評論》曾有過兩篇關於客家源流的
文章，分別是歐德理的〈客家歷史大綱〉（Eitel 1873）和另一位巴色差
會傳教士畢安（Charles Piton，1835-1905）的〈論客家人的起源和歷史〉
（“On the origin and history of Hakkas”, Piton 1874）。後者對前者有所
評論與質疑，但更深入的討論應留到後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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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歐德理的 “Ethnographical Sketches”
〈客家漢人民族誌略〉是歐德理在中日釋疑上發表過最長的一篇文
章，也是他在 1870 年搬回香港之前，專任於倫敦傳道會博羅傳教點時
最主要的作品。不過看到原文標題 Ethnographical Sketches，我們必須有
所警覺，因為時代背景不同，歐德理說的民族誌與二十世紀以降蓬勃發
展的「民族誌」有相當巨大的差距。歐德理選用 Ethnographical Sketches
這個標題，應該是受到德語學術用語影響的結果，其源頭可以上溯至歐
洲啟蒙時代的學術傳統。德語學界民族誌學的成立，Göttingen 大學教
授 August Ludwig von Schlözer 扮演重要角色。Schlözer 在 1769 年就任
教授後，就把目光放在人類文化的發展，捨棄王侯大事的歷史敘述，
將人類文化系統地整理分類，並提出 Ethnographie/ Völkerkunde（民族
誌學）作為研究普世人類的新方向。Ethnographie 是希臘文詞根 ethnos
（人群）和 grapho（書寫）的組合，可能是十八世紀早期出現的德語詞
Völkerbeschreibung（複數的「民族」加 Beschreibung 「描述」）的希臘
化對譯。Völkerkunde 則是 Völker 和 Kunde（知識）的複合詞。從構詞
上便可知道這個新學科的研究對象包含許多民族。1771 年 Schlözer 出版
《普通北方史》（Allgemeine Nordische Geschichte），強調人群更重於
當時統治他們的國家，作為其自身文化史觀的實踐。因此，Vermeulen
以《普通北方史》為民族誌學發展的里程碑，將民族誌學正式從歷史學
中獨立的年代定於 1771 年（Vermeulen 1995: 42-45）。
德語的 Ethnographie 在英語中的對應詞是 ethnography，這兩個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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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十九世紀中還是可以互換的同義詞。但是在十九世紀末的英國學界，
ethnography 逐漸發展成為一種社會科學研究方法，並在社會學和人類
學研究中被廣泛應用，並在二十世紀初由馬凌諾斯基做出經典研究，
成為今日的面貌。從歐德理的生平分析，他在意外轉籍倫敦傳道會之
前，教育和事業都是在德語圈內進行，所以他為描述客家人的論文所選
用的標題 “Ethnographical Sketches of the Hakka Chinese”，應該放在德語
學界的 Ethnographie/ Völkerkunde 之下來理解。但是在十九世紀中葉，
ethnography（英）、Ethnographie （德）、Völkerkunde（德）三個詞還
有對譯關係，所以歐德理對客家人做的 völkerkundliche Skizzen（民族誌
速寫），就可以直接對譯為 ethnographical sketches。
除了透過對標題的分析來理解歐德理〈客家漢人民族誌略〉的學術
脈絡，我們也必須檢查這篇文章所觸及的主題，並且與德語和英語學術
傳統下的民族誌學研究主題比較，以釐清歐德理所受的影響。先從德語
的民族誌學傳統開始，前文提及 Göttingen 大學教授 Schlözer 在 1770 年
代將民族誌學建立為一個獨立學科之後，十八世紀末民族誌學期刊蓬勃
發展，當時重要的期刊編輯之一 Theophil Friedrich Ehrmann 的學術成果
也標誌了德語民族誌學傳統在十八、十九世紀之交的一個高峰。在這
之中，Ehrmann 在 1808 年發表的〈普遍與特定民族學大綱〉（“Umriss
der Allgemeinen und Besonder Völkerkunde”）一文，可說是對德語民族
誌學研究方法的一個總整理（Vermeulen 2015: 344-347）。Ehrmann 在
這篇文章開宗明義就指出 Völkerkunde 就是 Ethnographie，接著他揭示
了下列十二個研究主題（Ehrmann 1808: 14-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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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語言（Die Sprache）
2. 體型（Die Leibesgestalt）
3. 道德心理特質 Der sittliche Character）
4. 生活方式（Die Lebenweise）
5. 飲食（Die Nahrung）
6. 服裝（Die Kleidung）
7. 居住（Die Wohnungen）
8. 人倫與道德觀（Sitten und Geziemlichkeiten）
9. 特有的風俗與慣習（Besondere Sitten & Gebraeuche）
10. 文明程度（Buergerliche Verfassung）
11. 信仰、偏見、迷信與宗教觀念（Meinungen, Vorurteile, Superstition
& Religionsbegriffe）
12. 文化現況（Der gegenwaertige Stand der Cultur）

這十二個研究主題和二十世紀的民族誌（ethnography）有很大的差
異，只有第八項和第九項勉強可以算作兩者間的重疊部分，其他內容也
帶有歐洲中心主義的色彩。但是〈普遍與特定民族學大綱〉於 1808 年
提出，和二十世紀以降的民族誌間的巨大差異純屬意料中之事。
另一方面，異國異文化體驗的旅行者所寫下的紀錄，往往隨觀察
者的興趣而有所變化，讓依靠旅行者收集的資料做研究的學者感到相
當不便。解決個別記錄者差異的方法是設計統一的問卷。這樣的做
法 有 很 長 的 歷 史， 早 在 1587 年 就 有 德 意 志 人 Albrecht Meier 寫 了 一
份 21 頁的小冊子建議旅行者應該觀察的主題（Hodgen 1964: 1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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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十九世紀上半葉，對民族學研究影響較大的問卷，先有法國學者
Joseph-Marie Degerando 於 1800 年出版的《觀察野蠻民族應注意事項》
（Considérations sur les diverses méthodes à suivre dans l’observation des
peuples sauvages）， 此 問 卷 後 來 成 為 1840 年 巴 黎 民 族 學 會（Société
Ethnologique de Paris）發行的《給旅行者的指南》（Instruction Generale
Adressee aux Voyageurs）的基礎。在英國方面，1839 年英國科學促進
協 會（British 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Science） 組 織 委 員 會
編輯類似上述的指導手冊，提供前往海外的旅行者撰寫異民族觀察的
指南，其成果為 1841 年出版的 Queries Respecting the Human Race to be
Addressed to Travellers and Others， 但 其 中 有 很 多 議 題 都 取 自 1840 年
巴黎民族學會的《給旅行者的指南》。1851 年英國科學促進協會和倫
敦民族學會（The Ethnological Society of London）合作編寫新版問卷，
成果為 1852 年發行的《民族學訪問手冊》（A Manual of Ethnological
Inquiry）（Urry 1972: 45-46）。 根 據 倫 敦 民 族 學 會 榮 譽 秘 書 Richard
Cull 在 1856 年的的報告，《民族學訪問手冊》幾乎已經配發到所有傳
教士的宣教基地，他樂觀地期待這能帶回許多可以促進民族學學術發展
的資訊（Cull 1856: 119）。雖然我們沒有直接的證據，但我們可以推測
1860 年代在廣東的倫敦傳道會傳教士曾經接觸《民族學訪問手冊》，
並有機會參考這份手冊進行民族學調查。《民族學訪問手冊》共有 103
個問題，分為以下 11 個調查主題（The Ethnological Society of London
1854: 193-208）：

1. 生理特質（Physical character）
2. 語言（Langu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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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語法（Grammar）
4. 個人與家庭生活（Individual and family life）
5. 建築與遺跡（Buildings and monuments）
6. 工藝品（Works of art）
7. 家禽家畜（Domestic animals）
8. 政府與法律（Government and laws）
9. 地理與統計（Geography and statistics）
10. 外交與歷史關係（Social relations）5
11. 宗教、迷信等等（Religion, superstitions, etc.）

圖 1 把歐德理在〈客家漢人民族誌略〉中選擇的主題與 Ehrmann 和
《民族學訪問手冊》的互相比較，可以呈現歐德理所受的影響。異民族
的語言和宗教信仰都是十九世紀民族學家關心的主題，當然〈客家漢人
民族誌略〉也對此有所描述，而且特別強調客家宗教的特色，這可能也
和歐德理身為傳教士的立場有關。除了三者共通的部分之外，異民族的
心理特質、社會組織、生活方式等主題 Ehrmann 和歐德理有比較多的
共通處。歐德理用兩期的篇幅描述客家人的特質、風俗、習慣，內容和
Ehrmann 提出的幾項主題皆有呼應。《民族學訪問手冊》雖然也觸及此
一主題，但《民族學訪問手冊》特別強調生命禮俗的部分，飲食和服裝
在《民族學訪問手冊》中各只有一題的篇幅。《民族學訪問手冊》對建
築和遺跡特別列出，這部分在〈客家漢人民族誌略〉只有約略提及而已。
因此在心理特質、社會組織、生活方式等主題上，歐德理所受德語學術
傳統的影響還是多於英語學術傳統。另一個歐德理受德語學術傳統影響
5

雖然字面上是「社會關係」，但依照問卷內容譯為「外交與歷史關係」較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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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是對民俗藝術的重視，他花了三期的篇幅介紹客家民歌，甚至還在文
中為自己堅持出版這部分的資訊辯護（顯然有些讀者不大感興趣）。《民
族學訪問手冊》對文學作品並不重視，只在個人與家庭生活中問到生命
禮俗有關的詩歌；《民族學訪問手冊》比較關心的是非語言類的民俗藝
品。不過歐德理在〈客家漢人民族誌略〉的第一號就討論了客家人與廣
東省各民族之間的關係，以及他們各自的來源。這部分呼應《民族學訪
問手冊》問的「外交與歷史關係」，而且是 Ehrmann 沒有提出的主題。
Ehrmann
1. 語言

Eitel
Article 2 語言
Article 2 最後一段

3. 道德心理特質
4. 生活方式
5. 飲食
6. 服裝
8. 人倫與道德觀
7. 居住
9. 禮俗與民俗藝術
11. 信仰、偏見、迷信與
宗教觀念

Article 3 & 4
客家人的特質、風俗、
習慣

《民族學訪問手冊》
2. 語言
3. 語法
9. 地理與統計

4. 個人與家庭生活

5. 建築與遺跡
Article 5 客家民歌
Article 6 客家宗教

11. 宗教、迷信等等

Article 1 廣東省各民族

10. 外交與歷史關係
8. 政府與法律

10. 文明程度
12. 文化現況
2. 體型

1. 生理特質
6. 民藝品
7. 家禽家畜

圖 1 比較歐德理〈客家漢人民族誌略〉的主題選擇、Ehrmann 代表的德
語民族學傳統，以及倫敦民族學會的《民族學訪問手冊》代表的英語民
族學傳統。
資料來源： Ehrmann 1808: 14-24; Eitel 1867b-1867i, 1868a-b, 1869; The Ethnological Society
of London 1854: 193-208. 筆者製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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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也可以附帶一提歐德理沒有選用的主題。Ehrmann 和《民族學
訪問手冊》都提到調查異民族的生理特徵和文明開化程度，但在〈客
家漢人民族誌略〉中幾乎沒有提及這兩個主題。這可能是〈客家漢人
民族誌略〉的寫作脈絡是介紹漢人（Chinese）這個大類之下客家族群
（Hakkas），所以在生理特徵上歐德理只簡單交代客家人不是被同化的
韃靼人，是純種的漢人（thorough-bred Chinese），如此而已。至於文
明開化程度，因為客家人是中華帝國的一份子，而這個古老文明的政治
和法律當時已經有夠多的文獻可以參考，所以在此歐德理也沒什麼可說
的。他只有引用本地人（Puntis，說粵語的廣東人）對客家人的偏見，
說本地人常罵客家人是「半蠻夷」（semi-barbarian），但歐德理強調這
是充滿偏見的看法，無法完整反映現實。
總結來說，在德語學術傳統中受教育的歐德理，他在〈客家漢人民
族誌略〉的主題選擇受德語民族學傳統的影響較深。雖然他應該有機會
接觸到 1852 年由英國民族學界設計的《民族學訪問手冊》，〈客家漢
人民族誌略〉也確實有和《民族學訪問手冊》共通的部分，但相較之下
《民族學訪問手冊》對歐德理的影響是比較小的。

四、歐德理〈客家漢人民族誌略〉內容評述
歐德理〈客家漢人民族誌略〉是在《中日釋疑》上連載的文章（表
1），但他一開始似乎沒有完整的寫作計畫。例如描述客家人的特質和
風俗習慣的部分，連載兩號，編號則分別為三和四；客家民歌和的客家
宗教各分三個月和四個月刊載，但是長達七個月的篇幅卻只編為五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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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從標題重複和編號原則前後不一致的現象來看，歐德理似乎只是像
《中日釋疑》的發刊語（1867）所說的，寫下他在亞洲的所見所聞，
把客家人這個獨特的族群透過《中日釋疑》分享給同時代的歐洲文士
（literary men）而已。除此之外，雖然〈客家漢人民族誌略〉從 1867
年 5 月開始每月連載，但當年底第 12 號刊載〈客家人的宗教（一）〉
之後，續篇要等到 1868 年 10 月號才發表。因為這樣的出版過程，我們
應該要注意到〈客家漢人民族誌略〉的筆記性質，而非視其為一個完整
嚴謹的學術著作。

表 1 歐德理〈客家漢人民族誌略〉的標題和出版資料。
標題
Article I. 住在廣東省的各民族
The Difference Races Inhabiting the
Canton Province
Article ΙΙ. 比較客家方言與廣東省其他
居民的方言
The Hakka Dialect Compared with the
Dialects of the Other Races Inhabiting
the Canton Province
Article III. 客家人的特質、風俗、習慣，
並與住在廣東省的其他種族比較
Character, Customs, and Manners of
the Hakkas, Compared with Those of
the Other Races Inhabiting the Canton
Province
Article IV. 客家人的特質、風俗、習慣，
並與住在廣東省的其他種族比較
Character, Customs, and Manners of
the Hakkas, Compared with Those of
the Other Races Inhabiting the Canton
Province
Article V. 客家民歌
Popular Songs of the Hakkas

《中日釋疑》卷號
Vol. 1 No. 5.

出版日期
1867.05

Vol. 1 No. 6.

1867.06

Vol. 1 No. 7.

1867.07

Vol. 1 No. 8.

1867.08

Vol. 1 No. 9.
Vol. 1 No. 10.
Vol. 1 No. 11.

1867.09
1867.10
1867.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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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ticle VI. 客家人的宗教
The Religion of Hakka

Vol. 1 No. 12.
Vol. 2 No. 10.
Vol. 2 No. 11.
Vol. 3 No. 1

1867.12
1868.10
1868.11
1869.01

資料來源：Eitel 1867b-1867i, 1868a-b, 1869，筆者整理。

另一點需要注意的是歐德理的田野範圍。我們知道歐德理寫作〈客
家漢人民族誌略〉的時候負責的是惠州府博羅縣的傳教事務，並且會往
返廣州，所以有幾篇是在廣州發稿的。歐德理當然知道客家人的大本營
是嘉應州，但整個嘉應州和潮州府、惠州府的客家地區主要是屬於巴色
差會的傳教範圍，已經轉籍倫敦傳道會的歐德理不會去那裡傳教，目前
也沒有紀錄顯示他在 1868 年以前曾經去嘉應州或閩西的客家地區常駐。
因此歐德理所描述的客家人，應該是他在博羅所觀察到的客家人。博羅
屬於客家人與本地人雜居交錯的地區，屬於林正慧（2013: 86）所稱的
「邊緣客域」。由於歐德理本身觀察範圍有限，所以我們不能要求〈客
家漢人民族誌略〉必須反映十九世紀中葉客家人的完整圖像。合理的閱
讀方法是將〈客家漢人民族誌略〉視為客家論述在十九世紀的各種早期
作品之一。這些早期作品可能出自客家人、非客家的漢人，或是外國人，
可能對客家人持正面、敵視，或是先入為主的觀念。因此，以下對歐德
理〈客家漢人民族誌略〉各節的題解，將著重於他選擇題材時所受的歐
洲學術影響、身分立場給他自己的侷限，以及歐德理的論點在當代和後
代所造成的影響。

（一）Article I. 住在廣東省的各民族
在這篇文章中，歐德理簡單說明客家人在廣東省內的分佈縣份，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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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英格蘭史上的三次移民潮來作類比（Eitel 1867b）。英格蘭的原住民
是不列顛人，羅馬帝國撤出不列顛後，歐陸的薩克遜人在日耳曼大遷
徙時移入英格蘭，在公元七、八世紀時建立許多小國，之後九世紀亦有
丹麥人進軍英格蘭建立政權。這段時期的移民反映在英語和德語、荷蘭
語、丹麥語等條頓語系語言共有的同源詞中。但隨著 1066 年法國貴族
諾曼第公爵威廉入侵，諾曼人成為英格蘭的新統治者，造成民族構成
和語言文化上劇烈的改變。用英格蘭史來類比廣東省的歷史，對歐洲
人來說簡單易懂，因此在稍後的文獻中亦有人引用。例如 1890 年底美
國浸信會秘書 Henry Clay Mabie 訪問潮州府的長老會客家傳教點時，就
引用歐德理的「英格蘭史類比」來描述廣東的族群概況（Mabie 1892:
84）。
不過在廣東省的族群關係上使用「英格蘭史類比」，其關鍵在於決
定各族群進入廣東的時間順序。在此歐德理顯然只運用各族群名稱和分
佈地區來推測其到達的順序。苗族（Miao-tse，苗子）分佈在深山與海
南島，所以被推定為最早的原住民。然後他從「本地人」（Puntis）這
個名號推測說粵語的族群是最早移入廣東的漢人，從「客家」推測客家
人是較晚到達的族群，顯然都是歐德理望文生義得出的結論。因為使用
材料單薄，歐德理在〈客家漢人民族誌略〉中對廣東各族群的描述顯得
稍嫌簡略，但歐德理在 1873 年發表，自稱用來補充〈客家漢人民族誌
略〉的〈客家歷史大綱〉中，他進一步運用族譜和口傳記憶將客家人進
入廣東的時間點繫於元代，暗示客家人進入廣東省的時間相對較晚，所
以進一步加強先前望文生義的得到的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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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Article II. 比較客家方言與廣東省其他居民的方言
第二篇文章談客家語言（Eitel 1867c）。開頭歐德理先說明「客
家」這個詞的意義，並反駁認為客家人不是漢人的假說。這樣的內容似
乎應該出現在前一號，但放到第二號才解釋，可能也是連載文章的特
色；作者可以隨時補充之前說明不足的部分，並且回應前一號刊登後產
生的讀者意見。接下來歐德理進入正題，從歷史語言學的角度為客家語
在漢語系中的定位。這也是用語言學證據來支持客家人是「純種漢人」
（thorough-bred Chinese）的方法。
歐德理認為粵語、客語、官話三者都是從紀元一世紀時中國的共通
方言分支出來的語言。保留最多古代共通語特色的是粵語，其次是客
語，官話則丟失很多古代共通語的特色。例如粵語和客語都保留的入聲
韻尾，在官話中已經全部消失。6 另一個證據是聲調數量和聲母韻母搭
配的音節數量，由多至寡的順序都是粵語、客語、官話。從語言特徵數
量的比較可知，歐德理的歷史語言觀似乎不是簡單的樹狀模型（即使他
用了「分支」（branch）這個詞彙），而是各方言在共通語發展的不同
時期分支出來的模型。用歐德理自己舉出的「澳」、「初」、「開」來
說明的話，就是共同語在發展的初期階段分出了粵語，所以粵語保留了
o、ch’o 和 hoi 的發音，然後在某個中間階段共通語又分出客家語，所
以客家語保留了這個階段的 au、ts’o 和 k’oi，最後共通語變成官話，這
三個字分別讀作 ngau、ts’u 和 k’ai。這個模型的問題在於假定方言從共
通語分化出來後就不再發展，因此「存古」。但是不可能有只會分化方
言的共通語，也不會有幾百年不變的方言，所以歐德理的分析仍然有其
6

在此歐德理指的似乎是入聲消失的北方官話，而非保留入聲的南方官話。但是後文引
用的官話音又有北方官話沒有的軟顎鼻音，官話轉寫也沒有表現出顎化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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盲點。但是運用「存古」這種論述策略，一百多年來在族群建構的脈絡
下，持續在專業與普及的著作中以不同的形式出現。
不過歐德理將粵語和客語都視為從古代共通語分支出來的方言，和
後來語言學家建立的漢語方言間的親緣關係一樣。從少數資料，非系統
性的比較就能得出類似的結論，其洞見可謂先進。此外歐德理也懷疑潮
州話的一些特色來自比粵語更古老的方言，與現代語言學者對閩語系起
源的看法相同，也是傑出的推論。但是現在語言學界不會把閩語以外的
漢語方言從共通語分支出來的時間點放在公元一世紀，而是將他們聯繫
到公元七世紀以後的中古漢語，因為這些語言的漢字讀音可以與切韻或
廣韻的反切注音對應。歐德理主張的時間點明顯過早了。

（三）Article III, IV 客家人的特質、風俗、習慣，並與住
在廣東省的其他種族比較
歐德理用了兩號的篇幅描寫客家人特質、風俗和習慣，這是十九世
紀民族學家最感興趣的主題，也是〈客家漢人民族誌略〉中相當精彩的
部分（Eitel 1867d, 1867e）。歐德理的描述和用語也充分看出他與德語
民族學（Völkerkunde）之間的連結，像是道德觀念、生活方式、居住環
境、服裝和飲食等幾項 Ehrmann 提出的民族學主題，在這篇文章中也都
有觸及 。讀著歐德理的介紹，彷彿走進十九世紀的廣東，看見形形色
色的人群。當然歐德理介紹的主角還是客家人。
歐德理先從客家人的特質（character）切入討論。有趣的是，他不
是直接寫下自己的觀察，而是藉由評論本地人對客家人的看法來討論。
這或許是歐德理讓自己的意見看起來更客觀的修辭策略。由於歐德理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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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客家漢人民族誌略〉時，廣東的本地人和客家人才剛結束一場歷時
十年以上的大械鬥，自然不會對客家人有太好的評價。像是本地人說客
家人是半蠻夷（semi-barbarian），但客家人也用本地人是「蛇」，講「蛇
話」等等攻訐罵回去。面對這樣不融洽的族群關係，歐德理的分析方法
是以他自己的觀察來評論本地人對客家人的負面描述，抽取這些負評背
後反映的客家人特質，並將客家人的負面形象歸咎於自然環境的限制、
官府分化族群的政策，或是本地人的道德缺陷，再從這些觀察中歸納他
自己的結論。在歐德理眼中，客家人勤勞、誠實，對洋人的態度比起本
地人友善許多。本地人雖然聰明，但也狡猾高傲。客家人在智力上雖然
不及本地人，但是品行可以補足此缺陷。他相信客家人到處為「客」的
負面形象，來自於原鄉的人口壓力，使他們的移民過程還在持續，因此
給人居無定所的印象，這並不是道德墮落的結果。
在生活方式上，歐德理觀察到客家人普遍務農種稻，在作物的種類
上不如本地人多元。在耕地不足的地方，客家人會到外地工作，給本地
人當傭工，或是當石匠、鐵匠、剃頭師傅等工作。客家人婦女必須和男
性一樣負擔戶外的粗重工作，而本地人因為也種茶、養蠶繅絲，婦女們
在家從事這些工作，以及操持家務，做針線活，勞動環境比客家婦女好
得多。客家婦女穿著樸素，並且會以道德理由批評本地人婦女在頭上別
上幾朵漂亮的花，打扮得像是賣花女一樣。此外，歐德理也觀察到工作
粗重的客家婦女沒有纏足的惡習，但經常待在室內的本地人婦女則都有
纏足。歐德理對客家婦女的服裝也多有描述。他說客家婦女平常會用銀
環把頭髮束在頭的正上方，夏天則戴上帽子，頭髮穿過帽子中間的洞，
把帽子牢牢固定住。但本地人和福老人會說這樣的打扮像是茶壺或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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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總之沒有一句好話。整體來說客家人比較不重視衣裝，歐德理說本
地人的窮人家有了一筆錢，一定先去當鋪把典當的衣服贖回來，客家人
則寧可去飽餐一頓。他銳利的觀察也注意到勞動階級男性的外衣，三個
族群略有差異，外衣長度由長到短的順序是客家人、福老人、本地人。
另一個與長度有關的差異則在於建築物。歐德理注意到客家人房屋
的屋簷較長，可以保護牆基不受雨滴侵蝕。在聚落的區位方面，本地人
的聚落位於平原，福老人的位於海邊或河岸，但客家人的聚落則多位於
山坡上，或至少倚靠著樹叢。可是客家人通常會把聚落裡的房子蓋成一
長排，與本地人蓋好幾排平行房子的村落結構不同。值得注意的是，
1860 年代歐德理傳教的客家地區似乎沒有現在被視為客家標誌的土樓
或圍屋，所以在文章中沒有提到。但是把寺廟蓋在聚落的正中央，則是
客家人普遍的建築方式。
在食物方面，歐德理說客家人喜歡米飯，飯量冠於廣東三族群，而
且會在煮飯時放進蔬菜、薯類、甜瓜等一起煮。但客家人特別不喜歡吃
粥，認為粥是乞丐吃的食物，本地人和福老人對粥的看法則完全相反，
認為粥是給病人吃的高級食物。客家人喜歡喝自家釀的黃酒，本地人和
福老人則喝店裡買來的白酒，福老人因為種甘蔗產糖 ，所以也喝糖釀
燒酒（sugar-brandy）。本地人則喜歡一種稱為「米醋」（rice-vinger）
的飲料，用鍋巴放進熱水中溶化，釀造兩三個月而成，但客家人和福老
人都不喜歡這種飲料。在糕點方面，本地人用米粉（rice flour）、糖、
油做成「油餃」（oil-dumpling），是他們代表性的點心。客家人不放油，
叫這種食物為「甜糕」（sweet-cake）。歐德理曾經問一位客家人，本
地人和客家人間最大的差異是什麼，得到的答案是「本地人吃油餃，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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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人吃甜糕」。7
雖然歐德理描述了許多客家人的特質和風俗習慣，但他也不諱言客
家人的黑暗面，也就是殺女嬰的風俗。他說殺女嬰在農業階級中是普遍
的風俗，即使是受過教育的人也很少站出來糾正。歐德理透過基督徒婦
女的秘密調查，顯示生過兩個女嬰的婦女都至少殺過一個女嬰。歐德理
認為這會讓客家男人難以找到婚配對象，如果不是去找本地人結婚，就
是得訴諸「更具災難性的後果」。在此歐德理沒有言明，但可能是指雞
姦。雖然客家人有殺女嬰的風俗，歐德理也判斷客家婦女的地位在廣東
三種族中卻是最高的，原因是客家人較少一夫多妻和蓄女奴的現象，
又沒有纏足習俗。因為婦女不纏足而讚賞客家人是十九世紀末歐洲人對
客家人的普遍態度，而從較少一夫多妻和蓄女奴所推出的判斷，也明顯
受到基於歐德理自己的基督教價值觀的影響。

（四）Article V. 客家民歌
歐 德 理 總 共 花 了 三 號 的 篇 幅 介 紹 客 家 民 歌（Eitel 1867f, 1867g,
1867h）。如果把他在〈客家漢人民族誌略〉尚未開始連載以前發表於
同刊第 1 卷第 4 號（Eitel 1867a），介紹客家民歌的獨立文章一起算進
來，歐德理總共發表了四篇關於客家民歌的文章。對照 Ehrmann 提出的
民族學主題，歐德理對客家民歌的描寫可以對應到「特有的風俗與慣習
（Besondere Sitten und Gebraeuche）」這一項主題。歐德理開宗明義就
強調民歌反應民族特質，是民族最真誠的聲音。顯然歐德理深受德語學
術傳統的影響，並且想運用他通曉客家語言的優勢，透過介紹民歌來描
7

《中日釋疑》的原文並沒有為以上食物名稱附上漢字，故以上譯名皆由筆者從英語直
譯而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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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客家人的心理狀態。不過歐德理介紹的客家民歌，似乎不很受讀者歡
迎，因為在客家民歌的第二號中他提及：

我怕一些本刊的讀者會驚訝地認為筆者竟揮霍珍貴的版面來
刊登這些爛歌〔或許他們會這樣稱呼〕的譯稿，或是感到奇
怪，為什麼地球上有人願意把他的閒暇時間花在收集這些粗
魯的情詩。（Eitel 1867g: 129）

當然歐德理接下來就開始解釋他堅持介紹這些口語文學的動機。他
的理由是研究這些口語方言文學，將有助於找到把基督教的聖歌和詩篇
翻譯給他們的傳教對象。歐德理主張文言文的翻譯無法被一般民眾接
受，所以要先研究客家口語文學，才可以把基督教的內容穿上口語文學
的外衣，讓傳教對象接受，並取代他們原本「不道德」的詩歌。不過歐
德理在此並沒有觸及「如何寫下這些口語文學」的問題，而且收錄的客
家民歌都是經過英譯後的文本，對於保存文獻來說價值甚微。
但是歐德理在此不錄原文，而採用英語翻譯，恐怕是有意為之的。
因為當時的印刷技術並非不能排印漢字（《中日釋疑》本身就經常還文
中夾帶漢字），客語羅馬字系統也有雛形，歐德理自己也用這套系統來
教聖經。但是當時對於如何寫下口語文本，仍有相當大的爭議，而且在
中國東南沿海各處的傳教士都遇到類似的狀況。除了有許多詞彙的漢字
無法確定之外，用漢字寫成的口語文本能不能被傳教對象接受，也是選
擇翻譯體例時需要面對的語言社會學問題。在〈客家漢人民族誌略〉發
表之後二十年，當許多口語版本的聖經已經翻譯完成時，在汕頭傳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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汲約翰牧師（John C. Gibson）為漢語聖經翻譯的各種版本寫了一篇評
論，其中客語聖經有漢字白話版和羅馬字白話版兩種版本，但是汲約翰
引述巴色差會傳教士的報告指出，漢字白話版沒什麼未來，因為連學生
都不喜歡這樣的漢文，反而是羅馬字白話版對識字和獨立閱讀聖經有相
當大的幫助（Gibson 1890: 62-89）。
文本與文字系統之間的連帶所隱含的價值觀，在近代漢語語言史和
翻譯史上都是相當重要的議題。歐德理發表〈客家漢人民族誌略〉的時
間點還在這個議題發展的初期階段，傳教士和當地信徒對口語文學的表
記都還沒有定論。所以歐德理發表客家民歌的英譯版，可說是迴避口語
書寫爭議的選擇。再者，如果介紹客家民歌的目的在於描述客家人的民
族氣質，那採取正確的翻譯，不錄原文也可以達到同樣的目標。
如果要進一步追蹤口語文學的翻譯來看歐洲人對口語書寫系統的研
究，1882 年歐德理主編的《中國評論》第 11 卷第 1 期刊出的十六則短
篇客家民歌，編排上就用以漢字記錄原文，在漢字之下加上英譯，在文
獻保存上做得比〈客家漢人民族誌略〉所錄的客家民歌更好，也更有價
值（Eichler 1883）。8

（五）Article VI. 客家人的宗教
〈客家漢人民族誌略〉最後一節的主題是客家人的宗教，這是當時
歐洲民族研究都在意的共同議題，也是歐德理作為傳教士和學者的專
業 領 域（Eitel 1867i, 1868a, 1868b, 1869）。 事 實 上，1871 年 Tübingen
8

除了 Eichler 以外，《中國評論》上還有另外三篇未標明作者的客家民歌，都是以漢字
收錄，英語翻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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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頒發給歐德理的博士學位，其根據就是歐德理在 1870 年發表的
Hand-Book for the Student of Chinese Buddhism 所達成的學術成就。不過
對於客家人的宗教信仰，歐德理顯然不是透過文字經典的記載來分析，
而是透過自己在客家地區的實地觀察，從客家人日常生活中的宗教實踐
來描述。從神祇的位階體系、鄉土的祭儀、宗族的饗食、迷信詛咒預言，
到長生不老死者復生的觀念，等等宗教信仰的實踐都有提及。他也常將
客家人的宗教實踐與廣東其他兩個族群相比較，從這些比較中可以透露
出歐德理對客家宗教觀的同情與偏好，當然這裡面也不免流露出基督教
傳教士既有的偏見。在研究方法上，歐德理認為從觀察實際的宗教實踐
下手，可以避免研究者陷入道教和佛教典籍的迷宮中，而且廣東省的不
同族群，也各自從日常的宗教實踐中整合出自己的秩序。歐德理顯然認
為描述這種基於實踐的秩序會比鑽研典籍更為直接，也更能凸顯客家人
與其他兩個族群間的差別。而這個差別，對於傳播基督信仰為使命的傳
教士來說是相當重要的知識，因為他認為理解傳教對象的宗教體系，才
能正確引導他們改信基督教。
當然我們也必須了解，歐德理研究客家文化的最終目的仍然在於傳
教。前一篇花費大量篇幅於介紹客家民歌時，他已經搬出宗教目的來為
自己的研究辯護。在客家宗教的論文中，他雖然沒有明白表達研究客家
宗教對於傳播基督教的用處，但在文中卻處處暗示「客家人可能比較容
易接受基督信仰」。因此，我們對歐德理客家宗教研究的解讀，並不需
要放在他對客家宗教的敘述是否準確，而是應該放在歐德理如何帶著基
督教的眼鏡描述客家宗教，以及他如何詮釋客家人的宗教實踐。
在歐德理的描述中，客家人的宗教信仰似乎自成一個以道教為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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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立體系，受佛教和官方祀典的影響都不深。他用客家人對佛教的神祇
和官方祀典的神祇也沒有什麼興趣，而且客家人崇拜的神祇大多屬於道
教等兩個證據來支持這個論點。另外歐德理也指出客家人對佛教的輪迴
觀念頗為陌生，是另一個客家人較少受佛教影響的證據。歐德理也用讚
揚的語氣指出，祭祖被客家人視為最重要的宗教儀式，而這個儀式中僧
侶或道士都不能介入，而是由每戶的家長自己主持。這種不讓神職人員
介入家族中最重要宗教活動的傾向，似乎讓新教傳教士歐德理認為客家
人的宗教實踐和基督新教有某些相似的地方，並意味著客家人比其他族
群更容易接受基督教的內容（Eitel 1868a）。
歐德理這種帶有基督教想像的觀點，在接下來的一號（第 2 卷第
11 號，Eitel 1868b）中推得更遠。他指出客家人崇拜的「玉皇上帝」是
整個宇宙的最高，最令人敬畏的統治者，敬畏到不敢祭拜祂，也不讓祂
至高無上的地位受到其他道教、佛教、官方祀典神祇的挑戰。歐德理準
確地觀察到，在客家人的宗教觀中，玉皇上帝所管轄的神明體系和世俗
的官僚體系是對應的；玉皇上帝像皇帝一樣管轄各種神祇，這些神祇
到每年 12 月 24 日都要回到天廷報告和接受指示，就像人間的皇帝與
他的臣子之間的關係。身為傳教士的歐德理顯然相當讚揚客家人擁有
宇宙最高主宰的觀念，因此他直接使用「一神教的觀念（monotheistic
notions）」來指稱客家人對玉皇上帝的敬畏。歐德理進一步用世俗的君
臣關係來解釋客家人的多神教宗教實踐，並不妨礙他們原有的一神教觀
念，「就像對官員行禮並不表示對皇帝的反叛」（Eitel 1868b：168）。
在玉皇上帝之外，歐德理也提到另一個客家人尊崇的神祇「天亞公」，
或稱為「天公」、「天」，但他也稱不同的客家人對天亞公在神明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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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位並不一致，有些認為玉皇上帝才是至高無上的神，有些把天亞公置
於玉皇上帝之上。歐德理認為理論上玉皇上帝才是最高的神，只是部分
客家人的宗教實踐却把天亞公當作最高。他又提到本地人和福老人只拜
「天」，是因為這兩個族群已經失去像客家人一樣發達的一神論意識
（Eitel 1868b: 168-169）。由此可知，歐德理認為把天亞公視為最高神
祇的觀念，是受到其他族群影響，偏離了客家人既有的一神教理想典
範。歐德理所贊成的理論，還是將天上的神明體系與地上的帝國官僚體
系相對應，使玉皇上帝等同於人世間至高無上天無二日的皇帝。這個理
論也和一神論的基督教契合，而被身為基督教傳教士的歐德理所推崇。
將對玉皇上帝的敬畏比擬作一神教的觀念，之後也影響歐德理對
God 該如何翻譯成漢語的意見。他在 English Religious Tract Society 的
1876 年報中發表一篇短文，表示支持將 God 翻譯為「上帝」。他說在
十七世紀博學的耶穌會士就已經採用「上帝」來翻譯 God（拉丁文為
Deus），並稱這個詞所指涉的概念是古代中國既有的一神教觀念，早
在儒教、佛教、道教出現以前就已經存在。他批評當年「無知的道明會
士」認為「上帝」只是中國的偶像崇拜之一，道明會士的看法影響了羅
馬，使得「天主」成為羅馬公教對 God/ Deus 的正式翻譯。但歐德理批
評，「天主」一詞意味著還有另一個相對的「地主」存在，反而暗示了
多神教。. 歐德理宣稱新教傳教士都反對「天主」一詞，但他們內部對
怎麼翻譯 God 也沒有定論。歐德理批評大部分的美國傳教士選用「神」
這個詞，因為「拜神」一詞正是中國人崇拜偶像的說法，因此用「神」
表示「上帝」其實是不懂中國文化而造成的錯誤翻譯。歐德理支持耶穌
會士曾經使用的「上帝」，並說大部分的英國傳教士、所有的德意志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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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士，以及少數幾位美國傳教士都支持這個譯詞（轉引自 Burdon 1877:
3-5）。
歐德理在這一系列文章的最後一號討論了客家人之間常見的土地神
信仰，並用浪漫的筆調描述客家人祭拜社公社母之後，分配享用肉食
的儀式。歐德理對土地神信仰似乎抱持比較中立，甚至正面的態度。
他繼承 Robert Morrison 以來對社神的拉丁文譯詞，使用 lares rustici 來
指涉田頭伯公、社公社母等神祇。拉丁文的「lares」是「lar」的複數
型，原意是古羅馬家庭中的守護神，以圖畫或銅像表示，並供奉在神
龕（lararium）裡。到了帝制時期，這種守護神透過官方的推廣和遍布
羅馬的道路系統，逐漸成為旅行者和外地行省的守護神，受到各地的崇
敬和祈禱。到了基督教時代，教會用主保聖人來取代這類守護神，將民
眾原本的多神信仰轉換成一神信仰，對守護神的祈禱則轉化為透過主保
聖人的代禱。雖然這有點像是用新瓶裝舊酒，但也是早期基督教的實態
（Ferguson 2003：180-182）。如果我們將歐德理把「上帝」等同於一
神教觀念的看法，與基督教早期發展的歷史放在一起看，在此歐德理所
設想的基督教傳教遠景，可能是將「玉皇上帝」替換成 God，再將玉皇
上帝所管轄的大小神祇轉化成類似主保聖人（patron saints）的身分，把
中國的偶像崇拜轉化成主保聖人為祈禱者對 God 代禱（intercession）的
關係。
身為新教傳教士，歐德理應該不會鼓勵天主教對主保聖人的崇敬。
但是他用 lares rustici 來說明客家人的土地神信仰，心中應該也帶有用基
督教早期發展的軌跡來定位客家人宗教信仰的意圖，同時也呼應前號所
說，客家人有「一神教的觀念，多神教的實踐」。歐德理在此的論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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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在暗示《中日釋疑》的讀者（其中有不少傳教士），客家人的宗教
已經具有基督教的雛型，只要經過適當的引導，客家人就能成為真正的
基督徒。
從以上分析可知，歐德理對於客家人宗教的描述無疑帶有傳教士理
想性的想像。但這樣的想像和詮釋，亦不是歐德理一人的特例。十六世
紀以降在中國傳教的耶穌會士就已經有類似的詮釋，並引發教會內和同
會內各種不同意見的激盪。目前還不確定當時的讀者對歐德理詮釋的客
家宗教有什麼回響或反論，目前筆者涉獵的文獻中，也尚未看到對歐德
理〈客家漢人民族誌略〉的直接反應。不過稍後幾年，歐德理發表〈客
家歷史大綱〉後，也在客家地區傳教的巴色差會傳教士畢安卻對歐德理
的論文提出不同的看法。

五、歐德理與畢安的客家歷史研究法
根據歐德理自己在〈客家歷史大綱〉的標題旁所加上的註腳，這篇
文章原本是對〈客家漢人民族誌略〉所作的補充，在「數年前」，也就
是 1860 年代末就已經寫成。如果此陳述不假，那我們可以把〈客家歷
史大綱〉和〈客家漢人民族誌略〉視為同時期、同系列的作品。如果參
照〈客家漢人民族誌略〉，也可發現歐德理在〈客家漢人民族誌略〉中
對客家人的來歷並沒有詳細的交待，僅指出客家人來自華北，和福老人
在五六個世紀前（即十三至十四世紀左右）移入廣東省。在〈客家歷史
大綱〉中，歐德理補充了自己在〈客家漢人民族誌略〉沒有談到的移民
過程（Eitel 18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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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德理撰寫〈客家歷史大綱〉所依據的材料是客家人的族譜和口傳
歷史，因為他認為客家人要到相當晚近才因為太平天國的關係被記錄進
中國的史籍中。但是每個客家家族細心保存的族譜，則是他們記載自己
歷史的可靠史料。因此歐德理宣稱他參考了客家族譜和口述傳說，建立
了客家人從秦朝以來不停的遷徙，直到最後於廣東省落腳的歷史。依照
史料來書寫歷史，本來就是歐德理出身的 Tübingen 學派所強調的研究
方法。但是 Tübingen 學派所研究的是神學，與其歷史考證方法呈現對
比的是聖經中的神蹟記載，但族譜中本來就較少如基督教神蹟一般超自
然的記載，因此 Tübingen 學派的歷史考證法其實無法對非基督教傳統
下的客家族譜有批判性的閱讀。這樣的盲點可能讓歐德理輕易地採信客
家族譜中的家族遷移歷史，認為是可靠史料，從而諷刺地建立了客家人
的遷徙神話。
對〈客家歷史大綱〉的質疑來自另一位在客家地區傳教的巴色差會
傳教士畢安，他在一篇架構不是很完善的論文〈論客家人的起源和歷
史〉評論歐德理在〈客家歷史大綱〉提出的論述。畢安撰寫這篇論文的
動機，是因為歐德理在〈客家漢人民族誌略〉中對客家人遷徙歷史交代
不清，所以他想以自己所見所聞補充歐德理留下的空隙。由此可知，畢
安一開始不知道歐德理也因為同樣的原因而寫了〈客家歷史大綱〉來補
充自己的〈客家漢人民族誌略〉。畢安透過詢問客家人，從他們口中收
集到「寧化石壁」和「葛籐傳說」兩則傳說。接著畢安再參考客家族譜
確認許多客家家族都來自福建省的寧化石壁，但他對黃巢的葛籐傳說較
為懷疑，因為他參考的資料《殘唐五代志》（可能是章回小說《殘唐五
代志傳》，並非史書）告訴他黃巢之亂影響的主要在黃河流域，而非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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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但畢安認為可能是黃巢的軍隊曾經影響福建，只是影響不如黃河流
域嚴重，或是其他曾經有過的亂事被附會上更有名的黃巢。從畢安的描
述來看，基本上畢安將「寧化石壁」和「葛籐傳說」視為歷史事實，為
客家人遷徙過程中的重要事件。不過畢安這篇論文寫到一半時，歐德理
已經在《中國評論》第二卷第三號發表〈客家歷史大綱〉，而且把這篇
論文帶來給以前在巴色差會的同事畢安。但是畢安並不接受歐德理的論
點，所以〈論客家人的起源和歷史〉的後半段改變主題，變成對歐德理
〈客家歷史大綱〉的評論（Piton 1874: 222-224）。
畢安指出歐德理所講的客家歷史，其實只是中國民族遷移的通說而
已。因為只要比較本地人的族譜，就會發現兩個族群的族譜都有類似的
內容，客家人的族譜並不是特例。另外 Piton 也指出族譜只有唐宋以降
的內容可信，唐宋以前的紀錄往往攀附歷史人物，例如神農、周公、
曾子等等，並不值得相信。畢安也認為歐德理所描述的客家人特質，僅
能描述歐德理曾經見過的那些客家人，在長樂、興寧、嘉應州等地的客
家人還有比歐德理所描述的更為多元的特質。畢安有點諷刺地說，歐德
理的敘述就像在美國西部看到許多漂泊流浪的德裔移民，就寫篇文章
說德國人具有漂泊流浪的精神一樣，不是準確的描述（Piton 1874: 224226）。
畢安對歐德理〈客家歷史大綱〉的質疑，有很大一部分基於透過巴
色差會的傳教網絡接觸到更多的客家人，以及比歐德理參考過更多的族
譜資料。雖然畢安不完全信任族譜的資料，但他至少認為唐宋以降的紀
錄是可信的，所以他和歐德理對族譜的信任只是在程度上的不同。畢安
的評論比歐德理更為進步的地方在於他比歐德理從更廣的範圍收集資
料，進行更大規模的比較，所以得到的結論比歐德理保守許多。畢安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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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出歐德理田野範圍的侷限性，呼應前文筆者在〈客家漢人民族誌略〉
題解中提及的觀點。

六、結語
在客家研究與集體記憶建構的學術脈絡中，歐德理的〈客家漢人民
族誌略〉和〈客家歷史大綱〉兩篇論文可說是奠定後世客家研究方法與
客家人認同基調的重要著作，在研究方法以及對客家源流的主張上享有
開創者的角色。但對這兩篇十九世紀的論文，我們也不能對其內容從字
面上全盤接受。作為這兩篇的導讀，本文從〈客家漢人民族誌略〉英文
標題中的 Ethnographical Sketches 這條線索開始追蹤，先追溯民族誌學
在德意志傳統中的性質，並發現當時的民族誌學和今天人類學研究方法
之一的民族誌（ethnography），在性質、主題、方法上皆有相當大的差
別。用現在的民族誌來理解歐德理發表於 1867 至 1869 年間〈客家漢人
民族誌略〉，必定會有相當大的誤差。但是把具有客家研究奠基地位的
〈客家漢人民族誌略〉與德語民族誌學（Ethnographie/ Völkerkunde）之
間的學術傳統釐清後，客家研究在學術系譜上的源頭也就更加清楚。

謝誌：這篇論文為筆者於 2010 年 8 月至 2011 年 7 月間參與中央研究院
臺灣史研究所翁佳音副研究員主持之「十六至十九世紀歐系語文客家文
獻調查計畫」之後，由筆者自行發展的後續研究。本文初稿為 2012 年
客家委員會獎助客家學術研究計畫「〈客家漢人民族誌略〉譯註與研究」
之一部分，再加入 2013 年赴英國倫敦大學亞非學院， 2014 年赴德國
Tübingen 大學收集之資料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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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大埔客視覺化認同表述：
一個比較分析的視野
陳雪薇  
陳雪薇 *
新加坡國立大學中文系博士候選人

自上世紀末，新加坡地緣組織對史料價值改觀，轉向物質及視覺文
化，既重視保存文物，更用物件圖像鋪陳敘事，拓寬溝通空間，視覺化
回應政府重委傳承本族傳統之重任。本文細讀新加坡茶陽（大埔）會館
文物館展示，分析其如何藉物質展陳形構表意系統，表述社群多元認
同。其視覺論述表達的當地大埔客乃至客家社群認知原鄉、認同本土的
立場，相較於中國客家博物館旨在召喚全球客家共同體，和大埔縣博物
館之展演地方，有其個別和共同性。三者表述主從有別的認同：國族─
族群認同；世界客家共同體認同；地方─中央認同；分別建構「新加坡
客家」、「世界客家」、「大埔地方」主體性，唯皆展示「發展」「進
步」的歷史，並以線性結構其視覺語言實踐主軸。

關鍵字：視覺表述、視覺文化、新加坡客家、新加坡茶陽（大埔）會館
文物館、展示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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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sual Representation of Dabu Hakka
Community in Singapore:
A Comparative Study
Hsuen Wei Chin*
Ph.D. Candidate, Department of Chinese Studies,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Some clan associations in Singapore have been aware of the power of
visuality since the end of the last century and started to represent themselves
through visual practices. This article analyzes the display of Charyong
Heritage Hall of Singapore Charyong (Dabu) Association, trying to uncover
the meanings produced via those selected and organized objects and images.
In order to further understand the uniqueness and commonality of such a visual
representation, this article also comparatively examines the displays of Hakka
Museum of China and Dabu Museum in China. It claims that the Charyong
Heritage Hall visually identifies its community as Singaporean Hakka whose
nationality precedes ethnicity, while Hakka Museum of China attempts to
construct a worldwide Hakka community and Dabu Museum endeavors to
portray itself as a dependent territory of the regime. They all articulate a
* Date of Submission: February 2, 2015
Accepted Date: April 23,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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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story that is developmental and progressive. A linear narration universally
structures their visual representations.

Keywords: Visual Representation, Visual Culture, Singapore Hakka
Communities, Singapore Charyong (Dabu) Association’s Charyong Heritage
Hall, Display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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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在本世紀以前，新加坡宗鄉會館對於資料的價值普遍缺乏意識，資
料文物的保存收藏匱乏。唯此現象與態度在新千禧年前後出現轉變，
箇中實踐不勝枚舉。僅就客家社群而言，有 1996 年 11 月南洋客屬總會
聯合新加坡歷史博物館主辦了展示客家人歷史的展覽「客從何處來？
從『過客』到公民 ─ 客家文化源流展」（From Guest People to Citizens:
The Hakka Exhibition）（陳松沾等 1996）1；2002 年，新加坡茶陽（大埔）
會館在策劃新會所茶陽大廈時，規劃了兩層樓面積的文物館。由於展覽
訴諸視覺，該文物館類同於博物館的建制，兩者皆通過展示具備敘述能
力的物件圖像，以視覺發聲，顯現對物質與視覺的覺醒，坐實後現代社
會的文化轉向（Hall 1997: 2）。這對遊移於主流體制內外的會館等地緣
組織兼傳統文化代理人（agent）而言，為其在西方文化與功利主義論述
強勢主導的新加坡社會中，開拓了更多樣化的溝通方式，擴寬其社群的
表述空間及可能績效。就此而言，關注與研究這一面向及其背後關涉的
視覺文化實踐，將有助於從另一向度瞭解新加坡客家社群之一的大埔客
群體，探悉其與所處社會或關係網的溝通、聯繫。
事實上，如今博物館不再被視為具有重要歷史文化價值的物件自動
棲息之處，即，其所提倡的知識不再被人們全盤接受而不加以質疑。相
反的，這類機構如何通過收藏實踐與視覺語言表述其自身或所代表的客
體對象（Kaplan 1994: 1, 4），成了備受關注的有意識行爲（Macdonald
1

此展覽由當時的資訊與藝術部長楊榮文主持開幕，獲當地媒體廣泛報導，新加坡檔案
館亦存有相關事件圖片（19980005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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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 3），新加坡的相關建制亦不例外（Guntarik 2010: 291-317）。由
民間主導建立的新加坡茶陽（大埔）會館文物館（以下簡稱新加坡茶陽
文物館或文物館）之作用、功能與意義，近年來已獲學界和該館管理
者之關注，各類引介該文物館之存有意義、開設始末、館藏內容與相
關文化活動的學術性或非學術性文章、記錄時有所見，其中又以普及
為導向，故以訪談或短文居多，短文中又以出自該文物館主要策劃人
何炳彪之手者為大宗（何炳彪 2014：373-380，2009：58-59，2008a：
106-107）。在這些著述中，有學者認為新加坡茶陽文物館的設置，乃
其所屬會館為了推廣客家文化、保留傳統價值觀而落實的多元文化實踐
之一，故文物館的價值，與會館屬下客家文化研究室等機構的價值共
生（黃賢強 2012：37-38；王力堅 2011：105-139）；有的則視其為初
步展現東南亞客家有別於以往而茁壯發展的表徵（王力堅 2012：193210）。但至今為止，以該文物館本身作為研究對象的專題著述，嚴格
來說尚未出現。換言之，如同新加坡其他會館一樣，茶陽（大埔）會館
雖已獲全球客家研究關注，唯其屬下的文物館之知識生產與身份表述的
建制，其賴以存在的物像視覺表述，至今尚未獲充分的研究分析。學理
上，博／文物館通過集合物件、圖像、文字和其他媒介的多元形式教育
學、人類學、民族學、美學等話語，形構了其客體的知識主體，可視為
傅柯（Michel Foucault）論述形構（discursive formation）之一種（Lidchi
1992: 164）。那麼，究竟那些表徵新加坡大埔客文化歷史的物質，及
其通過有意識組織鋪陳的視覺敘事，如何表述以其所屬會館為主的在地
客家社群之故事、觀點、認同與主體性？這種表述又源生於怎麼樣的社
會、歷史、文化與政治等語境，並表達了該社群與國族或原鄉想像的什
麼關係？這一連串至今未見學界內外關注的探問，正是生發本文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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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機所在。
自羅蘭巴特（Roland Barthes）、班雅明（Walter Benjamin）、拉崗
（Jacques-Marie-Émile Lacan）、傅柯等人後，學界於 1970、1980 年代
開始關注後現代社會的視覺覺醒、實踐及其意義構成，此勢至今方興未
艾。視覺形式被視為建構社會分類的方法之一，而視覺表述更被看作社
會中少數或無聲群體敘述自我的有力途徑。博物館，尤其由社群主導的
博物館，正是這類視覺表述集中的發聲場域（Simpson 1996: 51, 264）。
視覺文化研究不僅聚焦圖像物件本身，也關注觀看方式、物像表述的生
產，與其在社群內意義的交換溝通等。這些研究的取向、理論與視角不
僅大大影響歷史、文化、哲學、文學、社會學等眾多學術領域，也啟動
藝術史、博物館學、電影研究、大眾媒介通訊、文化研究等學科，視覺
文化研究的價值今已有目共睹。基於如此的學術脈絡，本文試圖見微知
著，微觀地以新加坡茶陽文物館為主要研究對象，檢視、分析與詮釋該
館中的物像及展示，探悉該館如何及為何視覺化其身份認同，表述其社
群的歷史，還有地方、國家及文化等認同。具體而言，即通過分析該文
物館內物件圖像所構築的時空及其表徵的族群歷史、文化與身份等敘
事，詮釋箇中意義的生產、表述與接受，以增加對新加坡大埔客的瞭解。
同時，在這些主要研究問題之上，為更進一步瞭解該文物館視覺敘事內
容與生產的個別性或普遍性，本文也將以比較研究的方法，將新加坡大
埔茶陽文物館與梅州的中國客家博物館，和大埔縣博物館進行比較，2
2

本文所據，皆為筆者幾次到此三館參觀、訪問和觀察所得的結果，包括 2013 年 7 月 9
日和 2014 年 11 月 15 日，兩次參訪新加坡茶陽（大埔）會館文物館；2014 年 11 月 19 日，
參觀中國客家博物館；2014 年 11 月 21 日，參觀大埔縣博物館；並於 2013 年 7 月 9 日，
在新加坡茶陽（大埔）會館訪問何炳彪先生。文中所用圖片及展示文字，亦來自於這
幾次田調中，以下不另註明。另外，本文的研究與寫作，獲新加坡國立大學中文系黃
賢強副教授鼓勵幫助，新加坡茶陽（大埔）會館資助有關考察，該會館文物館主任何
炳彪先生給予導覽和接受訪問，會館秘書處張金隆先生提供部分照片，謹此一併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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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一步分析這三所文物或博物館的視覺表述異同。
通過細讀新加坡茶陽文物館所展示的圖像物件及其展示工具（apparatus）、技術（technologies），本文認為，文物館通過營造地方感（sense
of place），重現 20 世紀前後以來，大埔和新加坡交織互動的時空網絡，
除了形構其社群源出大埔的鄉土歷史，更強調了定位本土的認同感。相
對而言，位於中國梅州的中國客家博物館和大埔縣博物館雖具有純正客
家民系源出與聚居的真實性（authenticity），其視覺表述卻也不僅是論
述其所代表的社群認同，其中前者還強調客家民系源出山水、崇文重教
的共同體形象塑造，試圖召喚與凝聚來自世界的天下「客」；而後者，
則旨在國家話語的脈絡結構中，展演（大埔）地方。本文將分別開展對
這三個機構展示的析論，最後再加以比較綜述。當然，由於本研究主要
採詮釋取徑，論析中反身性的自我指涉（self-reflexive）難以避免。

二、認知原鄉，認同本土：
新加坡茶陽文物館的社群建構
新加坡茶陽文物館由茶陽大廈八樓的大埔廳與七樓的茶陽廳共同組
成，於 2002 年 12 月 3 日，由祖籍茶陽時任新加坡副總理兼財政部長李
顯龍主持開幕。其中，八樓為一般訪客被引導參觀的起點，亦為本小節
論析的開始。一般而言，導覽並非無意識作為，其確保觀眾應該先參觀
什麼，且不會遺漏什麼。那麼，對文物館的管理者與導覽人員來說，大
埔廳中究竟展示和陳述了什麼，是他們必須確認參觀者不會錯過的？這
一提問，成了細讀此廳視覺文本與敘述的出發點，也仿佛同時將七樓茶
陽廳的展示置於了次要位置。事實不然，因為從八樓到七樓，當兩廳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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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構空間由大埔延伸至新加坡，箇中動員的物件圖像及其彼此間關係，
已表述了不同的情感結構，展覽亦成了情感與認同的展示。而且，七樓
茶陽廳外連該會館的圖書室、客家文化研究室和視聽室（餘麗娟 2008：
120）3，形成一館三室的結構，將會館大廈的最高兩樓，建構成一個客
家知識生產與推廣的場域。此場域的象徵形象──肅穆、崇高、神聖，
實已於文物館的空間氛圍營造中體現，並最先顯現於兩廳入口。

（一）山水人文客鄉：根源追認
文物館八樓大埔廳重現了一個底蘊豐厚、令人嚮往卻帶著距離感的
客家原鄉，如此情感展示貫徹於展示語言、工具與技術中，下文將加以
析論。從八樓電梯踏出，神聖莊嚴的崇高感撲面而來。入口的人造木
牆上，鍍金的中英文標示「茶陽文物館 ── 大埔廳（Charyong Heritage
Hall—Dabu Gallery）」無聲凝視來者；柔和的聚光黃燈照射，與木牆的
高度質感同造出聖穆感。四周靜肅，參觀者可感受到此處非全然理性籠
罩的空間，沒有象徵理性的日光燈讓各角落一覽無遺；相反的，這兒半
明不昧，暈黃木牆後的空間幽暗、神秘、靜謐，如生命初創荒原，無聲
佇立的物像似兀立混沌遠古，在精心配置的聚光燈中明暗有致，既顯也
隱。這一空間營造，讓一腳踩進展廳的參觀者頓時抽離喧囂現實和庸碌
日常，進入光影交錯的時空長廊，在自然、未知又神秘的荒原中，紛生
想像與好奇之心，等待迎接瑰秘久遠、充滿幻境色彩的故事。這是博物
館塑造自身權威，把展示儀式化，增強其敘述可信度的慣用伎倆，於此
3

此室正式名稱為「客家音樂影像資料庫」，隸屬於客家文化研究室，旨在收集客家音
樂資料。客家音樂近年來亦為新加坡諸客家會館善用，乃饒富趣味的音樂社會學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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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也讓文物館參觀者因環境感受而對其產生難以抵拒的想像信任。
遷徙是客家人建構自身歷史無法迴避的經驗，這在大埔廳入口蹲踞
的一隻獅頭最先獲得反映。這隻北獅寓意客家人由北至南的流徙身世，
也寄託客家人對獅子般勇猛的無畏精神的嚮往。除了物件，地圖無疑最
能說明遷徙方向。文物館重點展示的兩幅地圖，最先一幅是入口處左邊
窄牆的紙版「中原漢人五次遷徙示意圖」。此圖的文字和箭頭清晰標誌
客家民系自魏晉以來的流沛經歷，也說明大埔客的民系身份，從地理、
歷史和文化等知識系譜構建社群，族群文化敘事的姿態駕淩其他。延續
這一從地理出發的歷史追溯，第二幅地圖出現在正對著過道的中間牆
上，繪製在燈光明亮照射的大型壓克力板上。這幅「大埔縣地圖」具體
聚焦大埔客在大埔縣城鎮的分佈情況，更進一步標識出社群成員間的地
緣關係。此圖既是個趣味與互動性洋溢的展示，也帶著濃重地理教學意
味。地圖下方配置附帶按鈕的大埔縣 20 個轄鎮名稱 4，只要按一下鎮名
旁的燈光鍵，有關城鎮便會在地圖上亮起來，讓參觀者對自身根源地的
地理位置一目了然，從而落實這一展示的主題意向：「情繫鄉梓」。整
體而言，這兩幅地圖在展廳入口拓闢一個 L 字型的半開放小隔間，其空
間定位的意圖成功通過地圖的放大與配燈的互動達致，進而銜接展廳內
部第二個題為「大埔風光」的圖像敘事。
此處所謂的「大埔風光」，乃以四張城鎮放大照演示一鎮的專題圖
像展覽。20 個大埔縣轄鎮的自然與人文景觀攝圖，拼貼了大埔的風土民
情。從展出位置來說，這一展區連接入口與展廳深處，延續前兩幅地圖
訴諸的地理標示和想像造影，重構大埔客家的歷史、地理、自然與人文
4

乃根據 2000 年的行政劃分。2005 年始，由於數個轄鎮合併，大埔縣僅轄 14 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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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貌，空間再現意圖明顯。這些大埔城鎮風光照分散於左右兩道高牆，
形成進入大埔廳內部必經的狹長通道，在確保參觀者看見展示的同時，
也以豐富圖像引導他們穿越大埔城鎮的山山水水，準備深入展廳中心的
「客家文化」展覽，見識這一民系的核心文化。
大埔廳中央陳設的是「客家文化」專題展，主要是通過掛滿展廳中
央正牆的新舊參差照片，共同展演這一民系的各方面日常生活，包括
「文物古跡」、「民居」、「生活器皿」、「生產工具」、「服飾」、
「習俗」、「傳統行業」和「藝文」等，並以一組客家生活日常與勞作
用具模型的展示結束。模型是慣用的展示工具，但鑄造什麼模型則透露
了一種重視與漠視、陳述與壓抑、記憶與遺忘的二元視角，其所選擇「看
見」的，通常和那些被刻意安排「看不見的」物像與敘事共同產生意義。
文物館展陳的縮小比例模型，擬仿山村客家人的竹制生活與生產用具，
包括梯子、竹簍、竹凳、掃帚、眠床、雞鴨籃、搖籃、爪籬、刷鍋把、
藥盒、蓑笠、簸箕、籮隔、木屐、草席、磨杵、竹扇、洗衣板、穀框、
耙、扁擔等，涵蓋住、行、用、耕等層面，為客家原始生活環境造景。
這種情境展示通常訴諸史實性（historicity）和真實性，卻也不乏詮釋與
想像意味，是民族誌博物館仿擬民族生態的方法。在此，於幾個專題的
照片展示後，這些充滿濃厚生活氣息與懷舊色彩的擬仿物，跨越了大埔
客在南洋都市化與現代化的發展歷程 —— 即模型展陳中「看不見」的，
直返大埔客源出，形象地召喚參觀者想像山區客家的農耕生活與顛沛住
行之場景，於指向民系歷史之際，亦提醒其生活與淵源的地域。
在視覺文化中，物件本身固然散發意義、陳述觀點，但物件間的關
係對話、其如何被看，都會產生不同意義。將不同物像因應彼此關係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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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是通過空間組織進行表述的策略（Rose 2012: 244）。儘管大埔廳
中央以大量照片集中展陳客家文化的不同面向，值得注意的是，這面展
覽人文客家的高牆對面，豎立著一道面積較小的暗紅色人造隔牆，牆上
雖然同樣以辨識度不高的照片開展敘事，唯其主題卻是鮮明的「家鄉建
設」。這個主題兀然出現在勾畫大埔與客家的圖像敘事中，其所突出的
是「家鄉」與「建設」，借著文字修辭和圖像記史，明銳點出新加坡大
埔社群與僑鄉、南洋與中國的互動關係，加強提示這一社群原初的移民
身份（見圖 1）。此時再回顧八樓的整體展示，不難發現儘管客家民系
的歷史、地理、自然與人文充分地展現在其視覺化的意象中，但始終嵌
附於其中的移民論述，才是形構整體視覺展示最深層的理據立場。移民
身份可說是這一展廳文化溯源背後之核心論點。

圖 1 大埔廳內，展示圖片的位置和內容呈現對話關係

大埔廳中央的展陳其實也貫徹了這一移民敘事。和許多博物館的展
示方法類似，大埔廳中央以展陳實體物件為主，展出的實物都集中於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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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玻璃櫃中。其中三個分別陳列了三座向中國師傅訂制的客家民居模
型：圓土樓花萼樓、方土樓泰安樓和圍龍屋光祿第；另外三個則分別展
陳眼鏡業、中藥業和典當業三大客家行業的傳統用品與相關剪報。玻璃
櫃下方為客家美食的圖片介紹。置於具備聚焦和護存雙重作用的展示櫃
之物件，往往意味著存有珍藏、研究的價值，提醒參觀者注視、玩味、
思索與重視。這三座民居模型集中展陳的豐厚客家特色地域建築文化，
很容易喚起參觀者對此一民系的認知。同時，這些模型表徵的，是無法
移動的大埔客家文化遺產，這些民居建築群實體如今仍佇立中國大地，
為世人認識大埔縣客鄉與客家人的一道風景。換言之，這批模型擬仿
的，實是大埔地方的文化符號。如此一來，這組民居模型展示便成了整
個展廳空間形構所訴諸之大埔地誌學（topology）的最顯著表徵。相形
之下，選擇眼鏡業、中藥業和典當業這些非物質文化作為與土樓圍龍屋
相提並論的客家文化象徵，則再次揭露無處不在的移民論述。畢竟，相
對於民居那些無法移動的物質文化，這三種傳統行業隨客家人足跡南
下，成為南洋客家社群不少人得以生存、紮根並散葉於新家園的謀生場
域，甚而豐厚了南洋地方。因此，就其對社群的意義、對客家文化傳佈
的價值而言，尤其從中國 —— 新加坡客家的流動性與跨域網路而言，
移居地所擁有之行業的歷史文化價值不下於原鄉的民居建築。這一配置
敘述了一則從移民視野出發的生存文化演義。
誠如策展人何炳彪所言，大埔廳旨在介紹大埔地方的歷史文化。
本文認為，文物館的設置，可視為 1980、1990 年代新加坡地緣組織重
新被本土政府委以傳承華族傳統文化的重任後（李光耀 1991：22-23、
68-69、76-77），一種借由視覺語言實踐的回應。通過上述分析，可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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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大埔」這個客鄉如何在館中被視覺重構起來。但是，大埔廳並非獨
立展館，其展示的敘述也不獨立而完整地表意。若要深層瞭解上述展示
如何可為新加坡大埔客社群的視覺化自我表述 —— 即本研究的問題意
識所在，就不能獨立解讀此重構的大埔之於新加坡大埔客的意義，需結
合會館七樓的茶陽廳之視覺論述，才足以形成結構完整的意義生成。這
是因為，通過這兩個展廳視覺化手段重構起來的大埔與新加坡時空交疊
處，就是歷史上新加坡大埔客社群的身世、故事、身份與認同建立的場
所（locale），也正是其自我表述立基的中心點。本文下一小節將集中
分析文物館茶陽廳的展示如何表述大埔客社群的認同。

（二）汗淚血肉獅城：本土表述
新加坡茶陽文物館七樓茶陽廳的展示，重現了大埔客南下以來，歷
經 19 世紀末至整個 20 世紀，由落葉歸根至落地生根，從僑寓地蛻變成
家園的新加坡。這個時空設定讓茶陽廳的視覺化歷史表述側重於會館及
其屬下學校、醫社等機構在新加坡國家建構進程中的參與，箇中表達了
本土、國族乃至政治的認同忠誠，呈現主動發聲、積極表態的態勢。
相對於大埔廳以文化追溯為基調，客觀展列大埔客家歷史風貌的立場而
言，兩者的視覺表述有著姿態與程度上別異的距離和抽離感。
本土認同在茶陽廳最外顯的表現，莫過於其關於新加坡建國總理的
展示設置。這個題為「永久榮譽顧問李光耀資政專欄」的展覽，就設在
茶陽廳入口邊，先於三位「館校創辦人」的專題展覽之前。按理說既然
茶陽廳標榜會館史的展陳，並以館校合構的論述作為館史展現的主軸，
那麼館校創辦人的地位理應優先。然而，從展覽位置與出現順序來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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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光耀專欄的安排被確保參觀者一進場就看見，其意義可謂不言而喻。
就此展示而言，只見整個與牆同高的展板上，多張大小不一的黑白照片
搭配醒目的文字說明，聚焦這位舉世皆知的人物，從而帶出其為會館
「鄉賢」的身份。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展板中央一幅放大的黑白照。此
乃 1959 年人民行動黨贏得自治邦首次選舉後，在黃、黑臉孔參雜的擁
簇人群和印著該黨鮮紅閃電標誌的口號牌海中，被選民高高舉起的李光
耀一身潔白，敞開雙手露出溫文笑容。這幀特寫照似乎呈現出無數群眾
與一個個人的對比，透過浩瀚人海襯托出眾人之上崇高的李，卻同時也
壓抑了新加坡建國歷程中的其他暗流，以及李不欲渲染其客家身份的意
向。巨照旁，一張泛黃的全頁剪報，標題為「李光耀創業維艱，開國踏
過荊棘路」。下方又另張貼了中英雙語、白紙黑字列印的「李光耀政治
年表」，其下附設四個區塊，圖文並茂簡介李光耀的家庭、政治、社會
和現況（見圖 2）。

圖 2 李光耀專欄的特寫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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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成為新加坡重要符號的李光耀，因其大埔祖籍而被展示在文物館
中。他的被觀看、被誰看、在何處看、如何被看，形構了複雜而典型
的視覺文化現場，而展示的圖像、技藝和其可能如何讓參觀者接受（
reception），則致使這一專欄成為整個展廳展示的敘事主軸。首先，以
李光耀的黑白照為主要展示工具不僅是資料來源使然，且黑白兩色及其
在印刷媒體上的再現，也營造了歷史時間的深長。李光耀在此的形象異
常繁複：前來此處的參觀者或許原本就能相當自然地接受「大埔縣鄉
賢」、「永久榮譽顧問」等身份的人物展示，因而將此文物館中看見的
李光耀，與展示中的其他客家人物視為無異。然而，考量參觀者往往會
受展示敘述與技術等模式影響，此處「開國創業」等話語之呈現很可能
會因此左右參觀者的認知與感受。若再加上符號化的李光耀在許多人的
認知中等同於新加坡，尤其此圖像專注的還是「小紅點」5 新加坡自治
的關鍵時刻，便不難推測，參觀者很可能會為其自身身份、主體性等觸
動，動員內在深處的認識、幻想、記憶、欲望等主體構成，來詮釋與接
受這展示。於是，李光耀所攜帶的巨大象徵資本溝通了參觀者和展示，
直接影響展示所產生的意義。參觀者因經驗、無意識等主觀、客觀或反
思而糅生的視角中，這專欄已不知不覺將敘事轉向國家認同方向。換言
5

語出自印尼第三任總統哈比比 (Bacharuddin Jusuf Habibe) 對新加坡的指稱。哈比比在
1998 年繼蘇哈托之任上臺後，因新加坡賀辭來得較晚等因素，而在事後接受華爾街日
報訪問時表示，於眾鄰國中，感覺不到新加坡是個朋友。他指著地圖對採訪的記者表
示，「我無所謂，但印尼有 2 億 1 千 1 百萬人。看那地圖，所有綠的都是印尼，而那
紅點（red dot）就是新加坡。」（“Singapore Strains Relations with Indonesia’s President,
”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Aug. 4, 1998）後來新加坡的政治領袖如李顯龍等，屢以突出
面積有限的「小紅點」（little red dot）一詞，激勵新加坡人自省國家的限制和成就，
此語遂逐漸在當地約定俗成，用以指代新加坡。隨著新加坡國族意識在建國五十週年
之際茁發，「小紅點」更成為島國在有限資源中，於五十年內迅速發展成先進國的集
體國家認同之意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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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無論就策展方主動的照片選擇，或參觀者被動的照片意義接受而
言，此展示傳達的訊息，皆似難以偏離新加坡國族建構與國家認同。
對於國家重要人物展現的人與地方關係，文物館兩展廳合構的大
埔、新加坡互為表意系統，形成了一個心繫家國、不忘鄉土的論述形
構，淡化箇中的鄉、國關係。在通過居處展覽來陳示人與地方的聯繫
時，茶陽廳中央一個玻璃櫃中，展陳了李光耀在大埔縣祖居中翰第的物
件，包括大埔縣政府 2005 年將中翰第列為該縣文物保護單位的牌額、
該宅第在大埔縣古野鎮黨溪村 5 號的鮮紅門牌、中翰第等照片，另外還
有唐溪李氏族譜，以及李光耀出訪的黑白留影。這些物件不啻表述了人
與地方、李光耀與大埔的淵源互動。值得留意的是：物件本身固然表意，
唯其也因其他媒介或和其他物件的關係而變換能指。此處，由於受同一
展示櫃中，一系列憶述建國的李光耀回憶錄所展現之觀點和能動性所制
衡，李光耀祖居物件表徵的原鄉敘事似乎被消融了。故就這組展示而
言，無論李光耀源出何方，如今都已是新加坡的了。而且，和此一致的，
是這專欄對面的一個專櫃。此櫃陳列眾多臺灣、中國、馬來西亞等地客
家社團歷年來贈送給新加坡茶陽（大埔）會館的紀念品，它們儼然共同
宣示了新加坡大埔客社群跨國網絡關係的建構、與祖籍地的聯繫、對鄉
土的原生性認同（劉宏、張慧梅 2007：65-90），是新加坡大埔客身份
符號空間擴大的物質證明（吳慶輝 2011：155），有力地重申其社群的
主體建構。
這種「如今已是新加坡」的主體論述，貫徹於啟發學校、回春醫社
乃至會館組織的展示中，即通過突出會館多個周邊組織在國家建構歷程
中的參與（楊進發 1996：321-326），表述有別於鄉土認同的國家認同。
殖民時代，政府將族群教育、衛生與社會等事務交給人民自理，地

Global Hakka

57

全球客家研究

Studies

緣組織於焉扮演重要角色。原名回春館的茶陽回春醫社，1890 年由新
加坡茶陽（大埔）會館成立。而原名啟發學堂，對各族子弟開放的啟發
學校，則是該會館於 1906 年創立的。兩機構成立後不敷使用，多次由
董事集資擴建、搬遷、重建，如今回春醫社已發展為 HMI 馬裡士他醫
院（Balestier Hospital）綜合治療中心；而啟發學校自 1985 年由教育部
定址西海岸並統一管理後，會館董事出任諮詢委員會成員，今日亦成為
本土教育體系的正規小學之一，因其雙語源流而頗受矚目。
啟發學校的創立演變，是新加坡華人社會獨特又常見的華商、會
館、華校「三結合」機制典型（利亮時、楊忠龍 2010：955-971），反
映華教歷經英殖民和自治時期的艱難求存。而回春醫社的發展，也在會
館的方言群與社會公益實踐中，側寫了當地醫療史的一頁。從時間跨幅
和實踐歷程而言，編修啟發學校和回春醫社演變史，是該會館建構自
身歷史不可或缺之環節，因而成為其館史相當重要的一部分（何炳彪
2008b：130）。6 對這些附屬機構的展示，除了主要仰賴新舊照片對比
和文字說明之外，還動用了檔案、文件，既重現這些機構的社會實踐，
也通過這些物件集結群體：一個在時間、集體發展和共同記憶上有所推
進、積累和擴張，並於空間上跨越中國大埔、根繫新加坡的大埔客共同
體。
那麼，這一共同體如何通過物件組織的視覺展示建構起來？其主要
的作法，便是讓人們參與視覺化方式展現的各種形式，如展示其收藏之
各類證書、收據等物質。茶陽廳幾個展示櫃除了陳設會館章程等類公文
以外，其他物件可略分為學業證明和捐款收據等兩大類認證憑據，包括
6

從何炳彪之文章，可見會館建構自身歷史的迫切感，所展現之通過反省重建過往的思
想經驗，儼然歷史哲學之宣稱「但凡文明必然存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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誌期「中華民國 18 年 11 月 1 日」的《新嘉坡改建茶陽回春醫社募捐徴
信錄》，還有啟發學校的學生成績冊、畢業紀念特刊、畢業證書、擴建
館校計畫專刊等。另一櫃中則展陳形形色色的會館及其附屬機構公文、
單據，諸如「擴建館校進支帳目徴信錄」、「新加坡茶陽會館四機構慶
祝會館、學校、醫社與勵志社成立週年紀念募捐／禮金收據」、「聯慶
登席券」、「百年慶遊藝會入場券」、「百年紀念刊樂助印刷費」等，
呈現出會館發展過程中多功能合一的特性。
專研視覺文化的學者認為，文物、檔案、照片等物像雖然形式迥異
卻本質類似；它們體現了積累、收集、儲藏和修辭中的權力意志，故無
論數量多寡，都間接地基於權威而迎合其所屬建制，從而產生本身的意
志議程。換言之，物像皆非中性的（Sekula 2003: 446）。文物館的收藏
有限，展示多倚重照片、模型與檔案等，所展現的文明縱深或遭質疑。
唯雖然缺乏出土文物，但其所展示的物像之視覺性（visuality）和能動
性（agency），卻同樣可讓參觀者因應不同視覺經驗而接受其敘事，並
闡釋文物館如何通過所獲材料組構其主體位置（Hooper-Greenhill 1992:
176）。此處大埔客會館以附屬機構的物像構築社群便是其例。
首先就成績單和畢業證書等文件而言，這些物件將在此地受華文或
母族教育而啟蒙成長、受認可肯定、卓立傳承的代代子弟之知識與社會
歷程視覺化、文本化。無論對教育提供者或接受者而言，此皆為耕耘獲
得認證的實體證據，有其不可磨滅的社會功能。至於徴信錄、樂捐收據
等，則記錄了有心人如何通過資助，在官方教育政策未能滿足民間訴
求的時代，一方面努力護存傳統文化之價值，同時也參與建設新社群社
會。這些新舊話語交陳的物件實體，若被切割成單獨的個體，或顯得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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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不成敘事，但透過量化集合、展示技術和文物館空間特質的動員（Karp
1991: 386-393），則呈現出會館及其附屬機構在形塑本土社會中的角色
與歷史貢獻，且將會館會員和所有受益群眾與身處的土地串聯起來，於
述說地方和社會共同體的昔今之際，亦彰顯榮譽，並記述華文教育乃至
華人社群在這方土地上，身處於不同政治統理下的篳路藍縷。換言之，
社群、社會和家國同步成長的經驗，藉由物件得到了視覺再現。
再來就是各種「聯慶」憑據。該會館多年來將館慶與新加坡國慶結
合慶祝的傳統，即是其認同本土的作為。該會館往往通過設筵、特別出
版等方式，舉行會館與國家、社群與國民、地緣傳統與國家傳統的雙重
慶賀，且在這「雙慶」中也不忘統攬啟發學校、回春社乃至勵志社等附
屬機構的週年紀念，復將這種會館與附屬機構共同茁長慶紀的意念，以
清晰文字註明於所有雙慶或「多慶」相關的特刊、收發憑據、佈置飾條
等宣傳物或紀錄中。其所踐行的理念，已將一小一大、一方言群一國族、
一文化一政治的雙／多重屬性共同體加以劃分、歸屬、交融成一層次分
明的整體，形成該會館的「新加坡大埔客」甚或認同更寬泛的「新加坡
客家人」之自我定位與身份認知。
除了物件的「能指」之外，從文物徵集的角度而言，由於這些物件
乃是從會員等處廣泛徵集而來的，捐獻者不乏生活於 19 世紀末、20 世
紀初而今散落新加坡內外者。通過文物的徵集、捐獻、收藏等過程，一
個抱擁共同往昔的集體獲得整合，而主導這一實踐的文物館之建制地
位，亦獲確認。
綜合上述有形、無形的物像、資源與經驗，該文物館展覽的，便不
僅是看似歷史價值不高的泛黃殘紙，而是透顯紙背，從南洋發展成亞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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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進國這一細節飽滿的歷史進程，其中表述了島國多元社會中，華人族
群之一的本土化歷程與意志。
在視覺文化實踐中，觀看者從來就不僅僅在觀看一個物件本身，而
是常常透過物像，看到物像和自己的關係。此即物像如何與觀者產生聯
繫的機制所在。每個物像在被觀看時都會產生作用，促使觀者與被凝
視物像之間的關係得以釋放，並產生親疏、同屬或別異的關係（Berger
1972: 9）。背景多樣的文物館參觀者，他們受展示的物像影響，也許將
自己與物像所屬的文化圈同屬或區別，從而產生我者的共同體認同感，
或他者的新加坡客家文化、社群、歷史等認知。但無論何者，出於主體
的既存印象、知識、記憶或想像等作用，參觀者不免將展示敘述和新加
坡國家或華人歷史、教育史、醫療史等敘述掛鉤，整合新加坡大埔客的
社會參與和國族認同，從而形塑兩個小大從屬有序、層次互為表裡的共
同體 ── 前述之「新加坡大埔客」或「新加坡客家人」。同時值得注意
的是，文物館並不直接或全面對外開放，有意參觀者需提早預約，館方
也常會提供解說導覽，引導觀者按既定路線參觀。如此一來，展示的視
覺敘述便可獲得調控，有序地鋪陳其認知大埔鄉土、認同新加坡本土的
論述，從而達到教育、知識生產與傳播的作用。這也說明了為何館史部
分的展示，許多文字說明都以中英文雙語呈現，以配合文物館向年輕一
代參觀者傳遞客家、華族或本土歷史文化知識所需。
近年來，此文物館已儼然國內外觀覽新加坡客家文化的視窗，更是
推動新加坡客家知識生產與流播的主要建制之一。諸如馬來西亞、臺灣
等外國電視電臺欲攝製新加坡客家紀錄片；新加坡荷蘭人俱樂部等外國
人組織欲瞭解新加坡華人本土文化；國內外客家學者交流、訪問、研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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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本地中小學生參訪認識華族傳統等，文物館這特殊空間便成為這
些知識、文化、溝通等的理想場所，會館也就成了一個促成這些資源網
絡相交、流動的仲介。可以說，文物館的視覺文化實踐，強化了所屬會
館作為新加坡客家知識文化代理人之一的能動性與代表性，而會館的這
種雙重特性，又循環牽制文物館視覺表述的內容與主體性。
總的來說，文物館七樓茶陽廳的視覺敘述，除了如上所述，通過李
光耀專欄、會館館校與新加坡社會歷史同構這兩大展示敘述線闡發本土
認同之外，這一展廳中其他諸如青年團簡介等的會館歷史相關展覽，也
共同建構了一個地理位置明確，且共同體認知不斷強化的時空。在此時
空中，南來的大埔客持續的投入與付出，有別於大埔縣是個在南下的那
一刻時間便停止，從此遙想、遠望、認識、資訊體驗多於實踐體驗的地
方。至此，文物館中物像構築的時空和論述，生產了平行於新加坡多元
主義的族群文化認知和國民認同情感，不僅已將新加坡本土置於大埔原
鄉之前，且在表述的當兒，達到某種程度的社群與社會管理。
八樓大埔廳出口的一段文字說明，重申文物館整體視覺表述中，本
土認同重於鄉土認知的立場。這幅題為「我們的期望」（Our Vision）
的聲明，搭配著一幅大埔河景，所言像是出於原鄉山水間的文化追思，
又以明確的主體宣言壓抑著這種故土懷思：

中國的歷史五千多年，中國的文化也有五千多年；中國的民
族眾多，各民族的文化多姿多彩。先輩因各種不同原因，離
鄉背井，飄洋過海，各地謀生，希望改善家人生活；其後也
因各種不同原因，落地生根，安居樂業，成為不同國籍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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瞭解祖籍家鄉、本族文化，為發揚華人不忘本的精神，鼓勵
自己發奮圖強，光宗耀祖；鞭策自己力求上進，繁榮新加坡，
保衛新加坡 !

一般而言，文字在視覺展示中的功能並不止於說明，更是修辭化的
情感展示，是對有關物像乃至整個展示客體的一種詮釋。可以說，文字
說明與視覺展示往往相互作用，透露了思想、立場，是有意識的表意話
語實踐。結合整個展覽和文物館出口處這一「展望」聲明，可見文物館
所突出的，是對族群文化傳統的認知與新加坡本土的認同。 這類以文字
修辭闡發自我的做法並非孤例。在茶陽廳眾多有關李光耀、館校歷史的
物像中，一副顯眼的對聯書著偌大的「騰躍明天，共創成就」，也簡扼
明瞭地表達了對未來的憧憬。對照李光耀對宗鄉會館使命的寄寓之詞，
則更一目了然：

你們今天所要扮演的角色，是……使我們和祖先的歷史認
同。我們的歷史不是在祖先初到新加坡時才開始的。……這
段歷史是我們的一部分，因為我們繼承了這個傳統和文化。
（李光耀 1993：420）7

由此可見，在論述會館乃至社群過往之際，新加坡茶陽文物館展示
更看重的，實是未來而非歷史。歷史固不可忘，唯其功能無異於群體溯
7

此為 1991 年 2 月，李光耀於新加坡宗鄉總會聯合中華總商會主辦「向李光耀致敬新春
晚宴」中的演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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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爬梳、展示此根源的目的，在於鑄造一個過往一致的共同體，以更
豐沛力量和整齊步伐朝明天邁去。這種立場，表達了回視原鄉、瞻望本
土的願景，是新加坡地緣組織自 1990 年代以來，因應政府對宗鄉會館
協助保留華族傳統文化之功能多所鼓勵後，順應本土政治社會變遷和區
域國際情勢發展而整姿再發的態勢（陳佩霞 2008：139-158）。這同時
也解釋了為何建國總理的專欄，得以在這個展演大埔客家族群文化的空
間中出現。

三、出身山水，遍涉天下：
中國客家博物館的故土呼喚
博物館基於其定位者、贊助者和潛在參觀者等條件不同，因而有迥
異的對話對象和展覽意圖。相對於新加坡茶陽文物館對於社群歷史建構
和自我表述的迫切感，位處廣東的中國客家博物館和大埔縣博物館則展
現不同旨趣。這兩者雖然分別佔據客家民系聚居源出的「客都」梅州市
和「客鄉」大埔縣之歷史地理位置，擁有純正或正統客家文化的真實性，
但出於設立宗旨及其在國家文化知識體系中角色使然，它們在「客家」
或「地方」特色的展演上各有所重，主要表現為中國客家博物館意在展
演客家、編收全球客家，建構跨越地理疆域的世界客家共同體；而大埔
縣博物館則主在描繪地方，突出大埔縣作為中國南方縣城之一的內涵本
色。兩者與新茶陽文物館可謂同中有異，其後又以政治、文化與經濟等
方面考量，為左右其表述的可能範疇。本小節將分析中國客家博物館的
展示，指出其與其餘二者的視覺表述異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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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構編流徙史：造「世界客」家園
中國客家博物館的前身，是 2008 年開幕，以收藏、展示、研究和
傳播客家文化為宗旨的廣東客家博物館。這耗資 1.3 億元，歷時 3 年才
建成的中國唯一民系博物館，建築面積達一點五萬平方米，集中展演關
於「客家人」的種種。自開館以來，每年吸引約 80 萬海內外人士參觀，
為瞭解客家文化的重要場所。2009 年 4 月，在中國國務院辦公廳指示下，
廣東客家博物館正式易名為中國客家博物館（郭新志 2014：381-383、
385-386），此館也是沐彬客家文化研究中心所在地。
縱觀上述的成立背景與館中展陳，不難理解中國客家博物館展示敘
述所向。從「地方」到「全國」，從「廣東客家」到「中國客家」，其
命名的修辭涵蓋面與在組織中級別的升格，皆標示了其在國家發揮軟文
化實力的佈局中，戰略意義之逐步擴大。為了「展示客家的世界」，主
館以「客從何來」、「客家風情」、「地標圍屋」、「人文秀區」、「客
家騰飛」等五個專題，再現客家許多特色，從有形的民居、名勝、名人、
風俗、族譜到文化遺產如山歌、漢劇等，動員了出土文物、實物、模型、
碑文、圖像、多媒體等載體，全面展陳客家人的歷史、地理環境、生活
層面、藝文風俗等。然而，進一步通覽這些展示專題，細讀其中物件及
其視覺表述，可歸納出該館展示其實主要為兩大敘述軸線，即再現客家
的遷徙流布歷史，及塑造崇文重教的客家儒農形象。
客家遷徙流布歷史的重構，充分承載了中國客家博物館滙聚全球客
家文化、鑄造世界客家精神原鄉的意圖。展示運用了交感技藝、多元媒
介配置和詩意語言等方式，集中再現客家人自魏晉到近現代的顛沛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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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以從歷史和地理溯源，合理化當今梅州為跨地域客家人精神原鄉的
論點，從而推介這座位於梅州的「『中國客家』博物館」如何能供世界
客家人尋根問祖。
此一通過展演客家遷徙史以呼喚根源尋覓的視覺敘事，最先經由建
築外觀和生活場景重現來開展。整個中國客家博物館園區是個滙聚客家
文化與建築的衛星館群，佔地約 163.2 畝，以客家博物館主館（以下簡
稱主館）為核心，館外廣場寬闊，廣場盡頭一弧形半月池，接劃園區為
東、西的周溪河，涵括黃遵憲人境廬和榮祿第、梅州大學校長館、將軍
館、名人廉吏館、客家匾額館、華僑博物館和《客家文博》雜誌社（郭
新志 2014：382-383）。但這寬廣園區的入口，卻是一道狹窄門道。從
停車場下車入園的參觀者將無可迴避地，遭逢一口蹲坐在這入口正中央
的水井。井的確恰如其分地再現客家山民的生活環境，唯此井井身刻著
意味深長的「飲水思源」四個燙金大字，直截了當提醒入場者勿忘根源
（見圖 3）。將此井此語和其陳設位置並視，這配置就不止再現客家生
態而已，還表露了館方的積極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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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中國客家博物館入口處的井照

除了物，語言是中國客家博物館倚重的另一展示工具。進入外觀上
窄下寬的半圓形主館，一樓序幕廳極盡寬敞宏高之能事，很容易在參觀
者心中營造出莊嚴感，促其對館中展示及其生產知識油生信賴感。廳中
及天花板高的白色花崗岩大理石正牆上，陽刻著偌大的「𠊎」字。大部
分客家人乍見此字，不免自然而然以其熟悉鄉音讀出，這是客家人對
「我」的自稱。頗「自然」地，自我定位與認同感馬上將隨這一聲「𠊎」
的落音成形。語言，在此成了最先展演並有效聚集來自四面八方客家人
士的工具。而且，這個「𠊎」字底下陰刻著百家姓，參觀者隨時可能找
到自己的姓氏，可增其歸屬感。大堂天花板倒掛一座四圍的半圓圍龍屋
模型，以民系建築特色搭配方言，盡顯客家文化精髓（見圖 4）。然後，
大堂一旁客服中心接待處牆上龍飛鳳舞的一行草書題字，清晰闡發該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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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宗旨：「融匯世界的客家，展示客家的世界」。至此，參觀者儘管
尚未步入二樓永久展覽，卻已被訴諸視覺、聽覺、感覺的建築、文字、
鄉音等交感配置觸動了對客家深邃的想像。

圖 4 中國客家博物館序幕廳的正牆與天花板

「融匯世界的客家」之意圖涵攝了「展示客家的世界」，從總體上
指導主館的展示內容與敘事，也致使「客從何來」這一專題先導於其他
四個專題。為此，在主館二樓總主題為「𠊎客家」的常設展覽中，魏晉
至近現代以來的客家遷徙與海外再遷徙不僅是展示重點，也鋪陳整個展
覽的敘述主軸，讓「遷徙」轉喻「原鄉」。
所謂「遷徙」為「原鄉」的轉喻，意即展覽表面上圍繞客家人的五
次遷徙展開，並擴及近現代出洋謀生、海外生根的歷史追溯，唯其深層
旨意卻在於反轉客家人遷徙再遷徙的論述，強調梅州／中國之為世界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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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原鄉，從而落實該館胸懷天下客、心繫內外情的目標。如此這般，尋
根訪源的訴求得以合理化，該館對於世界客家人的詮釋也隱然成形。這
種雙向敘事，表現在文字、圖像與物件等展示工具中。
首先是文字說明。承上所言，在「𠊎客家」總主題展覽裡，以「客
從何來」這個次專題展覽先行。掀開此專題展序幕的，便是一段開宗
明義的「客從何處來」說明，以熱情重於理性的語調和「early migrations」的英文對譯，將所有在場或不在場的客家人都納入中國客家的系
譜中：

客家，這個不朽的民系肇自中原。……歷經五次大遷徙，在
歷史長河匯成了一首雄壯的歌：「𠊎系客家人 !」沒有遷徙，
就沒有客家人。客家民系在千百年的遷徙路上，不斷吸收各
種文化精華，非但沒有沉淪，反而創造了輝煌的客家文化。
如今，客家人的足跡已遍及世界各地。共同的語言、共同的
文化特徵、共同的心理素質，始終維繫著這個優秀民系，共
同走向美好的未來 !

上述引文中的粗體乃筆者為強調所加。「沒有遷徙就沒有客家人」
這一句讓國內外客籍參觀者讀後，不免反思其祖籍根源，是催生認同的
動情修辭。對於非客籍參觀者，亦能增加該館的文化資本。另一修辭表
現是重複使用「共同」和「世界」等字眼，這在指出國內外客家可能存
有的差異性後出現，其凝聚來自世界各地的客家人，建構一個同源一
致、有所發展、些微別異的共同體姿態明顯，正呼應「融匯世界客家」

69

Global Hakka

全球客家研究

Studies

的旨趣。
除了「共同」以外，「海外」或「世界」這一話語也被反復使用於
展示說明中。在介紹「客家淵源」時便宣稱：

客家民系孕育於漢民族母體，成長於南嶺東部山地，興盛、
發展於中國和世界各地。客家文明同中華五千年不斷繁衍並
從國內輻射海外，譜寫了一首從涓涓溪流匯入世界的史詩。

這段溯源不僅將中國與世界客家人滙聚於一同源體，鋪陳全球客家
社群的歷史關聯、交際網絡，也強調客家民系的漢族血統。這一來，展
示順應了漢民族文化的主流論述而將客家民系嵌入中國多元民族文化論
述模式中，成為另一種國家論述。
主館展示相當倚重地圖的視覺表述，用以敷演客家的遷流版圖。同
樣在「客從何來」專題展覽中，最先進入參觀者視域的，是一張「客家
分佈地圖」。這幅中國地圖以白底黑線素描，樸素的黃色區塊圈出客家
人的分佈，再輔以一張白底黑字的客家人口統計數字表。整個呈現乾淨
質樸，卻也不突出，可見並非展示重點。相對而言，緊鄰的「世界客家
分佈圖」形成強烈對比：這幅標示客家人在世界各地分佈情況的地圖不
僅面積更大，佔據更顯著位置，而且著色鮮豔搶眼。這種用色和配置顯
現展示重點在於第二張地圖，也意味著展示的對話著重於世界客家，始
於中原的五次遷徙乃鋪陳客家通史。
這種解讀可以展示於這些地圖之間的客家地區都城介紹為輔證。這
些都城介紹彙集大篇幅彩照，佐以文字說明，逐一展陳「閩西客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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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客家祖地汀州」、「客家驛站石壁」、「世界客都梅州」、「客家搖
籃贛州」、「客家通衢石城」的歷史與風景。這些都城是五次大遷徙中
的客家先民聚居地，陳述著許多人先後由此繼續三次、四次、五次遷移，
不少人最終便流遷海外，例如香港、臺灣等地不少客家人即來自汀州。
通過圖文並茂的敘述，這些地方在客家遷徙史中的地理、歷史和文化
位置被建構起來，也再次串聯起海外客家人與中國客家諸鄉。換言之，
這種種結合文字與地圖的視覺敘述，旨在指出現今全球客家人的來源、
淵源，以有力地在歷史縱深上關聯中國客家和世界客家。如此的敘述方
向，也在邏輯上順暢地銜接到下一個題為「海外開埠」的次專題展覽。
「海外開埠」開始將客家人的足跡推至海外。這則海外遷徙史被上
溯至南宋蒙古侵佔中原時期，展示描述廣東梅縣淞口一位卓姓壯丁因家
鄉戰敗而召集倖存者出洋南洋，到婆羅洲北岸印尼開闢家園的經過。上
述那幅巨型彩色「世界客家分佈圖」，連同邊牆上放大的「世界客家人
口統計表」，共同鋪陳此敘事。而且，圖像前的展示櫃中，十幾本海內
外有關世界各地客家社群的學術研究叢書，一齊為所敘述的客家海外遷
徙史及其學術價值作知識背書。藉著文字、圖像、數字、書籍等遍及地
理學、史學、人類學、社會學、族群研究、統計學等領域的知識內容，
一個資料豐富、闡述合理、情理兼備的客家歷史文化知識系譜於焉誕
生，有效地將中國客家和世界客家社群緊密關聯，形成一個發展變化、
異中有同的同源共同體。
一則題為「遷徙史詩」的文字詮釋，輔證了客家人遷佈海外的論述
如何結構了主館的展示敘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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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家是中國北方移民與南方原住民的融合，形成於贛閩粵邊
三角，保留著漢民族的基本屬性，具有鮮明的地域特徵，通
行漢語客家方言，成員分佈於海內外廣大地區的一個人們共
同體。
客家最初的人口來源，主體是輾轉南遷的北方漢人。他們與
贛閩粵邊三角原住民融合，演化成了客家人。客家人再向海
內外各地擴遷，形成了今天這樣的分佈格局。
客家人用自己的足跡，寫下了一部遷徙史詩。

即使以「遷徙」論述涵攝國內外客家人，是該館合理化其收納範圍
的策略與認知基礎，更重要卻是在於客家人是：

漢族人口的一部分。……歷史上從漢族母體中分化出來，
以漢語客家話為共同方言，以贛閩粵邊三角為……共同地
域，有與山區環境相適應的共同經濟生活，表現於共同文化
上……的人們，叫做客家人。
現實生活中……，在漢族人口中，以客家話為日常用語，並
且認同自己是客家共同體成員的人；客家人的後裔，因受生
活環境影響，不把客家話作為日常用語，但仍認同自己是客
家人的人，都是客家人。

細讀上引該館展示的「客家人」定義，會發現所謂「與山區環境相
適應的經濟生活」已無法涵蓋當今現實。而且，上下兩段定義相互消解：
下段在為彌補上段不足而發之際，先以語言為認知範疇，後卻又將語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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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素自共同體的圈定範疇中抹去，僅留血緣和主體的主觀認同作為客家
人自我認定的主要標竿，以擴大其適用性。如此定義，除了透露策展方
的主觀意願與其對客家人的闡釋之外，更重要是指出除了海外客家之
外，中國客家另一關係深切的範疇 ─「漢族」。
客家民系的漢族血統是個常被提起的議題。究竟在客家民系的淵源
中，漢族血統和少數民族血統孰為主體，學界長期以來仍各有所持。中
國客家博物館因其做為民系博物館的本質，屢屢在展示中強調客家為漢
民族八大民系之一，這一論點成了必須被灌輸提醒、有待鞏固的知識。
相對的，並沒在展示中以大標題、專題、圖表等工具或技術加以突出、
敘述的少數民族和客家之關係，從參觀者的認知中逐漸淡去。標誌著
「中國漢民族八大民系分佈」和指示「客家在國內五次大遷徙路線圖」
的兩張大型地圖，突出了強烈的客家 ─ 漢族從屬意識。其實在後現代認
識論中，所謂常識或知識皆非不言而喻、不證自明的存在，而是高度人
為的建構。將客家民系嵌入漢民族系譜中，是該館突出客家崇文重教形
象、聯繫世界客家這兩大宗旨兼敘事主線之下，最深層的理據所在。唯
有將客家民系歸屬於漢民族這一根本環節鞏固，才能有效凸顯中國民族
的多元化，並把中國客家與世界客家的關連，推擴至世界客家乃至全球
華人與中國主流民族文化的淵源中。因此該館的展示中，處處可見用圖
表、多媒體等媒介將客語視覺化、聽覺化，目的就在於指出客語奠基於
中原古漢語，為漢語八大方言之一的正統位置。而且，梅州山區客家人
的傳統服飾帶有漢唐色彩。而建築宏偉、內涵深邃的客家圍龍屋等特色
民居，乃中國民宅建築瑰寶之一。此外，無論洪秀全、孫中山、丁日昌，
或是「走向世界的近代中國第一人」之黃遵憲，以及「總在歷史關頭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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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作用」的中華人民共和國開國元帥葉劍英，代代輩出的客家英豪在
中國民族建構和歷史發展的時間大潮中，都做出了熱血沸騰、功績蓋世
的投入。通過這種雙重從屬結構的敘事：世界客家 ─ 中國客家、客家民
系 ─ 漢民族系譜，客家民系被涵納入漢民族中，從而有效地將其聯繫的
世界客家、中國及漢民族掛鉤起來。
那麼，當「天下」「客」都獲整合時，究竟這個共同體除了歷史淵
源之外，還可以認同哪些客家人的共同特質呢？這或許就是該館致力打
造客家人崇文重教的農儒形象之因。

（二）崇文重教：繪客家儒農像
除了客家遷徙這一歷史敘事之外，人文風貌是中國客家博物館展示
的另一重要面向。總的來說，客家子弟出身山區的流沛身世與崇文重教
的養成傳統，大體上充實了該主館的客家人文敘事，是客家人散佈世界
這一敘事主線之外的另一主調。該館展示繼遷徙史後，圍繞著「人文萃
起」這一專題，調動圖像、歷史演義、統計數字、文墨還有教育與藝術
相關的物件實體，運用多媒體手段，建構客家民系「崇文重教」的精神
形象。
文字毫不例外有力宣示了這個主題。第一則題為「崇尚子墨」的展
示說明，清晰闡發了客家社會推崇知識和教育的意向，具體回應一般對
於客家人愛讀書的印象：

在客家社會裡，崇尚文化，重視教育，以興學為樂，以讀書
為本，以文章為貴，以知識為榮，成為一種社會風氣。
客家教育多以勸學聯的方式鼓勵學生努力讀書。如：……「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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瘠栽松柏，家貧好讀書。」……
客家兒歌：「蟾蜍羅，背駝駝，不讀書，無老婆」。
由此可見，客家社會具有典型的儒農文化形態。……

儘管無論從宏觀的中國文明史或僅是引文所援古詩、兒歌都可知
悉，客家社會重文崇教其實繼承了儒家社會的結構和價值觀，也是客家
民系歷史造就士人傳統被強化的結果，且置之於現代語境，也反映客家
家庭對於社會流動的欲望。但「儒農」的確是該館冀欲打造的人文客家
形象。畢竟，作為漢民族八大民系之一，客家必須有其自身無可替代，
既能展現民系獨特生存境況又共享漢文化圈特質的精神造影。「農」與
「儒」的象徵結合，在中國農業社會與儒家傳統中，於客家人的遷徙身
世和發展歷程而言，是個內涵豐富、民系個別性與漢民族共性兼備的理
想組合。
「傳統」的調動，才能有力說明崇文重教在客家社會的根深蒂固。
展示運用了圖像演義歷史，在一組三幅水墨畫構成的展示中，以白底黑
筆的素描，幽默地摹畫了清、宋兩代三位文人縉紳「詩書傳家」的故事，
其中包括北宋江西南康人田閼「九子七成才」、清康熙翰林院檢討廣東
嘉應州人李象元家中「三代翰林」、梅州大埔進士楊之徐之妻饒氏「一
腹三翰林」等的逸史。這組中式漫畫詼諧生動，形象有趣，簡潔有力地
以歷史資源勾畫客家地區重視文教的成就。
實體物件則為最切實的展覽。為勾勒人文的蔚起，幾個展示櫃中陳
列著具史料價值的客家子弟教育相關物件，包括清代和民國時期的投師
帖、1821 年宋湘行書致魯興書劄頁冊複製品、1950 年瑞金中學學生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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籍表、1970 年代福建龍岩等地區中學畢業證書等。另外還有宗族教育、
書院建設，歷代梅州、梅縣、龍岩、寧化、贛南、寧都等地登科人數清
單等。
另外，情景復原一向是諸多展示技術中，敘事性和趣味性最高的。
主館中央有個古代私塾的場景再現，偌大的仿造學堂裡，整整齊齊擺著
數列木製桌椅，三兩學生端坐椅上，一位蓄辮著長袍的先生，彎腰指導
一位學生讀書。牆上一塊匾額寫著大大的「貢元」二字，另一面牆上則
掛著孔子像和一副對聯。貢元即貢生，是明清時代受府、州、縣學推
薦到京師國子監學習的生員（即秀才）。這一場景重現的，不僅是教化
的普及，更寄寓了對仕宦之途的憧憬。尤其將此場景置入山村中考量玩
味，便可揣摩期望通過讀書改變命運，是如何形塑了山居客家人的文化
價值觀。
若這些物件展示與情境復原只能表明教育在客家社會的地位，那
麼，其他好幾個散落主館各角落陳列櫃中的唐、清、民國等歷朝精緻文
具，則描繪了另一種和山村寒窗苦讀狀態或農家粗放審美趣味迥然而異
的士人文化，展現客家人另一階段與階層的人文風貌。清代白釉硯、唐
青釉八足硯、唐青釉水盂 8、民國木雕壽字麒麟紋筆筒、民國酸枝木路
八仙紋筆筒，以及印刷用的清代木字粒等，這些表徵漢字文化圈士人品
味的傳統文書工具，作功精細，淡雅華美，融雕刻、繪畫、陶藝於一體，
合實用、裝飾於一身，在分類上模糊了生活日用與藝術審美，配合著牆
上的「名士風流」、「客家英才」等專題人物圖像展覽，指向了客家民
系因文緣教的可能出路。
8

水盂：盛水以供磨墨用的器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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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示中，常見傑出人物被作為象徵資本，有意識地挪用於各種表述
中，這種通過展示名人肖像敘述歷史的做法，自 16 世紀歐洲的保羅吉
歐維（Paolo Giovio）肖像館就開始。中國客家博物館既為中國最大的
客家民系博物館，盤點並展示社群中傑出人物以榮耀及凝聚社群，也不
例外地為其展示策略之一。有別於新加坡茶陽文物館為其鄉賢李光耀設
置專欄展覽，中國客家博物館主館展出的，則是一組題為「客家英豪」
的著名客家人物群像。這批精挑細選的 30、40 位名人，在時間上跨越
中國歷朝不同代際，表徵客家子弟的人才輩出，印證客家人重視文教傳
統的累積績效；在空間上，他們也跨越中國國界，足跡、貢獻與認可度
遠佈世界各地多元領域，從工商社政到科教文等皆有所及。這些國內外
多重跨域的客籍翹楚之群像展示，整合了其背後集結的網絡與資本，再
次展現建構全球客家共同體的意識。這一群體，廣遍世界，世代不同，
際遇有別，卻彰顯了一個同源一致、認同相似的有機共同體。正是如此，
「中國客家」為「世界客家」搖籃的文化角色獲得鞏固，並在中國漢族
八大民系的敘事中，於歷史文化層面佔據話語基礎。一段題為「風範國
民」的文字，表述了中國客家人的這種文化心理：

客家人憑藉自己的勤勞和智慧，抱著對美好生活的不泯追
求，走出落後，擺脫貧窮，在中國乃至世界經濟的發展歷程
中形成不可忽視的力量。

「走出落後，擺脫貧窮」可謂策展方對客家民系山居歷史與社會生
存狀況的評價，也顯見「客家」主體淩駕於「地方」主體之上。這一專
題展示旁的一副對聯或與之同訓：「是尋是訓進德無疆，克勤克儉保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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滋大」。
對客家人儒農形象的鑄造，集中體現於豎立該主館中央的一柱擎天
石筆底座。這個紅銅色的龐大石旗杆模型，筆身浮刻著前述「客家淵源」
撰文，以文字與物像的結合，重申客家民系崇文重教、足跡遍世的敘事。
古時客家人及第，必在本族祠堂、家廟或祖屋前豎一對石筆，於筆身或
底座篭部位刻上姓名、世次、年代科次、功名、官銜品位、立石筆年代。
石筆筆身雕繪龍鳳等吉祥圖案，筆身長短、底座形狀和雕飾式樣因功名
等級、品位高低和文武差別而異，一般最長達 10 餘米，最短 5 米，底
座則有四角、六角和八角等式樣，以八角為上等。豎石筆是客家人吸收
儒家文化的表現，也反映該民系認可以教育作為社會流動工具。
總的來說，梅州是歷經五次大遷徙的客家民系之最終形成處與最密
集聚居處。啟於 1971 年的世界客屬懇親大會首次在中國舉辦時，會議
地點便選在梅州。梅州也在這 1994 年舉辦的第 12 屆世界客屬懇親大會
上，被譽為「世界客都」，從名義上建構了一個聯繫世界客家人情感認
同和文化根源的精神家園。由此便可瞭解，為何這一客家成分純正的地
級市，會以客家為專題，打造這一漢民族中唯一的民系專題博物館。「客
家」於此既是展示客體，卻也結構了該館乃至梅州的主體。

四、描摹本色，展演地方：
大埔縣博物館的赤土敘事
中國客家博物館以全球客家為對話對象，意圖召喚全球客家人的情
感認同，顯見其自我定位為世界客家人尋根溯源之節點的動機。同樣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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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於純正客家地方卻早 30 年而成立的大埔縣博物館，則以地方描繪為
展示所向，將「客家」包含或壓抑在「大埔」這一話語和主體之下。下
文將從大埔縣博物館展示中明顯不同於前述兩館之處展開析論。
位於大埔縣城黃騰坑的大埔縣博物館，前身原屬文化館一部分，自
1978 年正式成立後，於 2007 年啟建三層樓高的館舍，作為市民休閒、
娛樂、教育去處。2010 年免費開放後，月平均參觀人數達 1 萬人次，
為大埔縣文化中心一部分。約 5800 平方米的建築面積，集收藏、展示、
研究、宣教等功能於一身，是大埔縣物質和非物質文化遺產展陳中心
（作者不詳 2014）。其主要分佈於一、二樓八個展廳的專題展覽，共
同展示大埔縣地方特色，包括「千年古邑」的悠久歷史，「人文秀區」
的輩出人才，「紅色土地」的文化遺產，「民居大觀」中類型齊全的民
居建築，「粵東瓷都」裏影響廣泛的製陶工藝，「華僑之鄉」的華僑薈
萃之地，「客風奇葩」的傳統客家飲食文化，「綠色崛起」中的縣城規
劃藍圖，還有羅明、李光耀、田家炳、張弼士等四位名人展館。
該館凸顯大埔地方的展覽意圖，從底層專門展陳地方相關特色的臨
時展覽清晰表露。一座比例為 1：500 的巨型「大埔縣城整體規劃意向
模型」，集中體現地方決策者的構城願景。只見潔白聳立的高樓大廈群
簇盤踞在高低起伏、廣袤綿延的綠地上，蔚藍澄清的韓江潺潺穿過，燦
眼街燈點亮密佈的街道，或蜿蜒或筆直地漫竄於這乾淨明亮、耳目一新
的城市。這是個高度發展，以現代進步為目標的城市構型。它恣意大度
地在縣博物館入口延伸，伸入每個參觀者眼裡，最後雍容靜美地倘佯在
一具父子進士牌坊的模型腳下（見圖 5）。這一古一新、一傳統一現代
的視覺對比，鮮明地讓甫入館、未正式參觀正規展覽的受眾接受到兩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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訊息：一，這是個有著輝煌明天的城市，未來先行於往昔，前瞻比後顧
有意義，計畫重於歷史。也因此，此館突出的，是地方本身，就是這組
模型及其周邊配置的十來幅巨大展示板共同聚焦的大埔縣城，而非寓居
於此的民系。參觀者懷著地方重於族群這一認知心理，穿過父子進士牌
坊進入該館首個展區「千年古邑」，便能輕易跟隨這一地方敘事的開展。
為了將大埔縣城再現爲歷史悠遠的古城，「千年古邑」專題展充分
運用顏色、燈光、模型等工具，讓參觀者如臨古境。步入該廳，只見宣
和門城牆模型擁牆而立，城牆上參差兀立著巍巍幢幢的壁垣疊簷，透接
天花板的藍色邊影把城牆托得天高。幽昧不明的柔光和隔鄰牆上三河壩
巨照中的藍光相映，滿室有如座落大埔蜿蜒溫媚的山水間。展廳中央，
兩面仿古告示板，把這古城空間分割得益發立體。環牆而立的展示櫃
中，萬川古城的隋代城牆磚、一組組超過 20 件的生活石器、湖寮吳六
奇墓出土之清代出巡與生活陶製模型栩栩佇立，繁華古城更顯生氣。兼
採開放展覽、情景復原、仿擬物和櫥窗展覽的展示技術，讓古城在參觀
者感受與想像中昂然重現。另一邊牆上，亮著五色彩光的客家遷徙圖高
懸，一幅巨大的二維木雕重現百侯山民開荒墾植的場景，沉沉木色投影
了土地山野的顏色。大埔的遠古文明，就在這一模擬的古樸、荒落空間
中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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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大埔縣城意向模型與父子進士牌坊新舊對照

空間定位後，大埔縣博物館的視覺敘事朝向彰顯地靈人傑的「人文
秀區」。此處所展，多為古往今來譽滿國內外的傑出大埔人物，又以古
代在國內各領域備受肯定者多。值得注意的是，即使類似的學堂場景同
樣重現於此，唯經由文字和圖像的共同詮釋，這兒突出的崇文重教精神
成了「大埔」而非「客家」的表率，是「大埔兒女」的出路，體現在各
朝以來「大埔」地方林立的私塾、社學、官學和書院中。而且不管是人
文風光、科教翹楚、文化精英，即便是宗教文化，甚或李光耀、張弼士、
田家炳等「海外赤子」的展示，此館人文秀區聚焦的物件、圖像、人物、
聲影、場景、文字，所拼貼的皆為大埔景觀。至於「客家」，這一話語
儘管包含在展示的大埔視覺論述中，卻也始終隱於「大埔」主調之後。
舉例而言，對李光耀的簡介便相對抽離，顯現對其海外華人身份主體和
國族認同的充分週到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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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光耀，1923 年生，新加坡華人。曾任新加坡總理，現任新
加坡內閣資政。祖籍中國廣東省大埔縣高陂鎮塘溪鄉，為華
僑後裔。……

此處沒有「客家」只有「大埔」，且引文中筆者以粗體突出的詞語
使用，表達了撰文者對客體主體性的客觀尊重，所彰顯立場頗有別於對
另外兩位「海外赤子」田家炳與張弼士的觀感。後兩者被描繪為：

田家炳，1919 年生，古野鎮銀灘村人。香港田氏化工有限
公司董事長……是一位愛國愛鄉、熱心公益的企業家和慈善
家。……
張弼士（1841-1916）生於廣東省大埔縣西河鎮黃堂鄉車輪坪
村。少年遠走南洋印尼巴城謀生……成為巨富，……謂「生
為中華民族，當效力中華民眾」……

這兩則人物簡介闡發了客體對待中國的態度（如筆者以粗體突出之
言），敘述田家炳和張弼士如何愛國眷鄉，即使身在海外仍心繫祖鄉，
以各種慈善、實業投資等方式回報鄉梓，協助原鄉建設。而這些愛國念
鄉的相關敘事在簡介李光耀的文字中並沒出現，這些話語的缺席拉開了
中國與李光耀的距離，進一步凸現李光耀作為新加坡領導人的獨立性，
顯現策展方看待三人的立場、距離感、闡釋和情感稍有別異，其中對田
家炳、張弼士有視其為本國子民的親近，而對李光耀則相對恭謙如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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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上，最能見出地方敘事在大埔縣博物館中份量的，某過於「紅
色土地」專題展的設置。在那國度以「紅」命名，將無色大埔嵌入「紅
色」政治語境，等同於將任何視覺或意向構築的敘述都置於紅所象徵的
共產話語脈絡。紅當然也可爲鮮血赤心的意象，唯這滾燙的血或心，以
戰場所現最殷紅明志，足留國家青史。在此專題展中，大埔之曾為戰場
被突出，戰爭敘事成了嵌大埔入國族建構敘事的論述手段。
這展區入口便重現了一個戰場場景。數個沙包堆疊成一戰壕，幾枝
來福槍和子彈夾棲立。戰壕面向的兩面環牆上，巨型彩畫再現了戰火連
天、飛沙走塵的山野戰地。畫中前景，數位聳肩拱背躲避槍林彈雨的士
兵，正聚精會神躲在另一戰壕後抗敵。而博物館參觀者佇立他們身後似
置身現場，凝視前方來敵，正如一旁邊牆上所書 —「浴血奮戰」。遠
處紅旗飄揚，天空中浮現無數命喪沙場同志鬥士穆肅的臉。這是「八一」
起義軍三河壩戰役筆枝尾山的場景復原。汀江、梅江、梅潭河三水匯合
成的韓江起點，群峰對峙，地勢險峻，自古以來是粵東水路交通要衝，
為兵家必爭之地。1927 年 8 月 1 日，南昌起義軍由江西南昌經福建長汀、
上坑、永定入大埔三河。為讓大部隊順利進入潮汕，留守三河的起義軍
第二十五師與國民黨在筆枝尾山激戰三晝夜。此戰役讓全中國最早建有
中山紀念堂的大埔成為「梅州地區最早創建中共黨組織的縣」，在土地
革命戰爭期間，為「東江、中央蘇區革命根據地重要組成部分」，是「廣
東省參加長征人數最多的縣」，也是抗日戰爭期間，「中共南方工作委
員會所在地」；以及解放戰爭時期，「華南與閩粵贛邊區的指揮中心」。
大埔的明山秀水，在被染紅的敘事中，爲過濾篩選的歷史細節換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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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 在「紅色土地」專題展的交感敘事中，色彩尤能突出主題

除了情境重現、文字說明，顏色、燈光同樣被調動起來製造了一場
交感敘事。狹長展室中，兩面紅色高牆上只有白、藍兩色鑲板和展示板，
聚焦的白燈讓敘述客體 ── 紅色大埔 ── 在被照射得益發截然分明的分
色中閃閃發亮，潔淨、高尚、神聖，如鮮紅熱血淌淌流過大埔的藍天白
雲。展室中央一列排開的玻璃櫃中鋪滿暗絳色絨緞，上面陳列了「紅色」
的文件物品：中共大埔縣委告農民書、共青團大埔縣委告青年同胞書、
桃花支部支幹會紀錄、油印十大政綱歌等（見圖 6）。這些革命文物紙
黃角缺，顏色熱度已被時間轉化成色澤暗沉的歷史厚度。櫃中另還有曾
經沾染赤子汗液的赤衛隊袖章、黨政軍印章、大埔首次農民暴動所用指
揮螺號、短刀、步槍、瓷地雷、彈殼等。這些物件已被處理乾淨，卻仍
能透過玻璃櫃的反光，不動聲色地召喚參觀者的想像，重現人群聳動、
暴力肆虐的當時當地。
展示復又通過最直觀的圖像敘述，讓牆上一幅幅大埔秀麗風光照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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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暴動舊址、激烈戰場：只見 1930 年 5 月，高陂青碗窯村的民居素美
寧謐，水田漠漠，不意大埔蘇維埃政府正於焉成立；房樓節次鱗比的百
侯枕在廣袤山谷中，1928 年春夏的暴動仿佛不遺痕跡。這個展間的新
中國建構進程敘事，最終止於永豐號的情境重現。以「永豐」商號為掩
護的青溪交通中站，是中共由上海經香港、汕頭、大埔、閩西永定和瑞
金等地，運送人員物資進入江西中央蘇區紅色交通線的重要轉驛站。這
一商號在展示中以客棧形式重現，抹去了當時與敵寇周旋的險惡，以美
化的生活場景為宏大而血腥的戰爭敘事作結。回顧這個展覽室，山美水
秀的大埔畢竟曾經淌淚灑血坑坑洞洞。在這個國族建構敘事中，大埔被
構建為建樹良多、赤心忠膽的縣級地方，是今日中國民族版圖中不可或
缺的一方。這一專題展覽，正是大埔縣博物館表述地方 ─ 中央關係的最
顯露配置，儘管其展示敘事兀然以「暴動」代「起義」等字眼描繪曾經
發生於此的革命戰事，9 不經意間揭露撰述人意識和主流話語的隔閡，
顯現館方治理（governance）的可能疏漏，卻仍無礙此展廳之敘事將地
方歸屬於國家政治地理和空間地理之中的整體意志和積極姿態。
瞭解「紅色土地」的視覺化地方自我表述後，其他專題展示都可依
附於突出大埔縣作為中國之一個地方這一論述結構之下。畢竟，不僅自
由行參觀者往往從一樓開始參訪，且該館提供的導覽，也都從一樓「千
年古邑」開始，經「人文秀區」到「紅色土地」。換言之，在一樓展出
的這三個專題展覽分別追溯再現大埔縣這一地方的悠久歷史、地理和人
文風貌之後，接下來二樓的展覽，包括「民居大觀」、「粵東瓷都」、
「客風奇葩」、「華僑之鄉」、「綠色希望」等次專題展，都只是以特
9

感謝審稿人之一提出對此二詞語的質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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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形式進一步填充大埔縣的地方特色，以至於猶有過處，土特產陳列讓
展覽幾成展賣，文化觀光的廣告宣傳之姿隱隱可見。兼之此館本身是個
變化自客家土樓與圍龍屋的框架建築，內部渾圓，在展室間穿行縱望，
如置身圓土樓內一房。這館舍本身就是座巨型民居建築模型，以其空間
實踐讓參觀者經驗了大埔縣的民居特色。
在展示以外，值得注意的是此館二樓乃由新加坡茶陽（大埔）會館
所捐建。該館二樓一塊紀念牌碑上清楚記錄此事。其實新加坡茶陽（大
埔）會館在籌備本身的文物館時，籌委會也曾組團前來大埔徵集文物、
考察交流（廖振宏 2002：31-36；作者不詳 2002：39-40；法宏 2002：
37-38；楊德煉 2002：38）。博／文物館是主導知識建構的建制，新、
中這兩個對口機構之間的互動，顯見了其背後各形式資源資本的關係網
路、交換流通，及其對兩地所生產、流通、接受、共享的大埔地方或客
家知識之可能影響，使兩地成為一知識共同體。無論如何，從贊助方即
為第一參觀者的向度而言，此館二樓的民居、客風、粵瓷、僑鄉、地方
崛起和四位名人等專題展，不啻透露出參觀者觀覽地方特色、領略風土
民情的期待，其中不乏對鄉梓建設的關切。此館全部展示的「結束語」，
說明了策展者展演地方的展示策略；就贊助者兼第一參觀者而言，則為
瞭解大埔、關切大埔的期待，提供了清晰註腳：

一方水土養育著一方生命。千年古邑大埔縣以其悠久的歷
史、燦爛的文化，見證了粵東邊陲這片純客家聚居地的成長
與發展的生命軌跡。……承載和延續著中華民族久遠的文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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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埔縣人文遺存雖經歲月的消磨顯得有些暗淡，但展廳裡鮮
活的歷史文物，仍可還原和維繫著昔日大埔厚重的文脈。今
天，保護和光大這一傳統文化遺產，讓世界瞭解大埔，讓大
埔走向世界，意義殊深。埔人在致力打造活力大埔、美麗大
埔、和諧大埔的同時，願和四海賓朋、有識之士一起，為實
現大埔的崛起，攜手共進。

誠然，在中國各地方都殫精竭慮開掘資源以尋求機會、發展建設之
際，無論以建構地方知識教育在地民眾，或以地方資源吸引世界遊人或
各種機會尋找者，「讓世界瞭解大埔，讓大埔走向世界」都是不可忽略
的重要工作。此即本文前述的經濟與文化考量。至於該館贊助者新加坡
茶陽（大埔）會館，則介於「四海賓朋」、「有識之士」甚至「埔人」
內外了。且此處言及眾方協力於大埔「崛起」，也呼應了本小節之首對
臨時展廳中大埔縣城規劃模型的分析，即展望明天勝於回首昨日，是此
城此館的意圖所向。
大埔縣博物館的敘事毫不例外地與其定位息息相關。該館正門前張
掛著的四個名牌，昭示了其定位：既是「大埔縣博物館」和「大埔縣城
鄉規劃展覽館」，又是中國國家文物局 2013 年鑒定的「國家三級博物
館」，以及中共梅州市委宣傳部及梅州市社會科學界聯合會指定的「梅
州市人文社會科學普及示範基地」。這四個角色，清楚定調該館之於國
家、中共、縣、市的功能及其展示重點，也再次印證本文所論析的，大
埔縣博物館內視覺化地方論述淩駕於（客家）族群敘事之上的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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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結語

本文聚焦經由物件展示而產生意義的視覺表述系統，關注在新加坡
茶陽（大埔）會館文物館這空間中，於被認定屬於族群的物像脈絡中，
意義如何被生產，從而表述了新加坡大埔客的集體自我。且為了進一步
瞭解其表述的共性與個別性，本文也重點比較了中國兩處大埔、客家相
關博物館的視覺表述。通過上述比較分析可知，新加坡茶陽（大埔）文
物館、位於梅州市的中國客家博物館和位於大埔縣城的大埔縣博物館，
三者展示的視覺敘述重點不同。新加坡茶陽文物館主在表述其社群自我
定位為新加坡大埔客乃至新加坡客家人，既認同本土又不忘原鄉的身份
意識。中國客家博物館則主在展覽客家、聯繫世界客家。至於大埔縣博
物館則旨在展演地方，以「大埔」為上，「客家」次之。
這些表述的不同，與三館的設立、定位、贊助者與策展人息息相關。
新加坡茶陽（大埔）會館近年來已為積極參與生產流播新加坡客家知識
的建制，就此社會位置而言，其屬下文物館的視覺表述可謂可觸、物化
與視覺化了的新加坡客家族群史。此史由雙層敘事結構而成，一是表層
出於文化追溯立場的大埔客家文化演義，另一則為內裡國族意識清晰的
新加坡大埔客本土化歷程。前者體現了新加坡客家群體護存本族文化的
意圖，箇中雖難免有原鄉想像，但展示具現了社群過往及其如今與中國
客鄉或其他跨國對口組織的聯繫網路，是新世紀前後由於島國與國際政
治情勢變化，族群文化價值得以在新加坡社會提升後的文化實踐之一，
並借由視覺表述擴大其溝通空間。同時，由於會館直接資助了文物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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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館藏主要由民間或大埔同鄉徵集、捐獻而來，處於公權力以外的位置
讓其話語空間相對自主。至於其上坐鎮著廣東省文物管理委員會、廣東
省博物館和省考古所等上級部門的大埔縣博物館，乃大埔縣文化中心的
一部分，且文物多來自出土、徵集、捐獻和上級調撥，因此只能和同樣
位於廣東省，唯較其後起，並以梅州市發育最完整、保存最好的客家文
化為資源之中國客家博物館，各別以地方特色和民系文化為資本，在中
國地方資源激烈競爭的現實語境中，通過視覺文化實踐各自表述，爭取
能見度。
儘管如此，這三個機構的視覺表述亦有共同之處，主要在於它們皆
重新組織了歷史、文化與身份認同，建構一個以「發展」為主軸的認同
敘事。無論是新加坡茶陽文物館試圖建構的新加坡大埔客社群，中國客
家博物館致力召喚的世界客家共同體，或者大埔縣博物館全面展演的大
埔地方，參觀者看見的，都是一部進步發展的歷史，一個會發展演變的
同源共同體敘事。它們所展示的物件圖像同樣來自漫長的時間和跨界的
空間，所敘述的結構呈線性，所形塑的認同或共同體話語，在在奠基於
「發展」的意識形態結構之上。
當然，這些機構通過物件的收藏和展示表述的，都只是部分的真
理，因為人類學、史學、族群研究等知識畢竟只能重構整體的局部，而
主體的主觀位置不但無法從表述中排除（Lidchi 1992: 173），可能還會
受到表述固化。新加坡茶陽（大埔）會館的社會位置，就因文物館所展
現的客家專家權威及所使用的愛國、多元化等宏大話語而得到突顯，於
是文物館展示又配合著客家文化研究室等多元文化實踐，參與生產新加
坡客家知識，循環往復地鞏固新加坡大埔客的主體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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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言：傳播過程與客家

黃靜蓉
交通大學傳播與科系學系副教授

二十一世紀是臺灣客家認同進入「體制化」（王甫昌 2015）的新階
段。中央級客家委員會成立（2001）、大漢之音開播（2002）、客家電
視開臺（2003）、桃竹苗三地客家學院設立（2003-2005）以及《客家
基本法》（2010）頒布施行等，而傳播與客家也得以在此機緣下交會，
這種跨領域與時空的交流，能激盪出什麼火花，似乎成為本期專題「傳
播過程與客家」的核心命題。作者為本期專題的客座編輯，以下僅就個
人理解傳播過程的方式和閱讀 4 篇臺灣傳播學者的客家研究論文，作出
解讀和詮釋。
早 在 1948 年 傳 播 學 者 Harold Lasswell 就 以 語 言 形 式 提 出： 誰
（Who）、 說 了 什 麼（Says what）、 透 過 什 麼 通 道（In which channel
）、傳播給誰（To whom）和產生什麼效果（With what effect）。然而
這樣的模式被批評為預設了清楚的傳播者和強大的傳播效果觀點。後來
的學者開始提出任何人都可以是資訊的來源與目的地，也同時具有傳
送和接收的功能，能不斷透過回饋，反覆地製碼與解碼（如，Osgood
1954；Schramm 1954；Westley and MacLean 1957）。雖然年代稍遠，作
者認為後者的傳播過程主張依然符合當代資訊社會中，人人皆可成為傳
播者的事實，因此改編 Westley 及 MacLean（1957）的經典模型，提出

95

Global Hakka

全球客家研究

Studies

一個族群傳播研究概念性模式（圖 1）。此模式可做為理解傳播過程中，
族群或客家所能扮演角色的依據，也可藉此歸納客家傳播研究的基礎範
疇。在這個模式中，「鼓吹者」代表有目的地選擇與傳送「訊息」的個
人、團體或社會系統；「通道」代表可將訊息來源與事件傳播給閱聽人
知道的管道或媒體；「受眾」代表需要有關環境訊息以滿足需求或解決
問題的個人、團體或社會系統。鼓吹者和通道在選擇事件、製作訊息時，
都會進行「抽繹」，使之符合本身預存立場，而受眾和通道也會適時進
行「回饋」，如表達意見或採取行動。作者認為其中的訊息、鼓吹者、
通道、受眾、抽繹和回饋過程，只要有一個或以上的組件或面向涉及特
定族群，即可納入族群傳播研究的範疇。

圖 1 族群傳播研究概念性模式
資料來源：改編自 B. H. Westley and M. MacLean, 1957, “A Conceptual Model for Communication Research,” Journalism Quarterly 34: 31-38.

以此模式觀之，本期專刊所收錄的 4 篇文章，正好分別處理族群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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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族群鼓吹者、族群通道、族群受眾以及抽繹和回饋過程所面臨的各
式問題，值得一讀。
第 1 篇，魏玓關於「東南亞客家與臺灣客家電視的交會及其意涵：
以馬來西亞客家閱聽人為對象」的研究，在於瞭解在臺灣客家政策輔導
下，透過客家電視臺所生產的客家通俗影視文本，如何在東南亞客家族
群中被接收，以及其與客家文化復興、客家認同維繫之間的關係。此研
究發現臺灣客家電視臺尚未有足夠的資源和動機開拓東南亞市場、馬來
西亞的媒體政策不利客語的使用與傳播、臺灣客家節目使用的客語腔調
與馬來西亞客家人有顯著差異、以及受眾電視收視習慣和客家認同的關
係相當薄弱。易言之，儘管族群鼓吹者（臺灣政府、客家委員會）以「成
為全球客家文化研究與交流中心」為己任，但是傳播的過程需要多方的
配合，在通道（客家電視臺和馬來西亞電視臺）不完備的現實下，族群
受眾（馬來西亞客家閱聽人）幾乎沒有接收族群訊息（臺灣客家通俗影
視文本）的機會，自然無法落實原本立意良善的族群政策。
第 2 篇，張玉佩「客家電影《一八九五》的青少年閱聽人解讀與
詮釋」一文，是從閱聽人研究出發，探討青少年閱聽人對於客家電影
《一八九五》解讀策略與客家意象的詮釋。此研究發現，《一八九五》
電影文本建構出一個完美無缺、沒有人性弱點的單面向客家英雄，以及
以客為尊，日、閩、原等族群次之的族群階層。然而在文本解讀上，客
家青少年較非客家青少年給予《一八九五》更多嚴酷批評、諷刺與嘲弄，
選擇站在對抗性符碼位置；反倒是日常生活的影片畫面，與自身生命經
驗相符合，讓客家青少年產生共鳴。若以圖 1 模式分析，此研究聚焦處
理族群鼓吹者（客家委員會和客家菁英）和通道（《一八九五》）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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抽繹和選擇性地製碼，以及受眾（青少年）如何具能動性地解碼等問題，
用以提醒族群鼓吹者和通道，雖然耗資千萬鼓吹具有目的性的族群訊息
（客家三傑），但因為缺乏對受眾接收經驗的理解，反而出現反效果。
第 3 篇，李美華的論文「臺灣客家廣播媒體之組織資訊傳播科技的
使用研究」，主要分析社群媒體和傳播通訊如何影響臺灣三家中功率客
家廣播電臺進行組織內外部溝通。此研究結果顯示，社群媒體粉專，作
為組織外部溝通的橋樑，其貼文類型以資訊告知為最大宗、行動號召為
最少；社群媒體粉專貼文效益，以社會心理的比例最高，之後依序是快
樂、功能和金錢效益。在組織內部溝通方面，年長者偏好 E-mail 和 Fax
等傳統傳播通訊方式；年輕者則偏好 Facebook 和 Line。此研究雖然沒
有處理圖 1 模型中的受眾，但卻回應了傳播科技發展下，族群通道（客
家廣播電臺）如何因應與採用資訊傳播科技，以及族群訊息（社群媒體
粉專貼文）在抽繹的過程中，哪些類型和效益被選擇和放大。
第 4 篇，張陳基在「客家族譜線上書寫：以資訊視覺化技術建置客
家族譜數位平臺」一文中，提出客家人歷經數次大規模遷徙，特別需要
視覺化族譜，呈現家族世系以及族人遷徙的過程。此研究除了設計具
有地理空間和時間屬性的客家族譜數位平臺外，還進行使用者經驗評
估，結果發現創新性是該平臺最大的優點，其次是簡明性、效率性和促
進性。客家族譜數位平臺，雖不若前幾篇論及的客家廣播、電視、電
影一般，具有大眾傳播的效力，但是在自媒體（We the media, Gillmor
2004）風行的時代，若有新的族群通道（客家族譜數位平臺），可以承
載豐富的族群訊息（遷徙路線圖、風水地理紀錄、世系圖錄等），個人
或家族也可以擔負起客家文化鼓吹者的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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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任何單一研究或模式都無法完整描述所有的傳播過程，所以
這 4 篇由臺灣傳播學者所做的客家傳播研究和作者所提出的族群傳播模
式也是如此，然而知識貴在累積，當有愈來愈多的傳播學者關心自身或
所處環境的族群問題，相信未來我們都可以站在巨人的肩膀上，看見客
家傳播的新趨勢。

參考文獻
王甫昌，2015，〈導言：族群關係與客家認同〉。《全球客家研究》5:
28-34。
Gillmore, Dan, 2004, We The Media: Grassroots Journalism by the People,
for the People. CA: O’Reilly Media.
Lasswell, Harold D., 1948, “The Structure and Function of Communication in
Society.” Pp.32-51 in The Communication of Ideas, edited by Lyman
Bryson. New York: Harper & Bros.
Osgood, Charles Egerton, ed., 1954, “Psycholinguistics: A Survey of
Theory and Research Problems.” Journal of Abnormal and Social
Psychology, 49(October): 1-203.
Schramm, Wilbur Lang ed., 1954, The Process and Effects of Mass
Communication. Urbana: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Westley, Bruce H., and Malcolm Maclean, 1957, “A Conceptual Model for
Communication Research.” Journalism Quarterly, 34: 31-38.

99

全球客家研究，2016 年 11 月
第 7 期，頁 99-134

東南亞客家與臺灣客家電視的交會及其意涵：
以馬來西亞客家閱聽人為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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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的主要研究目的在於瞭解在臺灣客家政策輔導下所生產的客家
通俗電視文本，如何在海外客家族群中被接收，以及其與客家文化復
振、客家認同維繫之間的關係，並以馬來西亞的客家閱聽人為個案研究
對象。本研究透過文獻與田野訪談等方法，發現在既有傳播環境（臺灣
客家電視臺的對外傳佈狀況以及馬來西亞當地的電視生態），以及馬來
西亞社會與歷史等因素的作用下，馬來西亞客家族群極少接收臺灣的客
家電視劇，而由於客語使用和客家認同在當地也處於式微，客家認同與
接收客家節目之間亦很難建立起實質關係。但是兩地客家某種文化連結
的可能性，仍然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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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iwan Hakka Television :
A Case Study of Malaysian Hakka Audi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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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article aims to discuss two questions. First, how are the Taiwanese
Hakka television programs, which are mainly guided and funded by the
central government of Taiwan, are received by overseas Hakka audience?
Second, what i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maintenance of Hakka identity
of overseas Hakka people and their reception of popular television texts from
Taiwan? The study uses literature reviews and in-depth interviews as research
method and takes Malaysian Hakka as a case study. The result reveals that
because of the current communications environment and the local historical
and social factors, the Malaysian Hakka audience rarely receive Hakka
television program from Taiwan. In addition, due to the continuous weakening
Hakka identity among Malaysian Hakka communities, it is hard to build a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reception of Hakka television program and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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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intenance of Hakka identity. In spite of this trend, a possible cultural
tie between the two Hakka populations still exists.

Keywords: Diaspora, Ethnic Identity, Hakka Television, Malaysian Hakka,
Taiwan Hakka Communication Poli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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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我國「行政院客家委員會」於 2001 年 6 月成立（2012 年改制為「客
家委員會」，以下簡稱「客委會」），是全球唯一的中央級客家事務專
責主管機關。根據客委會官網所述其「任務與使命」：

以振興客家語言文化為使命，以建構快樂、自信、有尊嚴的
客家認同為信念，以成為全球客家文化研究與交流中心為任
務，以「牽成客家、繁榮客庄」為目標，以「榮耀客家、藏
富客庄」為願景。（中華民國客家委員會 2016）

從中可以明顯見到客委會的政策理念是以「文化」為核心，而且提
出了「全球客家」的概念，並以「成為全球客家文化研究與交流中心」
為任務。在一系列的客家文化政策中，客委會相當強調傳播政策的重要
性，並積極推動客家「在傳播媒體上發聲」。重要的具體政策和成果包
括：2003 年設立全球第一個客家電視頻道、2008 年補助首部客語史詩
電影《一八九五》攝製，以及陸續補助各個電視或電臺製播客家廣電節
目等；其目的是「塑造客家新印象，展現客家族群蛻變的創新能量」（中
華民國客家委員會 2016）。
以電視劇來看，臺灣電視史上的第一部客語連續劇是 2002 年公共
電視臺製播的《寒夜》。2003 年客家電視臺成立之後，取代公視成為
穩定的客語電視劇製播基地，每年播出兩到三部連續劇，至今（201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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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中）已累積達 22 部之多。更值得注意的是，客家臺的電視劇突破侷
限，戮力開發多元題材，有歷史（如《大將徐傍興》）、有文學（如《在
河左岸》）、有偶像劇（如《彩色寧靜海》），也有揉合社會議題和偶
像題材的嘗試（如《雲頂天很藍》），晚近甚至出現寫實推理劇（《落
日》）。更重要的是，客家臺的電視劇往往口碑不惡，甚至已是國內最
大電視頒獎活動金鐘獎的入圍與獲獎常客。顯然，電視劇已經是客家影
視發展的重點和代表之一。
從傳播的角度來看，影視文本不僅因為其通俗取向能夠有助於客家
「被看見」，而且也具有潛力突破過往客家電視臺的主要觀眾年齡層偏
高的侷限（李美華 2013；彭文正 2009；蔡佩 2008）。另一方面，在
全化趨勢與傳播科技的輔助下，影視產品還能夠突破地理疆域，帶來各
種文化互動的可能性（Tomlinson 1999）。尤其是晚近由於數位傳播科
技與行動通訊裝置的普及，使得影視文本的流通與接收更不限於一時一
地。從 1990 年代起部分臺灣通俗影視文本便已流通於東南亞地區的華
人世界，甚至是全球的離散華人社群之中（參見如吳孟芯等 2012；黃
暖雲 2006；張煒珍、林彣鴻 2009；程紹淳 2012； 薛佩玉 2007）。從
這個背景進行合理推斷，臺灣的客家電視劇，其往外傳播狀況以及與全
球客家形成之間的關係，尤其是與東南亞為數頗眾的客家族群之間，應
是一個充滿想像可能以及值得探討的議題。
因此本文的主要研究目的在於瞭解在臺灣客家政策輔導下所生產的
客家通俗影視文本，如何在東南亞客家族群中被接收，以及其與客家文
化復振、客家認同維繫之間的關係，並以馬來西亞客家閱聽人為個案研
究對象。具體而言，本文擬定兩個研究問題，並說明研究方法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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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馬來西亞客家閱聽人收視臺灣客家電視劇的狀況如
何？
儘管媒體報導與部分文獻指出，近十年來部分臺灣電視劇確曾在東
南亞華人觀眾之間流通並受到歡迎，但實際狀況為何並無系統性的完整
資料可循，更不用說客家電視節目在當地的流通狀況。本研究意欲對此
議題進行初步瞭解，但限於人力與時間，無法進行多個東南亞地區的實
地研究，因此僅選擇馬來西亞為個案樣本。在資料蒐集的方法上，以訪
談法為主，除了訪談臺灣客家電視臺行銷部門，瞭解該臺在節目輸出海
外方面的理念與作法之外，也針對部分馬來西亞客家閱聽人進行訪談。
閱聽人訪談部分分為兩階段（兩部分）進行：首先以目前在臺灣就讀
大學或研究所的馬來西亞客家僑生為對象，初步認識馬來西亞地區客家
閱聽人，而且他們同時也是年輕世代閱聽人的代表。其次，前往馬來西
亞進行閱聽人的實地訪談，進行較完整的調查。由於馬來西亞幅員相當
大，客家族群分布亦甚廣，因此勢必採取目的性樣本選擇，以提供具代
表性、啟發性和顯著性的質化資料和詮釋，而非全面性的量化數據（樣
本狀況將於稍後節次說明）。

（二）馬來西亞客家閱聽人的客家認同與收視客家節目之間
的關係為何？
在第一個問題的基礎上，同樣透過訪談方法，探討受訪者的客家背
景與認同狀態，跟他們接收客家電視節目之間的關係。具體而言，本文
希望瞭解，馬來西亞客家閱聽人 —— 無論其是否或接收多少來自臺灣
的客家電視劇 —— 如何處理自身客家認同，以及如何在影視文本的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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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中連結（或不連結）客家認同。不過，這個問題的解答並不一定能由
受訪者主觀意識得到或清楚述明，而需要研究者進行質性的詮釋。
最後，基於上述兩個研究問題的發現，本文將在最後討論有關臺灣
政府的客家政策主導下，客家影視內容與東南亞客家（以馬來西亞為
例）形成之間的可能關係。於此必須說明，本文的提問與研究立場，並
非一廂情願地認定東南亞客家族群一定會或有需求來觀看臺灣客家電視
節目，而是認為臺灣客家電視既然是在全球唯一的中央級政府政策支持
下運作的客家媒體，而客委會又以「成為全球客家文化研究與交流中
心」為己任，那麼無論實際傳播狀況和結果為何，相關現象的調查和探
討，應該對於至少兩個方面具有一定的前導性參考價值：第一，由政府
主導的客家文化政策之於全球客家的形成，可以有何作為？以及第二，
全球客家族群之間的交流與互動，以及在地客家族群的認同變遷，影視
文化的跨地傳播，可以扮演何種角色？

二、客家、認同、離散與傳播媒體
晚近有關國族、族群的討論，已經逐漸從認定族群是一種基於血緣
或基因等客觀條件的本質論，逐漸轉向經由主體與客觀因素之間的互
動，進而在主觀層面想像，建構出集體認同，才形成國族或族群共同體
（Anderson 1991; Hall 1992）。族群認同的想像與建構，雖然並不主要
基於血緣，但也並非憑空而來，共同的文化傳統和經驗，包括語言、習
俗、禮儀、飲食、信仰體系、文化遺產等等，都是認同想像的來源。正
如張翰璧與張維安（2005）所指出的：「原生的文化特質只是詮釋的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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料，而社會互動的過程則是啟蒙族群認同的觸媒，社會互動所累積的經
驗與記憶，會在不同的社會脈絡中建構成族群界限。」
另一方面，認同也不是一旦建構起來就停滯不變的，而是在個體
與客觀環境之間的互動過程中持續變化的。當社會生活愈來愈依賴各
種符號系統，全球規模的人群與資訊流動穿梭愈來愈快速，人們的認
同就愈來愈跟特定的時間、地點、歷史和傳統分離／脫離（detached/
disembedded），而顯得「漂浮流動」。我們可能會面對不只一種認同，
或者說我們自身的不同部分都可能聯繫上不同的認同，而這些認同甚至
是可供選擇的（Hall 1990）。
在現實環境中，因為二戰後全球性的政經環境變動，產生愈來愈多
移民或所謂的流離（diaspora）現象上，具體地展現出來。一方面，移
民因為生活空間的轉變，勢必會建構新的、混雜的認同；移入國的居民
也因為遭遇愈來愈多不同的文化，而鬆動既有認同，同樣會建構出某種
混雜認同。但與此同時，原居民也可能因為認定新移民帶來威脅，而反
動式地強化原有認同（Hall 1990; Robins 1991）。
不過，指出認同變遷的混雜或辯證還不夠，「如何」混雜和辯證才
是重點。不同移民的個案，因為移民的原由與歷史、移出國與移入國的
政經關係、移民政策等條件的不同，便會有不同的變化過程和結果（唐
士哲、魏玓 2014）。
在所有的客觀外在因素中，傳播媒體所扮演的角色，在晚近的文化
與傳播研究中也有不少討論。提出「想像共同體」概念的 Anderson 在
他對十九世紀歐洲國族主義興起的研究中，就指出當時普及的印刷媒體
（包括報紙和一般書籍）對於當時國族意識的建立具有關鍵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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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erson 1991），而稍後發展出來的電子媒體，對於擁有多語言族群
的國家內部的國族認同維繫，有更積極的效果。而 Morley 與 Robins 則
以英國為例，認為英國國家廣播協會（BBC）從 1920 年代建立之後，
首先是廣播，接著是電視，都在國家的集體生活和文化的重建中成為最
核心的機制（Morley and Robins 1995: 10-11）。
不過，也有學者認為，傳播媒體與國族、族群認同之間的關係，
十分複雜，因為認同的建構與維繫有太多各種層次的因素參與作用。
其次，在國族與族群變遷的不同階段，傳播媒體的角色也顯然不同
（Schlesinger 1991）。當國族或族群認同的維繫不再關鍵，取而代之的
是日常生活中的工作、家庭、私人關係、個人成就等等，那麼人們與傳
播媒體之間的關係，也就更大程度上與這些事物相關，而不是國族或族
群這類的集體認同敘事（Tomlinson 1991）。
國內有關集體認同與傳播媒體方面的文獻，也大致顯現出上述複雜
面貌。例如羅世宏（2002）提出「局勢中介」（conjunctural mediation）
來論證傳播媒體之於臺灣民眾國族認同的建構，具有長期、累積的「效
果」，但是卻是一種綜合結構性和動態性的辯證關係。而朱全斌（1998）
探討臺灣閱聽人的國族認同、文化認同與電視劇收視之間的關係，認為
臺灣閱聽人的認同狀態複雜，與傳播媒體的關係也隨著社會位置和價值
觀而有所差異。基本上，閱聽人的既有認同對於收視狀況較有顯著影響；
反過來說，認同的建構過程中，人際互動可能比傳播媒體的使用有更關
鍵的作用。蔡珮（2007）針對澳洲臺灣移民的認同研究論文，傳播媒體
的角色並非探討關鍵，但對於離散群體認同的變動性和多樣性，則有相
當充分的經驗資料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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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前述，晚近有關離散與認同的學術研究明顯增加，而離散群
體、認同與傳播媒體之間的關係，也陸續有相關文獻出版。例如，印
度學者 Karim 在她所編著名為《離散媒體》的論文集中（Karim 2003）
為流離族群（diasporic ethnic groups）勾勒出重要的傳播議題和圖譜，
建議從認同、空間和媒體三個面向之間的互動來切入。此外，King 及
Wood (2001) 收集以歐洲為主，以及 Cunningham 及 Sinclair (2000) 以亞
洲為主，都提供了經驗研究案例。
這些文獻雖然提供脈絡和議題各自迥異的案例，但相同的是，他們
都指出了，在媒體全球化以及傳播科技快速變遷（包括 1980 年代之後
的衛星電視、1990 年代晚期之後的網際網路等）的背景下，傳播媒體內
容為遍佈全球的離散移民帶來重大變數。這個趨勢基本上可以區分出兩
個主題：第一，由於傳播科技提供了條件，移民文化權和傳播權也因此
獲得更多的關注，如何建立得以促進離散移民傳播權的媒體建制或服務
是主要的議題（參見例如 Ang et. al. 2002）。第二，在傳播科技的中介
下，離散群體的族群／文化認同出現了什麼樣的轉變與轉變的可能性，
以及既有的認同與相關媒體內容接收之間的動態關係（參見例如 Faist
2000）。本文的問題意識焦點，比較接近後者。
就此而言，呼應前述有關族群認同研究的趨勢，相關研究也認為儘
管傳播科技帶來了以往可能較無法接觸到的族群文化內容，但是離散族
群或移民的認同形構，仍有太多複雜因素作用，與傳播媒體和內容之間
的關係，也就難以一言以蔽之。本文與 Karim 編著之《離散媒體》論文
集的立場接近，認為當今傳播媒體科技並不是突然改變或決定了離散群
體的通俗文化接收和文化認同的構成方式，而是創造了一些相對新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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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間，讓新的文化實踐動態得以可能出現。研究全球化的學者 Scholte
所提出的「流之空間」（space of flows），就很能夠描繪出離散群體身
處的變動空間以及傳播媒體在其中扮演的角色：

「流之空間」——也就是大眾媒體、電訊科技、電腦網絡
等——構成了一個領域，在其中，不同宗教、國族、階級、
性別、種族、性向與世代等等各種社會分類持續重疊和交纏，
產生出複雜且不斷變動的多重認同和歸屬。（Scholte 1996:
597）

英國文化研究學者 Aksoy 與 Robins（2003）則把這個離散認同研究
的批判道路走得更遠。以居住於倫敦的土耳其裔移民接收來自母國的衛
星電視的收視經驗為例，他們認為，除了強調認同的想像性與流動性之
外，離散群體的認同問題恐怕是需要整個問題意識或思考框架的改變。
兩位學者指出，過去以集體認同為主要探討焦點的離散文化研究，總是
圍繞著傳播媒體能否帶來某些新的「全球離散文化」或是維繫「跨國的
想像共同體」（transnational imagined communities）；然而這類問題意
識至少有三個盲點。
第一，認同問題關心的是群體如何趨同，卻因此忽略了個人意識或
個人的反身性；也就是說，移民在個人層次的心理狀態，以及個人與所
處實際客觀環境之間的互動往往被忽略。第二，相關研究通常只關心跨
國媒體內容如何將移民的認同重新與遙遠的母國連結，卻比較不從相反
的視野來看：這其實只是被遞送到他們所在的新居住地的某種內容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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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他們所身處的空間，就是實實在在地與母國不同，也因此消費的脈
絡是「錯位」（dislocated）或「去脈絡化的」。第三，與第二點相關，
移民從來不是「像一張白紙」般地觀賞著來自母國的媒體內容，他們所
處的在地媒體環境，會讓他們同時接收和經驗居住國的媒體內容，甚至
是進口自其他各個地方的內容，互相比較和互相影響交織出來的複雜接
收狀態，無可避免。
國內方面，離散群體、傳播媒體與認同之間關係的探討，相對鳳毛
麟角 1。王俐容等（2008）關於越南籍女性配偶觀看臺灣本土連續劇《臺
灣媳婦》的接收分析，是少數與本研究問題意識較為接近的重要研究之
一。由於《臺灣媳婦》的主題牽涉到研究對象本身經驗（即東南亞配偶
與家庭關係），因此其接收過程牽涉到充滿張力的多重認同、感受、
解讀動態。基本上，該研究呼應了前述對於離散認同與傳播媒體關係的
批判反省，主張新移民觀看電視過程中隨著情境和個人差異的「反覆協
商、不斷重整交錯」的特徵，更強調這些新移民在臺灣較為弱勢的實際
處境，應該被納入成為相關探討的關鍵因素。雖然該研究的探討主題是
移民在移民地接收當地傳播媒體內容，與本文的研究方向不同，但仍然
提供了一個很有意義的參照。
綜合以上離散與認同研究的視野，對本研究的啟發，基本上有三個
方面。第一，離散與認同研究所指出的一種離根、流動、飄泊，符應於
認同研究的建構論，也是我們看待離散族群的認同問題的基本立場。第
二，不過，過於強調離散群體認同的變動性，則忽略了移民這個範疇從
1

邱琡雯（1998、2003）的臺灣泰籍勞工廣播節目接收狀況研究，王嵩音（2001）有關
臺灣外籍勞工適應問題與傳播行為的研究，是少數相關文獻中的重要先鋒性研究。不
過他們的研究主要是傳播現象面的分析，較少觸及族群認同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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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民的原因、歷史，以及原生地與移居地的各種客觀條件作用和影響。
因此，這些面向應該適當納入探討的架構之中。第三，離散群體的認同
與傳播媒體之間的關係，雖然也包含「強化、促進、重新連結」對母國
／家鄉認同的可能，但是這並非唯一的面向，更不是看問題的唯一角
度。探討這個議題，離散主體的個人因素和意願、整體的傳播與接收環
境、移入社會的各種政治社會脈絡等等，也都不能全然排除。
在這樣的認識下，本文以下將先對東南亞／馬來西亞的客家移民先
做必要的背景與現狀的討論，接著以此為基礎，整理與分析經驗研究所
得知資料，最後再進行綜合的討論和結論。

三、馬來西亞與馬來西亞客家
目前國內客家研究學者認為全球客家人口總數是一個難以準確估計
的數字，不過大致的共識是約有 6,562 萬人，其中中國原鄉約有 5,290
萬，臺灣有 460 萬，兩地之外約 812 萬的客家人，在國內研究上被分析
性地歸納為「海外客家」這個範疇。這其中散佈在東南亞各國（包括新
加坡、印尼、馬來西亞、泰國、緬甸、越南等），大約有 375 萬人，是
晚近「海外客家」研究的重要課題之一（蕭新煌 2013）。
張維安也強調，如果以全球客家為分析單位，將會發現各地客家族
群巨大的差異，而要探討多元異質的客家如何形成，遷移歷程以及客家
族群與周邊族群的互動是不可忽略的因素。就此而言，移民東南亞的客
家族群，不但有來自不同地區的客家人，也需要面對多種不同地方的其
他華人（福建、廣東、海南、潮州等），甚至還有當地的原住民，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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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邊他國的移民，非常複雜；所以「東南亞客家是最關鍵的拼圖」（張
維安 2013）。本研究選擇馬來西亞客家人為研究對象，除了研究計畫
資源提供上的巧合，也是因為馬來西亞客家族群即反映了上述的特徵。
十九世紀以降，因為東南亞地區的經濟誘因以及中國大陸的政治社
會動盪，華人開始大量移民。至 1937 年止，馬來半島與新加坡的華人
達 210 餘萬人，佔總人口的 41.4%，其中在馬來半島的 21 個重要城鎮中，
有 17 個的華人人口數超過居民總數 50%，而客家族群正是其中重要的
一支（蕭新煌等 2005；蕭新煌 2011）。一般估計，二十世紀之後馬來
西亞華人之中，客家人口比例約在 20% 左右，而 1950 年代之後客家人
已是僅次於福建人的第二大華人方言族群（安煥然 2011）。
英國對馬來半島及其鄰近地區的殖民在 1957 年結束，當時仍稱為
馬來亞（Malaya），後至 1963 年改稱馬來西亞，1965 年新加坡另獨立
建國。馬來西亞是一個多種族／族群的國家，長期以來存在種族／族群
之間的各種對抗和緊張關係，並反映在社會的各個面向上，從政治、經
濟、文化與教育等各面向的政策，都有「種族主義」的考量。一般認為，
1969 年之後，信奉伊斯蘭教的馬來族群中最大的政黨團體馬來民族統一
機構（United Malays National Organization，UMNO，中文簡稱「巫統」）
取得政治霸權，主導了馬來西亞的國家機器（祝家丰 2007）。
華人雖然是僅次於馬來人的第二大種族／族群，但是從英國殖民時
期到獨立建國之後至今，仍相對處於不利位置，長期受到各種不公平待
遇（何啟良 2007；蕭新煌 2011）。在這樣的政治社會結構壓力下，華
人內部的亞族群處境也就更形弱勢和被動，無論是在社群集結、語言使
用、認同維繫，文化傳遞等方面，形格勢禁，更遑論發揚發展。以語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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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例，為了團結華人以抗衡不利的政治經濟形勢，從 1970 年代以來華
人社群專注保障華語（其實是中國、臺灣、新加坡等地主導的華語 ——
北京話）地位，而削弱方言（母語），就是典型的狀態（張吉安 2014；
另見古燕秋 2012）。這也是我們在研究相關議題勢必須認識的基本脈
絡。
馬來西亞客家族群的相關研究，基本上也呼應了這樣的背景。張翰
璧與張維安（2005）針對在臺灣的馬來西亞「僑生」的研究就發現，作
為馬來西亞華人範疇下的亞族群，客家人的族群文化特徵，例如語言、
宗教、飲食等，並非完全無法辨認，但是並不明顯，而且也少有積極復
振的意願和作為。無論是在公領域或在私領域，馬來西亞客家族群的
客家認同和文化實踐都在弱化之中。他們認為，相對於 1980 年代晚期
以前臺灣客家人在公共領域的隱形，馬來西亞客家人可以說是「雙重隱
形」。
蕭新煌與林開忠的論文（Hsaio and Lim 2007）也有類似的觀察。
透過對東南亞客家會社的研究，他們發現，客家族群雖然尚「認知」
（recognize）客語方言的獨特性，但長期以往，在各種結構性的限制下，
客家意識或客家認同已經逐漸被更大範疇的華人認同所取代了。兩位作
者更指出，過往臺灣客家與東南亞客家的處境類似，但是在臺灣進入民
主化歷程之後，臺灣客家族群不僅是「認知」自身與他族的差異，更透
過政治行動將客家議題「政治化」，進而能夠逐步提昇客家認同成為全
國層次的社會現實。「除非出現結構性轉變，」他們認為，「否則所謂
的『跨國客家認同』都還只是一個未成熟的，甚至是浪漫的假設。」
（2007：26）
在這樣的認識基礎之上，本研究聚焦於東南亞（馬來西亞）客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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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同，與傳播媒體之間的關係，嘗試從傳播研究的視角，提供更多的經
驗證據和推論。

四、臺灣客家電視節目在馬來西亞
本研究的資料蒐集以訪談為主，訪談對象又可以分為四個部分（訪
談對象與訪談細節請見附錄）。第一部分是臺灣客家電視臺行銷人員的
訪談，了解客家臺電視節目對海外流通的現況。第二部分是對馬來西亞
電視圈代表人士的訪談，以了解馬來西亞當地近年來的電視產業與閱聽
人收視概況。第三個部分則是馬來西亞客家閱聽人訪談。如前面小節所
述，這裡又分成在臺求學的馬來西亞籍客家學生，以及馬來西亞當地的
客家閱聽人兩部分。前兩個部分的訪談資料，將作為閱聽人訪談部分的
背景資料，同時可以輔助閱聽人訪談部分的詮釋和分析。
馬來西亞當地的客家閱聽人訪談樣本，僅能以初探性的規模進行，
因此選擇兩個區域為主，一是居住於馬來西亞首都吉隆坡的客家人，一
是南部柔佛州新山（Johor Bahru）附近的客家人。一般觀察，馬來西亞
都會地區客家人較無群聚情形，客家語言使用與文化延續也較弱，因此
選擇居住於吉隆坡的部份客家人為訪談對象。新山部分則選擇峇株巴轄
（Batu Pahat）和古來（Kulai）的華人新村等兩地，以非常有限的樣本，
嘗試探尋非都會地區以及華人新村這個獨特的群聚形式中的客家觀眾；
其中古來新村是極具代表性的華人新村案例（參見安煥然 2011）。2
2

研究者於古來地區進行訪談時，在受訪者黃揚端先生的熱心聯繫下，臨時拜訪了當地
的「新山河婆客家同鄉會」，同鄉會理事共六人特別與研究者會面交流。因為並非正
式研究訪談，因此不列入訪談對象之中，但是在一個小時的會面過程中，研究者亦就
當地客家群處境、收看臺灣電視，以及臺灣客家文化政策等與公會理事們交換意見。
對於本研究發現亦有相當助益，因此部分交流所得會適時加入到研究發現與討論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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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客家電視臺節目的對外傳佈
2005 年《廣電法》修正之後，客家電視臺轉由公視基金會辦理，
雖然在運作上，擺脫了商業電視臺的運作邏輯箝制，受到公共廣電服務
原則的保障，但是由於形式上仍是以客委會標案的方式進行，本身仍缺
乏正式長久的法律基礎，經費預算上也僅能維繫在每年三億元的規模；3
可以說無論是在制度與財務上，客臺的運作與發展都受到相當程度的限
制。除此之外，在臺灣電視發展史與族群政治的領域上，族群電視服務
從未有先例可循，在電視專業實務上究竟應該如何決策與實踐，也是充
滿未知和各種難題的（魏玓 2008）。
在這樣的背景下，客臺的電視服務重心仍在臺灣內部，但是在對外
傳播上，基於客委會客家文化政策中的全球視野，也以有限的資源多方
嘗試，主要透過以下幾個方式進行：第一，除了包含授權限制內容的節
目之外，在客臺官網的隨點視訊直播（VOD），以及在網路影音平臺（如
Youtube）上，都已有即時節目免費供人點擊觀賞；第二，透過服務海
外「僑民」的宏觀衛視播送部分節目；第三，主動選送優秀節目出國參
賽交流；以及第四，透過外景節目《作客他鄉》製作與海外客家組織進
行交流互動。在衛星與網路科技的影響下，客臺並非沒有注意到其實在
臺灣以外亦存在著可能的觀眾群。客臺行銷企劃部經理潘玉玲就指出，
因為中華電信直播衛星的自然溢波現象，數年前就有馬來西亞地區的客
家觀眾收看客臺節目，甚至在衛星變換因此突然無法收視之後，直接向
客臺反映「怎麼突然看不到了」（潘玉玲、王麗惠 2014）。目前客臺
行銷部門確實也正在與印尼方面的華人衛星電視臺洽談出售節目甚至規
3

客臺預算相對於公共電視臺（公共電視基金會）每年九億元預算已屬極少，更不用論
國內一般商業電視臺的十五億到二十億的規模，而事實上，臺灣電視臺的平均規模又
大幅落後於電視產業發達國家的營運水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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劃頻道。整體而言，受限於資源與規模，積極的拓展海外或是東南亞客
家人市場，暫時還不是客臺節目行銷政策的核心。但是潘玉玲也強調，
東南亞和中國大陸地區，仍是非常有潛力且值得關注的客家電視對外傳
播目標。

（二）馬來西亞的電視環境與華語閱聽人
接著讓我們將焦點移往馬來西亞。馬來西亞的電視環境仍以傳統無
線電視臺為主，國營電視臺 TV1、TV2 是歷史最久的兩個頻道，但是勢
力和影響力最大的是由與長期執政的「國家陣線」4 勢力關係密切的媒
體集團「首要媒體」（Media Prima）所屬的幾個頻道，包括 TV3（馬
來語為主）、NTV7（55% 華語）、TV8（80% 華語）、TV9（馬來語
為主）等。1990 年代後期私人商業衛星電視集團 Astro 加入市場，提供
多個頻道，包括一個播出許多來自臺灣的閩南節目的頻道（歡喜臺），
是影響力最大的衛星電視，不過該集團同樣仍與馬來執政勢力親近（賴
嘉儀 2014；莊迪澎 2014）。
在國陣主導的語言政策下，電視節目的三大語言是馬來語、英語和
中文，其中中文就是以北京話（馬來西亞華人稱知為「華語」）為主，
不論從臺灣或香港進口的節目，很少保持原音，都是配過華語才播出。
從新加坡進口的節目，較多機會保留閩南話，但只限於南部靠近新加坡
地區透過衛星或數位盒直接接收的。
根據訪談，長久以來，因為廣東人社經地位關係（較多從事商業活
動），粵語在許多城市地區有很高的流通，進口華語節中也以來自香港
4

簡稱國陣，由前述最大馬來政黨巫統，以及立場偏巫統的華人政黨馬華公會、印度人
政黨國大黨所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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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節目收視狀況最穩定，臺灣的節目（特別是綜藝節目與閩南語電視
劇）一、二十年來在某些福建人較集中的地區受到歡迎，但晚近已逐漸
讓位給來自中國、韓國的節目，競爭力大幅下滑（賴嘉儀 2014；黃熒
英 2014）。
在馬來西亞電視產業相當資深的 NTV 7 品牌部經理賴嘉儀表示，
在人口數與經濟實力的基礎上，華人電視市場實屬重要，但是卻是「最
難做」的市場。由於內外在影響因素太多，華語節目多為進口，原則是
在沒有政治敏感性的前提下，做市場反應的現實考量。另一方面，本地
自製的節目不僅量少，而且在節目型態和內容上都有許多政治顧慮。總
的來說，華語電視並無法發展成一個純粹以華人族群需求為獨立考量的
電視市場，政治與利潤是最主要的兩個決定性因素，文化因素（或說族
群文化）相當邊緣。在這個情勢下，客家節目雖然曾經被少量引進，但
眼見的未來並無太多發展的可能（賴嘉儀 2014）。

（三）臺灣客家節目的在地收視
至於臺灣的客家電視臺在馬來西亞絕大部分地區都沒有辦法收視，
有少數收視戶因為購買特定的數位衛星收視盒，可以看到臺灣部分公益
／公共頻道（包括客臺，不過受訪觀眾較常提及的是另一個非營利的佛
教電視大愛臺），但是觀看人數和觀看頻率非常少。
在受訪的九位馬來西亞客家閱聽人當中，在臺留學年紀較輕的四位
（均屬移民第四代）從未有過收視臺灣客家節目的經驗，甚至來到臺
灣之後，也還不曉得有客家電視臺存在（林瑞婷 2014；吳雪雯 2014；
莊振祥 2014；石曉瑩 2014）。在馬來西亞柔佛州訪談到的，目前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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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學院大學擔任行政工作的黃新荃，年齡與前述受訪學生相聚不遠
（二十五歲到三十歲之間），狀況也與他們類似（黃新荃 2014）。對
於這個世代的馬來西亞客家人來說，他們相當符合當前全球化脈絡下的
東亞主流通俗文化消費生態，來自臺灣的流行音樂和綜藝節目方面接觸
較多，但是在電視戲劇方面愈來愈受到韓國產品的影響，至於客家相關
成分很少進入他們的「影視接收雷達」。
另一方面，五位年紀較長的受訪者（移民第三代、四代）當中有三
位（莊國文 2014；廖國華 2014；黃揚端 2014）曾經在偶然的機會看過
臺灣的客家節目，其中一位還提到認識具有客家身分的臺灣綜藝節目主
持人小鍾（廖國華 2014），但是對節目內容的印象並不深刻。
另外一個更重要的關鍵是客語腔調的問題。臺灣客家節目所使用的
客語腔調以四縣腔為主、海陸腔次之，但是在不同原鄉以及移民之後的
環境變化影響下，與馬來西亞客家族群使用的腔調有著大大小小的差異
（馬來西亞客家有四、五種以上的腔調，如梅縣、惠州、河婆、大埔等）。
例如彭瑞珠（2013）的論文就指出，臺灣客家族群的四縣腔（其中苗栗
一帶的「北四縣」又與六堆一帶的「南四縣」略有不同），與原鄉梅縣
話，以及馬來西亞山打根一帶的梅縣腔均有差異。事實上，本研究的馬
來西亞客家受訪者都提到，偶而看到來自臺灣的客家節目，因為腔調差
異，並沒有因此有熟悉感，有部分受訪者甚至表示「幾乎」或「完全」
聽不懂裡面講的話（黃熒英 2014；廖國華 2014；以及河婆客家同鄉會
成員），因此大幅降低語言上的收視誘因和興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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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客家認同與電視接收
收視客家節目的實際狀況或許因為受限於客觀條件，但是就主觀上
來說，則比較可以看出認同與文本接收之間的複雜關係：這可以從兩個
互相關連的方面來討論。第一是語言的使用，第二是認同的內涵。
在客語的使用方面，大致上印證了過去的文獻所發現的，由於馬來
西亞當地的政治社會與歷史條件，客家族群使用客語的情況正在逐漸降
低，尤其是隨著世代延續而愈加明顯。在接受本研究訪談的四位馬來西
亞在臺留學生，以及居住於新山的黃新荃，都已經不會說客語，聽的方
面也只有部分能力，主要的使用經驗都是小時候跟祖父母輩的相處。他
們的父母雖會在家中使用，或用客語跟他們說話，但並不要求他們使用
客語溝通。在成長經驗中，學校環境根本沒有使用客語的機會，高中時
儘管離家，會碰到來自各個地方、不同方言背景的同學，但也沒有形成
使用客語的小團體。相對的，反而是有一些機會學習使用粵語，也因此
他們或多或少也會聽或說一些粵語。對他們來說，不會說客語似乎也不
是一個「失去什麼」的事情，也就不會特別放在心上（林瑞婷 2014；
吳雪雯 2014；莊振祥 2014；石曉瑩 2014 ；黃新荃 2014）。
至於年紀稍長的受訪對象，他們的客語聽說能力大都還在，儘管使
用機會也是逐漸減少。更重要的是，他們大多並不特別要求或期待自己
的子女要學客語，而是「順其自然」（廖國華 2014；黃揚端 2014）。
因為在現實上，馬來語和英語，是最重要的實際運用語言。而如果需要
與其他華人進行人際溝通，那麼華語（亦即北京話）是最佳選擇，而非
自己的母語（方言）。
這個趨勢可以透過認同方面的討論進行更深度的分析。在此處，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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謂的認同也就是自認為客家人，以及對於延續客家身分和文化有著某種
程度的意識甚至是使命感。由此來看，與語言使用有類似的情況，甚至
有跡象顯示比語言使用更式微。原因是，對稍年長的世代來說，畢竟語
言使用是自然的，特別是在私人領域中。但是如果要問對於客家文化或
是客家認同的延續，因為牽涉到更主動的意識和作為，相對的也就有可
能更消極。
五十多歲，從事保險業，本身仍持續參與著客家會館事務的廖國華
談起客家認同的問題，這麼說：

我的太太也是客家人，但是我們在家裡都是用華語溝通，跟
小孩也是……大概在 1980 年代，整個馬來西亞的狀況，建
立一個「華人」的認同已經是社會趨勢了。所有的方言背景
身分都在減弱。我的祖母那一輩，小孩出生註明身分時還在
寫籍貫，但是到我父母時就已經不用了，大家都是馬來西亞
華人。（廖國華 2014）

值得注意的是，儘管馬來西亞的華人族群認同有這樣的一個主要脈
絡和趨勢，客家族群在其中似乎又更明顯。四十出頭，在電視圈工作十
多年，祖籍河婆的黃熒英也百思不得其解：

其實我也不是很懂，在很多公共或工作場合，廣東人碰在一
起就會用廣東話溝通，福建人跟福建人碰在一起也是很自然
用福建話溝通，但是客家人碰在一起，可能講個幾句客家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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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後，就又恢復用華語……這是不是因為客家人個性上比其
他方言族群更內斂、更保守一點呢？（黃熒英 2014）

不過，雖然同樣體認到客家文化和認同的沒落，但是受訪者當中也
有人比較積極看待。同樣是移民第三代，年紀比廖國華略小，在英國留
學取得博士，目前在大學理工科系任教的莊國文，則顯然比較在乎客家
意識的延續。他和妻子都是客家人（分別是來自惠州和大埔），雖然他
們成長過程中與父母輩主要講華語（客語只跟祖父母輩講），但是目前
他們特別培養自己與小孩用客語溝通。這樣的意識和意向，似乎跟他的
海外留學有密切關連。他說：

雖然說在大部分公開場合，華人身分還是最主要的認同。但
是可能因為出國的關係，比較會去意識到自己原本籍貫的重
要性，會去想到「自己是誰」的問題。所以回國之後，就特
別希望小孩們能夠學說客語……明年我還打算帶全家一起回
廣東看看。（莊國文 2014）

居住於馬來西亞南部（柔佛州）的另外兩位年紀相仿（五十多歲）
的受訪者（黃揚端 2014；鍾秀英 2014）的狀況顯示某種「更生活化的
真實」。其中唯一的受訪女性鍾秀英，是一位生命中只有家庭的主婦，
因為夫婿是福建人，她操著混合福建話（閩南語）、原鄉客家話和華語
的口音跟研究者溝通，客語或是客家認同等等問題，從來不曾出現她的
思考地圖上，而看電視更是家事繁忙之餘的可有可無的活動。對於臺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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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的電視節目，她只留下「福建話的戲（亦即臺灣的「本土劇」）裡面
的人都心腸很壞，看了很不舒服」這樣的評語。
而居住在古來新村的黃揚端，以經營農園為生計，在日常生活中還
是相當的「客家」；包括在河婆客家同鄉會幫忙會務、與客家親戚都住
在附近並都以客語交談，以及習慣著客家食物（如擂茶、菜粄等）。但
是先人在馬來西亞落地生根之後，對他來說，這就是生活；與客家的關
係，是自然的關係，他不特別意識到這是一種「認同的維繫」，也並不
強求正在求學或剛開始工作的下一代在「客家」這件事情上有什麼積極
的作為。至於影視接收，那是生活中非常邊緣的事情，臺灣綜藝節目、
閩南語劇（本土劇）、港劇、新加坡劇等等都有些印象，但也就是浮光
掠影。他家中的老人和妻子，顯然比較有時間看電視，在研究者訪問過
程中不時插話提到來自臺灣的閩南語劇的種種，但是客家節目則未曾見
過。

五、討論與結論
本論文試圖透過文獻與訪談資料，以馬來西亞為例，了解在中央政
府政策支持下，臺灣客家電視臺的節目在東南亞客家社群中被接收的狀
況，以及東南亞客家閱聽人在電視接收與族群認同之間的關係，進而嘗
試就客家電視與海外客家的可能關係提出一些初步的看法。

（一）馬來西亞客家閱聽人接收臺灣客家節目之狀況
本文的資料蒐集發現，從傳佈的角度來看，臺灣客家臺成立約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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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來，尚未有足夠資源和政策決意以積極開拓東南亞地區觀眾，加上馬
來西亞地區的媒體生態，主要受到長期執政的國陣勢力控制，語言政策
不利母語（方言）的使用與傳播，以及全球化脈絡下的市場競爭引導，
儘管客家人口為數不少，但客家節目難以成為重要的電視成分。
根據本研究訪談與調查，馬來西亞電視臺播出臺灣電視劇以閩南語
劇為主，客語配音的節目曾經短暫、零星播出。部分受訪的客家閱聽人
透過數位機上盒可以接收到來自臺灣的部份電視頻道，但客家電視臺並
不在其內，少數受訪者在偶然的場合看過客家電視臺的節目，但印象不
深。整體而言，客家文化傳承和客家認同程度原本就逐漸減弱的馬來西
亞客家族群，既無法從既有的媒體管道中獲得客家節目，更缺乏主動接
觸或尋求客家節目的動機；除此之外，客語腔調差異也更弱化了這樣的
動機。
總的來看，我國客家電視臺雖是全球僅見的以中央政策和資源所扶
助的客家電視內容生產機構，但是其對海外客家傳播的現狀和可能性，
至少就馬來西亞客家族群而言，似乎並不顯著。
面對這樣的情勢，就族群傳播政策與族群媒體實務上來說，可以樂
觀也可以悲觀。這應該不只是商管界的非洲人「不穿鞋」或「還沒有鞋
穿」那樣的簡單二元對立思考，也就是：馬來西亞的客家人幾乎不看臺
灣客家電視節目，所以不需要以此為目標；或是馬來西亞客家人幾乎都
還沒有開始看臺灣客家節目，因此大有可為。畢竟客家影視內容的傳
佈，與商品銷售並不相同，而海外客家族群的處境，也是非常複雜多樣
的。本研究認為，就馬來西亞客家閱聽人、客家電視節目，以及客家認
同之間的關係而言，並不能全然以目前既有的收視狀況定論，而尚有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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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面向和議題可以持續思考和探討，將在以下第二點繼續說明。

（二）馬來西亞客家閱聽人的電視節目接收與客家認同動態
本研究的發現，大致上呼應了本文在有關離散群體、族群認同與傳
播媒體之間關係的相關文獻探討，主要有以下三點。第一，來自母國或
母文化的媒體內容並不一定強化或恢復連散群體與母國或母文化的關
係，而是必須考量當地特殊的移民歷史、政經條件、社會環境等脈絡因
素（Karim 2003）。以本研究的馬來西亞個案來說，獨特的多民族政治
與社會架構，以及馬來族群勢力的政治與文化霸權，都對當地客家族群
的客家認同乃至於相關電視節目的接收都產生極大的影響。
第二，離散群體的族群認同狀態，並非只能從集體的層次理解，
個人層次的生命經驗、社經條件，和個人意向等，也是很重要的因素
（Aksoy and Robins 2003; 王俐容等 2008）。關於這一點，在本研究的
不同受訪者身上，也都看到了個人的差異。第三，離散群體的閱聽人不
是只接收來自母國或母文化的媒體內容，他們所居住當地的媒體生態，
以即可獲得的其他媒體內容狀況，也會影響他們的整體接收狀況（Aksoy
and Robins 2003）。馬來西亞由「國陣」黨國勢力主導的媒體生態，包
含相關的語言政策實施，確實對馬來西亞客家族群的語言使用、媒體接
收和族群認同產生極大影響，大致上是一個弱化和壓抑的趨勢。
不過，本研究認為，上述發現，並非是一個既定不變的狀態，而是
一個不斷變化的動態。臺灣客家電視，或者更擴大而言，臺灣的客家文
化政策，如果放眼全球客家，並不需要因此太過樂觀，但也不必絕對悲
觀。本研究認為，尚有第三種方向值得在未來計需思考和嘗試；而這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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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可以從本研究所訪談的兩位馬來西亞電視工作者的意見中看到線索。
本身並非客家人的 NTV7 經理賴嘉儀認為，不僅僅是客家，在馬來
西亞的電視市場中，華人觀眾是「最難討好的」。研究者的解讀，認為
她倒不是說華人觀眾看電視特別挑剔，而是說華人觀眾向來受到太多外
在情勢和因素的影響，包括馬來西亞的政治社會變遷，也包括鄰近各個
華人社會的不同介入過程。在她看來，各種條件都無法配合和有利的客
家節目輸入和被接收，幾乎已經是沒有任何前景了（賴嘉儀 2014）。
而本身是客家人的黃熒英，同樣在馬來西亞電視圈有相當資深的經
歷，就目前市場考量而言，其實她與賴嘉儀的看法並無不同，也認為客
家節目輸入馬來西亞的市場誘因幾乎不存在。但是，她以多年製作教育
文化節目的經驗，以及身為客家人的情感，卻認為，這並不代表客語或
客家文化相關節目是不重要或沒有社會需求的。

華人的節目確實不好做，在馬來西亞很多事情會觸動一些敏
感神經。但是過去有很多先輩在歷史上做了很重要的事情，
我們也有一些共同的、重要的記憶，像是老街或是新村，在
電視上看到了，我們還是會很感動的……這些都需要有人去
做，這就是一種使命感吧。雖然說收視率還是很重要，KPI
也是每年都要看，要如何把文化的東西做到年輕人想要看，
這確實是挑戰，……但是畢竟電視不能只給娛樂，也要給文
化。（黃熒英 2014）

從這個角度來思考，或許臺灣的客家傳播政策和客家臺面對全球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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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的態度，不需要只是著眼於節目的輸出，或所謂的影響力，而是一種
與其他地區客家社群共享的客家文化精神，以及具體的客家媒體實踐經
驗，都可以跟其他客家社群分享和交流。特別是與其他客家社群中對復
振客家文化有責任感和使命感的成員，進行連結。節目的輸出，只是短
暫的，在現實的資本主義主導的影視消費市場中，也許只能變成另一個
商業服務。但是文化和經驗的交流，儘管可能看不到立即的影響，但是
在存在著實質而巨大社會差異的不同客家社群之間，提供某種客家族群
與認同復振的經驗種子，讓海外客家社群在自己的土地上醞釀出自己的
客家文化復振道路，或許才是一個長遠且真正能夠發揚客家的方法。
就像在本研究的田野研究過程中，馬來西亞客家受訪者儘管很少接
觸，但幾乎都對臺灣有一個客家電視臺的設立與運作，出現驚訝、好奇，
甚至羨慕或受到啟發的各種反應，我們固然勿需想像或期待臺灣的客家
電視節目能夠如何在馬來西亞成功開發更多的觀眾，但是多方和持續的
嘗試，或與馬來西亞當地對客家文化復振有想法和意願的媒體工作者建
立連結，那麼未來會有什麼可能性，雖然無法預估，但都值得期待。

謝誌：本文為科技部補助之整合型計畫「全球客家形成的研究 : 臺灣經
驗與多層次族群想像的浮現」子計畫「流行文化與全球客家的形成 : 以
客家影視文本的生產、傳佈與接收為例」（計畫編號 NSC 103-2420-H009-002-MY2）之部分研究成果。本文作者要 感謝研究助理李庭蕙以及
所有受訪者 , 特別是莊迪澎先生的大力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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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本研究訪談對象
訪談 訪談類型
編號
臺灣客家電
A
視臺行銷人
員
B
C

D
E
F
G
H
I
J

K
L
M
N

訪談對象姓名 訪談對象身分

訪談地點

訪談時間

潘玉玲

客家電視臺

2014.11.07

客家電視臺

2014.11.07

吉隆坡

2014.11.10

吉隆坡

2014.11.11

新山

2014.11.12

吉隆坡

2014.11.14

交大博愛校區
交大光復校區
交大光復校區
交大光復校區

2014.10.21
2014.10.21
2014.10.23
2014.10.23

吉隆坡

2014.11.10

吉隆坡

2014.11.10

古來新村
士古來

2014.11.12
2014.11.12

峇株巴轄

2014.11.13

客家電視臺行銷企劃部
經理
王麗惠
客家電視臺行銷企劃部
研究企劃組組長
馬來西亞電 賴嘉儀
馬來西亞電視臺 NTV 7
視 / 媒體從業 （非客家人） 品牌部經理
張吉安
馬來西亞廣播電臺主持
者
（非客家人） 人、華人文化採集工作
者
黃熒英
衛星電視公司 Astro 文化
節目製作人、主持人
莊迪澎
《火箭報》主編、政治
（非客家）
與文化評論家
馬來西亞客 林瑞婷
交大生資所碩一
交大外文系大一
家閱聽人（第 吳雪雯
電信所碩二
一部分：在 莊振祥
管科系大一
臺留學生） 石曉瑩
馬來西亞客 莊國文
留英博士、私立大學助
家閱聽人（第
理教授
二部分：馬
隆雪華堂民權委員會主
來西亞在地） 廖國華
席、人文圖書館館長
黃揚端
華人新村菜園主人
黃新荃
南方大學學院招生組副
組
鍾秀英
家庭主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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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家電影《一八九五》的青少年閱聽人
解讀與詮釋
張玉佩 *
國立交通大學傳播與科技學系教授

黃如鎂
新竹市培英國中教師

本研究從閱聽人研究曲徑出發，探索青少年閱聽人對於客家電影
《一八九五》解讀策略與客家意象的詮釋。研究方法採取文本分析、焦
點團體訪談與深度訪談等多重複合使用。
研究結果，有三。第一，在文本優勢意義上，《一八九五》建構出
一個完美無缺的單面向客家英雄與明確階層性的族群關係。第二，在青
少年解讀策略上，客家青少年採用批評、諷刺與嘲弄的解讀策略，非客
家青少年多能接受文本的優勢意義。第三，客家青少年的詮釋，基於深
層日常生活經驗的語言傷痕、宗族祭祀等面向。最後，本研究凸顯出客
家青少年的客家認同，是輾轉而隱約潛藏在青少年反叛語言之後、以日
常生活經驗來面對客家電影的意義共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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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 a common perception of social structure, Hakka films is an important
media through which the young generation receive, understand and construct
the images of Hakka. The purpose of the article is to explore the preferred
meaning hidden in the film, Blue Brave: The Legend of Formosa 1895, and
how the young audience interpret the film. We use three research methods in
this study, including text analysis, focus group discussions and interviews.
The conclusion of the study is in three parts. Firstly, this film
demonstrates the perfect image of a Hakka hero without human weaknesses,
and a clear hierarchy based on ethnic backgrounds. Secondly, the Hakka
youths are more critical of the image of the Hakka hero in the film—in a
harsh and ironic way with and mockery— while the non-Hakka youths
showed a more accepting attitude to the Hakka story and the Hakka hero.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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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rdly, the Hakka youths have more resonance from their special Hakka
pronunciation tone and culture conflicts in everyday life. Overall, the Hakka
youths have the reflexive thinking based on life experiences and does do not
take all the preferred meaning of Hakka story.

Keywords: Hakka Film, Audience Research, Youth

客家電影《一八九五》的青少年閱聽人

138

一、客家電影的社會意義

文化，是意義賦予的過程，是對於社會意義與人們共同經驗的有效
描述；透過實踐過程與互動模式，抽象、無具體形式之文化概念為人們
所知、所感，此即為文化的「感覺結構」（Hall 1995）。人們透過文化
的感覺結構來理解與建構社會的共同意義，宗教儀式、家庭生活、教育
體系與休閒娛樂皆為文化感覺結構的一環。其中，電影，其符號傳遞結
構（複合式多媒體形式）容易為普羅大眾接受，在影像複製技術與相關
設備（影像壓縮、網路傳遞、燒錄複製等）普及後，更成為文化流傳社
會的重要載體。
客家電影，在客家文化的社會意義建構，具有一定的重要性。客家
文化在具體化落實在日常生活之中，除了在地社區的宗教、家庭與人際
互動之外，客家電影成為跨越地理限制，實踐與體驗客家文化的仲介媒
體。由於電影承載客家文化的媒體管道（channel）為複合性多媒體特質
（影像、聲音語言、文字字幕等），使得它與其他文化儀式（如宗教或
民俗活動）不同，得以跨越語言藩籬，進行跨語言民系的溝通。一般文
化儀式（如家族祭祀），與在地語言相互結合，通常難以走出語言民系
社群，為另一個語言民系瞭解；以客家義民廟的祭祀活動為例，閩南語
系者即難以進入，由於「口說語言」成為人們主要的溝通管道，形成「在
地性」氛圍濃烈，族群社群的邊界分明。相對於此，電影同時擁有字幕
與聲音等兩個語系進行的可能（如「客語發音、中文字幕」），再輔以
影像作為共通的視覺媒體，使得電影得以作為跨語言族群進行彼此相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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溝通的傳播載體。

（一）研究動機
客家電影《一八九五》於 2008 年在臺上映之時，即肩負起跨語言
族群溝通載體的責任。作為描述抗日英雄客家三傑的史詩型電影，以客
語發音、客家英雄、客家歷史記憶創作核心，該部電影在客家事務委員
會的支持下，以官辦民營的方式由客委會公開招標、民間公司青睞影視
製作，耗資六千萬的製作成本，可謂近年代重要臺灣電影的代表。不只
是製作成本高昂，電影首映後，因眾多政治人物公開支持而引發觀影熱
潮，亦是影片多層次意義的面向之一。客家電影《一八九五》可以視為
是，客家精英（包括客委會、原著李喬、導演洪智育等），集結社會力
量，重新訴說、形塑與創造客家歷史記憶的代表。
然而，此種透過訴說客家歷史英雄故事、創造共同記憶的媒體影
像，對於閱聽人而言，帶來什麼樣的解讀與詮釋呢？對於客家族群，是
否發揮凝聚團結的力量、如同族譜般塑造出共同血脈淵源的驕傲？對於
其他族群（閩、原住民或混合），是否發揮跨族群溝通的特質，達到彼
此認同、理解與尊重的可能？這些問題，埋藏在客家電影《一八九五》
巨人陰影之下，需要進一步理解與釐清。
本研究試圖以青少年閱聽人為主，試圖了解認同正在形塑、歷史記
憶不復年長一代，同時也是大量媒體使用者的青少年，如何面對與解釋
客家電影《一八九五》歷史記憶的塑造。本文將青少年閱聽人區分為客
家青少年與非客家青少年兩組，以探索族群成長印記對於客家電影意義
詮釋的影響：成長於客家庄、擁有客家詮釋社群的客家青少年，是否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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抱客家電影裡的客家英雄角色？他們如何詮釋重新形塑的客家歷史記憶
呢？其他非客家族群的青少年閱聽人，是否接受電影裡的優勢意義、獲
得多元族群歷史經驗的理解呢？本研究嘗試透過閱聽人研究的取俓，進
行嘗試探索。

（二）研究目的與研究問題
《一八九五》在 2008 年在臺灣上映，同時是客家電影，也是客語
電影。更特別的是，《一八九五》的製作模式，是採取「政府下單、民
間承包」的方式進行；政府單位客家事務委員會針對「客家三傑」進行
專案招標，青睞影視公司得標後進行拍攝，資金則由客委會出資三千
萬、青睞影視籌資三千萬的方式，投入六千萬的製作成本。換言之，
《一八九五》可以視為是政府政策下的產物，投注大量資金在進行客家
形象塑造與傳播。電影上映後，國民黨、民進黨等藍綠政治領袖的站臺
支持，首映會有馬英九、呂秀蓮、邱議瑩等政治人物參加，其他政治人
物包場提供民眾觀賞等支持行為（何瑞珠，2008）。「看國片」等同於
「愛臺灣」的表現，特別是在同年上映《海角七號》的熱潮餘波之下，
臺灣人被殖民壓迫的記憶、民族意識糾葛的情節之下，都使得「愛臺灣」
成為《一八九五》最大的強力後臺。
本文研究目的，環繞在同時兼具語言政策意義與客家英雄史傳的電
影《一八九五》，從閱聽人研究的取徑，探索大眾傳播媒體在新時代客
家認同傳承扮演的角色。具體的研究問題有二。
第一，面對承擔客家族群英雄塑造的客家電影《一八九五》，青少
年閱聽人如何解讀與詮釋？客籍與否的背景，是否影響意義詮釋的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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呢？
第二，客籍青少年閱聽人對於客家電影《一八九五》的詮釋，如何
坐落於日常生活當中？又如何與客家生活經驗的認同，相互震盪？
本研究所指的青少年閱聽人，是以高中生為主要對象。青少年的生
命階段，正面臨認同位置發展的任務，同時青少年也是大量媒體使用
者。以青少年為研究對象，將可瞭解新一代的臺灣年輕族群如何理解與
詮釋客家電影。

二、文獻檢閱：客家電影、文本與閱聽人研究
（一）客家電影在臺發展的軌跡
臺灣電影發展，歷經五〇年代反共抗俄、六〇年代健康寫實、七〇
年代起新電影等時期發展，雖有以客家村落為場景之電影不在少數，但
是客語發音之電影則為乎極微。主要原因在於國家政策試圖掌握主流語
言的限制，影響電影語言政策以民國六十四年廣電法第二十條為主要依
歸，該法規明確指出：

電臺對國內廣播播音語言應以國語為主，方言應逐年減少；其
所應佔比率，由新聞局視實際需要定之。

換句話說，媒體內容雖可描述閩、客族群之生活，但方言在大眾
媒體上卻需消音。在此同期，臺灣電影以李行為代表，出現提倡健康
寫實主義的風潮，電影固然刻畫臺灣小人物樸素寫實的形象，但也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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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操著流利國語的臺灣農村人物」的奇特現象（李泳泉 1998；廖金
鳳 2001）。客語在電影政策的另一個改革關鍵，為 2001 年成立之客
家文化委員會對於客語文化的復興運動，其公開招標拍攝之客語電影
《一八九五》可做為代表。
在客家電影的劃分範疇上，可以分為窄義與廣義。窄義分類，可以
將客家電影等同於客語電影，以客語發音作為判斷準則。根據歷史發展
的軌跡來看，國家語言政策，會關鍵性地導引著電影製作的發展方向。
1975 年廣電方言政策限制制訂之前，本土性的大眾傳播媒體具有在地
化的特色，唯一以文藝愛情片《茶山情歌》，雖然內容尚未臻細緻，但
是客語發音、保存客家山歌對唱的形式，相當具有指標性作用。
然而，1975 年在廣電方言政策限定後，整整 10 年均無客語電影產
生，而 20 年內，僅出現 3 部客語電影，其中兩部侯孝賢導演之《童年
往事》（1985）與《好男好女》（1995）都只能算是國、客、臺混用之
半客語電影，客語並非主述語言；唯一以客語為主軸之《青春無悔》
（1993）講述之故事是與政治無關之愛情文藝片。客家語言，在電影媒
體上，呈現出銷聲匿跡的狀態。
2001 年，客委會建立之後，共有 3 部客語電影。其中《美麗時光》
（2002）雖混用客、臺、國三種語言，但其主要敘事者 — 男主角阿偉，
是以客語作為獨白語言，可視為以客語為主。另外，《插天山之歌》
（2007）與《一八九五》（2008）更是全客語電影，其他語言均為配角。
純粹將客家電影等同於客語電影的做法，會使得客家社會與文化元
素被排除在客家電影當中。以臺灣多元族群混合共處的生活總體以及本
土電影產製數量稀少的現況來看，以語言（客語、國語、閩南語等）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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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區分電影類型的方式，容易流於刻板且無助於現況了解。因此，本研
究參考孫榮光（2007）與黃儀冠（2007）對於客家電影的討論與羅列之
清單，將客家電影的定義擴大為「再現客家生活、記憶、歷史與文化元
素的電影媒體」，並可以再細分為客家文學作品改編、客家歷史記憶建
構、部分客家元素再現等三個類型。
1. 客家文學作品改編
客家文學作品改編的電影，是客家電影的大宗，多數耳熟能詳的客
家電影，包括《原鄉人》（1980）、《魯冰花》（1989）、《青春無悔》
（1993）、《好男好女》（1995）、《插天山之歌》（2007）等，均屬
於客家文學作品改編而來。根據張良澤（1999）與鍾肇政（1997）對於
客家文學的定義，客家文學是指客籍作家撰寫之客家人事的文學作品。
據此，電影對於客家文學作品的改編，可以視為是跨媒體文本之展現形
式，讓客家人事物從文字轉為影視作品的呈現。

表 1 改編自客家文學作品的客家電影
時間
1980

片名
原鄉人

導演
李行

語言
國

1989

魯冰花

楊立國

國

1993

青春無悔

周晏子

客

1995

好男好女

侯孝賢

混雜

2007

插天山之歌

黃玉珊

客

客家元素
客籍作家鍾理和自傳《原鄉人》（鍾理和，
1959）改編，描述臺灣農村經濟凋敝與大時代
的壓迫。
改編自同名小說《魯冰花》（鍾肇政，1962），
重現楊梅客家茶園，描述社會權勢階級對於農
民與教育的壓迫。
改編自《秋菊》（吳錦發，1990）。描述美濃
知識青年與家鄉女工的愛情故事。
改編自《幌馬車之歌》（藍博洲，1995）。描
述客家青年鍾浩東受白色恐怖迫害事件。
改編自同名小說《插天山之歌》（鍾肇政，
1975）。描述日據時代客家知識青年逃離日本
追捕，入農村生活的故事。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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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客家歷史記憶的建構
客家歷史事件的描寫與集體記憶的建構，是客家電影的第二種類
型，包括《源》（1980）、《大湖英烈》（1981）、《童年往事》（1985）、
《唐山過臺灣》（1986）、《一八九五》（2007）等。客家與原住民
之間的爭執與融合、客籍英雄人物的描述（如羅福星、吳湯興、姜紹祖
等）等，是重要的討論主題。此類型的電影，涉及到集體歷史記憶的重
塑，是在國家政策支持下的產物，經常被稱為「政宣電影」（黃仁，
1994），《源》（1980）與《唐山過臺灣》（1986）都是政府試圖溝通
本省人與外省人的情感，《大湖英烈》（1981）與《一八九五》（2007）
皆是描述客籍英雄義勇抗日的事跡。

表 2 建構集體歷史記憶的客家電影
時間 片名
1980 源

導演
語言
陳耀圻 國

客家元素
清朝廣東客家移民來臺，與原住民衝突後，互相合
作、安居樂業的故事。

改編自張毅（1980）同名小說。
抗日客籍英雄羅福星的英勇事跡，描述閩客心結，
但最終獲閩人尊敬。
1985 童年往事 侯孝賢 國、客 描述外省梅州客家弟子來臺後，面臨原鄉思愁的移
民經驗。
國
清嘉慶年間，漳、泉、粵移民渡海來臺，與原住民
1986 唐山過臺灣 李行
衝突後，照顧原住民獲得感激的故事。
客家三傑義勇抗日的故事。改編自李喬（2000）《情
2008 一八九五 洪智育 客
歸大地》。

1989 大湖英烈

張佩成 國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前兩類型的客家電影，並非決然二分，《源》（1980）與《一八九五》
（2007）均跨越兩種類型，同時是客家文學作品改編，也是建構客家集
體記憶。這兩類型客家電影的另一個特色，主題均偏向嚴肅、悲壯類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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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內容，沈重的歷史感、大時代的苦難與刻苦的客家記憶，使得悲情成
為客家電影的特色與風格。
3. 部分再現客家元素
第三類型的部分再現客家元素的客家電影，客家文化元素被視為
是電影的題題材之一，雖有客家文化元素，但並不涉及客家認同意識
或是集體記憶等。所謂的客家元素，可能是客家山歌如《茶山情歌》
（1973），發生在客家庄的青春或愛情故事如《小城故事》（1979）、
《冬冬的假期》（1984）、《九降風》（2007），甚或挪移被發明的客
家象徵油桐花《五月之戀》（2004）。

表 3 部分再現客家元素的客家電影
時間
1973
1979
1984
2002
2004
2007

片名
茶山情歌
小城故事
冬冬的假期
美麗時光
五月之戀
九降風

導演
劉詩坊
李行
侯孝賢
張作驥
徐小明
林書宇

語言
客
國
國
混雜
國
國

客家元素
融入客家山歌的愛情故事。
發生在苗栗三義客家庄的愛情故事。
發生在苗栗銅鑼客家庄的童年故事。
客家弱勢青年的少年紀事。
因油桐花串起的苗栗三義愛情故事。
客家鄉鎮竹東青少年的青春紀事。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第三類的客家電影，客家元素多數是點綴於影片配角、特定地點、
少數民族山歌藝術等，電影調性偏向愛情故事與青春紀事，歷史沈重感
不再，但是客家元素也不如前兩者。此類型的客家電影，客家文化元素
僅是用來襯托故事情節的背景之一，烘托出主角個性或是場景環境。
在電影作為客家文化意義傳遞媒介考量之下，本研究挑選近年來最
具客家電影代表的《一八九五》作為研究軸心，嘗試瞭解客家電影建構
的客家與族群意象，以及青少年可能的解讀詮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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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電影作為大眾媒體的文本意義
電影符號體系是相當複雜的，它同時包含兩種論述層次。首先，在
視覺方面，電影使用肖像符號（iconic sign），因為它具有再現事物特質
的符號體系，也因此常常被視為是透明的真實語言再現，也因而忽略燈
光、道具、剪輯、攝影角度等語言建構過程。此外，字幕，亦是另一個
定泊意義的重要視覺線索，由於臺灣影片往往大量進口外國影片，「英
文發音、中文字幕」是常用「在地化」手法，亦經常為人們所共同接受。
再者，在聽覺方面，亦可區分為兩個符號體系，分別是敘事者間對話（或
獨白）的論述語言與背景音樂。電影符號體系的論述層次，可見下圖。

圖 1 電影符號論述層次
圖片來源：作者自行繪製

上圖顯示出媒介訊息的意義經常是處於眾多層次與複合指涉
（multi-layered/ multi-referential） 的 複 雜 樣 態（Alasuutari 1999; Gray
1999）。對於客語電影而言，敘事者對話經常是客語，而輔以中文字幕。
一般臺灣閱聽眾在外語片的滋養閱聽習慣之下，對此種媒體訊息傳送系
統，早已適應此種兩相結合的論述方式；也因此，客語發音之客家電影，
並不會因為其語言限制而造成其他語言民系的理解困難，反而因為語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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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人物生活的貼近形成跨文化溝通的可能。
然而，由於人們對於電影語言系統熟悉的慣性，會使得人們忽略語
言（特別是影像語言）的「非中立性」。英國文化研究大師 Hall（1980）
曾經對於影片符號的運作系統，提出批評。他認為影片符號運作的系
統之下，意義似乎是「自然生成的」，簡單視覺符號呈現出「近似放
諸四海而皆準」（near-universality），這些符碼被視為是自然化的（
naturalized），但是進一步來看這些被自然化的符碼，可以發現這並不
是顯示出語言的透明度或者是自然性（naturalness），而是這些符碼使
用的深層習性（habituation）。換言之，被視為「理所當然」的「自然」、
「中立」符碼，應被懸置、觀察；人們感知符號語言是透明的原因，在
於人們已經「習慣」該符碼操作系統而無法察覺。

（三）閱聽人研究取徑：客家青少年的詮釋意義
在研究本質上，本研究捨棄大眾傳播媒體直接效果論的觀點，不再
將閱聽人視為只是承接媒體意義的受眾（receptor），也不再將媒體效
果視為如同子彈一般，可以咻咻直接打中閱聽人的思想，進而改變閱聽
人的認知、態度或行為。在研究預設上，本文視青少年為「具能動性的
閱聽人主體」，對於傳播媒體文本意義的挪用與協商抗拒能力的展現，
他們並「非」只是承受傳播媒體內容、無力抗拒媒體訊息的載體，因此
特別重視彰顯閱聽人主體性與能動性的理論觀點，並以第二代接收分析
的理論為主。
現今發展成熟之閱聽人研究典範，可以區分為兩大主流，分別是行
為典範（the behavioural paradigm）與接收分析典範（the reception analysis
paradigm），學者經常以量化與質化等兩大方法論作為其區別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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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ensen 1996; Abercrombie and Longhurst 1998; Schroder 1999；郭良文
與林素甘 2001；黃光玉 2002）。然而，傳播研究典範的閱聽人概念，
隱含著其研究典範對於人的本質預設。當研究典範預設科學真理可以跨
越時空環境存在，研究者必須摒棄任何價值判斷、使用純粹中立的語言
來描述真實之時，作為被傳播研究觀察客體對象 ——「人／閱聽人」，
便被視為個別的、獨立的、原子化的，可以相互加總，運用數學統計法
則加以運作推算。
接 收 分 析 典 範 起 自 於 製 碼 ／ 編 碼 模 式（the encoding/ decoding
model） 的 提 出， 製 碼 ／ 編 碼 模 式 最 早 出 現 於 S. Hall 在 1974 年 英 國
伯名罕大學當代文化研究中心簡訊第七期發表的〈電視論述中的製碼
與 編 碼 〉（Encoding and Decoding in the Television Discourse） 一 文。
1980 年 Hall 正式提出三種製碼與解碼之間的立場：1. 主流霸權位置 （
dominant-hegemonic position），觀眾受到優勢意義的操控，以文本的製
碼意義加以解碼。2. 協商性符碼或位置（negotiated code or position），
混雜順從與反對因素，同時接受抽象、基礎的霸權定義，但在情境層次
上，採取自己的規則，以例外來操作；也就是同意文本的優勢意義，但
保留「在地情況」（local condition）的協商權力，採取特殊或情境邏輯
（particular or situated）。3. 對抗性符碼 （oppositional code）位置，瞭
解文本的字面意義，但將優勢意義訊息加以拆解（detotalize），並再以
替代性的參考框架加以重新組合（retotalize）。Morley (1980) 根據三種
解讀位置，進行經驗性資料蒐集，試圖瞭解閱聽人與文本互動中的意義
生產過程。
S. Hall 等人發展出來的製碼／解碼模式，對閱聽人研究領域帶來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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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的改革。本文將其改革的要點分為兩點如下。
第一，接收分析典範重視閱聽人的抗拒。它引進符號學與結構主義
的概念，文本意義不再具有穩定的清晰度，媒介訊息不再像是一顆球一
樣，可以由傳送者直接拋送給接收者；閱聽人本身所具有的知識系統會
介入媒介訊息的解讀，與文本產製者共同形塑意義的生成。雖然他們認
為主流意識形態會在傳播過程中強加某個符號領域，使得符合統治階級
利益之意義系統較易為人們接收，造成大眾傳播媒體的文本中隱藏著受
主流意識形態支配的優勢意義（the preferred meaning），但是，閱聽人
仍擁有主動與優勢意義對抗的力量，拆解優勢意義，尋求另一套解釋文
本意涵的意義框架。此種力量，即是接收分析典範之研究者不斷汲汲找
尋之閱聽人的抗拒（resistance）。
抗拒概念的提出，代表著接收分析典範對於閱聽人主體性的重視。
與使用與滿足研究相較，使用與滿足研究認為閱聽人社會心理需求的差
異會影響其閱聽行為，但是此種選擇並非強調閱聽人主動拒絕主流意識
形態、解構優勢意義、重新賦予新的意義框架的能動性。接收分析典範
強調意義是透過文本與閱聽人協商而來，閱聽人具有主動建構意義與歡
愉的能力，此種主動性來自於閱聽人本身的主體意識，是閱聽人批判思
考的展現。於此，接收分析典範肯定人有主動拒絕外來意義結構框架的
可能，並積極尋求少數抗拒主流優勢意義之閱聽人類型，試圖從中瞭解
閱聽人對主流意識形態的對抗。
第二，在方法論上，接收分析典範引進來自人類學的民族誌研究方
法，重新將閱聽人與其身處的社會文化情境結合，閱聽人不再被視為單
一、獨立、彼此相等、可以跨時空概推的統計單位，閱聽人本身的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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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與時空差異被納入研究考慮；換句話說，即是閱聽人的特殊性受到
重視。此種閱聽人的概念可以 Anderson (1996) 提出的「情境閱聽人」
（the situated audience）為代表。相對於先驗性閱聽人概念，情境閱聽
人視閱聽人存在於不斷前進的社會行動，任何閱聽行為都存在著特殊媒
介環境，因此不再如效果研究般努力找尋可預測閱聽行為的模式，他們
試圖透過彰顯批判性案例（the critical case）中閱聽人所展現的閱聽行為
與意義詮釋，進而瞭解主流意識形態如何透過符號系統滲透製閱聽人的
日常生活。因此，情境閱聽人的觀點，不再將人們視為具有同一面孔、
可相互取代的研究對象，接收分析典範對於閱聽人社會文化背景與詮釋
能力的關注，呼應其本質論上對於閱聽人主體性的重視。
本研究將採取接收分析典範的研究精神，在閱聽人的本質上，重視
閱聽人於在地社會意義脈絡下的詮釋與抗拒，在方法論上，採取情境閱
聽人的研究觀點，亦即以民族誌研究的精神，進入臺灣族群生活脈絡進
行研究。在實際研究執行時，則是以第二代接收分析之閱聽人研究為
主，此派學者包括 Hobson（1982）、Katz 及 Liebs（1984）、Ang（1985）、
Radway（1987）、Silverstone（1994）， 以 及 Abercrombie 與 Longhurst
（1998）等，均重視日常生活脈絡的閱聽人意義實踐。
整體而言，在研究執行上，本文將以下列理論觀點為詮釋依歸。
第一，重視閱聽人透過在地化位置所帶來的意義詮釋。本文關注閱
聽人對於《一八九五》媒介文本意義的詮釋，特別是婉轉延伸自媒介內
容而產生出來的娛樂性歡愉經驗，包括藉此產生浪漫幻想或逃脫現實壓
力等。Ang（1985）以情緒寫實主義（emotional realism）來詮釋閱聽人
對於電視影集《朱門恩怨》（Dallas）的收視行為，她認為即便影集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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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滿著不符合真實世界指標的華麗衣著、奢侈生活、浪漫情節等，但是
人們仍可進入自己的夢想而獲得情緒寫實主義下的歡愉。Storey（1999）
指出，Ang 的研究翻轉文本的外延義（denotation）與內含義（connotation）之間的關係，原本內含義經常必須建構在人們對於外延義基礎的
認識之上，但是 Ang 指出即便人們認為文本的外延義是不真實的（如該
影集裡面華麗奢侈的生活，根本不可能發生在日常生活之中），但是內
含義仍可以被視為是真實的接受，進而享受情緒寫實主義的歡愉。
對於電影媒體扮演的娛樂性功能來看，娛樂性節目經常如同文化工
業產製下的文化罐頭一般，既定的性別、族群或階級的社會刻板印象，
不一定全盤為閱聽人接受。本研究援用 Ang（1985）與 Storey（1999）
的觀點來看，閱聽人是有可能透過符號學的翻轉，跳過外延義的解讀而
享受其情緒性歡愉的可能。
第二，重視在地「詮釋社群」對於媒體使用的意義詮釋。Hobson
（1982）對於電視影集《十字路口》（Crossroads）的研究指出，閱聽
人不是以疏離的身分來觀賞電視，她們對於電視影集的詮釋與批評是植
基於生活經驗，而電視解讀是與日常生活相互交織；Katz 與 Liebs（1984）
對於《朱門恩怨》（Dallas）的跨文化研究，則是指出不同的閱聽人
會分別以特定方式閱讀與詮釋文本，而不同文化背景對於電視劇的同
理性與解讀亦不相同。這兩個研究都同時強調閱聽人所屬的詮釋社群
（interpretative communities）對於閱聽行為與意義解讀的影響。
青少年閱聽人的媒介解讀經驗，亦不是疏離自生活裡的詮釋社群之
外。濃密的親屬關係、人際互動與學校生活裡的同儕群體等，都會對於
媒介解讀意義產生相當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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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關注青少年閱聽人的反身性思考。
Alassutari (1999) 指 出， 接 收 分 析 應 重 視 在 日 常 生 活 中 媒 體 扮 演
的角色，特別是閱聽人關注自己身為「閱聽人」角色的「反身性（
reflexivity）」思考。Morley(1999) 認為，應當重視閱聽人對於自己的道
德反思面向，因為閱聽人對自己閱聽行為的道德判斷，會影響他們的意
義詮釋過程；當「收看電視新聞，被視為是獲得重要訊息的管道」時，
新聞節目的收看便容易成為市民責任之一。Hoijer (1999) 提出，閱聽人
的後設觀點（meta-perspective），即人們談論自己作為閱聽人經驗的態
度，會使得他們產生不同的觀看策略；而人們經常以道德眼光來判斷自
己觀看電視的行為，當媒體訊息內容被視為是嚴肅資訊來源時，閱聽人
會投注較多的心靈驅力，當媒體閱聽行為（如觀看戲劇節目）被視為是
心靈休憩時刻，人們便會嘗試讓自己放棄道德責任思考、讓煩惱暫時關
在門外。
因此，青少年閱聽人對於《一八九五》裡的完美英雄與明確族群邊
界，他們是如何思考？會不會藉由電影的觀看來反思自己所在的族群位
置？他們的族群經驗又是如何影響其對於客家電影的詮釋？研究詮釋過
程，本文將重視青少年的反身性思考，透過理解他們思考的脈絡來了解
客家電影在族群關係傳遞的意義。

三、研究方法與步驟
本文的研究重點，將以青少年閱聽人為核心，探索其對於客家電影
之客家形象的解讀與詮釋。以閱聽人研究的取徑而言，本文將「解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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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詮釋」細分為兩種層次的閱聽行為。解讀是第一層的分析層次，是
指閱聽人直接面對媒體文本意義的認知、理解與態度，偏屬於第一代接
收分析（Hall 1984; Morley 1980）製碼與解碼模式的概念，是閱聽人相
對於文本優勢意義的解釋。詮釋，則是屬於第二層的分析層次，是指閱
聽人將文本意義放入日常生活當中所進行的意義詮釋，換言之，文本優
勢意義如何放置入情境脈絡下進行解釋，成為研究分析的重點；此研究
概念則是受到第二代以及第三代接收分析研究對於日常生活脈絡的重視
（Hobson 1982; Katz and Liebs 1984; Ang 1985; Radway 1987; Silverstone
1994; Abercrombie and Longhurst 1998）。
因此解讀，是相對於媒體文本而生的，是屬於第一層次的閱聽行
為；詮釋，是坐落於日常生活脈絡的情境之下，是屬於第二層次的閱聽
意義。整體以接收分析典範而言，閱聽人研究執行的步驟，應先找出
隱藏在文本結構下的優勢意義，再針對優勢意義的框架，進行閱聽人解
讀立場的瞭解。
為了剖析閱聽人與文本之間的互動關係，雖然是閱聽人研究取徑，
但須先針對文本進行優勢意義的解析。本研究依據接收分析典範的研究
精神，採取三階段的研究步驟，分別是透過文本分析找尋優勢意義，透
過焦點團體訪談與深度訪談蒐集閱聽人的解讀與詮釋。
第一步驟，找尋文本的優勢意義。
文本優勢意義的分析，以融合 Fisher (1978)、Foss (1989)、Chatman
(1978)、Rybacki 及 Rybacki (1991)、Campbell (1948, 1997) 的 敘 事 分 析
與英雄原型分析為原型，並將研究重點放在客家認同的塑造，嘗試解析
《一八九五》塑造出來的客家英雄意象與族群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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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步驟，進行焦點團體訪談。
為了瞭解客籍身分與成長經驗對於客家電影的詮釋影響，本研究將
閱聽人分為「客家」與「非客家」兩類（分類方式採取自我族群認定方
式），進行焦點團體訪談後。
在正式進行閱聽人研究之前，本研究曾聯絡桃園楊梅高中（客家）
與臺中豐原高中（非客家）的電影社進行前測，首先播放電影後，進行
焦點團體訪談。前測時發現，楊梅雖然是客家庄，但楊梅高中電影社成
員多數不是客家人，再者，高中的電影社團彼此關係並不熟稔，座談時
無法有較多的交流與反應，而且社團活動時間並沒有強制性關係，學生
在觀看電影同時也在睡覺、閱讀書籍等，影片並無法獲得較多的回應。
在前測經驗的累積之下，本研究重新招募自願參與之客家組與其他
非客家組各 8 名受訪者。為了活絡焦點團體訪談時的討論氣氛，每組成
員之間是彼此互相熟識的，客家組是彼此的國中同班同學，非客家組是
高中電子科同班同學。研究執行的地點均在學校教室，首先播放電影
後，進行焦點團體訪談。研究者在播放電影同時，也會觀察閱聽人對於
電影內容的反應，並進行記錄。
第三步驟，深度訪談。根據焦點團體訪談時的發言頻率與內容，本
研究挑選出較有深刻感受與族群觀點的參與者，進行第二階段的個別深
度訪談，個別訪談時間約 1 小時。個別訪談的人數，為客家組 3 名、非
客家組 2 名，共 5 名受訪者。整體受訪者的資料，如文末附錄。
深度訪談，是以半結構式的訪談為主。在研究主持人的導引下，希
望讓受訪者自在地訴說成長背景、客家經驗與影片內容的詮釋觀點。訪
談過程，讓受訪者擁有選擇話題與內容的主導權力，研究者是站在傾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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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立場之下，以便進一步瞭解當代青少年在客家認同形塑上的轉折與衝
擊。

四、研究結果：客家電影的青少年解讀策略
（一）文本的優勢意義
為了懸置被自然化的媒體符碼，本文運用敘事分析方法，拆解
《一八九五》的角色塑造，進一步分析本部電影中的核心英雄人物。
1. 單面向的完美英雄
行政院客家事務委員會在《一八九五》的標案目標，即已釐清本部
電影的核心故事是抗日英雄客家三傑：吳湯興、姜紹祖與徐驤。在敘事
結構的最大特質，在於反「客」為尊，透過敘事角度，彰顯客家人在臺
灣並不是一個「過客」位置，臺灣客家人與原住民、閩南族群一樣，是
這片土地的主人。
在《一八九五》的時空背景下，客家人身兼知識份子（秀才）與武
力領導者（統領），第一男主角吳湯興與第二男主角姜紹祖均是地方名
流、世家弟子，他們放下身段，與領導佃農下人們一同出戰，是典型的
傳統民族英雄的角色，站在為我族類（臺灣住民），因為抵禦外侮（東
洋番）而壯烈犧牲。
心理學家榮格（Carl G. Jung）認為，英雄可以被理解為集體心靈的
原型，而此種英雄原型是人類緩慢出現的自我意識，此種自我意識俱有
強大的轉換力量，讓所有的一切從英雄神異的家世與不凡的出生中表現
出來（Hopcke 1989）。《一八九五》裡客家英雄吳湯興的出身，彰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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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臺灣客家人作為主人的位置，為保衛家鄉、捍衛尊嚴、守護妻兒而捨
生取義，成就了非凡的英雄角色。
在神話故事之中，存在著四種環繞著英雄而存在的角色（Campbell
1948），包括：
1. 引導英雄冒險犯難的歷險先鋒：以黑暗恐怖或令人厭惡的角色，
帶領英雄拋棄過去熟悉的生活，邁向探險，如《一八九五》徐
驤、姜紹祖與土匪等角色。
2. 測試英雄能力與混淆英雄力量的試驗者：《一八九五》缺乏此
類角色。
3. 女神：扮演懲罰與誘惑角色，亦可能演變為英雄人物的保護者
或啓蒙者的角色，《一八九五》的黃賢妹。
4. 上帝或父親：典型故事中父親經常是恐怖經驗或化作食人魔，
給予英雄殘酷試煉，《一八九五》丟下妻兒獨自回唐山的吳湯
興父親即是。
換言之，在《一八九五》的角色塑造裡，缺乏著代表英雄侷限、醜
陋與黑暗特質的試驗者角色。一般而言，英雄會因為試驗者的測試而理
解到自己的缺陷，進而征服缺陷而獲得更進一步的成就。試驗者代表著
是一種界線，只有越過界線才能激起力量。但是，在《一八九五》裡，
吳湯興的抗日英雄行為，是一種以天生宿命的方式呈現，出征前，上至
族群長老、下到佃農長工，無一人對於慷慨犧牲的生命奉獻發出微詞。
唯一民兵阿土之母，對於唯一兒子參戰感到不捨，也因為兒子的曉以大
義而理性接受；英雄們的妻子黃賢妹與滿妹對於丈夫出戰的不悅，也
只是丈夫幾句安撫的話，即可獲得平撫。在《一八九五》裡，英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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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太過理所當然，以天生就是英雄的姿態出現，沒有任何人格缺陷的英
雄，過於神格化而成為單一、扁平型的角色，而非立體、活生生、有血
有肉的實體英雄。
單面向的英雄角色塑造，亦反映在故事結構的鋪陳。英雄歷險犯
難的故事經常分為啓程、啓蒙與回歸等三大階段（Campbell 1948）。
《一八九五》的故事敘事，多半是放在第一階段啓程（召喚、超自然助
力、祈福、試煉、與女神相會等）與第二階段（向父親贖罪、神化、恩
賜等），第三階段的回歸，則是以幻想式的壯烈犧牲與殉情作為結束。
在前兩階段，英雄的冒險會受到不同的挑戰（Campbell 1948），但是這
些挑戰在《一八九五》的故事裡是不存在的，包括：
1. 啓程／拒絕召喚：英雄拒絕放棄對既有生活的依賴與不願改變的
怯懦。
2. 啓程／跨越第一道門檻：決定冒險後遇到的測試。
3. 啓蒙／狐狸精女人：冒險途中引誘試探，試圖阻擾英雄的前進。
這些呈現可能呈現英雄角色懦弱、膽怯、游移不定、沈溺安定等負
面行為描述，付之如缺。影片裡的客家英雄是完美無缺的，沒有真實人
性的怯懦恐懼，在私領域對妻子包容疼惜，在公領域對下屬相敬如賓，
對於征戰沒有猶豫，愛情親情更無法阻擾英雄，出擊必勝，並擁有高標
準的道德情操（如抨擊閩南土匪撿拾日軍武器的行為）。這些人性的試
煉被消除了，相對地也減低故事的緊張懸疑感，而塑造出過於完美的客
家英雄。
2. 明確的族群邊界
《一八九五》的族群分界即相當清晰且明朗。《一八九五》是從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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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子弟的觀點來描繪日本佔領臺灣以前的民運抗日活動，所有的人物可
以依照其語言民系劃分為三類。
第一類客籍人士，包括男主角在內的三位客家仕紳吳湯興、姜紹祖
與徐驤，三者均為世家望族子弟，吳湯興與徐驤更是秀才出身，被描述
為有堅定意志、突破萬難、保衛家園的英雄角色。其他客籍女性角色，
包括女主角黃賢妹在內，都任輔助性角色，她們（母親與妻子）用其沉
穩、能幹、堅韌、深情的性格來協助其丈夫完成夢想與使命。
第二類，是從日本前來接收臺灣的日籍人士，包括日本北白川宮能
久親王與陸軍軍醫森鷗外。在影片的劇情安排下，此類日籍高級將領對
於臺灣的接收懷有人道精神的關懷，是在迫不得已的狀況下而下令屠殺
抗日民運份子。相對於單面向的英雄角色，第二類日本軍官因為多面向
性格的展現而顯得較具人性，例如能久親王雖然殘暴地下達「無差別掃
蕩」的命令，但他同時也積勞成疾、掙扎與糾葛於殘酷的軍事活動。
第一類客家英雄，可以視為是純然的正面角色，而第二類的日籍人
士則是正、反人性同時存在的世人角色。而第三類閩籍人士與原住民，
則被塑造為襯托客家英雄位置的低下人物。閩籍人士，在《一八九五》
之中，被設定無固定住所、居住在山洞內，會強搶民女且未受教育的土
匪，他們說話時無字幕配合，需要土匪首腦的翻譯，而被消音的原住民
身份位階更是低下。
閩籍土匪與原住民，均沒有家庭親屬關係，相對於客籍人士擁有之
強大親屬脈絡（家族體系），他們疏離的親屬關係更被凸顯。掠奪他人
財物的行為，更被視為是有錢客籍人士鄙視為小偷的行為。再者在知識
教育上，土匪們均少小孤寂，獨自生活，未有受教育的機會。相對於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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籍仕紳，閩籍土匪與原住民是沒有親屬、野蠻穴居、知識落後的他者族
群。
有趣的是在影片中，曾有多段閩語與客語之間的對答溝通，包括匪
首林天霸投奔吳湯興時的投誠宣言、土匪囉囉金福因竊取食物被捉的求
饒說詞、林天霸與吳湯興結盟後的真誠對話等，雙方均以其母語（客語、
閩語）說話，雖然語言外顯的發音不同，但其意義均可以為對方知曉。
此種溝通方式，並非是影片錯置的荒謬溝通，而是凸顯出臺灣多語言民
系間、彼此溝通時，可能產生的相互容忍與自我堅持。
然而，對於新一代青少年客家族群，甚或共同生活在同一片土地上
的非客家族群而言，如此集體記憶的重新創造，究竟帶來什麼樣的意
義？這些集體記憶，是如何被消化、吸收、甚或反對、嘲弄呢？青少年
閱聽人的解讀與詮釋，將可以進一步探索。

（二）青少年閱聽人的解讀
綜合焦點團體訪談與深度訪談結果，本文將青少年閱聽人對於客家
電影的詮釋，分為三個層次來進行討論。首先，在解讀策略上，嘲弄與
反諷是青少年常用的解讀策略，特別是對於客家青少年對於自身認同相
關的客家意象。再者，客籍青少年雖然身處於客家鄉的成長背景，但是
亦可以感受到客語作為臺灣弱勢語言的衝突。最後，客籍青少年對於客
家認同的體驗，經常溢出客家電影的文本框架，邁入日常生活經驗的意
義脈絡。
1. 嘲弄與反諷
《一八九五》是嚴肅的史詩型電影，討論的主題是忠勇為國、慷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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犧牲，影片多處描述此種壯烈精神，例如姜紹祖在出征前率領家丁在祠
堂前吶喊：「敢字營，敢就會贏！」吳湯興也率眾舉手高呼：「客家軍！
客家軍！客家軍！」此種客家族群勇敢出征的形象，受到「非客家組青
少年」的肯定，卻受到「客家青少年」嘲弄為不自量力的魯莽行為。
客家青少年對於影片運用大量鏡頭描述的客家英勇形象，給予嚴苛
的嘲弄與批評，他們認為這種描述是幼稚的矯揉做作，觀影過程不斷發
出交頭接耳的竊笑，看到高呼「敢字營，敢就會贏！」的畫面，甚至引
起哄堂大笑的討論。受訪者的編號與背景，請見文末附錄。

H6：愚蠢，哈哈！
H7：感覺好噁心，很好笑，又不是小朋友為什麼那樣喊！
H3：手還要那樣舉，哈哈哈！
H1：可能是要凸顯客家人吧？是客委會拍的啊！
H4：客家軍很遜耶，拿那些武器也想跟人家打。
H3：衣服又穿那樣，跟日本的一比就遜掉了。
H4：打走東洋番！（用客語模仿影片內容）
（眾人大笑成一片。）
H6：哈哈哈，智障。
H2：沒有大腦。（黃如鎂 2009a）

客家青少年以戲謔的方式，來觀賞影片對於軍威與聲勢的塑造，嘲
弄家丁與群眾跟隨客家領袖的吶喊行為是幼稚而愚蠢，舉手呼口號的畫
面是矯情噁心的，特別是吳湯興帶領士兵高喊：「打走東洋番！」的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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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更是數位受訪者都同時低聲笑罵：「白癡」。他們察覺出客委會委
製電影想要塑造客家英雄的企圖，對於原本充滿民族英雄（整齊軍容）、
刻苦犯難（粗糙衣著與武器）的情懷，給予無情的嘲弄，批評客家軍行
事衝動、思考不夠周密，是螳臂擋車的行為。他們對於年紀與自身相仿
的人物姜紹祖，批評特別嚴厲，他們說：

H3：姜紹祖有夠笨，三面有火，剩下沒有火的那一面，一定
有敵軍，還往那邊衝。
H4：很可憐，可是真的很蠢。
H1：19 歲年輕氣盛，不懂事。以為這樣很帥嗎？
H4：到底是美化我們？還是醜化我們？怎麼會那麼笨！（黃
如鎂 2009a）

民族英雄的塑造，在客家青少年的口中，成為年輕氣盛的不懂事行
為，他們對於同為客家族群、與他們年紀相同的客家青年英雄，給予有
貶無褒的嚴厲批判。相對於客家青少年的嘲弄批評，非客家組的青少年
閱聽人，反而正面肯定影片中對於客家英雄的塑造。同樣是「敢字營」
片段，非客家組青少年認為這是一種英勇、不屈服於日本人的表現，雖
然武器裝備都很粗糙，但都是勇氣的表現。他們說：

O4：客家軍很勇敢，不屈服日本人。
O3：拿著菜刀與農具，去與拿著槍枝的日本人打，真的有勇
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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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7：因為勇敢啊，所以叫作「敢字營」。口號很帥，很酷啊。
O2：姜紹祖會想到「敢」這個字，還蠻帥的。一般人都會想
到「威」之類的。我覺得很特別。
O7：敢字營，感覺都很屌。為了族人奮勇殺敵，我們做不到
的。（黃如鎂 2009b）

「敢」字在電影裡發音乾淨俐落，有「敢人所不敢，為人所不為」
的意思，讓非客家組的青少年感覺到英勇瀟灑的帥勁，對於年紀才 19
歲的姜紹祖能夠拋家棄子參加戰爭，感到敬佩，是自己無法達到的付
出。
除了對客家英雄批評之外，客家青少年對於影片呈現的明顯族群階
層關係，有著較高的敏銳性與批評。如同對於完美客家英雄形象的批
評，客家青少年對於原住民在《一八九五》裡的位階低落，也感到不滿
與無奈，他們說到：

H4：原住民在影片裡，就是騙吃騙喝，都咿咿啊啊地不會講
話。
H1：對啊，就是被使喚的角色。
H4：只能聽客家人使喚的人，都要聽客家人的話。
H1：出錢的是誰，就可以把誰拍的好一點啊。…
H8： 真 的 最 怪 的 就 是 原 住 民， 都 沒 有 講 話。 平 常 遇 到 的
原住民都很開朗，輪廓很深，並不會很沈默啊。（黃如鎂
2009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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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家青少年察覺到影片中被消音的原住民語，以及只能喝酒吃肉、
聽從使喚的原住民位階。身為唯一俱有原住民血統的非客家人組 O7，
對此現象則不願意多談，他只是無奈的表示，因為他是班上唯一原住民
而備受關注，他說：「社會課常常被叫起來回答一些原住民問題，超可
憐，很累。」不只是原住民被弱化的位階，閩籍族群被視為是攔路強暴
婦女的土匪角色設定，同樣也受到客家青少年的批評。這些隱藏在英雄
主義之下的族群階層關係，並非一成不變地被納入閱聽人的認知系統之
中，客家青少年因為與電影預設之主流族群身份，而對於此種族群位階
關係，顯得更加批判。
以 Hall(1980) 的製碼解碼模式來看，《一八九五》裡塑造出來的主
流優勢意義，是單面向、神格化的客家英雄，是試圖在當代社會裡透過
客家三傑故事的傳遞訴說來修訂、創造、維護客家集體記憶與認同，但
是青少年閱聽人在面對此種優勢意義的框架時，卻是跳脫出意義製碼者
的設定，特別是客籍青少年。非客家組的青少年，採取的解讀位置是認
同主流優勢意義的優勢解讀，他們把客家電影當作是另一段臺灣歷史的
閱讀，態度是輕鬆而愉快的。
然而，客家青少年反倒是拆解主流優勢意義框架、採取抗拒式解讀
位置，他們鋒利而尖銳地指出過度完美的客家英雄形象，批評過於煽情
氾濫的影像語言，因為客家人身份反而對客家電影有更深刻的反思與要
求。為什麼客家青少年對於客家集體記憶塑造的客家電影，會如此的敏
感與尖銳呢？從《一八九五》作為客語電影位置的討論，或許可以獲得
進一步的瞭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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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語言與傷痕
《一八九五》不只是客家電影，更是純然以客語為主的客語電影。
對於以客語為主要論述語言，兩組閱聽人都沒有強烈反應，換言之，論
述語言並沒有造成溝通的助力或障礙。嚴格來說，非客語組的青少年閱
聽人對於客語的迴響比較熱烈，他們會在影片開始播放前的十分鐘，跟
隨著主角對話，覆頌著簡單的單字，彼此間還有熱切地回應。相對於此，
客家青少年感覺比較淡然，彼此間並沒有特別反應，受訪者 H4 的話語
可以作為代表：

看電影不會在乎語言吧！客家就是語言的一種，不會特別想
聽或引起注意。用客家話拍，不會比較好看，我覺得沒有必
要。每天在家裡都已經聽慣了，我也很少跟爸爸講客家話，
只有阿婆看客家山歌類的節目，我都「撙（轉）掉」。（黃
如鎂 2009a）

客家青少年對於客語發音，未有太深刻的情感體驗、驚奇或褒貶，
也沒有因為貼近家中日常生活的使用語言而感到溫暖。同樣的，非客家
青少年也認為語言並不是影響影片評價的最大元素，觀看客語電影對他
們而言，如同觀看外語影片一樣，「看字幕就懂了，不會注意到客家話
在說什麼？像是在看法國片《終極殺陣》一樣（O5）」。
然而，客語電影對於客家青少年的存在意義，並不是直接面對文本
解讀而生，而是客家青少年透過客語電影解讀進而產生的反身性思考而
來。如同 Hobson (1982) 所言，閱聽人是站在日常生活經驗之下對於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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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影集產生意義，客語電影的意義，亦不在於語言是否終極協助電影美
學的展現或者是電影內容的溝通，而是在於閱聽人因此而對於客語成為
社會隱性層面的思考。林彥亨（2003）、張維安（2006）曾經指出，客
家族群經歷從農村挪移到都市之背離故鄉的切割經驗，在面對國語化、
福佬化的雙重壓力之下，客家人隱身在其他族群之間，逐漸喪失語言、
文化與自信心。
新一代的客家青少年，雖然沒有背離故鄉的經驗，但是面對主流語
言的壓力與年長世代的客家人是一樣的，客語電影《一八九五》的觀看
意義，也在於他們透過自身所屬的同儕（詮釋社群）討論時所抒發的語
言壓力與文化衝突。
本次研究執行的地點在於桃園縣楊梅鎮，而桃園是個閩、客混居的
族群聚合點，在族群自我認同上，存在著「北閩南」、「南客家」現象
（全國意向股份有限公司 2004）。在國民黨為了避免地方派系獨大為
先政權的施政政策下，桃園是採取閩客輪流執政的雙派系主義（陳雪玉
2002）。在此種背景下，客家青少年的成長世代，雖然沒有遭遇直接族
群衝突，但是文化間的衝突，依舊帶給敏感成長中的客家青少年語言使
用的創傷經驗。這些創傷經驗，隱約而含蓄地輾轉在《一八九五》討論
過程呈現出來。
如同在與客家青少年討論客語電影的意義時，他們所表現出來的不
屑與嘲諷態度，其實是日常生活中客語使用所帶來之衝突與創傷的輾轉
顯現。如同 H4 認為本土電影「不」需要以客語來發音，因為「客家話
土，不要、也不用刻意講。」客家話，被視為是「土」的象徵，是在家
中私領域而非公共場所（學校或電影）的溝通語言，存在著此種想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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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家青少年多半伴隨著眾多因語言而受創的經驗。多數客家青少年都曾
提及，當他們離開客家鄉鎮、前往族群混雜的高中就讀時，都曾經被指
出「你講話怪怪的」。青少年時期正面臨自我認同的階段，特別在乎同
儕互動，這種被指出發音腔調的問題經常帶來尷尬，他們說：

H4：「丟」東西的「丟」，經常會唸成「低 U」。
H2：我剛去學校的時候，講話都會被同學笑，害我都不敢講
話。他們都說我有客家腔。
H1：還有「油」，講一講就變成「you」。（黃如鎂 2009a）

於此，語言不再只是語言，語言腔調成為正統、非正統，正確發
音、不正確發音的劃分工具。接近教育體系、字正腔圓的國語者，因而
被視為是正統的一方，因為熟練客語發音方式而腔調不夠正統者，因
而感到身份低落。同樣的情形也發生在「臺灣國語」的嘲弄（周婉窈
1995）。
當客語電影《一八九五》螢幕上出現的客家生活與客家語言時，無
形中也勾起客家青少年的創傷記憶，使得他們有意識地站在對立解讀的
位置，以諷刺、嘲笑的方式來遮蓋與掩飾生活裡的創傷記憶。客家青少
年族群對於《一八九五》的解讀，也因此充滿著青少年式的反叛痕跡，
他們公開、主動而積極地反對使用客語、嘲諷客家英雄等解讀立場，可
視為客家青少年在面對創傷記憶的自我防衛機制。
語言與生活的族群印記，會產生世代相傳。受訪者的父執輩為避免
子女在公共場合裡說客語會遭受歧視，所以在私生活領域也儘量不傳授

167

Global Hakka

全球客家研究

Studies

客語，而這一代的青少年雖然經歷客委會推動、客家母語教學推廣、客
語考試認證、客家文學歌唱演講比賽等相關活動，但仍然會因為客家腔
而隱藏客家身份。相對於「臺灣國語」因為近年來臺客風潮而脫離被嘲
弄的位置，「客家國語」卻依然讓新一代客家人噤口，客家青少年在公
開場合有意避免客家身份的彰顯，也再度呼應著徐正光（1999）、林彥
亨（2003）、張維安（2006）客家族群的自信心仍不復見。
3. 日常生活經驗下的認同共鳴
對於媒體蘊含的主流優勢意義，閱聽人不一定是順從的；大眾傳播
媒體所設定的解讀框架，也經常因為閱聽人的生活經驗或詮釋社群而受
到拆解與重組。《一八九五》在客委會與導演製片公司的設定下，雖然
故事主軸是以傳頌客家三傑的歷史英雄為主，但是閱聽人在解讀的過程
之中，卻不一定覆頌著文本設定好的客家英雄故事，逃逸出文本框架外
的解讀，成為觀看電影的樂趣來源，也是意義生產的重要機制。
(1) 客家本色：日常生活與影片意象的扣連
《一八九五》在塑造客家集體歷史記憶的同時，也在進行客家人本
性的描述。雖然何謂客家人共通的人格特質，仍然存在著眾多討論的空
間（張維安、謝世忠 2004；彭文正 2008）。但是影片中對於客家庄與
客家人個性的描寫，是受到閱聽人熱烈迴響的議題，這些議題與閱聽人
日常生活中的經驗產生共鳴與回應。
首先，是影片中金廣福姜紹祖出征前，在廳堂大宴賓客的畫面，炊
煙裊裊，剁雞、切肉，滿桌豐富的菜色，流水席般地擺設出來。面對影
片中如此豪氣的熱情，客家青少年倒是回想起自己因為客家人而被指稱
「小氣」或「吝嗇」刻板印象的經驗。H7 說：「每次不肯請客時，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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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被說：『你是客家人喔！』」，H6 接著說：「對，節儉省錢的時候，
也會被說是客家人，很討厭。省錢有什麼不對？我又還不會賺錢。別的
族群省錢的時候，為什麼不會被說？」因為勤儉而被標示為小氣刻板印
象的經驗，是所有客家青少年組共同的怨念；這種來自其他族群任意帶
著貶低詞彙的張貼，也成為客家青少年汲汲擺脫的客家意象。
相對於此，在廣場辦桌、祭祀祈福的熱鬧場面，是客家族群共同經
驗。因為宗族聚居、共同祭祀而帶來的家族團聚情感，是客家族群相互
凝聚的依據，年節祠堂祭拜的家族大事、歡欣鼓舞的氣氛，都存在於青
少年組日常生活裡的經驗。

剁雞的畫面很熟悉，我超愛吃白斬雞的。過年、端午、清明，
特別跟阿婆講，她就會一半煮雞酒、一半留下來做白斬雞給
我。沾桔醬很好吃，我超期待的。（黃如鎂 2009a）

H8 的話語中透露出興奮與喜悅，因為影片畫面與生命經驗結合的
方式而產生共鳴。《一八九五》古宅夥房聚落、宗族祭祀活動等畫面描
述，成功地傳遞客家大宗族藉由聚居、祭祀而凝聚的團結意識，這些年
節歡樂氣氛與親情的愉悅也因此成為客家的情感商標。
不只是宗族祭祀的印記，客家夥房建築，也成為客家青少年津津樂
道的情感依歸之一。《一八九五》拍客地點在新埔金廣福，此建築傳承
客家人原鄉的圍龍屋精神，以廳堂為中心點，不斷延伸房間、但內部仍
然相通的內廊式夥房，具有宗族聚集而居的團結精神。父親擔任建築師
的 H8 說，她父親雖然蓋了許多現代是房屋，但是仍然想蓋一棟古老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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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式的住宅，因為：「阿公、阿婆可以一起住，叔叔也可以住一排。買
塊地、蓋起來，大家都可以住在一起。」
文化是透過不斷重複而延續，文化的透徹性是實現在日常生活極致
的重複性，這些重複文化活動的累積，複製與傳遞意義（Lull 2000）。
客家夥房、宗族祭祀的重複累積，彰顯並傳遞客家文化的意義。客家青
少年日常生活經驗與《一八九五》影片內容相互呼應時，文化意義的傳
遞便得以流轉；閱聽人既存經驗（夥房建築、宗族祭祀）定錨影像符號
意義，客家文化特質因此產生共鳴。
(2) 性別再現
閱聽人並不是一成不變地擁抱媒體優勢意義的全部，在面對隱藏在
媒體影像中的意識形態時，閱聽人是以自身的生活經驗對於媒體影像進
行闡述與構連 (articulate)，進而可能鬆動優勢意義結構，產生新的解讀
意義 (Rojek 2005)。由於《一八九五》裡再現的性別角色，是歷史故事
裡的傳統婦女形象與僵硬的兩性互動形式，正在探索性別角色位置的青
少年們無論是客籍與否，都持反對立場。
為了襯托客家三傑的英雄角色，《一八九五》裡的女性角色是典型
的客家女性的塑造，一方面是溫柔婉約、輕聲細語，另一方面又是刻苦
堅強、強悍持家，是完美的傳統女性理想典型代表。劇中女主角黃賢妹
幫夫婿吳湯興洗腳的橋段，引起兩組閱聽人都不滿。非客家組閱聽人
們，交相批評說：「女人沒有地位，好可憐。（受訪者 O8）」、「幹
嘛不自己洗，是沒手沒腳嗎？（受訪者 O2）」。同樣的，客家閱聽人組，
也斥責讓女生替男生洗腳的行為，認為這是一種性別上的污辱，他們說：
「大男人的樣子，很幼稚。… 女生洗腳，是污辱吧！怎麼可以叫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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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老婆來洗腳。（受訪者 H4）」、「客家女生是很有主見、有自己的
堅持。但是也沒有像傳統的那樣順從。（受訪者 H2）」上述四位受訪
者均是男性，這也顯示，即便是男性閱聽人也是反對傳統女性角色的刻
板印象，男尊女卑的觀念與柔順依從的女性形象在當代青少年族群不受
歡迎的。
然而，傳統客家族群的性別分工、甚或重男輕女的現象，也在客家
青少年的訪談中娓娓道來。客家年節的祭祀，是以男性為主祭，女性是
從旁準備祭品與輔助的角色，對於青少年而言，男孩子覺得是「只有男
生可以去」的驕傲（受訪者 H1），女孩子卻相對地感覺到失落。客家
青少女 H8 說到：

年節祭祀，爸爸、弟弟、堂哥、堂弟，是一定要報到的。頂
樓的祖先堂早晚要拜拜，只有他們才能上去。以前我會說，
為什麼哥哥可以、但我不行上去拜？阿婆就說女生不行。有
一次，我硬要跟哥哥上去，阿公就故意叫我去外面採菜。（黃
如鎂 2009a）

以男性為祭祀血脈的系統，延伸影響到日常生活中祖孫互動的關
係，曾經與客籍祖父母相處經驗的青少年皆明顯察覺到「重男輕女」的
傳統思維。父母雙方均為客家人的 H4，得意洋洋地訴回憶著自己享受
特殊疼愛的經驗，他說：

我小時候是給阿公、阿婆帶大的，與堂哥、堂弟、堂妹們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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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總共六個小孩。每次阿公或阿婆給零用錢時，都會等女
生跑出去玩的時候，偷偷塞給我們男生。哈哈，蠻重男輕女
的。（黃如鎂 2009a）

H4 開心地訴說著過往領取零用錢的經驗，他覺得阿公很可愛，雖
然很愛每個小孩，但確實對男生「比較好」。父親為閩籍、母親為客籍
的非客家組閱聽人 O2，亦描述在他成長經驗裡，外婆去學校接表弟、
表妹下課放學回家時，會先幫男生「拿書包」，很明顯地有重男輕女的
表現。如同柯瓊芳（2013）研究發現客家女性對於母職的支持與期待一
樣，這些日常生活的細節，回扣到《一八九五》宗族祭祀與妻子幫夫婿
洗腳的片段，兩者共鳴在「重男輕女」的傳統思維震盪。

五、結論
媒介，不只是再現真實，它同時也是創造真實。與其說史詩性電影
《一八九五》是再現客家三傑領軍抗日的義勇事跡，不如說它是在創造
臺灣客家族群共同源起的集體記憶。如同族譜對於特殊祖先的遺忘、強
調、剽竊，甚或創造，都是集體記憶存在的樣貌，這些族群變遷與形成
的描述，成為族群共同源起的想像與凝聚力量（王明珂 1997）。
久遠的渡臺移民史，唐山過臺灣等對於新一代臺灣客家人已經失去
新意，共同的歷史與集體記憶已經不復存在。被消音的客家移民族群，
需要一個鮮明、孔武有力的吶喊聲音。客家人在渡臺遷徙的過程中仍然
是「客」的身份，但是若是將集體記憶起源定在《一八九五》這個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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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客」不再只是客，而是一群擁有土地、情愛、知識的在地熱血青
年。
客家三傑的故事，如導演洪智育所說，原本是個「冷門的歷史」（盧
家珍 2009），早期客家在臺灣的傳說故事與歷史痕跡在社會集體記憶
裡是隱藏與潛伏的部分，這些潛藏歷史可以得由社會精英提供重新翻
修、加強、再度宣揚的可能，而客委會、原著李喬、導演洪智育等人即
是扮演社會精英的角色，透過《一八九五》客家電影的創作與傳播，如
同重修客家集體族譜一樣，重新因應社會變遷來調整集體記憶。
閱聽人，是包裹在社會位置來解讀媒體訊息，媒體文本蘊藏的優勢
意義，並不像拋球傳遞一樣，並無法由訊息傳送者拋出、讓閱聽人來進
行接收。意義，是擺盪在文本與閱聽人的共構互動之中，媒體文本懷抱
著媒體製作團隊的知識結構、專業技術與意識形態來塑造意義，而閱聽
人會根據自身所在的社會位置，拆解文本優勢意義，賦予另一套解釋文
本 的 意 義 框 架（Jensen 1996; Abercrombie and Longhurst 1998; Schroder
1999; Hall 1980; Morley 1980; Hobson 1982; Katz and Liebs 1984; Radway
1987; Silverstone 1994; Ang 1985; Storey 1999; Alassutari 1999）。即便是
智識發展中、正在尋求自我認同位置的青少年亦同，他們仍然擁有掌握
拆解文本、撼動優勢意義的能力。
總結研究發現來看，客家電影青少年閱聽人解讀的分析，由小到
大，可以分為三個層次，分別是文本優勢意義、閱聽人面對文本的解讀
策略、閱聽人日常生活脈絡的詮釋意義。三者之間的關係，如下圖所示。

Global Hakka

173

全球客家研究

Studies

圖 2 客家電影青少年閱聽人的解讀層次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第一層也是最核心的層次，是影視媒體文本的優勢意義。客家電影
《一八九五》的文本優勢意義，透過歸納出「完美的客家英雄」與「清
楚的族群邊界」等兩點。第二層，是閱聽人直接面對文本優勢意義的解
讀策略，研究發現客籍青少年展現著青少年特有的反叛姿態，以「嘲弄
與反諷」作為解讀策略，隱約吐露著客家語言使用經驗的傷痕。第三層，
則是回到閱聽人的日常生活情境脈絡下，來探討生命經驗與影片的共
鳴。
客家電影《一八九五》，在經歷國家語言政策限制、客語運動復興
之後，磅礡大氣的製作成本與陣容，肩負起復興振奮客家族群認同的責
任。因此，無論是在題材的選擇（客家三傑）、語言的使用（客語為主
述語言）、場地的設定（新埔金廣福夥房建築），都在在凸顯出透過臺
灣客家光榮歷史記憶重新凝聚客家認同的企圖。原本在國家語言政策下
被消音的客家族群，透過客家英雄孔武有力、慷慨壯烈的鮮明形象，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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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土地、情愛、知識與親情家鄉。
此種重建客家集體記憶的野心，反映在媒體文本之故事形塑過程。
透過文本敘事分析，本文首先發現，《一八九五》建構出來的客家英雄
是個完美的單面向英雄角色，他們反轉客家人是遷移到臺灣的「過客」
位置，而以身為臺灣土地「土地」主人的位置，保衛家鄉、捍衛尊嚴、
守護妻兒，最後捨生取義，進而成就非凡的英雄角色。由於過於完美無
瑕的設定，同為英雄角色可能有的懦弱、膽怯、游移不定、沉溺安定等
負面描述，相對缺乏。客家英雄們面對戰爭，沒有恐懼怯懦，面對妻子
則是深情包容，既擁有統領土地與部屬的領導能力，又具備高級知識分
子的道德情操。這些過於完美無缺的角色描述，減低故事的懸疑緊張，
也減低客家英雄的立體人格，造成神格化的英雄角色。
再者，為了襯托客家英雄角色的位置，其他族群位置也相對以較為
低落的方式呈現。影片中出現的其他族群包括日籍軍官、閩籍土匪與未
開化的原住民等，在族群邊界的劃分上，是具有明顯的區隔性與階層關
係，以客籍人士最高，日、閩、原等族群依序次之，階層關係展現在知
識、家族關係、道德涵養等面向。
若將《一八九五》的敘事結構視為是客家族群透過媒體重新創造集
體歷史記憶與認同的呈現，那麼，此種故事結構在閱聽人詮釋方面，卻
有令人出乎意外的研究發現。特別是在客家青少年閱聽人的解讀，一面
倒地對於影片中展現的客家英雄與族群階層，展開嚴厲的批評與抨擊，
他們嘲笑出征前的集體精神吶喊（用客語模仿口號「打走東洋番」）、
壯烈犧牲的角色設定（姜紹祖陷入敵軍陷阱）、貶低其他族群（特別是
被消音的原住民），以諷刺、嘲弄的態度來面對原本被設定為客家集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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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記憶與認同的設定（客家英雄與族群位階）。
相對於此，非客家青少年組，反而是站在主流優勢位置，欣賞與理
解客家歷史上的英雄故事。非客家青少年組的解讀態度，是平淡而溫
和，保有好奇心地認識另一個族群文化，即便該族群文化的媒體影像隱
藏著族群階級或重男輕女等優勢意義，也並未指出或者是進一步討論。
認同的對抗，只有發生在切身相關、有認同感受的客家青少年身
上。客家青少年是站在對抗性解讀位置，拆解影片優勢意義框架，鋒銳
指謫過度完美的客家英雄，嚴厲批評煽情的影像語言，他們因為自己
「身為客家人」而對於客家電影有更高度的期待與要求。因為他們更理
解客家文化，更以圈內人的角度進行批判。
進一步分析客家青少年對於客家英雄故事的敏感與尖銳，來自於公
領域所遭受的語言創傷經驗。雖然新一代客家青少年歷經客委會支持、
客家母語教學、客語考試認證、客家文學歌唱比賽等客語推廣活動，但
是在進入族群混雜的學校空間時，面對字正腔圓、高正統性的國語教
學，「客家腔」的發音慣性造成同儕間的注目而帶來尷尬。這種尷尬被
潛藏在生命經驗裡，客語發音、描述客家英雄的客家電影勾引起此種創
傷經驗，讓客家青少年不由自主地站在對立位置，以諷刺與嘲笑來進行
遮掩。
客家青少年對《一八九五》客語經驗、客家英雄以及族群階層的解
讀，充滿著青少年式的反叛痕跡，他們主動、公開、激進地反對使用客
語作為電影主述語言的必要性，嘲諷客家英雄不具人性的完美形象等，
都可以視為是客家青少年在面對創傷經驗的自我防衛機制。因此，以
「嘲弄與反諷」作為面對客家電影解讀策略的客籍青少年，並非全然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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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流失的客家族群，應該說，客家認同是透過這些解讀策略隱約、婉轉
地進行展現。
最後，必須一提的是，電影創作者與閱聽人解讀之間、不可抹滅的
世代差異。客家電影《一八九五》是改編自臺灣客家重要文學家李喬的
作品《情歸大地》。李喬出生於 1934 年，而本研究所分析的青少年，
多數出生在 1995 年左右，兩個世代有著 60 年的成長背景差距。李喬曾
描述《情歸大地》以客家話創作劇本，是為了表達「客家人的共同焦慮」
（黃惠禎 2010: 187），而新一代的年輕人不曾面對李喬的焦慮，他們
反而是共同經歷了更多族群融合的經驗（如與原住民相處）或性別意識
的萌發等。族群認同原本就是流動的，客家閱聽人對於客家人男尊女卑
的自我檢討、不需排他性的建立客家認同（要比閩南或原民更優秀）等，
都是當代年輕世代客家的認同特質。此種不同世代的成長經驗，促成媒
體文本創作端與閱聽人解讀端兩者之間的衝撞，讓媒體生產意義的機制
產生眾多流變的可能，也讓客家認同產生更多豐沛而多元的可能。

謝誌：本研究受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的補助，計畫名稱是《流行文化與
全球客家的形成：以客家影視文本的生產、傳佈與接收為例》（計畫編
號為 NSC 103-2420-H-009-002-MY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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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受訪者資本資料表

加網底者，是有進一步進行個別的深度訪談者。

客家組受訪者

代號
H1
H2
H3
H4
H5
H6
H7
H8

性別
男
男
男
男
男
女
女
女

父
客
客
客
客
客
客
客
客

母
閩
客
客
客
客
客
客
客

母語能力
聽說皆佳
聽
聽
聽、說
聽、說
聽
聽
聽

個性描述
活潑開朗，積極樂觀，好打抱不平。
溫和質樸，勤奮好學，個性沈穩。
進退靈巧，個性散步，脾氣較衝。
開朗大方，孩子氣，家庭富裕。
溫和少言，團體中的沈默份子。
剛毅好強，中性打扮，自揭同志傾向。
樸素規矩，成績優秀。
國語文能力佳，自我意識強。

非客家組受訪者
代號
O1
O2

性別
男
男

父
閩
閩

母
客
客

O3

男

閩

客

O4

男

閩

閩

O5
O6
O7

女
男
男

閩
閩
原

外省
客
原

O8

男

閩

閩

母語能力
閩客皆不懂
閩南語佳
客語略懂
閩南語略懂
客語不佳
閩南語略懂
客語不佳
不佳
不佳
原民語不懂
閩南語佳
閩南語佳

個性描述
身材削瘦，愛看課外書與打球。
活潑熱心，發言踴躍。
斯文氣質，成績優異。
容易與人相處，愛游泳。
班上唯一女生，中性打扮。
行事作風浪漫隨意。
葛瑪蘭族原住民，小麥膚色，黑框眼
鏡，體格粗獷，活潑好動。
天真活潑，笑點很低，愛玩遊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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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客家廣播媒體之組織
資訊傳播科技的使用研究
李美華 *
國立交通大學傳播與科技學系教授

本研究採用內容分析法與深度訪談法，分析臺灣三家中功率客家廣
播電臺：「寶島客家廣播電臺」、「新客家廣播電臺」及「大漢之音廣
播電臺」使用社群媒體對外溝通，以及使用資訊傳播科技進行組織內部
溝通的現象及成效。本研究分析三家電臺之臉書專頁或臉書社團所產製
的貼文內容，並訪談三家電臺的管理階層。研究結果發現：三家電臺的
臉書貼文類型以資訊型訊息為最大宗，最少的是行動型訊息。至於臉書
訊息所提供的效益，則以社會心理為最大宗，金錢的效益最少。三家電
臺成員在組織內部溝通的資訊傳播科技方面，會使用 LINE、E-mail、
Google Drive、電話、手機、Fax，以及臉書。組織資訊傳播科技之於三
家電臺之對內與對外的組織傳播過程，具有相當正面的自我評估與認知
效應。

關鍵字：客家廣播電臺、電腦中介傳播、資訊傳播科技、社群媒體、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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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n the Applications of the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ies for the Hakka Radio
Broadcasting Stations in Taiwan
Meihua Le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Communication and Technology,
National Chiao Tung University

The current study examines the impact of computer-mediated
communication (CMC) on the Taiwanese Hakka radio broadcasting stations
in terms of their uses of the social media (Facebook), as well as the uses of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ies (ICTs) in the organizational
communication processes.
The current study employs methods of content analysis and in-depth
interviews to three mid-power FM Hakka radio stations: Formosa Hakka
FM93.1 in Taipei, New Hakka Radio FM93.5 in Taoyuan, and Voice of
Hakka FM97.1 in Miaoli. Specifically, the current study analyzes the content
of the postings of their social media (Facebook page or Facebook group),
and conducts in-depth interviews with the management of the three radio
stations to investigate the proposed research question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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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esearch findings indicate that the target radio stations apply social
media (Facebook) to communicate to the public mainly by posting
informational type of messages and mostly providing with socio-psychological
benefits through the postings. The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ies including E-mail, LINE, and Facebook are frequently used
by the management and employees of the three radio stations to facilitate
organizational communication effectiveness.

Keywords: Hakka Radio Broadcasting Stations, Computer-Mediated
Communication (CMC),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ies
(ICTs), Social Media, Facebo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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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在全球化與數位化的趨勢下，資訊傳播科技的發展使得地球村的人
們縮短了時間、距離的阻隔（Robertson 1992）。時至今日，不同類型
的新舊媒體最大的改變乃是透過電腦、電訊與資訊傳播科技系統（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ies, ICTs）所組成的電腦中介傳
播（Computer-Mediated Communication, CMC）。資訊傳播科技系統已
成為影響企業組織成員溝通內容與過程的重要媒介。而這股趨勢對於媒
體在組織傳播各層面上的影響實不容小覷。其影響效益所及，包括媒體
的組織文化、組織社會化等面向。此一影響效應的力道與範圍，正如同
新一波的資訊革命，改變了媒體組織內部的經營管理文化以及溝通內容
形式。
在國內外新科技與組織傳播研究領域中，資訊傳播科技系統與電
腦中介傳播系統，兩者所指涉的意義大致相同，亦即是以電腦為基
礎的互動式傳播系統，包括了電子郵件（E-mail）、語音郵件（Voice
mail）、 電 子 佈 告 欄（Electronic BBS）、 以 及 包 括 即 時 通 訊（Instant
Messaging）、社群網站（SNS-Social Network Site）、社群媒體（social
media）等網路通訊以及網路系統。這些資訊傳播科技系統改進了人們
的實體溝通社會基礎建設（管道）（social infrastructure），並且提高
了人們的互動與溝通能力（Fulk et al. 1996; Monge 1998; Olaniran 2001a,
2001b; Solomon 2001）。
由於全球化與數位化的趨勢銳不可擋，不同企業組織為了因應這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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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流趨勢，無論在組織結構、組織系統，或組織溝通上都產生了變化。
當今企業組織的成員不但分處不同空間位置，文化背景也不盡相似。因
此，許多企業組織都以電腦中介傳播系統做為重要的溝通平臺，藉由結
合經濟、便利的方式，連結不同地區的工作團隊。但在享受溝通便利之
餘，又由於資訊傳播科技的去線索（cues filtered out）特質，組織成員
透過資訊傳播科技系統溝通時，面對的卻是傳播互動過程中更多的差異
性與複雜性，而使得溝通過程中有了更多挑戰（Jarvenpaa and Leidner
1999; Keenan and Ante 2002）。
另一方面，隨著 Web 2.0 時代的來臨，社群媒體興起，並迅速成為
最熱門的潮流趨勢。公眾參與生產內容的社群媒體，強力挑戰傳統組
織公共關係從上而下的單向傳播模式。McCorkindale (2010) 指出，《財
富》雜誌全球五百強（Fortune 500）的企業中，有 69% 的企業使用社群
網站或社群媒體進行組織傳播的議題管理與公共關係，藉由經營社群媒
體與利益關係人（stakeholders）建立良好關係，並提高組織認同，也做
好企業形象之議題管理。Dijkmans et al. (2015) 則指出，在 2014 年，有
80% 的全球五百強企業使用臉書專頁（Facebook Page），而 83% 的全
球五百強企業每個月使用推特（Twitter）。另有研究指出，高達 97% 的
行銷者會使用社群媒體。1 此外，在美國有三分之一以上的消費者選擇
使用社群媒體，尤其是臉書來跟隨企業品牌（Dijkmans et al. 2015）。
1990 年代初開始，臺灣政府推動多元文化傳播政策，使得原本隱形
的客家族群得以擁有屬於自己的傳播媒體。隨著時代變遷，數位媒體與
傳播科技的發展一日千里。在多元文化的潮流趨勢下，臺灣政府並未自
1

資 料 來 源：http://www.socialmediaexaminer.com/report2014/， 取 用 日 期：2016 年 5 月
2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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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於國際社會，遂行針對弱勢或少數族群的傳播權與媒體近用權訂定相
關政策法規。其中，《客家基本法》於 2010 年 1 月 27 日通過施行，為
臺灣落實多元文化傳播政策建立了重要的里程碑。2
臺灣的傳播政策法規學者曾呼籲，與客家族群有關的廣播電視節目
量不足（劉幼琍 1998），且因為早年政府推動國語政策的緣故，使得客
語流失情況相當嚴重（劉幼琍 1999）。學者亦表示（陳彥龍、劉幼琍
2006: 128），「我國特定族群長期缺乏發聲的電子媒體管道，傳播權益
應予以制度性保障，因此在政策考量上，公視基金會應優先將客家、原
住民電視臺納入公廣集團數位頻道規畫當中」。2010 年頒布的《客家
基本法》及客家傳播政策則是指出，政府除了繼續補助與扶持既有地方
中功率 3 客家廣播電臺之外，也將扶助規劃設立全國性的客家廣播專屬
電臺。政府的多元文化傳播政策如同強心針，使社會各界更加關切客家
中功率廣播電臺的生存與延續（林純如 2012）。
客家委員會所頒布的 97 到 102 年度的客家傳播計畫指出（李美華
2012），政府將「扶助規劃設立全國性客家廣播電臺：協調國家通訊傳
播委員會指配一大功率廣播頻率作為客家電臺使用，並協調行政院新聞
局提出『公共電視法』修正案，將客家電臺納入公共廣播電視集團營
運」；且將「推動北、中、南、東客家地區中、小功率電臺策略聯盟，
串聯『寶島客家』、『大漢之音』、『全球之聲』、『高屏溪』，以及
籌設中之『花蓮之聲』等五家客語指定用途電臺，以及『新客家』、『新
2 《客家基本法》第十二條：「政府應保障客家族群傳播及媒體近用權，依法扶助規劃
設立全國性之客家廣播及電視專屬頻道；對製播客家語言文化節目之廣播電視相關事
業，得予獎勵或補助」。
3 大功率電臺以 60km 為半徑範圍，中功率電臺以 20km 為服務半徑範圍，小功率電臺
則以 10km 為服務半徑範圍。資料來源：http://www.ncc.gov.tw/chinese/files/07051/476_
954_070517_1.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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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勞工』、『苗栗客家文化』、『中廣客家頻道』等 4 家以客語為主要
使用語言之電臺，以聯播方式播出部分時段節目，期使擴大收聽效益，
並提昇客家廣播電臺之競爭力」。
客委會於 2001 年成立後，政府對於客家語言文化的傳承及復振，
得以透過多種面向及先進方式，投注更多資源。除了 2003 年開播的
客家電視臺，客委會所設立的客家影像聲音記錄數位典藏網站「好客
ING」4 亦於 2009 年 8 月正式開站。「好客 ING」多媒體平臺網站將客
家有關的影像聲音做選擇性典藏，包括電視、廣播、音樂 MV、客語教
學影片、客家電影、廣告等，為一最為完整的影音客家文化記錄資料庫
（李美華 2015）。
由於全國性客家廣播專屬頻道尚未成立，政府推動中、小功率客家
電臺之策略聯盟，以製播聯播節目的方式，提昇客家廣播電臺的競爭
力。而既有之中功率客家廣播電臺則是秉持傳承與發揚客家語言文化的
使命，行銷其地區性特有之客家廣播節目品牌。為了增加臺內組織成員
的族群使命感及向心力，並且對外擴大客家文化之傳播效益，這些中、
小功率客家廣播電臺也積極透過社群媒體（臉書）與閱聽人互動。
根據上述背景，本研究採用內容分析法與深度訪談法，分析臺灣客
家廣播電臺使用社群媒體與組織資訊傳播科技的現象與效應。本研究選
取「好客 ING- 客家影音數位典藏網站」中所包括的三家中功率客家廣
播電臺：臺北的「寶島客家電臺」、桃園的「新客家電臺」、苗栗的「大
漢之音電台」，分析此三家電臺的社群媒體臉書專頁或臉書社團之貼文
內容及效益；並訪談三家電臺的臺長及社群媒體管理者，以探究其使用
4

好客 ING 客家影音網路平臺：http://broadcasting.hakka.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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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群媒體對外溝通以及使用資訊傳播科技進行組織內部溝通的現象及效
應。

二、文獻探討
本研究探討臺灣三家著名中功率客家廣播電臺組織成員對內溝通以
及對外與閱聽人互動之電腦中介傳播的現象及成效。以下爬梳相關理論
文獻，包括：電腦中介傳播與組織溝通、組織中的資訊傳播科技、社群
媒體與組織傳播。

（一）電腦中介傳播與組織溝通
電腦中介傳播研究中最具代表性的「線索稀釋取徑」主張（Walther
2011），相較於面對面溝通，電腦中介傳播所傳遞的訊息會失去許多傳
播線索，尤其是包括肢體動作與面部表情等非語文的傳播線索。媒介
特徵模式取徑（media characteristic approach）主張，正因為缺乏了傳播
線索，欲透過電腦中介傳播來建立所謂的「線上」人際關係，基本上
是很困難的（Fulk et al. 1987）。另一方面，社會資訊處理取徑（Social
Information Processing, SIP）則認為，電腦中介傳播所呈現以文字為主
的傳播線索是一種社會資訊，可以用來做為關係判斷的標準，也可以強
而有力地表達情感（Walther 1992）。
資訊傳播科技系列理論（ICT succession）指出（Walther 2011），
資訊傳播過程包含了透過各種形式的傳播方式，包括傳統媒體、面對面
溝通、以及電腦中介傳播。此理論主要關注吾人應如何將資訊傳播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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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預測的傳播效率與組織傳播相結合。其中心論點在於，訊息透過不同
傳播管道而重複地傳播，將帶來較大的傳播效果與效率。資訊傳播科
技系列理論包括兩個部分：（1）系列或單一訊息傳遞（successive vs.
single message transmission）；（2）互補或單一管道使用（complementary
vs. singular channel usage）。Stephens 及 Rains (2011) 的研究發現，當傳
遞說服性質的訊息時，使用互補性傳播管道的效果最佳。
在眾多電腦中介傳播科技系統中，決策支援系統（Decision Support
Systems, DSS)（Komsky 1991） 是 一 套 用 來 規 劃 組 織 當 中 的 團 體 事
務以及協助團體決策的科技系統，屬於資訊管理系統（Management
Information Systems, MIS) 的一支 ，可提供管理階層重要資訊以達成有
效決策，其功能包含簡易資料傳輸功能以及複雜的專家系統功能。團體
決策支援系統（Group Decision Support Systems, GDSS) 則是一個以電
腦為基礎的互動系統，能幫助團體決策制訂者從非結構化問題中找出
解答，透過包括電子郵件／即時通、電話或視訊會議、電子或語音訊
息、以及網路科技的協助，以達到問題解決及團體決策的目的 (Miranda
1994; Bordia 1996; Scott 1999)。
綜觀電腦中介傳播與資訊傳播科技系統在組織溝通方面的應用，可
以劃分為以下三個領域：（1）組織採用與接受科技的因素；（2）對於
組織結構與運作的影響；（3）對於組織成員溝通效益的影響（Sproull
and Kiesler 1992; Trevino and Webster 1992; Barnes and Greller 1994; 趙雅
麗 1999）。若從組織溝通效益的角度分析（Santra and Giri 2009），電
腦中介傳播對組織溝通的影響是全面性的。組織的工作本質早已因為傳
播科技的發展與進步，以及傳播技術的功能而煥然一新。雖然面對面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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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仍然是最豐富的溝通媒介，但因企業的全球化與跨國運作，頻繁的
面對面溝通已變成不可能。電腦中介傳播已取代面對面溝通，成為組織
溝通的主要方式。電腦中介傳播可以迅速即時且快捷地傳遞大量、完
整、重要的訊息。Lowry et al. 的研究（2009）指出，電腦中介傳播的
互動模式可以解釋跟預測其互動性（interactivity）如何增加傳播品質（
Communication Quality, CQ），以及提升電腦中介傳播團體工作的滿意
度（Process Satisfaction, PS）。
此外，由於電腦中介傳播科技具備介面簡單、即時性、匿名性以
及去情境化（decontextualization）的特質（Griffiths 1998），組織成員
的參與通常較為平等，其對於組織結構與運作方面亦造成相當大的影
響（Bordia 1996；吳美瑩 2001；吳筱玫 2003）。若以結構化理論作為
電腦中介傳播的理論架構，其所關注的重要概念為結構雙元性（duality
of structure），可以在組織當中說明結構與行動如何形成一體兩面的辯
證關係，而組織的社會結構性元素乃是組織互動實踐的結果（李美華
2004）。
事實上，在組織的溝通環境中，透過電腦中介傳播科技的溝通行為
常常會因為使用的媒介特性不同，而有不同的傳播效果。媒介豐富理論
（media richness theory）指出（Daft and Lengel 1984），越豐富的媒介
在處理越含糊不清的工作任務時，可以發揮比較大的工作效能；且媒介
的豐富程度端賴媒介資訊負載功能的四種評估標準，分別是：（1）回
饋速度、（2）負載線索數量（語言及非語言）、（3）使用自然語言、
（4）溝通對象的關注程度（Li 2007）。
另一方面，相較於面對面的組織溝通，透過電腦中介傳播科技所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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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的組織溝通，往往缺少面對面互動中的非語文（nonverbal）線索，以
至於造成社會情感支持（socioemotional support）的匱乏，或是造成侵
犯個人隱私與假平等的問題（Simons and De Ridder 2004）。或因為組
織成員彼此缺乏信任感以及對於合作時間長短不確定之疑慮，而影響溝
通效益（Holton 2001; Jarvenpaa and Leidner 1999）。此外，電子郵件訊
息可能被錯誤理解（Roebuck and Britt 2002)；回覆電子郵件訊息的速度
可能過於緩慢；重要組織成員有可能被摒除在電子郵件的寄送名單之
外；組織溝通缺少管理階層之非語言訊息的現場感 (Armstrong and Cole
2002; Crampton 2002; Solomon 2001)，上述情況都可能造成組織溝通時
的障礙或誤解。
晚近由於行動科技的發展，即時通訊與社群網站成了電腦中介傳播
的主流。電子郵件具有非同步溝通的特性，主要傳遞文字、檔案訊息，
但不具視訊功能，溝通方式較為正式。即時通訊則具有同步的溝通特
性，除了傳遞文字、檔案訊息，也可傳遞視訊訊息。接受者端可以即時
同步回覆訊息，溝通速度較電子郵件來得快。社群媒體中的臉書也具有
同步溝通的特性，可以傳達文字、檔案、與視訊，並可即時更新訊息。
接收者端可以同步回覆，並具備包括打卡、遊戲、直播等功能。在臺
灣，行動通訊軟體 LINE 擁有超過 1700 萬用戶，使用者密度為全球第
一。5LINE 與臉書已成為臺灣最多人使用的社群媒體，使用目的則是以
維繫人際關係為主。
從以上文獻檢閱可知，電腦中介傳播科技雖然有其侷限性及不確定
性，但在當今組織溝通環境中已扮演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接下來，本
5

取自 http://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151002000418-260114 。取用日期：2015 年
10 月 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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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將進一步檢閱組織中的資訊傳播科技以及社群媒體之相關文獻。

（二）組織中的資訊傳播科技
組織採用資訊傳播科技做為溝通工具可能受到諸多因素的影響。
Davis（1986）根據理性行為（reasoned action）理論所提出的科技接受
模式（Technology Acceptance Model, TAM）即是用來預測個人對科技
接受與使用的影響因素，是從使用者內在認知來解釋使用者接受及使
用科技之行為的重要模式，包括：認知有用性（perceived usefulness）
與認知易用性（perceived ease of use）等兩個主要因素，並探討使用
者的行為態度、行為意向、以及實際行為。Trevino 及 ebster (1992) 與
Stevens et al. (2000) 則是提出了包括：科技類型（type of technology）、
互動性（interactivity）、個人差異（individual differences）、電腦使用
技巧（computer skill）、工作職位與功能（job position and function）、
目 標 與 感 知 溝 通 任 務 要 求（objective and perceived communication task
requirements）、 情 境 的 決 定 因 素（situational determinants）、 距 離 與
可用性（distance and availability）、組織與情境的因素（organizational/
contextual factors）、管理者的支持（management support）等因素，以
說明組織採用資訊傳播科技乃肇因於使用者對科技的認知有用性與認知
易用性。
Wright 及 Muhtaseb (2011) 提 出， 組 織 中 的 團 體 成 員， 通 常 會
使用資訊傳播科技來進行人際溝通，以獲得所需之社會支援（social
support）。其三個理論取徑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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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社會支援與弱連結網絡（weak tie network preference）
2. 社會資訊過程理論（social information processing theory）
3. 最佳配對理論（optimal matching theory）

社會科技系統 (STS: Sociotechnical Systems) 理論則是主張，組織資
訊傳播科技的使用，受到社會與科技因素彼此互動的影響，進而對於組
織有所影響（Trist and Bamforth 1951; Sylvie and Weiss 2012）。相關研
究（Rintala 2008: 135）指出，資訊傳播科技（ICTs）對於組織會產生兩
個層面的影響，分別是 First level（第一層次：科技的使用）以及 Second level（第二層次：社會互動）的影響。Rintala（2008）指出，廣播
電視媒體在採用新的組織資訊傳播科技（ICTs）後，對於其組織的社會
互動會造成一定程度的影響。而組織中的人際面對面互動，對於資訊傳
播科技的使用亦有一定程度的影響。該研究指出 （表 1 置於下頁），資
訊傳播科技的使用對於組織員工而言，會降低其參與人際互動的機率。
在採用資訊傳播科技之前，組織員工與工作伙伴的互動頻率較高、具有
較為清楚的社會位階角色、社會網絡較為穩定，且彼此有較多的正式互
動。在採用資訊傳播科技之後，非正式的互動會提高，應運而生的是，
比較多問題解決與知識創新的互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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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比較組織採用資訊傳播科技前後之員工互動
採用 ICT 之前
與工作伙伴互動

採用 ICT 之後
與 ICT 互動

互動頻率高

功能性互動

清楚的社會位階及角色

功能性的互動

正式互動

非正式互動

計畫型互動

以需求為基礎的互動

資訊分享

問題解決、知識創造

社會網絡穩定
個人互動
正面或中立的刺激

社會網絡變動
社會互動
負面的刺激

資料來源：Rintala, N. (2008: 145).

從上可知，應用資訊傳播科技將會改變工作環境的社會互動與社會
建構層面。亦即，資訊傳播科技的應用將會降低面對面溝通的機會，並
且會降低工作成效，且增加工作壓力（Rintala 2008: 139）。深入探究之，
組織使用資訊傳播科技可以從「剝削」與「賦權」等兩種不同角度進行
論述。一方面，組織管理者可以藉由資訊傳播科技介入員工生活，使員
工的工作時數增加、付出更多勞力，有利管理者控制員工。另一方面，
資訊傳播科技使得員工得以決定何時、何地進行工作；與家人及朋友保
持聯絡，並且兼顧工作與家庭雙方面的責任（Kirby et al. 2003）。Chesley (2005) 的研究則是指出，資訊傳播科技的使用模糊了工作／家庭的
界線，給組織員工帶來負面的影響。其中負面影響之一是：無時無刻不
停地聯繫（perpetual contact）。亦即組織員工即使下班後，仍須隨時隨
地為工作待命。由此可知，高度便利性的組織資訊傳播科技提升工作成
果，但也因為其便利性，組織成員將承受更多壓力（Edley and Houston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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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社群媒體與組織傳播
傳 播 管 理 學 者 Chan-Olmsted (2006: 260-271) 曾 提 出 影 響 傳 播 媒
體 組 織 採 用 科 技 或 創 新 行 為 策 略（strategic technological or innovative
behavior）的因素，分別是：媒體組織特質（firm traits）、媒體科技特
質（media technology traits）、策略合作夥伴（strategic association）、
認知策略價值（perceived strategic value）、可用之替代方案（available
technology）、市場環境（market environment）、競爭（competition）、
以及法規政策（regulation/policy）。相關研究指出，使用社群媒體對於
企業組織而言，可以增進對話與雙向溝通模式，因此優於傳統的單向溝
通模式 (Henderson and Bowley 2010; Mersham et al. 2009)。在 Web 2.0 時
代，社群媒體廣為流傳，對於組織傳播與公共關係有創新與革命性的影
響。組織公共關係的建立與公眾息息相關，社群媒體正是組織與利益關
係人建立互動關係的新途徑（Hazelton et al. 2008; Solis and Breakenridge
2009；Cornelissen 2011）。
Macnamara 及 Zerfass (2012) 採用問卷調查與深度訪談方法，比較
與分析澳洲、紐西蘭、新加坡、香港以及歐洲地區國家（奧地利、德國、
瑞士）的政府與企業組織如何使用社群媒體進行策略性的組織傳播以及
公共關係。研究結果發現，各國企業組織主要使用的社群媒體包括：臉
書、YouTube，微網誌中的推特，部落格，以及照片分享軟體（Flickr）。
深度訪談結果指出，各國公部門或私人企業組織雖然在程度上有所差
異，但皆使用社群媒體作為組織公共關係的工具。
Reitz (2012) 從功能角度出發，分析社群媒體在組織中所扮演的角
色。該研究指出，應將組織視為一個開放系統，與環境持續互動跟對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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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建立良好關係。至於社群媒體則是扮演四種組織公共關係的功能，
包括：維護組織認同（maintenance of organizational identity）、建立公
眾關係（opportunity to build relationships with publics）、具備控制議題
管理的能力（ability to control issues management）、提升企業社會責任
（chance to promote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透過社群媒體，企業可以獲得公眾的意見、建議與喜好，並且是直
接從使用者而來，未經篩選的資訊。這些資訊能夠掌握消費者真正的需
求（Giurgiu and Barsan 2008；Singh and Cullinane 2010）。社群媒體並
可提供人際間口碑傳播、病毒傳播的管道，影響公眾對於組織的認知與
形象（Mangold and Faulds 2009; Singh and Cullinane 2010）。消費者使
用企業社群媒體可獲得最新的組織資訊，並獲得產品的細節內容說明，
或是促銷活動的通知（Hyllegard et al. 2011）。消費者透過社群媒體與
組織對話，可建立良好關係，成為高度認同組織的忠實顧客以及最好的
組織代言人（Gillin 2007）。
近 年 若 干 關 於 組 織 社 群 媒 體 的 研 究， 乃 是 根 據 生 態 心 理 學 者
Gibson (1977) 所 提 出 之 能 供 性（affordance） 概 念。 組 織 社 群 媒 體
的 使 用 及 規 則 的 建 立， 乃 植 基 於 社 群 媒 體 的 認 知 能 供 性（perceived
affordances）。藉著分析社群媒體所處的情境以及其功能與目的，能供
性概念對於瞭解組織成員如何認知與使用社群媒體很有幫助。
Treem 及 Leonardi (2012) 根據能供性理論，檢閱組織傳播研究之社
群媒體相關文獻，歸納出以下四種組織社群媒體的能供性，分別是：可
視性（visibility）、持久性（persistence）、可編輯性（editability）、關
連性（association）。而社群媒體具有之狀態更新（status updates）、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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輯與評論（editing and commenting）的能供性，相較於其他電腦中介傳
播科技（例如：電子郵件、電傳視訊），要來得更為完整與普及化（Vaast
and Kaganer 2013）。
Golan 及 Campbell (2015) 的研究指出，網路社群具備社會能供性
（social affordances），而網路社群組織管理者應使用策略，例如：控制
（control），階層（layering），以及指導（guiding），據以管理資訊流通，
以因應網路社群使用者的需求。Kang et al. (2014) 分析社群媒體臉書粉
絲專頁的經營者如何透過不同類型的貼文，提升網路社群使用者的參與
感，並建立使用者與品牌之間的關係，以了解成員的參與動機，並進一
步滿足其需求。該研究提出以下四種臉書貼文可以提供的效益，分別是：
功能的效益（functional benefits）、6 社會心理效益（social-psychological
benefits）、7 快樂的效益（hedonic benefits）、8 金錢的效益（monetary
benefits）。9 該研究指出，當臉書貼文提供社會心理以及快樂等兩方面
的效益時，對於提升使用者的參與度、品牌支持度、以及信任度方面皆
會有正面影響。
Lovejoy 及 Saxton (2012) 的研究則是分析非營利組織使用社群媒體
所公布的訊息類型，提出包括資訊（information）、社群（community）、
以及行動（action）等三種類型的訊息。其中，資訊類型的訊息主要包
括組織活動的相關資訊及公告，社群類型的訊息則主要與情感及網絡的
建立有關。10 行動類型的訊息主要在於引發及動員使用者採取行動，為
6

功能效益：滿足臉書社群參與者對於問題解決（answers to inquiries）以及資訊傳遞
（disseminate information）之需求。
7 社會心理效益：滿足臉書社群參與者的歸屬感（sense of belonging）及認同感（identity）
之需求。
8 快樂效益：滿足臉書社群參與者娛樂（entertainment）之需求。
9 金錢效益：滿足臉書社群參與者經濟利益（economic advantages）之需求。
10 明確的做法包括：對話訊息（dialogic messages）、黏著訊息（bonding messages）、
表達認肯與謝忱（giving recognition and thanks）、即時在地活動傳達（acknowled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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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織做一些事，像是捐款、購買產品、參與活動等。11

（四）研究問題
根據上述組織資訊傳播科技、社群媒體與組織傳播的理論文獻以及
臺灣客家傳播政策之研究背景，本研究探討臺灣三家中功率客家廣播電
臺：「大漢之音廣播電臺」、「寶島客家廣播電臺」、「新客家廣播電
臺」如何透過資訊傳播科技進行組織內部與對外的電腦中介傳播，希冀
透過分析三家客庄地區的中功率客家廣播電臺之臉書貼文及訪談資料，
進一步掌握及評估臺灣客家廣播產業在當今網路媒體激烈競爭環境的影
響下，如何達成其傳承與復振客家文化語言的使命。
本研究比較分析三家廣播電臺的臉書粉絲專頁或臉書社團的貼文數
量、粉絲人數、類型；並探討三家廣播電臺經營社群媒體（臉書專頁或
社團）的效益，以及組織內部使用資訊傳播科技的溝通效應。以下是研
究問題：
1. 分析「大漢之音廣播電臺」、「寶島客家廣播電臺」、「新客家
廣播電臺」之臉書專頁（臉書社團）的粉絲人數、貼文類型、訊息效益。
2. 探討「大漢之音廣播電臺」、「寶島客家廣播電臺」、「新客家
廣播電臺」之組織資訊傳播科技的使用與效應，以及臉書專頁（臉書社
團）的經營及效益。

of current & local events）、回應公眾訊息（responses to public reply messages）、徵集
回應（response solicitation）。
11 明確的作法包括：活動宣傳（promote an event）、呼籲捐款（donation appeal）、販
賣商品（selling a product）、招募志工與員工（call for volunteers and employees）、遊
說與倡議（lobbying and advocacy）、參與其他社群或投票選舉（join another site or
vote for organization）、學習如何協助組織（learn how to help）等，皆可納入行動類型
的訊息訴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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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研究方法

本研究採用內容分析法與深度訪談法，探討「大漢之音廣播電臺」、
「寶島客家廣播電臺」、「新客家廣播電臺」使用社群媒體（臉書）以
及資訊傳播科技進行組織對外及對內傳播的現象及效益。以下陳述研究
對象及研究方法。

（一）研究對象
本研究選擇的研究對象包括：位於苗栗縣頭份鎮的「大漢之音廣播
電臺」、位於臺北市的「寶島客家電臺」、以及位於桃園平鎮市的「新
客家電臺」。12 此三家知名的中功率客家廣播電臺，分別於 2002 年、
1994 年與 1997 年成立。多年來，持續針對客家人密集的臺北、桃園、
新竹縣市、苗栗縣播音。此三家客家廣播電臺皆為地方族群廣播電臺，
在組織規模、經營方式與節目類型等面相上非常相似，且三者皆被納入
客委會設立的客家影像聲音記錄的數位典藏網站「好客 ING」，有類似
的組織使命與文化。因此本研究比較分析此三家廣播電臺使用組織資訊
傳播科技之對內溝通及對外與閱聽人互動的現象及效益。

12 以下是三家客家廣播電臺的簡介與成立宗旨：（1）寶島客家電臺：FM93.7，成立於
1994 年。「我們是臺灣第一家 24 小時以客語為主，兼以閩南語、原住民語、國語發
音並提供全方位服務的廣播電臺」。官網：http://www.formosahakka.org.tw/（2）新客
家廣播電臺：FM93.5，於 1997 年開播。「全臺第一家客家商業電臺，讓客家的聲音
真正能發揚在北臺灣的每一個角落」。（3）大漢之音：FM97.1，於 2002 年開播。「我
們承諾以在地新聞、在地文化、以客家為本，爭取族群權益，掌握社會脈動的目標，
永遠和聽眾在一起」! 官網：http://www.fm971.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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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內容分析法
本研究分析「大漢之音廣播電臺」、「寶島客家廣播電臺」、「新
客家廣播電臺」等三家中功率客家廣播電臺之臉書社群媒體的貼文數
量、粉絲人數、貼文類型及訊息效益。本研究首先蒐集三家廣播電臺從
2013 年 12 月 8 日至 2014 年 1 月 8 日期間的臉書粉絲專頁或臉書社團
之所有貼文，13 將貼文編號後，隨機抽取十分之一的樣本進行三位編碼
員之複合信度檢測。內容分析的類目乃參考過去研究文獻（Kang et al.
2014; Lovejoy and Saxton 2012），包括：粉絲人數、貼文類型、訊息效
益等（附錄一：內容分析編碼表）。

（三）深度訪談法
本研究透過深度訪談方法，分析三家客家廣播媒體如何採納與使用
資訊傳播科技；其使用組織資訊傳播科技的背景，以及使用資訊傳播科
技的現象與效應。受訪者為三家客家廣播媒體的管理階層（包括社群媒
體管理者）。深度訪談綱要包括：建置源由、過程與評估；組織架構、
工作執掌；運作現況、未來願景；評價與發展策略；與閱聽人互動情況
等（附錄二：訪談大綱）。

四、研究發現
（一）內容分析
本研究採用內容分析法、深度訪談法，進行資料蒐集與分析。內容
13 本研究為科技部補助計畫，執行期間為 102 年度（2013-2014）。考量計畫時間、人力
等各方面因素，本研究選取三家廣播電臺從 2013 年 12 月 8 日至 2014 年 1 月 8 日，共
計一個月期間的臉書粉絲專頁或臉書社團的所有貼文作為分析樣本。衡諸國內外相關
研究之媒體內容分析，多選取一個星期的樣本即已足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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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之複合信度為 0.91，符合信度標準。在三家電臺的貼文數量方面，
分析結果顯示：從 2013 年 12 月 8 日至 2014 年 1 月 8 日，三家廣播電
臺的總貼文數量為 269 則。其中貼文數量最多的是「寶島客家」（183 則，
68%），其次是「大漢之音」（57 則，21%），第三是「新客家」（29 則，
11%）（表 2 置於此）。

表 2 三家電臺臉書貼文之則數與比例
電臺名稱
大漢之音廣播電臺
寶島客家廣播電臺
新客家廣播電臺
總和

貼文則數
57
183
29
269

比例
21%
68%
11%
100%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在粉絲人數方面，以「大漢之音」的臉書粉絲專頁的粉絲人數最多
（2013 年 12 月 8 日粉絲人數為 2149 人，2014 年 1 月 8 日為 2150 人），
成長最快。其次是「寶島客家」的臉書社團（1662 人）。粉絲人數較
少的是「新客家」的臉書粉絲專頁（761 人）（表 3 置於此）。

表 3 三家電臺臉書粉絲人數與比例
電臺名稱
大漢之音廣播電臺
寶島客家廣播電臺
新客家廣播電臺
總和

粉絲人數
2149/2150
1662
761
4574

比例
47%
36%
17%
100%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在臉書貼文的訊息效益方面，三家電臺以社會心理效益的比例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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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其次是快樂的效益（31%），第三是功能效益（20%），最
少的是金錢效益（2%）。惟有「新客家」的功能效益貼文（33%）較快
樂效益（16%）貼文的比例來得高（表 4 置於此）。

表 4 三家電臺臉書訊息效益之次數與比例
電臺
大漢
寶島
新客家
總和

功能
18（20%）
24（16%）
17（33%）
59（20%）

社會心理
47（53%）
64（42%）
26（51%）
137（47%）

快樂
22（25%）
59（39%）
8（16%）
89（31%）

金錢
2（2%）
4（3%）
0（0%）
6（2%）

總和
89（31%）
151（52%）
51（17%）
291（100%）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在臉書貼文類型方面，資訊（information）、社群（community）、
以及行動（action）等三個種類的訊息當中，三家電臺比例最高的是資
訊型訊息（46%），其次是社群型訊息（40%），第三是行動型訊息
（14%）。「大漢之音」的訊息比例最高的是社群型（71%），其次是
資訊型（21%），第三是行動型（8%）。「寶島客家」的訊息比例最高
的是資訊型（46%），其次是社群型（33%），第三是行動型（21%）。
「新客家」的訊息比例最高的是資訊型，比例高達 89%，其次是社群型
（11%）。行動型的訊息類型完全沒有出現（表 5 置於下頁）。

表 5 三家電臺臉書貼文的類型之次數與比例
大漢
寶島
新客家
總和

資訊型
10(21%)
47(46%)
24(89%)
81(46%)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社群型
34(71%)
34(33%)
3(11%)
71(40%)

行動型
4(8%)
21(21%)
0(0%)
25(14%)

總和
48(27%)
102(58%)
27(15%)
177(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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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深度訪談
本研究採用深度訪談法探討三家電臺成員之組織資訊傳播科技的使
用以及效應。以下是八位受訪者的相關資料（表 6 置於此）：

表 6 深度訪談受訪者資料
受訪者代號
A
B
C
D
E

電臺
新客家
新客家
新客家
寶島客家
寶島客家

性別
女
男
男
女
男

年齡
63
66
28
55
47

職稱
臺長
董事長
特別助理
臺長
節目主持人／臉書社團
管理員／創意總監

訪談日期
2014-03-28
2014-03-28
2014-03-28
2014-04-18
2014-04-18

F

大漢之音

女

36

執行長

2014-05-02

G
H

大漢之音
大漢之音

女
女

66
36

臺長
副理

2014-05-02
2014-05-02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1. 組織資訊傳播科技的使用及效應
透過深度訪談可知，三家電臺的成員在組織資訊傳播科技方面，最
常使用的是 E-mail（Google Drive）、Fax、電話、手機、LINE、以及臉書。
超過六十歲以上的組織成員比較喜歡使用 E-mail 跟 Fax 此類較為傳統的
資訊科技。整體而言，各種資訊傳播科技的使用對於三家電臺組織成員
之間的溝通互動可以提供任務性及社會情感等兩方面的正面效益，此與
前揭社會科技系統理論的主張相符合。亦即除了科技使用的第一層次效
應，也有提升組織成員向心力之社會互動的第二層次效應。

我們電臺內部同事，都是藉由臉書的消息，互相關心，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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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知電臺消息，還有 LINE 的使用，我覺得有加強橫向和直
向的聯絡，我們的向心力真的有比較好。（受訪者 H 女士
2014）

像我現在的節目是有一群同學，我們常常要討論節目內容或
下個月的節目內容是什麼，我們都是先在 FB 裡面開一個聊
天室。加起來大概十幾個人，我們就用這種方法來進行，第
一個月過後，就變成網路會議。（受訪者 E 先生 2014）

我們很多主持人都差不多六十歲以上，那真的很難勉強他們
（使用臉書），那我們就使用 E-mail 或是 Fax。（受訪者 D
女士 2014）

現在都是電話啦，手機為主，幾個同事有 LINE 的話就使
用 LINE。但還是有些人沒有使用 LINE。（受訪者 A 女士
2014）

受訪者表示，早年電臺組織成員彼此聯絡的時候會使用簡訊，現今
則多使用手機通訊軟體 LINE。因為 LINE 具有高度便利性，可以即時
向受話對方確認是否有接到 E-mail 訊息，避免任何一方漏接 E-mail 訊
息。但當電臺內部成員要討論節目企劃時，因為企劃構想或內容具有機
密性，故多使用 E-mail。尤其當檔案太大時，會使用 Google Drive，以
便於在雲端上共同討論以修改檔案內容。此外，前揭資訊傳播科技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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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論指出，資訊傳播過程包含透過不同形式的傳播方式。訊息若透過不
同傳播管道重複地傳播，將帶來較大的傳播效果及效應。有受訪者表
示，為達到更佳的溝通效應，電臺成員使用系列訊息及互補管道（電話、
E-mail、LINE）來傳遞訊息。

LINE 對我們這種比較重度使用者來講，我們比較看重它的
方便。因為像我們電臺，二十四小時都有人上班，然後有塊
狀節目的主持人，也有其他節目的執行製作等等，上班的時
間不一定。以前可能 E-mail 去，然後有一些漏收的情況，比
較不方便。然後有時要打電話，但打了沒接，就會有些訊息
會漏掉。因此訊息的公佈，尤其是內部的，使用 LINE 比較
方便，很好用。（受訪者 F 女士 2014）

以前用手機傳簡訊，現在例如說主持人 E-mail 寄來企劃書，
我把企劃書修改後，E-mail 過去給主持人。不過我擔心主持
人不知道，就用 LINE 跟他說「寄過去了」。（受訪者 G 女
士 2014）

2. 社群媒體的經營及效益
為了豐富電臺臉書粉絲專頁的內容，電臺會與經營個人臉書的節目
主持人合作，將各別主持人之節目訊息放置在電臺粉絲專頁；或由多位
節目主持人共同經營電臺臉書粉絲專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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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時候我會看他們（節目主持人）最近有什麼活動，然後把
這些活動拉到我們電臺的粉絲團，這樣也可以藉機宣傳他們
的節目，變成是我們電臺在使用。（受訪者 C 先生 2014）

我自己有成立單獨的臉書粉絲頁，我會把節目訊息轉貼到寶
島客家電臺臉書社團這邊來做預告，然後也轉貼到世界客家
的臉書上。（受訪者 E 先生 2014）

在去年之前，我們可能只是先架設（臉書粉絲專頁），然後
在我們的節目當中講說我們有粉絲專頁，請大家去點讚。後
來大概在去年年初，我們開始有六個人，一起來管理我們的
粉絲專頁。六個人基本上都是我們節目部的主持人，基本上
以流行網的主持人為主。因為鄉親網的主持人不太會使用
（臉書）。從昨天開始，我們有一個每日一物，就是每天送
一個禮物，希望可以加快我們的點讚人數。未來我們會增加
四位主持人，變成有十位主持人管理臉書專頁。（受訪者 F
女士 2014）

客家電臺的聽眾中，許多是年長者。受訪者表示，電臺會舉辦兒童
客語演講比賽，透過家裡的小朋友，影響年長者也跟著使用臉書。受訪
者表示，臉書可以提供許多最新資訊，比方說，當某電臺節目在 2013
年入圍金鐘獎時，聽眾不是透過節目宣傳，而是透過臉書先得知此一訊
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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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我們的聽眾是比較年紀大的，有的根本沒有上網，不會
用 FB，所以我們透過兒童客語演講比賽（來接觸年長的聽
眾）。因為他們的兒子會帶他們的孩子，也就是孫子來比賽，
這樣子就帶動那個老人家就也會去看 FB。我希望這樣能夠
帶動他們，對我們電臺達到宣傳的作用。而且參加比賽的小
朋友都加入了我們的粉絲團。（受訪者 A 女士 2014）

有些人不是透過廣播知道我們（的節目）有入圍金鐘獎，他
們是透過臉書知道我們有入圍金鐘獎的。（受訪者 C 先生
2014）

受訪者表示，社群媒體的建置對於電臺未來的生存很重要。在臉書
粉絲專頁的經營上，會盡力地發揮社群媒體的特性，增加社區互動類型
的貼文。另一方面，由於電臺節目主持人多有自己的臉書專頁，聽眾會
因為主持人的關係，成為電臺官方粉絲專頁的一員。透過經營臉書粉絲
專頁或臉書社團，各電臺可以擴大閱聽眾輪廓，尤其可以吸引不分客家
或非客家的年輕人收聽節目，讓客家音樂及語言文化廣為傳播。此外，
臉書專頁的運作，不僅可以宣傳電臺節目及活動，亦可進一步與聽眾交
流互動。

這個社群媒體（社交網站）我認為是一定要設置的，無論如
何用怎麼樣的方式都要建置起來。（受訪者 B 先生 2014）

臺灣客家廣播媒體之組織資訊傳播科技

210

臉書粉絲頁這邊，我們未來會增加一些跟社區互動的活動貼
文，比如說母親節，或是敬老節，我們會送老人東西，這也
是一種社區服務。（受訪者 A 女士 2014）

我們電臺以往每年都會辦出去玩的活動，過去可能就是在電
臺做廣告或打電話通知。我覺得今年或許我們可以在臉書上
刊登我們餐會的訊息，然後看會有多少人在網路上報名。（受
訪者 E 先生 2014）

臉書的用戶，還是年輕人居多。這也是我們在做客家廣播需
要的，我們要拉更多年輕人進來，讓他們能瞭解客家文化。
（受訪者 C 先生 2014）

目前臉書專頁使用者的年齡，估計十八歲到三十四歲比較
多。其實我們電臺主持人你可能覺得他很在地、很鄉土，可
是他還是有使用臉書。然後也有很多聽眾因為主持人的關
係，也會使用臉書，並會間接地發現到我們電臺的臉書，然
後來參加活動。（受訪者 H 女士 2014）

五、結論與討論
本研究分析臺灣三家中功率客家廣播電臺之臉書粉絲專頁或臉書社
團的貼文內容，並分析電臺組織成員採用資訊傳播科技的現象與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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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結果顯示，臉書貼文數量最多的是「寶島客家」廣播電臺（68%），
其次是「大漢之音」廣播電臺（21%），第三是「新客家」廣播電臺
（11%）。在臉書粉絲人數方面，「大漢之音」廣播電臺粉絲專頁人數
最多（47%）；其次是「寶島客家」廣播電臺的臉書社團人數（36%），
再者是「新客家」廣播電臺的臉書粉絲人數專頁（17%）。
本研究所分析的三家客家廣播電臺為肩負復振客家語言文化使命的
中功率客家廣播電臺。其中，位於臺北的「寶島客家」廣播電臺成立
於 1994 年，在桃園的「新客家」廣播電臺成立於 1997 年，在苗栗的
「大漢之音」廣播電臺則成立於 2002 年。多年來，三家電臺致力耕耘
客庄在地社區。近年因應網路與新傳播科技的潮流趨勢，三家電臺均逐
步使用新興的資訊傳播科技及社群媒體作為組織內部溝通及對外傳播的
工具，14 希冀能夠增進與提升組織與公眾間的溝通管道及品質，以建立
電臺品牌，並進一步吸引更多年輕聽眾。在 2014 年初之際，三家電臺
的臉書的粉絲人數分別介於 750 到 2200 人之間。臉書貼文類型為資訊
告知、社群互動與行動號召三種類型。其中以資訊告知型訊息為最大宗
（46%），最少的是行動號召型訊息（14%）。至於臉書訊息所提供的
效益，則是包括功能、社會心理、快樂、以及金錢四種效益。其中以社
會心理效益為最大宗（47%），金錢效益的比例最少（2%）。比較三家
廣播電臺的貼文效益，皆以社會心理以及快樂效益為主。對於臉書成員
而言，此兩種效益較有吸引力，可以提升臉友們的行動力與參與性。
在組織資訊傳播科技的使用方面，三家電臺的組織成員比較常使用
14 「新客家」廣播電臺於 2013 年開設臉書粉絲專頁。「大漢之音」廣播電臺於 2012 年
開設臉書粉絲專頁。本研究分析的「寶島客家」廣播電臺的臉書社團為臺友林先生於
數年前在他的個人臉書專頁所設置，官方臉書粉絲專頁乃於 2015 年開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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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是電子郵件，且會使用 Google Drive 來傳遞大型的資訊檔案。電臺成
員會透過各種形式的資訊傳播科技及傳播管道，呼應前揭之資訊傳播科
技系列理論，採用系列訊息及互補管道來傳遞訊息，以提高組織傳播效
率。除了 E-mail 以外，電臺成員也使用 Fax、LINE、以及臉書等資訊
傳播科技系統，以作為電臺組織內部溝通之用。值得注意的是，組織成
員中較為年長者，較傾向使用 E-mail 跟 Fax 此類傳統的資訊傳播科技。
年紀較輕的節目主持人（主要是 Y 世代，或稱千禧世代），15 則普遍喜
愛使用臉書及手機 APP (LINE)，作為組織工作事務以及社會情感的溝
通管道。此現象呼應文獻探討所述及之社會科技系統理論的主張：組織
資訊傳播科技的使用，乃是受到科技與社會兩方面因素的影響。整體而
言，組織資訊傳播科技的應用對於三家電臺組織成員的內部溝通產生相
當正面的認知效應，包括互動性、便利性、向心力等面相皆有所提升。
另一方面，社群媒體中的臉書於 2008 年左右在臺灣興起，至今已
取代早先電臺官方網站的部分功能。16 事實上，各電臺蓬勃發展的臉書
粉絲專頁之經營管理與組織規模息息相關。由於中功率電臺的規模小，
員工人數通常不多。以「大漢之音」廣播電臺為例，正職員工約 17 人（吳

翠松等 2009），其臉書粉絲專頁的經營管理由六名到十名節目主持人共
同兼任。而三家電臺經營管理臉書粉絲專頁的作法包括：張貼節目主持
人的照片及花絮訊息、舉辦臺慶月「每日一物」活動、在節目中播放宣
傳臉書粉絲專頁的廣告、在官方臉書專頁宣傳個別節目主持人的節目、
節目主持人將個人臉書專頁的訊息轉貼至電臺官方臉書社團。上述社群
15 此為介於 1981 到 2000 年間出生的人，又稱 Y 世代。資料來源：https://zh.wikipedia.
org/wiki/Y%E4%B8%96%E4%BB%A3。 取用日期：2015 年 8 月 2 日。
16 大漢之音受訪者表示，之前有居住德國跟其他國家的海外聽眾透過官網，以 E-mail 來
信詢問某首電臺播放的歌曲名稱及專輯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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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體經營的方式及做法，對於電臺臉書粉絲專頁及社團，以及個別節目
主持人而言，是一種合作雙贏的成功模式。
針對組織使用社群媒體作為公關與傳播工具的現象與效益，有
學 者（Macnamara 2011） 提 出 歐 陸 取 徑 的 傳 播 管 理 概 念（European
conceptualizations of communication management）， 特 別 強 調 反 思（
reflective thinking）及教育的角色。反思，乃是從外界或大眾的角度觀
看與審視組織；至於教育的角色，則是協助組織成員對於社會的期待更
為敏感，並且能夠提升組織的傳播能力，以回應社會的需求。未來研究
可由反思與教育的理論觀點，審視族群媒體使用資訊傳播科技與社群媒
體作為公共傳播工具所引發的正負面效應。
過去針對社群媒體與公共關係的研究，主要探討組織公共關係策略
中，社群媒體所扮演的角色（Taylor and Kent 2010; Liu et al. 2011）。
Reitz (2012) 則是以功能角度分析社群媒體對於組織公共傳播所具備的
功能，並提出公眾與組織在使用社群媒體時，應具備之社會與心理層次
之需求。除此之外，未來研究可以從使用與滿足的效果研究傳統或根據
科技接受模式的理論視野，分析族群媒體之臉書粉絲專頁對外傳播的現
象，以分析閱聽人使用與接受資訊傳播科技之模式與效果。
本研究的問題意識乃在於分析臺灣三家客家中功率廣播電臺組織之
對內與對外的電腦中介傳播現象及效益，因此針對人際與組織之電腦中
介傳播的相關理論及文獻進行檢閱及爬梳。在相關理論的應用方面，因
為受限於時間、人力以及研究範圍，本研究未能深入分析研究對象在應
用組織資訊傳播科技時，是否會因為「線索稀釋」的特性，而影響其人
際溝通之過程及效益。建議未來研究可以援引線索稀釋理論中的媒介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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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度理論，進而分析與比較客家廣播電臺與其他廣播電臺之間的異同；
亦可探討客家廣播電臺組織內部的上下行溝通，如何受到個人因素、關
係因素以及情境因素之影響（李秀珠、遲嫻儒 2004），故而使用不同
的資訊傳播科技（例如：電子郵件、手機 APP、臉書），作為溝通媒介。
本研究的訪談對象設定為三家電臺的管理階層，未能針對各電臺組
織之全體成員進行分析。過去組織傳播與組織文化的相關研究文獻指
出，組織創辦者或管理者對於組織的價值觀及組織文化的建構及維繫扮
演至為重要及關鍵的角色（Miller 2012）。本研究訪談的三家客家廣播
電臺的受訪者，包括三家電臺的臺長、執行長、創辦人、以及臉書專頁
或臉書社團的經營管理者。受訪者們對於電臺對內及對外溝通所使用之
資訊傳播科技與社群媒體的採用緣由、發展歷程、現況及未來展望，較
其他組織成員有更為全盤而深入的了解。未來研究可著眼於客家廣播電
臺之非管理階層的組織成員，以進一步瞭解並反思資訊傳播科技的應用
及特性對於整體客家廣播電臺之組織溝通及電臺組織文化的影響效應。
未來研究亦可參考本研究發現，針對其他的族群媒體，像是原住民
族電視臺或客家電視臺，分析其如何透過臉書粉絲專頁及網路社群的經
營，以增進其組織傳播與公共關係的應用成效。在研究方法方面，未來
研究可採用民族誌及田野觀察或組織問卷調查方法，以進一步探討客
家、原住民、新住民族群媒體採用資訊傳播科技對於組織內部溝通、對
外傳播，以及組織上下司溝通的影響，以更深入地描述、詮釋以及反思
在當今新興資訊傳播科技時代，族群媒體之組織電腦中介傳播的現象及
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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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內容分析編碼表

1. 編碼員：___________
2. 電臺名稱： 1. 大漢之音 2. 寶島客家 3. 新客家
3. 貼文編號：________
4. 貼文標題：________
5. 貼文日期：_______ 年
6. 貼文日期：_______ 月
7. 貼文日期： ______ 日
8. 粉絲人數： __________
9. 訊息效益：______：1. 功能 2. 社會心理 3. 快樂 4. 金錢 5. 其他 ______
10. 貼文類型：______1. 資訊 2. 社區 3. 行動 4. 其他 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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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深度訪談大綱

1. 貴臺社群媒體 ( 臉書 ) 之建置緣起、過程、目的及評估。
2. 貴臺社群媒體 ( 臉書 ) 的運作現況、未來願景、與發展策略。
3. 貴臺社群媒體 ( 臉書 ) 的人力配置、工作執掌、工作流程與運作方式。
4. 貴臺社群媒體 ( 臉書 ) 的使用者輪廓為何？與閱聽人的互動情形如何？
是否有作相關評估或維護？
5. 貴臺臉書粉絲專頁或臉書社團的具體目標使用者是誰？主要目的為
何?
6. 貴臺臉書粉絲專頁或臉書社團在運作管理上的困難、作法及理念。
7. 因應數位匯流與全球化趨勢，貴臺使用社群媒體的未來發展願景為
何？
8. 貴臺成員通常透過哪些資訊傳播科技進行溝通（例如：E-mail, LINE,
Facebook）? 採用各項資訊傳播科技進行溝通的優缺點為何？其成效如
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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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家族譜線上書寫：以資訊視覺化技術建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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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 家族譜具有三項視覺化特性，包括遷徙路線圖、風水地理記
錄、世系圖錄。客家人所重視的世系表需要以動態視覺化方式呈現，
遷 徙 圖 與 墳 塋 風 水 也 需 要 結 合 Google Map 視 覺 資 訊 建 構 家 族 動 態
遷徙路線圖以及風水位置繪製功能。透過資訊科技撰寫客家族譜，
保存客家文化，引領家族尋根，強化族群認同。以資訊視覺化技術
建置客家族譜數位平臺，透過雛型系統開發法，建構客家族譜文獻
內容，並藉由使用者經驗評估，瞭解系統成效。視覺化後的客家族
譜透過世系圖表、遷徙地圖、地理風水的視覺化書寫，可以呈現客
家人的族譜特色，以釐清客家族群的地理脈絡以及家族歷史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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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oncept of ancestor is really important for Hakka families. Hakka
genealogy was often recorded in the form charts and written as
narratives. This system adapted visualization techniques to write and
collect Hakka genealogy and describe the family history. This platform
contains (1) dynamic pedigree charts; (2) family history with immigration;
and (3) Timemap with Google map. This study helps family and researchers
seeking out the connection and family history with visualization techni
qu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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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懷山之水，必有其源；參天之木，必有其根；人之有祖，亦猶是
焉」，纂修族譜經常被用來強化宗族認同（李鎧光 2006）。隨著全球
化經濟發展，人與人的交流透過資訊科技迅速交流，強勢媒體的推波助
瀾，少數族群在生存空間、文化認同及語言使用上，面臨前所未有的挑
戰。即使在倡導尊重多元文化的臺灣，客家族群同樣也面臨這些挑戰。
中國人忠孝禮儀的觀念根深蒂固，尊祖敬宗、家族觀念深厚，尤其是族
譜的編修是一個家族演變歷史實證。族譜中的「世系圖錄」是族譜的主
要內容，可以串連親族之間的關聯，協助人們尋根追源。處於全球化的
今日社會，人與人連繫並不若以往緊密，家族間成員更不似往日的農業
社會般相互熟識，更彰顯族譜對一個宗族之重要性，透過族譜的記錄，
吾人可知悉家族發展脈絡，並藉由世系表可得知家族分支及家族成員之
相互關係。族譜基本的功能是「定系世，辨昭穆」，修譜是中華民族特
有的歷史文化現象，大量散藏于民間百姓家中的族譜，成為珍貴的歷史
文化研究文獻。研究、整理和開發家譜豐富的史料價值對後人研究當時
當地的人口遷徒、婚姻制度、族規禮儀等有著其它資料不可替代的作用
（梁啟超 1996）。近代學者羅香林即是根據中國移民歷史的過程，以
及所搜集客家人的族譜，奠基客家研究及揭示客家源流。客家人重視家
族世系，習慣在祖先牌位合祀歷代祖先的，兩旁按昭穆順序記述世系繁
衍，使子孫可以明宗支、正本源（曾純純 2010）。族譜中也詳實記載
世系昭穆及家族成員。由於客家人歷經數次大規模家族遷徙，因此族譜
中對於家族遷徙歷史也有清楚記載，同時也記錄了家族中風水墳塋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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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位置。因此，客家人的族譜書寫特別需要視覺化設計，透過圖像化資
料呈現家族世系以及族人遷徙過程。資訊時代來臨，促成了族譜的數位
化典藏及線上族譜發展等各項應用，修譜可不再受時間及空間的限制，
無論遠近，人人都可參與修譜的工作，讓族譜內容能更為精確豐富，流
傳於世代子孫。根據統計，散居在全球各地的客家人約有上億人口，定
期舉辦的客家懇親大會，顯示世界各地的客家人均有強烈的尋根期望，
若是能透過網際網路來進行修譜工作，客家人的家族遷徙史必將更加完
整，族譜中的世系連結也會更加容易。本文以資訊視覺化技術建置客家
族譜數位平臺，透過雛型系統開發法，建構客家族譜文獻內容，並藉以
分析族譜中所包含眾多的時間及空間地理資訊屬性資料。探討以資訊視
覺化方式呈現世系表所記載之每一家族成員關連、生卒年代、居住地，
及重大家族事件記載發生時間、地理位置，配合地理資訊圖資互動展示
來探索多維度時空資料，是否能夠清楚展示客家族譜中所隱含之地理、
時序等資料特性內涵。綜上所述，視覺化客家族譜數位書寫平臺，讓使
用者可以共修、共享族譜內容，並提供動態、可互動式的視覺操作介面，
以網路圖、組織圖等多種形式圖像呈現族譜世代關聯，提供階層式、下
鑽式探索族譜世系，並整合族譜內容具有地理時空屬性的資訊，運用視
覺化工具，將族譜內容之地理時空資料以多元的方式呈現，如配合時間
序列，依事件發生的先後次序，動態式依序呈現於地圖圖資上，展現家
族遷徙的軌跡路徑，提供直覺的視覺感受，使能更清晰地呈現家族世代
及歷史演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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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文獻評述
（一）客家族譜
關於「客家族譜」一詞，廖慶六指出在族譜研究領域裡面，並沒有
「客家族譜」這個名稱，在族譜研究方向，一般是以地方（省份）來做
區分，例如：湖南族譜、臺灣族譜及上海族譜；或以種族區分，像是少
數民族族譜、漢族族譜；或者以國家作為區分，像韓國、美國、日本族
譜。羅香林以客家史料作為學術研究的主題，主要材料就是利用族譜文
獻之豐富內容，亦沒有以「客家族譜」作為主題名稱，僅以「客家史料」
稱之（廖慶六 2013）。但隨著客家研究的發展，客家族群經常被視為
一民系，「客家族譜」一詞也逐漸開始被學術界採用，許多期刊、專書
文章均稱客家人的族譜為「客家族譜」。自十九世紀以來，客家學的研
究漸為學界重視，此一時期客家學研究的重點一直在客家源流的探討，
客家族譜即為探討客家源流十分重要之文獻史料，客家族譜所記載之血
脈世系、遷移記述等內容成為重要的考證依據，「族譜修譜過程雖難免
有掛漏之處，或因遭兵燹損壞遺失而以口頭於歷代間傳述，內容正確性
不易稽考，其上世的遷移源流和背景，則還可借此推證而知」（羅香林
1972）。二十世紀後，客家學的研究逐漸沖破源流問題的局限性，開始
重視對客家基層社會、風尚習俗、文化宗教等各方面細部的考察，族譜
內容廣泛涉及家族發展歷史、經濟狀況、禮儀習俗、文化層次，由各個
角度反應了客家族群傳統尊祖敬宗文化的精神，為客家學研究不可或缺
的寶貴文獻資料。客家族譜的主要內容包含追述源流、明確世系、家規
家訓等基本內容，具有較強的地方特色（李小燕 2005）。分析比較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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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縣客家族譜 320 本，逾 50% 的族譜均涵蓋世系表及世錄的項目，客
家族譜的主要體例，依次是祖籍、世錄、世系表、序、源流考、其他、
祖祠、祭祀…等，客家族譜多數著重在家族歷史與宗族組織，內容體例
較完整（曾純純 2011）。吳婷玉蒐集整理 24 本客家族譜進行研究分析，
了解其客家文化特色項目，族譜資訊部分有昭穆詞、堂號、祖籍地為客
家文化特色；家族資料有題名錄、祖訓等項目為客家文化特色；個人資
料有郎名、昭穆、葬地風水為客家文化特色，其中個人資料包含居住地
比例達 79%（吳婷玉 2013）。綜合以上文獻分析可知，客家族譜具有
三項視覺化特性：遷徙路線圖、風水地理記錄、世系圖錄。客家族群的
遠祖從中原遷徙而來，曾經居住過閩西粵東等地區，而遷徙路線大同小
異。族譜中記有時間及地域相關資訊者，提供了時空座標參考，對現代
方言地理學、祖籍地理學、人類學的研究有所助益，以及瞭解族群語言
分佈實況，重建語言地理變遷史（徐勝一等 2016）。許多文化歷史研
究必須運用族譜地理學的方法，才能斷定（洪惟仁 2013），墳塋風水
結合 Google Map 視覺資訊，可以繪製家族先人風水地理位置。另外，
客家人所重視的世系圖表如果以動態視覺化方式呈現，可以很清楚建立
家族分支結構，瞭解家族人口分布及親疏遠近關係。客家族譜的主要體
例及特有文化特色項目可做為族譜視覺化呈現設計之參照依據，視覺化
後的客家族譜透過世系圖表、遷徙地圖、地理風水的整合書寫，來呈現
客家人的族譜特色，以釐清客家族群的地理脈絡以及家族歷史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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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族譜數位資源及平臺
數位時代的快速發展，資料之共享、傳輸已不再受時空界限所侷限，
中外學術單位都很積極推動數位博物館或典藏數位化計劃，促成珍藏古
籍數位化和網路化，使成為有益於教育、學習、研究的數位化素材，為
數眾多的珍貴族譜文獻，其數位化工作亦受到研究人員的重視，而數位
化的工作結束之後，這些已經完成數位化的人類文明遺產應該如何經
營，是每個投入數位典藏工作單位所必須深思熟慮的重要議題（廖彩
惠、 陳泰穎 2009）。族譜概屬灰色文獻，是重要的地方文獻，散佈於
各地家戶流傳，其蒐集對一般大眾而言並非易事，以圖書館、族譜學會、
研究機構為主要庋藏單位，臺灣地區族譜文獻的蒐集，主要是紙本及微
縮兩種形式，每一種族譜通常有多冊，族譜的數量統計以種數為主、冊
數為輔，而家族譜蒐集不易，增加的數量有限，收藏族譜不能同於一般
性的書籍收藏，應靈活與主動（許明鎮 2014）。臺灣地區現藏中國家
譜推估約 28,000 餘種，藏量在中國家譜總數中佔有相當的比重，以現
今各單位所蒐藏數量來看，尚有許多族譜尚未被典藏單位收錄保存，族
譜的蒐集仍有待政府、民間及各方有志之士的投入與努力，為保存中華
傳統的族譜文化做出貢獻。
為能有效保存族譜資源，相關蒐藏單位相繼將所收藏的族譜進行數
位化工程，並建置檢索及查詢資料庫，臺灣族譜文獻的數位典藏以國家
圖書館、國立故宮博物院、國科會等為主要典藏單位，族譜數位典藏的
方式分別有（1）族譜文獻微縮影片：較早的數位化方式，使用不易。（2）
族譜文獻轉製數位化影像：將族譜掃描為數位圖檔，一般同時會建立詮
釋資料索引資料庫，可搜尋族譜影像基本資料。（3）書目詮釋資料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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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化：將族譜書目資訊數位化建檔，可查詢族譜書目訊息及藏書地點，
要查閱內容仍要到實際藏書地點。（4）族譜內容數位化：將族譜內容
完整數位化，可電腦化直接查看族譜詳細內容，如譜序、姓氏源流、恩
榮錄等。（5）族譜世系內容數位化：將世系內容如世代、名字、生卒年、
居地、親屬等等世系成員完整數位化，除可電腦化查詢，還可以運用世
系人員關連、生年、居地等數位化資訊進行多元的運用，世系內容數位
化是最為完整的族譜典藏方式，但也需花費可觀的時間及人力進行數位
化的作業。
族譜文化在中國的發展有著悠久的歷史，上古至今前後有數千年之
久（陳捷先 1984），然而進入資訊化的時代，族譜資料的數位化及應用，
要以歐美等國更為完整與多元。族譜網站為族譜資訊數位化的主要呈現
方式，華人族譜網站依內容及性質可區分為（1）族譜姓氏目錄網站（2）
家族族譜網站（3）族譜書目網站（4）整合性的族譜網站，美國族譜網
站則具有大量家族世系名錄、多元呈現的家族史料、志工與專家諮詢服
務、網路資源相連結、網上轉載家族世系等特色（葉淑慧 2005）。以
下分析比較當前較具規模及代表性之國內外族譜資料數位化及資訊化應
用的服務項目，探討國內外族譜網站發展的差異，以做為規劃客家族譜
導覽平臺之參考。
1. Ancestry.com
歐美地區的線上族譜網站規模也是持續成長，在 2016 年族譜網站的
每日平均訪問量已成長至 34,2000 訪問數，可見願意上族譜網站進行家
族史研究與尋根者的人並不少，亦有許多人願意付費取得族譜相關的資
源，造就許多的線上族譜網站成功轉形為具加值服務的電子商務平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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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族譜網站使用量第一名的為祖先網（Ancestry.com），屬於付費型
族譜服務網站，成立於 1996 年的 Ancestry.com 至今已有 19 年的歷史，
提供全球最具規模的家族歷史線上資源，其官方網站宣稱擁有 160 億筆
歷史記錄資源，超過 2 百萬的付費會員共上傳了超過 2 億筆的照片、掃
描圖檔及故事分享，會員建立了超過 7 千萬個家族及 60 億筆個人檔案
記錄，其 2014 年的營收為約為 6 億美金。每天約有 136,000 人次的訪
問量，是 2016 年評比最受歡迎的族譜網站，其訪問量是該評比第二名
族譜網站 FamilySearch 的 3 倍之多。Ancestry 提供家族族譜（Family
Tree）的建立、家族歷史資源的檢索（Search）、DNA 比對服務、族譜
書出版及聘用修譜專家協助等服務，其族譜資源檢索可用姓氏、名字、
出年生、居住地、婚姻或親屬等條件查詢，Ancestry 族譜資源檢索項目，
包含人口普查及投票登記錄（Census & Voter Lists）、出生婚姻及死亡
記錄（Birth, Marriage & Death）、戰事記錄（Military）、移民旅遊記錄
（Immigration & Travel）及就學、報稅、報紙出版刊物等多個資料庫索
引（Ancestry 2016）。
2. Family Search
「耶穌基督後期聖徒教會」是全球最大的家譜組織，在世界各地從
事家譜資料的蒐集及研究已逾百年歷史，1894 年成立猶他家譜學會
（Genealogical Society of Utah）著手進行這項連結人類血脈的心靈工程。
此機構於 1894 年 11 月 13 日由耶穌基督後期聖徒教會總會會長團授權
成立，位於美國猶他州鹽湖城，乃一非營利性機構，百年來迭經更名，
至 1987 年改稱「耶穌基督後期聖徒教會」家譜部門迄今（FamilySearch
2016）。FamilySearch 典藏豐富的華人族譜，其中也包括為數眾多的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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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族譜，是研究客家族譜的重要資源。1970 年代起，美國「猶他族譜
學會」開始在臺灣、大陸等地蒐集中文族譜資料，並拍攝成微縮影片保
存及研究，其蒐藏的大量族譜資料皆非營利性的提供世界各地圖書館作
為尋根、學術探討研究之用，「猶他族譜學會」收錄的臺灣族譜涵蓋
192 個姓氏、9,300 多套微縮影片。微縮影片的容量大，一捲可載錄千頁，
但需有專用的設備，使用不便且利用率低，近來「猶他族譜學會」開始
與族譜蒐集單位如宜蘭「問心齋」、「臺灣姓氏研究學會」合作，改以
電腦數位圖像拍攝資料，提升族譜資料保存的質量及可用性。「猶他族
譜學會」收錄的族譜影像，可於其家譜查詢網站（www.familysearch.
org）查詢，以地區、姓氏分層檢索族譜，族譜影像可逐頁查看族譜紙
本的原貌。由於可以透過祖籍地以及客家姓氏作為檢索點查詢族譜，對
於客家族譜的蒐集與獲取，顯得格外方便。
3. MyHeritage
MyHeritage 是由 Gilad Japhet 於 2003 年創立的線上族譜及家族史網
站，致力於提供以新技術保存、分享及探索歷史家族史料。藉由與多個
族譜研究單位與公司合作，MyHeritage 可提供數十億筆不同形式的歷史
史料記錄，是 2016 年 GenealogyInTime 雜誌評比前五名的族譜網站。用
戶可以在 MyHeritage 創建自已的線上家族網站，維護家族的成員資料
及關係，並可利用其收錄的大量史料庫與家族成員連結匹配，以擴充豐
富家族史內容。截至 2016 年 8 月，MyHeritage 已有超過 8 百萬的註冊
會員，建立 280 萬個家庭樹及 68 億筆人員個人檔案。除了線上網站，
MyHeritage 亦推出多種平臺的應用服務及工具，如手機、平板、桌面族
譜工具，讓用戶可使用各種平臺更新家族訊息，其提供會員基本的免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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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項目，包含免費的家族網站，可以查看家族活動及相簿，管理維護
族 譜、 人 物、 關 係、 建 立 家 族 圖 表， 其 中 家 族 成 員 資 料 可 支 援
GEDCOM 格式匯入。MyHeritage 的族譜概念，是以不同的家庭樹區分，
並不似國內的族譜是連結實體的族譜書目為依據，無法設定該族譜相關
的詮釋資料，如堂號、家傳、凡例 … 等屬於家族的訊息。對於家族人
物的資料設定，MyHeritage 則提供彈性的方式建構家族成員檔案，包含
多筆的教育、工作、喜好、傳記、連絡及設置外部資料引用，其提供的
圖表也有多種形式，包含蝶形、直系、先祖、後代、沙漏、扇形等等形
式，亦提供輸出為圖形格式的功能支援。付費的使用者則可以使用尋找
祖先、配對、產生時間軸圖、使用研究數據等進階功能（MyHeritage
2016）。
4. 臺灣族譜資訊服務網
2002 年，國家圖書館邀集故宮博物院、中央研究院傅斯年圖書館、
臺北市文獻會、萬萬齋等十一個公、私立收藏單位，討論建置臺灣地
區家譜聯合目錄資料庫，共有一萬四千餘條書目資料可供檢索查詢，
提供書名、卷（冊）數、其它題名、編著者、版本項、出版地、出版者、
出版年、稽核項、叢書項、附著項、主題、分類號、收藏者、姓氏、譜
籍十四種檢索查詢條件，檢索的結果分為簡易的書目清單及詳細的書目
資料。國家圖書館於 2004 年取得美國猶他家譜學會授權，將其微卷資
料轉製數位影像及 metadata 欄位分析建檔，族譜數位化影像成果呈現於
國家圖書館「臺灣記憶」系統中提供民眾研究利用。2004 年，國立故
宮博物院圖書文獻處將庋藏的中文家譜文獻加入數位計畫，建置家族譜
牒文獻資料庫，以支援學術研究與族譜編修為前題，將族譜文獻做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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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內容」與「原貌」呈現。資料庫詮釋格式 (metadata) 欄位除具備一
般族譜書目資料外，依據族譜的資料特性與需求，另有姓氏、地望、堂
號、郡望、祖先（始遷祖）、家訓族規、祠堂、世系源流等資料之著錄。
2004 年，「臺灣族譜整理計畫」，是延伸國家圖書館所統籌建置之「臺
灣地區家譜聯合目錄資料庫」的計畫，加以彙整其他地區收藏之臺灣族
譜資料增列入臺灣族譜書目（宋慧芹 2003），該計畫是針對 1949 年後
臺灣刊印的一萬餘部族譜，撰寫族譜內容提要，使此家譜聯合目錄資料
庫在內容上有更便利的檢索與使用。網路蓬勃發展使得華人族譜相關的
網站如雨後春筍般的相繼設立，較具代表性者為「臺灣族譜資訊服務
網」，2002 年開始的國科會數位典藏國家型科技計畫之分項計畫，鑒
於傳統族譜資料多為紙本或微縮型式，不利於檢索與利用，該分項計畫
的目的是希望將族譜典藏予以數位化，並發展族譜資訊應用系統，以展
現族譜資訊之特性，以建立臺灣族譜共建共享機制。「臺灣族譜資訊網」
內容規劃並分成「姓氏」、「族譜」、「家族」、「宗祠」、「尋根」
五個主要欄目，並設立數個資料庫（陳昭珍 2004），後續還有許多服
務加值應用計畫，包括姓氏、族譜、家族、個人、名人與宗祠資料庫。
除了前述各項資料庫的資料檢索，「臺灣族譜資訊網」建置時已提出許
多新穎並且兼具學術、趣味及商業考量的設計，如以球狀或樹狀動態呈
現世系圖、以圖形呈現預先定義好的家族的遷徙路線、「尋根逍遙遊」
為結合線上尋根與實體旅遊的服務模式，讓民眾可在找尋祖先足跡的過
程暢遊名勝古蹟，而「為您建家譜」 則是預計修改網站功能，以提供
線上建置族譜及列印為紙本的功能，可惜在本文進行族譜平臺比較及測
試時，尚未看到線上建置族譜的相關功能，使得使用此網站的民眾僅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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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向的獲取查詢、檢索的族譜文獻內容，無法互動的建立屬於家族及個
人的族譜，其遷徙圖為事先設定移動路徑和地圖的資料，無法隨著世系
表的內容動態的呈現。
綜合族譜資訊化的相關研究文獻及比較時下國內外較具特色的族譜
網 站， 請 參 考 表 1 國 內 外 族 譜 網 站 比 較 表。 排 名 前 三 名 為 Ancestry.
com、FamilySearch 及 MyHeritage.com，均為典藏量相當大的族譜網站，
其中 FamilySearch 更是典藏不同族群、地區的族譜資料。大部分的族譜
網站均採取免費入會，但是要進一步建立家族資料、線上編輯或是檢索
下載資料，則需要另外付費，付費方式採會員月費或年費制。每個族譜
網站也都提供了家族世系資料（Family Tree）的建置，另外也提供了影
音資料、DNA 資料上傳等服務。同時，MyHeritage.com、Geni.com 也
提 供 家 族 對 接 的 服 務， 讓 他 們 的 編 寫 族 譜 時 可 以 方 便 找 到 親 族
（GenealogyInTime 2016; Morton 2016; No1Reviews.com 2016）。華人族
譜資訊化是以族譜文獻為本，致力於將族譜轉製成數位影像典藏，並建
立族譜書目詮釋資料庫提供索引服務，族譜的世系內容則少有進行數位
化，對於以客家族譜進行家族史的研究者來說，無法直接以世系內容進
行尋根，而華人族譜網站，多以提供族譜書目、姓氏源流、家族名人等
歷史資料面的檢索為主，族譜網站的內容由網站建置方提供，而非由民
眾主導建立自我家族的族譜內容，而觀察歐美較為成功的族譜網站，其
中心主軸則是以使用者為中心，讓用戶建立家族的世系資料（Family
Tree），尋根探源多為加值性質的服務，其可供檢索的祖先名錄，除了
各家族建置的世系內容互為分享外，最重要的是整合了許多如出生、死
亡、婚姻、人口普查等等戶政登記資料及教會登記的教徒與受洗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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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擴大了其收錄的世系人員資料庫，並可直接以姓氏、名字、日期等
條件檢索連結，確實添增了許多找尋家族祖先的真實性、方便性及樂
趣，然現今歐美的族譜網站較少設置對族譜、家族、家族姓氏等項目的
詮釋說明的資料，對於華人研究家族史，有記錄家族來源郡望、家傳家
訓、昭穆等等欄目的傳統格式而言，現有的族譜網站設計並非完全適合
客家族群使用，再加以客家族譜視覺化之資訊需求，客家人需要一個符
合文化特性、整合視覺化呈現相關技術、數位化族譜文獻資料庫，並可
由客家人自行維護家族歷史、世系人員的整合性網站平臺。

表 1. 國內外族譜網站比較表
網站名稱
Ancestry.com
FamilySearch
MyHeritage.com
GeneaNet
FindMyPast UK
Archives.com
MooseRoots
WikiTree
Genealogy.com

排名 收費

1
2
3
4
5
6
7
8
9
10
臺灣族譜資訊網 客家族譜平臺 -

○

○
○
○
○

記錄
16,000
4,000
6,800
140
1
2
4,000
1,000
12

編輯 檢索 世系 地圖 影音 對接 DNA 日訪客數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註：族譜記錄的單位是百萬筆
資料來源：整理自 GenealogyInTime 及 No1Reviews.com 等網站

136,000
38,000
27,000
21,000
18,000
1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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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研究方法

（一）雛形系統開發法
一般的系統發展生命週期（System development lifecycle, SDLC）包
括調查（初步分析）、分析、設計、編碼、測試、與維護等不同的階段，
即瀑布式（waterfall model）的開發模式，是由 Royce 於 1970 年代提出
（周斯畏 2002）。生命週期開發模式的歷史悠久且應用廣泛，但因其
循序性進行不同階段的轉移，且每一階段各有嚴謹標準的程序，事實上
極少資訊系統專案能完全依循生命週期模式所定義的各階段依序進行
（宋鎧等 1997）。1984 年由 Boar 提出了雛形系統發展方法，雛形法的
特色為經由快速的規劃、分析與設計，以短時間製作出一個雛形版本，
以雛形版本進行評估、修正及擴充，直至雛形系統修正為成最終的軟體
產品。雛形法快速的規劃過程，主要是釐清雛形系統的目的、範圍、方
法及使用工具……等項目，其快速分析與設計則是依據規劃內容，快速
的設計資料流、資料模式與用戶使用界面，並於短時間完成雛形系統的
開發。以雛形法進行系統的建置有四個基本的要素，分別為（1）使用
者的參與（2）設計人員需熟悉開發工具及資料操作（3）使用高階語言
進行高效的開發（4）預先準備雛形系統測試評估所需要的資料（Wu
and Wu 1994），常用的雛形方法又可分為下列五種：（1）腳本式：事
先製作使用手冊及圖片說明。（2）摹仿式：預先設定虛擬的資料模擬
系統功能。（3）示範式：實際開發部份關鍵功能讓用戶實際操作。（4）
遞增式：由最關鍵的模組或功能開始雛形。（5）螺旋式：由核心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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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始製作，依使用的回饋逐漸擴充。
本文所要建置的視覺化族譜導覽平臺著重於以視覺化圖像呈現客家
族譜內容，具有明確的功能需求與範圍，族譜平臺其它一般性的功能需
求，則以文獻探討章節所列舉之現有族譜平臺提供之功能為依據，可符
合雛形系統發展法的快速分析及設計特性。族譜平臺的系統開發建置方
面， 採 用 美 國 微 軟 公 司（Microsoft） 所 提 供 的 ASP.Net MVC(ModelView-Control) 架構，使用可免費用於個人或學術研究的 Visual Studio
2013 Express 高階語言開發整合工具進行功能撰寫，資料則保存於 SQL
Server Express 資料庫管理系統（DBMS）。MVC 模式最早是由 Trygve
Reenskaug 在 1974 年所提出的軟體設計模式，將應用程式架構切分為
Model( 模型 )、View( 顯示 )、Control( 控制 ) 三部份，明確的區分不同
性質的功能元件，開發者可專注單一部份，進而降低複雜度並提高開發
速度（Reenskaug 1979）。

（二）視覺化資訊技術
資料視覺化是運用資訊科技，將繁複大量的資料以直覺的圖像呈
現，以表示資料的特性。視覺化的資料可容易處理大量且不同類型資
料，且可直接的對資料的進一步探索，不需要再經由其它複雜的數學演
算或統計（Keim 2002）。以互動的方式表達抽象的資料，可加強感官
的認知（Cohen et al. 2009），對於具有多維度不同特性且複雜的資料，
以互動圖像式的呈現方式能協助資料取用者更易理解資料的關聯及所隱
含的特性。使用者與視覺化資料的七項基本互動功能為 概觀、縮放、
資料過濾、資料探索、相關性、歷史記錄、資料抽取，而使用者對於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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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 的 原 始 資 料 視 覺 化 結 果， 其 互 動 方 式 亦 有 所 差 別（Keim 2002;
Shneiderman and Plaisant 2006）。視覺圖像的呈現可說是資料視覺化的
結果展示，其過程包含資料的整理、彙集、歸納及分類，最後利用視覺
化的工具呈現結果，將大量的資料轉化為較具意義的資訊。
數位文獻中有大量包含地理時空維度的資料，使得以視覺化的技術
呈現這些具有時空屬性特色資料的研究獲得關注與重視。地理視覺化是
利用地理空間的互動展示方法探索資料的空間特性，從探索的過程或是
結果裡產生新的假設、新的解決方案，或是建構新知識的方法。地理視
覺化與一般資訊視覺化最大的不同在於，它必須要使用三維（three
dimension, 3D）展示或是平面地圖展示方法來表示實體空間，它處理的
是 空 間 問 題， 而 不 只 是 抽 象 的 屬 性 資 料（Andrienko and Andrienko
1999）。因此，當研究目標是找到隱藏於原始資料（時間與空間資料）
中的資料關連性、空間分布或是趨勢等資料特徵，則非常適合應用地理
視覺化技術。學者認為地理視覺化技術有助於地理資料庫知識探索，提
供研究者更多不同的角度來觀察資料，並在複雜多維的資料庫當中找出
隱藏的資料特徵，例如資料關連性、空間分布或是趨勢等（MacEachren
et al. 1999）。這些隱藏的資料特性，藉由地理視覺化技術的發掘之後，
可以用來改善對於研究主題相關的認知以及產生新的基本假設，進而產
生新的知識。近年來學者發展出許多的視覺化工具，最常見的方法是利
用這些工具與地圖同步動態展示，發展地理視覺化的分析環境，資通訊
技術及網路世代的快速發展，亦使得許多不同層面的應用得以藉由網路
的平臺在各種不同的電子裝置上實現。
近年來隨著大量的地理圖資資料與開放統計資料的釋出，地理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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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GIS）的逐步受到重視，對於具有空間位置特性的資訊，地理資
訊系統提供完善且強大的處理功能及支援。GIS 可應用於各種不同領域
的研究，其做法為將蒐集的數據資料整理歸納出其地理空間屬性後，將
此數據匯整至 GIS 製圖工具平臺，利用 GIS 工具將研究數據結合地圖圖
資，以各式的圖徵呈現研究數據的特性。地理資訊系統的使用，除要具
備有一定的資訊軟體操作能力，更要了解地圖座標系統及地理圖資的存
取方式，對於一般的社會人文研究人員來說，是超越其專業能力背景
的，致使即便是簡單的人口分佈分析圖，也要花費繁瑣的步驟方能製作
完成，或更多是直接委請專業的製圖公司製作，常常製圖人員無法精確
理解研究人員要表達的重點，使得研究會因此增添許多額外的溝通的程
序。
OpenStreetMap ( 開放街圖，簡稱 OSM) 為 2004 年由英國的 Steve
Coast 發起，採用類似 Wiki 的協作編輯以及開放的授權與格式，由使用
者繪製的自由且開放原始碼的全球地圖（Coast 2011; Haklay and Webe
2008）。OSM 的地圖因為來自一般的使用者，所以內容相當多元。資
料的來源可能根據手持 GPS 裝置、航照圖以及其他自由內容，甚至是
單靠使用者由於對本地的認識而得。雖然不全是經過專業訓練的人士，
但可以產生接近專業地理資訊水準的地圖。 地圖以開放資料庫授權
（ODbL）方式授權，可以日常生活、導航、學術、甚至商業應用。
OSM 的地圖內容量快速成長，並支援線上網站、離線裝置或是移動裝
置等各式設備的應用。透過 GPS 設備、行動電腦、手持裝置已可以輕
易的獲取許多高質量的地理資訊，使得許多由使用者提供地圖內容的專
案 陸 續 成 立 發 展， 但 OSM 可 能 是 發 展 最 廣 泛 且 最 具 影 響 力 的 專 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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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klay & Weber 2008）。透過 OSM 臺灣社群的推廣，過去兩年來舉
辦了逾 20 場的活動，OSM 臺灣化的地圖圖資愈來愈豐富，應用的範圍
和主題相當多元，OSM 的圖資也可透過轉換工具輸出為 GIS 工具可使
用的格式，使 OSM 很容易的跟其它 GIS 工具整合。

四、全球客家族譜書寫平臺設計與建置
（一）客家族譜網站建議功能
經由族譜相關文獻與族譜資訊化發展的探討，可以得知適用於華人
客家族譜網站的功能需求，而運用新資訊技術可將具有地理空間和時間
屬性的的資料以視覺化的方式呈現，本文結合兩者之特性，以發展可視
覺化動態呈現客家族譜的族譜導覽平臺。綜上分析，適合客家族群使用
之整合性族譜網站應大致包含的功能項目，如下圖 1：
1. 族譜建立
族譜建立提供民眾建立自家的族譜，包含：基礎詮釋資料，描述族
譜基礎的訊息，可整合族譜本文的書目資料於此，適用於檢索及族譜資
料的交換。其規格可參考「國家圖書館」族譜詮釋資料著錄格式，包含
家譜名、編纂者、出版日期、入臺年代、入臺祖等欄位，其附註欄位之
譜系圖、祖先圖像可於族譜延伸連結資料庫中建立，如考量客家族譜需
求，可增加客家族譜特色，如昭穆詞、堂號、祖籍地等欄位。
族譜延伸記錄則記錄與族譜的詳細內容，內容分類可預設傳統族譜
體例包含之項目，如譜例、譜序、家傳家訓、姓氏源流、先祖圖像等選
項，內容格式應支援各種多媒體文件格式，如圖片、影片等內容，以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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錄家族各種相關的資訊。
2. 世系建立：
世系建立的功能為最吸引現代人使用族譜網站的功能之一，提供人
們建立自己的族譜以記錄家族發展動態，包含：基礎詮釋資料，描述世
系成員的基本訊息，此部份應與國際族譜資料交換通用格式 GEDCOM
接軌，因而世系資料庫的設計以 GEDCOM 欄位為基礎，考量客家族譜
世系特有內容，可再加上郎名、昭穆等欄位。
世系延伸記錄如同族譜延伸記錄，可將世系成員相關的個人相關物
件以多媒體文件格式建置，如個人的照片、影片、著作等項目。世系的
轉入與轉出，世系記錄可提供以基礎詮譯資料輸出 GEDCOM 族譜交換
格式文檔，或由現有的 GECCOM 建立家族世系內容，以增加族譜世系
的流通使用。
3. 尋根探源：
尋根探源主要是提供民眾於族譜平臺檢索包含族譜、世系等相關訊
息，透過族譜平臺建置的數位內容，可用關鍵字查詢，如族譜網站整合
介接的資料庫數量愈多，愈能吸引族譜網站用戶利用尋根研究家族歷史
4. 加值服務：
加值服務則為提昇族譜網站發展為另一層次的關鍵，族譜網站要能
永續維運，則需轉型為商務型網站模式，籍由平臺提供的加值服務獲取
收益，以支應為網站運作、維護所需的成本。加值服務項目參考現有的
電子商務型族譜網站，家族歷史人員、文物記錄等資源的存取為收取費
用的主要來源，另外其它如專家的咨詢服務、協助尋根修譜或將數位族
譜轉製為紙本出版品亦是增加族譜網站價值及收益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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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客家族譜網站建議功能架構
資料來源：作者自繪

（二）系統架構
由文獻探討分析及比較國內外數個具代表性的族譜網站，包含 「臺
灣 族 譜 資 訊 服 務 網 」、「Ancestry.com」、「MyHeritage」、
「FamilySearch」，分析比較出華人族譜網站功能需求為族譜資料維護、
世系資料維護、尋根探源、加值服務等功能，而本文所設計之動態視覺
化客家族譜導覽平臺，其焦點為視覺化族譜的呈現，因此客家族譜導覽
平臺功能需求並未納入與本文無直接相關之加值服務，而增加視覺化族
譜功能項目。本文設計之族譜平臺架構如圖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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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研究架構圖
資料來源：作者自繪

（三）族譜資料庫
本文所蒐集之族譜資料統一保存於雲端主機上之資料庫，採用 SQL
之 Server Express 2014 資料庫管理工具處理資料的存取。族譜資料庫可
再細分為 ：
1. 族譜書目詮譯資料庫：
記錄族譜的基本訊息，包含譜名、提供者、姓氏、編者、西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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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年、出版者、出版地、版本、頁數、始祖、始祖年代、始遷祖、始
遷年代、祖籍地、遷居地、現居地、輩序、序言、祖訓等欄位。
2. 世系資料庫：
記錄族譜的世系資料，包含每一成員之姓名、代別、郎名、父、母、
子女、住址及其它個人訊息，住址另外須記錄以地理資訊轉換模組所轉
換 的 通 用 地 理 經 緯 度 座 標。
3. 家譜資料庫：
記錄家族相關的訊息，如序言凡例、家族歷史、姓氏源流、名人傳
記、輩序昭穆、族規家訓、祠宇墳塋。此處不同類型的資料皆可記錄其
發生之時間、地點，地點亦需要轉換為經緯度座標位置，以利後續統計
分 析 及 圖 資 整 合。

（四）資料模組
資料轉換模組可以分為族譜管理模組、地理資料轉換模組與族譜資
料轉換模組。地理資料轉換模組可將行政區域的地址轉換為標準通用的
地理經緯度座標，其處理原則以精確地址優先處理，如無法轉換為精確
的座標，則再以更大範圍的行政區去轉換座標。族譜資料轉換模組可接
收外部的 GEDCOM 族譜資料交換格式，將外部開放的族譜資料匯入族
譜系統。族譜管理模組提供家族的族譜管理人員進行族譜資料的管理及
維護，並設定家譜內容是否公開、及可修改族譜的成員等權限設定。

（五）互動操作介面
互動式操作介面提供一般族譜瀏覽者、研究人員在線以視覺化的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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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方式瀏覽族譜資訊，尤其要能呈現族譜資料的時間與空間屬性，族譜
平臺應用 D3 JavaScript 繪圖套件，設計提供以下的動態互動族譜瀏覽功
能：
1. 動態產生世系圖
由使用者選定之家族成員，以動態生成樹狀圖或組織圖呈現其世系
關連。提供顯示的世代數量、顯示模式等多組不同參數，計算不同家族
成員節點之間距權重，參考使用者所使用之終端機之解析度自動調整顯
示範圍，以提供最佳的視覺呈現效果。
2. 動態顯示世系成員描述資訊
於世系圖每一成員節點，提供點擊、停駐事件，觸發顯示該成員之
相關資訊經由設計好之連結，可再提供使用者進一步的探索相關連的訊
息。視覺化呈現世系成員關聯，提供互動功能探索世系成員個人資訊，
如圖 3。

圖 3 客家族譜平臺動態世系關聯圖
資料來源：本研究系統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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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整合族譜地理資訊及地圖圖資
於族譜平臺預先建置好之家族居住的地理資訊，動態即時繪製家族
世代的地理遷移路徑圖。調整顯示世代數，便可經由此遷移路徑圖一目
暸然的得知家族各世代之居住地理位置及遷移方式，如能結合地理資訊
系統提供之不同年代之圖資，可提供文史研究者更清晰的資訊。整合族
譜重大事件記錄之地理空間資訊，動態呈現家族相關事件的時間地圖及
家族人口分佈，如圖 4 與圖 5。

圖 4 客家族譜平臺動態家族分佈圖
資料來源：本研究系統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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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客家族譜平臺時間事件地圖
資料來源：本研究系統畫面

（六）族譜平臺內容建置
1. 族譜書目設置與維護
族譜平臺可建置並記錄族譜書目詮譯資料，如該族譜有延伸之其它
形式之相關訊息，如圖片、影音格式之多媒體文件，亦可記錄於族譜延
伸訊息。族譜書目可依族譜管理人員的需求，可設定為公開或不公開，
公開之族譜可提供所有平臺使用者瀏覽之內容，而不公開之族譜僅可由
家族經授權的使用者查看內容，參考圖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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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輸入族譜基本資料

3.輸入族譜延伸資訊

圖 6 族譜書目資料建立流程圖
資料來源：本研究系統畫面

2. 世系資料批次匯整與轉換
本文所建構之族譜平臺以關聯式資料庫做為族譜平臺資料載體，世
系電子文件經族譜世系轉換介面，將原始世系資料進行轉換處理後，產
生以下三種不同性質之資料表，參考圖 7：
（1）世系個人資料表： 記錄世系個人本名、姓別、世代別、居住地、
事蹟等基本資料。
（2）世代關聯資料表：整理世代間的關聯，並以索引編號記錄關聯
性，因世系間會發生同名的情形，因此在建立父子代關聯時要同時判別
祖父名或曾祖父名，以建立正確的世代關聯資料。
（3）地理資訊資料表：為使族譜資料能結合地理資訊，世系資料轉
換介面將世系資料的地址轉換為經度、緯度的座標資料。本文應用
Google 提供之地理編碼服務 API (Google Maps API)，該服務於非商業使
用目的時，每日可接受 2500 筆地理座標編碼轉換，已足於族譜雛形平
臺建立示範資料所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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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系個人資料
族譜世系
轉換介面

族譜平台
資料庫

世代關聯資料
地理資訊資料

世系電子檔

圖 7 世系資料轉換流程圖
資料來源：作者自繪

世系資料轉換功能的設計以簡單便於族譜管理人員使用為主，作業
步驟如圖 8 世系資料批次匯整與轉換流程圖所示，步驟如下：
（1）開啟族譜資料批次匯入匯出功能，點選匯入族譜資料。
（2）於系統提示之檔案挑選對話方塊，選擇已編輯好之族譜世系電
子 檔。
（3）世系資料轉換功能分別將歷代世系資料轉入世系個人資表、世
系各代之關聯轉入世系關聯資料表、世系各代居住地轉入地理資訊資料
表保存，以做為族譜平臺視覺化功能之基礎資料。

2.選擇世系電子檔案

1.族譜資料匯入功能

3.世系匯入結果訊息

圖 8 世系資料批次匯整與轉換流程圖
資料來源：本研究系統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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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使用者經驗評估
使用者介面是系統與使用者之間的互動介面，使用者透過介面來瞭
解並使用系統，系統也是透過介面來傳遞訊息。良好的使用者介面（User
Interface, UI）設計可以創造自然流暢的服務效果，使得系統網站賞心悅
目並提昇網站的使用性與效率（Lasseter 1987），而使用者與網站系統
互動所產生的使用者經驗（User Experience, UX）是網站成功與否之重
要關鍵要素，使用者經驗成為人機互動及介面設計重要的發展議題
（Hassenzahl and Tractinsky 2006）。本研究邀請受測者參與網站使用者
經驗任務操作測試。每次測試時間預計為 10-20 分鐘。填寫完個人資料
後，進行約 5-15 分鐘任務的測試，最後進行問卷及量表填寫。量表採
用使用者經驗量表（User Experience Questionnaire, UEQ），以李克特七
尺度量表（Likert scale）作為選項（Laugwitz et al. 2008），以建構出使
用 者 對 族 譜 數 位 平 臺 體 驗 的 相 關 問 題 感 受， 可 以 分 為 吸 引 性
（Attractiveness）、 簡 明 性（Perspicuity）、 效 率 性（Efficiency）、 可
靠性（Dependability）、促進性（Stimulation）、新奇性（Novelty）等
評估面向。以下是要執行的任務項目，這些任務能讓測試者對介面設計
與使用者經驗能更深入的理解。第一項任務是利用 3 分鐘的時間瀏覽首
頁，進行瀏覽（功能切換、網站頁面切換、滑鼠移至不同網站功能）。
第二項任務是族譜瀏覽，點擊「清河堂張氏族譜」，進行瀏覽（基本資
料、世系圖、時間地圖、家族分布）。第三項任務是族譜設計體驗，點
擊「族譜資料輸入」、「查看族譜匯出匯入」、進行族譜編輯（記錄家
族相關的訊息，如序言凡例、家族歷史、姓氏源流、名人傳記、輩序昭
穆、族規家訓、祠宇墳塋）等 。本研究同時採用系統易用性量表（System

客家族譜線上書寫

256

Usability Scale, SUS）來進行系統易用性評估，SUS 是由 John Brooke 在
1986 年所發展（Brooke 1986），廣泛應用在系統使用者介面測試，根
據過去研究發現，SUS 可適用於 8 到 12 人的小樣本量化分析（Tullis
and Stetson 2004），對於少數族譜網站使用者而言，相當適合作為系統
易用性評估使用。本研究邀請 15 位使用者參與本次系統評估試驗，其
中有過族譜編撰經驗者為 7 位（47%），客家族群為 13 位（87%），年
齡分布為 21-30 歲為 1 位（7%）、31-40 歲為 3 位（13%）、41-50 歲為
9 位（60%）以及 51-60 歲為 2 位（20%）。研究結果發現使用者經驗
各項平均值介於 0.81 至 1.25 之間，其中只有「新奇性」的平均數落在
良好之區域，參考圖 9，屬於較佳的使用者經驗。另外三項構面「簡明
性」、「效率性」、「促進性」感受高於平均值。但是「吸引性」、「可
靠性」感受則低於平均值，見表 2。由此可知本研究所開發的客家族譜
數位平臺具有高度創新的新奇性，讓使用者感受到可以清楚表達資訊以
及具有效率，更可以促進族譜編輯的動機，但對於使用者較無吸引性，
同時也讓使用者覺得較不可靠。依據過去研究，使用者對於系統易用性
評估 SUS 分數感受度可分為六個等級（Bangor et al. 2009），本研究所
推估的系統易用性評估結果為 SUS=64.17 僅屬於評比等級中的 D 級，
在評量上屬於可接受的邊緣（Marginal High）的範圍內，表示族譜平臺
使用者介面的易用性雖然有到達平均水準以上，但還是有很大的改善空
間。歸納以上分析，本系統平臺最大的優點是其創新性，可以帶給使用
者新奇感，同時也讓使用者感覺到相較於傳統的族譜編輯，本系統具有
使用上的簡明、效率及促進性。然而，對於使用者的信心還需要更多的
使用經驗來加以建立，本系統需要進一步改善使用者介面，讓系統平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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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簡單易用，以更多便利的誘因來吸引族譜編輯者使用此平臺。

表 2 使用者經驗各構面結果分析表
構面

平均數

落點分析

吸引性

0.81

低於平均值

簡明性

1.25

高於平均值

效率性

1.18

高於平均值

可靠性

1.10

低於平均值

促進性

1.00

高於平均值

新奇性

1.08

良好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分析

圖 9 使用者經驗各構面落點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分析

五、結論
隨著家族不斷的繁衍傳承，族譜對一個家族而言，不僅是過去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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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存著先祖輩們的家族開拓歷史；也是現在式，記錄現代家族及成員的
生活點滴；更是未來式，族譜的流傳，俾使後世子孫能知悉自己的血緣
來自何方、源自何地。族譜數位化、行動族譜已是未來的趨勢，族譜平
臺結合廣大的社群網路資源，家族成員人人皆可成為族譜內容的提供
者，時時刻刻皆在為家族刻劃著家族史。過去族譜僅是家族中少數一些
耆老主導編寫，內容取得及修訂是件浩大的工程，修譜需花費數年之
久。現代族譜的形式受網路社會的發展影響，不再只是擺在家中案頭櫥
櫃裹難得被翻閱的傳統紙本族譜，或僅是鮮少為一般大眾運用的圖書館
數位典藏資源，數位族譜已可與生活密切結合、做為家族溝通交流的媒
介，本文基於現代族譜的轉型發展，建立客家族譜數位平臺雛形系統，
讓對家族事務關注的成員都成為族譜內容編修者，提昇族譜內容的完整
度及豐富度，加快完成家族族譜的編修。利用新興的網路平臺圖像及地
理資訊開發工具，整合傳統客家族譜文獻數位化後的內容，以視覺化的
圖像呈現族譜世系，透過族譜平臺以不同的角度、不同的形式去詮釋族
譜文獻內容。以視覺化的圖像呈現，可有效突顯人文社會研究所蒐集資
料的隱性意涵，有助於詮釋或推論研究結果。本文所設計之客家族譜數
位平臺可探索客家族群在臺灣的分佈及遷臺後的再次遷徙軌跡，至於分
佈形成之原因、遷移路線的形成因素，則需要結合家族其它的史料、客
家人口及遷移的相關研究文獻，做更深入的探討。族譜的編修是關係一
個家族的重要大事，族譜數位化可提供有心研究家族歷史的民眾一個整
合家族資訊的平臺，提昇族譜內容的完整性及正確性。國內許多民眾現
階段在編寫族譜方面仍是以傳統方式進行，因此建構適合國內民眾使用
的族譜數位平臺並推廣給民間大眾應用，以延續歷史悠久的族譜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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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相關單位及大眾應加以重視的課題。族譜平臺如何借鏡歐美的族譜網
站，整合各方的數位資源（政府、民間）則為永續經營、轉型電子商務
模式關鍵。

謝誌：本文為科技部補助二年期專題研究計畫《客家族譜研究與數位化
網絡建置》之研究成果，計畫編號：MOST 103-2410-H-239-004-MY2。
本文感謝上杭客家族譜博物館提供客家族譜典藏資料閱覽及嚴雅英館長
於移地研究時之指導與協助。筆者謹在此表達對匿名審查委員費心閱讀
與建議的感謝，修改意見對於本研究後續展開探討的方向，助益甚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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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兒園客語系列教材發展歷程及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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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挽救客語流失的危機，屏東縣客家事務處於民國 96 年起在屏
東縣幼兒園推動客語沉浸教學。本文主要在探討客語沉浸教學推動過程
中的系列教材的研發理念及原則，內容包括：（1）分析客語沉浸教師
的需求及既有出版教材；（2）描述目標學習者、教材目標及教材編寫
理論及原則；（3）編製歷程及內容發展；（4）教材的實施方式及現況；
（5）教材的評鑑方法及結果。最後，列出此系列客語教材發展的問題，
包括：（1）主教材拼音爭議大；（2）客語編譯後難度變難；（3）對
話設計的侷限性；（4）沒有持續修訂；（5）流通性問題。文末針對上
述問題給予相關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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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prevent Hakka language from distinguishing, Pingtung County
Government began to experiment the Preschool Hakka immersion programs.
In the process, teachers indicated that they had urgent needs of systematic
Hakka language teaching materials. This article describes the process and
result of developing the Hakka teaching materials based upon the ADDIE
model. Then contents include: (1) Analyzing the needs of Hakka teaching
materials ; (2) Describing the target learner, teaching goal, theory and principle of the materials; (3) Introducing the contents of the teaching materials; (4)
Describing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materials; (5) Describing the various
methods of evaluating the materials and the results. Finally, the researcher
lists the problems of the materials and provides some sugges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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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緣起

根據客家委員會民國 95 年（西元年 2006 年）的研究結論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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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年會自然
流失 1.1 個百分點（客家委員會 2015）。為了挽救客語流失的危機，屏
東縣客家事務處於民國 96 年在屏東縣幼兒園推動客語沉浸教學。在推
動過程中，教師們紛紛表示對系統化客語教材的迫切需求，因此研究者
在屏東縣政府的補助下，研發並完成一系列的幼兒客語教材。系列教材
中主要包括主教材「客語真好玩」（六冊），每冊共有四大主題，每一
主題包含四個小單元，每冊共十六課。除了主教材外，研究者亦研發了
輔助教材，包括：「來一客」兒童客家文化繪本（共五冊）、主題教學
小幫手（共六冊）、遊戲活動小幫手、主題兒歌本、及海報和字卡。「來
一客」兒童客家文化繪本主要在讓幼兒透過生動有趣的繪本故事認識客
家文化，文化元素包含客家食、衣、住、育樂及客家人特色。「主題教
學小幫手」主要係針對「客語真好玩」主教材所設計的教師手冊，內容
主要為教學活動的設計內容，提供教師進行教學之參考。「遊戲活動小
幫手」設計了 100 個遊戲活動，提供教師們在進行客語活動時參考。「主
題兒歌本」係針對每一個「客語真好玩」的主題所設計的兒歌，以提高
幼兒學習該主題之興趣。教學用海報、字卡及 CD 均伴隨教材免費提供
教師們使用。本文希望透過客語系列教材研發的紀實及討論，提供日後
欲研發本土語教材的人士參考，以便研發更多適合幼兒學習的本土語教
材。根據此目的，本研究主要的研究問題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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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在 ADDIE 教學模式分析階段，幼兒園的客語教材需求為何？
2. 在 ADDIE 教學模式設計階段，幼兒園客語教材之設計目標及原
理為何？
3. 在 ADDIE 教學模式發展階段，幼兒園客語教材之編輯歷程及內
容發展為何？
4. 在 ADDIE 教學模式應用階段，幼兒園客語教材實施的情形為何？
5. 在 ADDIE 教學模式評鑑階段，幼兒園客語教材的評鑑方式為何？
成果為何？

二、客語歷史發展及現況

臺灣客家語，主要源於中國大陸粵東，及少部份的閩南、閩西地區。
客語是漢語系的一種語言，主要分布於桃竹苗，六堆及花東緃谷等。臺
灣的客家語主要為四縣及海陸兩種腔，其中又以四縣腔較為強勢，大眾
運輸廣播及媒體大多採用四縣話進行。根據客家委員會（2015）的調查，
客家民眾能以使用「四縣腔」的比例最多（56.1%），其次為「海陸腔」
（41.5%），其他像是「南四縣腔」（4.8%）、「大埔腔」（4.2%）、
「饒平腔」（1.6%）及「詔安腔」（1.3%）等的比例相對較低。另有
少數地區亦說「永定」及「長樂」腔，但這兩個腔調幾乎完全退居個人
家庭場域，消失得很快。在書寫方法，客家語過去一直都使用漢字來書
寫，在 19 世紀中期，基督教教士為了方便傳教，創立了多種客家語的
拉丁拼音字母。另外，臺灣語文學會亦自己發展了客語音標方案（古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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順 2005）。
由於臺灣長久以來以國語及閩南語（福佬話）為強勢語言，再加上
「國語運動」的推行，很高比例客家人受到同化，導致臺灣客語及其文
化面臨空前流失。根據客家委員會調查 101 年至 102 年度臺灣客家民
眾各年齡層的客語使用狀況，發現 13 歲以下聽懂客語的客家民眾僅佔
35.1 %（完全聽懂 + 大部份聽懂），聽不懂佔 57%（少部份聽懂 + 完全
聽不懂）；客語說的能力流利者僅佔 16.2%（流利 + 很流利），不流利
者佔 70.6% （不流利 + 不會說）（客家委員會 2015）。從研究結果可
以知道，客語仍舊逐漸凋零中，且在年輕一代最為嚴重。幼兒園客語沉
浸教學的推行以及客語教材的發展即是保存客語的措施之一。

三、ADDIE 模式發展教材

在進行教材研發時，必需依賴系統化及科學化的方法，才能瞭解並
掌握精義，達到預設的目標，提升學習成效。ADDIE 模式是常用的設
計教材及教學法的系統化方法。以下分別介紹這幾個重要步驟（Peterson
2003）：（1）分析（Analysis）：此步驟主要在強調教材研發時，必需
先分析分學習者的背景及需求，才能符合學習者的要求。另外，亦需考
量教材的教學目標、學習環境、場域特殊文化性、現有資源以及成本
效益等議題；（2）設計（Design）：此步驟主要在根據分析結果設計
適宜的學習單位、學習內容和學習策略，以達成學習目標。（3）發展
（Development）：考量如何編製教學材料，以便根據學習目標選擇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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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體與教材，達成教學目標。此階段開始撰寫教材與講義；發展教學媒
體與教具；編寫教師手冊；發展評量工具等；（4）實施（Implementation）：
此階段要實際運用教材，採用教學策略；進行教學活動；並執行學習評
量；（5）評鑑（Evaluation）：此階段可根據學習者態度、學習成效及
成本效益等，進行全面性的檢討與改善，避免干擾教學目標的達成。以
下，即根據這些步驟進行客語教材之描述：

（一）幼兒園客語教材需求分析
1. 教師不確定客語的說法
剛開始在民國 96 年進行客語沉浸教學時，並沒有教材，教師的教
學主要是結合日常生活用語及主題教學，運用教師既有的客語能力自編
教材。例如：中文主題正在進行關於「心情」的主題；客語即教導幼兒
常見的心情客家用語（如：難過，生氣，高興等客語）。然而，在客語
沉浸教學的檢討會中，老師不斷地反應：「有許多用語不確定自己是否
念對，很怕教錯幼兒」。後來，在學期中時，研究人員開始安排客語專
家諮詢專線，提供老師們客語諮詢。但是，老師們反應：「很不方便，
因為有時是臨時要講客語時才不知道要如何講，無法事先詢問專家」。
另外，老師們也表示：「為了一個字二個字去打電話，感覺沒有效率，
也怕打擾到專家」。
2. 現有教材不符需求
目前市售或國家出版的教材型式多為繪本及歌謠型態，例如：客家
委員會（2015）的「幼稚園客語教材繪本」及高雄市政府客家委員會
（2015）的「歡喜學客語」念謠及高雄市「客語輔助教材」歌謠。幼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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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可以透過歌謠及繪本練習客語的音韻覺識及念唱（朱瑾玉 2013），
但單向的念唱對提升幼兒整體客語溝通對話能力成效有限，並不適合當
成主教材使用。最近，教育部（2015）發展了「部編客家話分級教材」，
主要針對的對象是一到九年級的學生，教材內容包含了主課文、聽說練
習及小活動遊戲。教材內容的單字及句型雖然也可供幼兒學習，但編排
方式並不太適合幼兒園階段的統整性主題課程。另外，課文文句太長對
幼兒來說太過困難；句型編寫較不具對話性；活動的解說也不足，這些
因素都造成此教材在幼兒園階段實施有其困難性。除了上述教材外，其
他民間出版社（如：康軒）出版的客語教材則都以小學階段為主，並沒
有適合幼兒園學習的客語教材。
3. 耗費許多時間收集及整理資料
由於目前既有的客語教材多為念謠、歌曲及故事繪本，找不到適合
教導幼兒客語對話的系統性教材。實施一年後，教師們紛紛表示自編教
材壓力太大，需要花很多的時間去收集、整理並查證資料，造成很大的
負擔。因此，客語沉浸教學實施一年後，屏東縣政府即開始委託研究者
研發適合幼兒的客語教材。
4. 教學需要輔助教材協助
主教材「客語真好玩」在 2009 年正式出版後，經過會議討論及實
地教學觀察發現以下幾個問題：（1）教師缺少字卡及海報進行教學活
動；（2）教師需要主題兒歌進行律動教學；（3）有些教師無法掌握「客
語真好玩」的主題教學精神；（4）「文化寶典」單元太困難，教師不
知如何教導；（5）教師們需要有遊戲活動手冊，讓他們自編一些活動。
為了解決這些問題，研究者陸續申請經費印刷字卡、海報及學習單供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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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帶活動及情境佈置使用。另外，研究者亦將每個主題的第一課念謠編
成兒歌，供教師帶動唱使用。為了落實「客語真好玩」的教學理念，研
究者編製「主題教學小幫手」教師手冊，提供教案供教師參考。「遊戲
活動小幫手」則收錄了 100 個遊戲活動，提供教師彈性結合在主題或日
常生活活動中。最後，由於「文化寶典」的客家文化元素太過困難，在
教科書上修改又破壞了原先的版面安排。因此，研究者選擇不修改原教
科書版面，而另行規劃了一系列的「來一客：兒童客家文化繪本」，透
過繪本故事的方式，帶入客家食、衣、住、育樂及客家人特性的文化特
色學習。

（二）幼兒客語教材之設計
1. 學習者
客語系列教材主要針對的學習對象為 3-8 歲不諳客語之幼兒，主要
針對初學者設計，目前實施客語沉浸教學之幼兒有 2/3 以上均是不諳客
語的初學者。主教材「客語真好玩」提供客語沉浸幼教師在幼兒園進行
客語教學之用，教材總共六冊，提供小、中及大班幼兒客語學習。教材
內容以主題型式設計，是國內唯一以主題統整方式設計的客語教材。教
師可依幼兒客語程度及幼教課程主題自行挑選適合的主題進行教學。
2. 教材目標
「客語真好玩」編寫的主要目標在培養幼兒客語聽說能力。輔助教
材「主題教學小幫手」主要目的在提供教師設計教案及安排教學活動參
考。「來一客：兒童客家文化繪本」主要目標在透過有趣的繪本故事及
圖像，帶領幼兒認識客家文化、欣賞客家文化、並提高自我文化的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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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卡、海報、「主題兒歌本」及「遊戲活動小幫手」等輔助教材主要目
的在提供教師進行遊戲活動及情境佈置之用。「客語真好玩」及「來一
客：兒童客家文化繪本」均附有朗讀 CD，方便幼兒自主性地在家學習。
3. 教材編寫原則
本教材發展的理論主要依據 Krashen 的語言獲得理論而來。根據
Krashen 的理論，幼兒在學習第二語言時，可以透過類似學習第一語言
的「習得」方式獲得。本教材主要即是在客語沉浸教學的模式中進行，
平時教師以客語與幼兒交談及授課，幼兒可自然而然無意識地獲得語
言。然而，研究者發現時間一久，幼兒的客語能力似乎受限於每日生活
的重覆作息，無法獲得更進階的客語能力。因此，客語沉浸教學除了日
常生活說客語外，每星期會再闢二個客語課程時段，有系統地教導較不
易在幼兒日常作息出現的客語。Krashen 的理論中，非常強調「可理解
的輸入」（comprehensible input），亦即以略高於學習者既有語言水準
的方式輸入較進階的語言，提升幼兒現階段的語言能力。教學過程強調
學習者需要在一個豐富、有意義且可理解的語言輸入環境中，才可以獲
得語言（McLaughlin 2013）。另外，根據 Krashen 的「情緒濾網」假
定，感情因素是語言學習最重大的影響，情緒決定學習者接受輸入的量
及品質。因此，營造一個有趣且有意義的語言學習環境是很重要的，教
材需要創造許多幼兒使用語言互動及溝通的機會，學習有趣，情緒濾網
降低，學習效果會較佳（McLaughlin 2013）。
除了 Krashen 的理論，研究者亦統整了許多語言教材發展的原則，
歸納如下：（1）符合幼兒時期的常用語為主：Otto（2010）指出幼兒
的語言學習，最初獲得的辭彙多以日常生活常用的社交用語（如：早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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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ye bye）、常見的物品（如：碗、杯子）、常做的動作（如：躺、坐）
或形容用語（如：好、壞）為主。因此，客語教材的設計即以幼兒最初
獲得的幾大類常用語編寫單字及句型；（2）以學校及家庭語境為主：
語言教材的編寫必需考慮學習者的常用語境，語境要多元及真實性高，
學習者才能學會在真實生活中使用（顏燕妮 2014）。由於客語沉浸幼
兒目前使用客語的情境多以學校及家庭為主，社區已經很少使用客語，
因此教材的語境設定多以學校及家庭的生活情境為主；（3）具溝通性
及互動性：何寶璋與羅雲（2012）指出，學習語言同時，亦必需培養使
用讓語言交際的能力。Owens（2011）亦指出，學習者必需瞭解如何使
用該語言，亦即該語言的「語用」及「言談」（Discourse）部份，才算
是精通一種語言。為了讓幼兒能夠實際運用客語溝通及互動，主教材編
輯非常注重句型的對話性，所有單字均可融入對話句型中，發展幼兒語
言交際的能力；（4）文化知識融入：語言的學習與文化是無法分割的，
語言是文化的載體，文化透過語言來傳遞，要學習好一種語言也必需了
解該語言的文化（Baker 2011）。洪惟仁（2006）即談到，不同文化的
語言表達方式不同（如：不同的問好方式），若不了解語言文化，常會
有一些誤解產生。因此，本系列教材的插圖、用語習慣及互動模式均參
照客語及客家文化專家建議，融入客家文化思惟。例如：主角的名字為
客家人常用名字；穿著為客家藍衫；食物的單字亦為客家特色菜，讓客
語的學習不會脫離文化；（5）知識性及科學性：蔡雅薰（2009）指出
語言教材之編寫要掌握由近到遠、具體到抽象、簡單到複雜的原則，同
時顧及知識性及科學性的編排。因此，客語教材的詞彙安排由少到多，
由簡到繁，且著重新舊經驗的連結。另外，Flavell（2004）指出，學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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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幼兒認知記憶的範圍大約是 4-8 個項目，因此主教材的每課單字量以
4-8 個單字為主，若較難的單字則減少數量，較簡單則增加一些單字量；
（6）立體原則：所謂的立體原則係指教材要多面向發展，不能只有教
科書，還需要有讓教學立體化的教師手冊、視聽影音、海報及掛圖等，
才能讓教學發揮最大功能（李泉 2006）。因此，本系列客語教材除了
有主教材外，亦有教師手冊、錄音 CD、遊戲活動手冊、字卡、海報及
繪本等輔助教材。

（三）編製歷程及內容發展
1. 教材編輯歷程
從 2009 年到 2012 年，整個系列的客語教材才陸陸續續地完成。「客
語真好玩」從 2008 年開始編輯，2009 年完成。「來一客：兒童兒童客
家文化繪本」從 2010 年開始編輯，於 2011 年完成。「主題教學小幫手」
等輔助教材在 2011 年開始編輯，2012 年完成。編輯每一套教材，都有
編輯團隊，主要成員為：幼兒雙語教學專家、幼兒語言教學專家、客家
語言專家、客家文化文史工作者、現場幼兒園教師、美編插圖專家及執
行編輯成員。編輯會議在前六個月內，每星期召開一次，討論主題聚焦
在如何專業分工、欲函蓋的內容、編排方式及實質的文字內涵。待教材
內容架構、內容項目及編排方式確認後，即交由每冊負責的編輯委員開
始進行資料收集、考證及編寫。第一版文稿出來後，即開始安排客語文
專家進行審訂及討論。文稿內容確認後，才開始進行插圖及美編作業。
校稿及修正工作在編寫過程中一直不斷地反覆進行。所有文字及插圖美
編完稿後，再安排專家及現場幼教師進行最後的整體審訂及討論。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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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教材都經歷過十餘次的專家討論會議及無數次的修訂，才得以完成。
客語文專家給的建議大多關於客語拼音、用字、及在地適宜性建議為主；
客家文史工作者的建議則常與插圖及情境設計的文化適用性為主；幼兒
園教師給的建議則多以教學活動設計、兒歌念謠設計及學習單設計的建
議為主。編輯團隊大多遵從專家建議進行修訂，但期間也有許多專家意
見不合的情形，此時研究者即會再詢問非團隊成員的權威性學者（如：
客家文化研究所所長）做最後決策。每種教材編寫過程中均經歷十餘次
以上的討論及修正，內容有一定的專家效度。
2. 客語真好玩（主教材）發展
編寫「客語真好玩」主教材時，研究者收集了市面上一些教導幼兒
客語的教材，但研究者發現多數教材為繪本故事（如：細免仔客語繪
本）、兒歌（如：客家童謠精選）、常用句（如：好客 100 句）或小學
客語教材，尚未看到符合幼兒學習且有系統的客語教材。因此，研究者
決定自己建構一套符合幼兒園課程模式的客語教材。鄭舒丹等（2006）
在幼兒園實施英語教學時，建議若第二語言的課程能與中文主題教學融
合，則二種語言的課程內容及幼兒能力可以互相支援統整，幼兒的學習
會較具統整性及連貫性。因此，「客語真好玩」教材在設計時，即以單
元主題的方式編排而成。例如：「認識𠊎自家」的客語主題，即可再細
分為「𠊎个身體」、「身體蓋奇妙」、「𠊎个外型」及「身體會講話」
四個小單元，小單元均圍繞著中心主題，連貫不分散。
「客語真好玩」每一課的內容主要分為：單字句型情境頁、對話頁、
念謠、文化寶典及學習單五大部份（附件一）。單字及句型的選用主要
以「日常生活用語」及「具溝通性及對話性」為原則。每一課的主要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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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均有問句及答句，以便創造對話訊息的缺口（Jondeya 2011），達成
引起對話的目的。例如：教完家庭成員的單字後，主要句型為：「佢係
麼人？」「佢係若个 __ 麼？」，幼兒即可以根據現實狀況，運用該句
型進行家人介紹的對話。每一課內容難易適中，以不對幼兒認知造成太
大負荷為考量。緊接著單字句型的是「情境對話」單元，此單元以圖文
的方式呈現如何運用主要的單字句型進行溝通對話，透過對話的圖文情
境，可以讓幼兒瞭解如何運用這些單字句型進行對話。教師在教導對話
時，可請幼兒進行角色扮演，模擬對話交際中的輪流、語氣及動作等交
際重點，學習以客語進行交際溝通。由於語言的學習需要反覆練習才
能達到精熟的目的（Bourke 2006; Ortega 2014），而念謠及歌曲是一個
反覆練習的良好工具媒介（Cohen 2014）。因此，研究者在每一課都附
有結合單字所編成的歌曲或念謠，讓幼兒藉由唱歌或念謠熟悉單字及句
型。另外，「客語真好玩」特別設計「文化寶典」小單元，配合每個主題，
介紹客家人獨特的生活方式、特色或行為模式。例如：在問候的主題中，
即介紹客家人打招呼的常見方式，讓幼兒瞭解客家文化的特色。針對較
難找到符合文化的主題，則會編寫簡單俗諺（如：人情好，食水甜）來
介紹客家文化。最後，為了評量幼兒的學習成效，教材最後附有「親子
互動學習單」，學習單的內容主要是運用本單元所學的單字及句型與家
長（或同儕）進行口語互動，完成勾選、畫畫或連連看的遊戲任務，學
習單內容均與本課單字及句型相關，藉此評量幼兒客語的學習成效。互
動式學習單希望由家長與幼兒共同完成，將客語學習融入家長參與，帶
動家長客語保存意識，家校共同合作，讓客語學習成效有加乘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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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來一客：兒童客家文化繪本發展
「客語真好玩」中的「文化寶典」是內容設計中唯一較不實用的單
元。教師們在使用後，反應：「純文字的文化內容描述太過抽象及困難，
不知如何教導給幼兒」。由於「客語真好玩」每一子題有篇幅的限制，
因此在原教材中修改有其困難度，研究者開始思考將客家文化變成較易
讓幼兒接受的繪本教材型式。繪本（picture books）一直是幼兒學習文
化及多元觀點很好的工具及媒介（Morgan 2009），因此研究者在 2010
年開始著手編製「來一客：兒童兒童客家文化繪本」（共五冊），運用
有趣生動的圖文故事介紹客家人食、衣、住、育樂及客家人特色的文化。
繪本的編製是從田野調查開始，故事編寫者以六堆地區為主要構思繪本
故事的場域，前三個月密集進入六堆社區訪談當地社區人士、耆老並收
集相關新聞報導及史料，再依此撰寫繪本故事大要。這些田野紀實除了
成為故事的構思來源外，也成了繪本後面的「文化註記」單元，提供給
有興趣延伸故事內容進行課程的老師們參考。文化繪本除了故事本身之
外，故事末附上「文化註記」、「親子共讀導覽」、「教師錦囊妙法」
及「小小劇場」等單元（附件二）。文化註記主要是提供教師們更細節
及深入的文化知識，讓有意進行文化延伸活動的老師，可以省去再去找
資料的時間。「親子共讀導覽」則提供一些親子共讀小遊戲，讓閱讀客
語故事更加有趣。「教師錦囊妙法」則設計了一些文化體驗小活動，供
幼教師在課堂教學使用。「小小劇場」是運用教事內容編寫成的兒童劇
劇本，若教師想將故事內容改編成兒童劇，即可拿來運用。
4. 客語真好玩輔助教材發展
本研究所指的輔助教材包含：主題教學小幫手、遊戲活動小幫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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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兒歌本、字卡及海報等，這些輔助教材是一起研發完成的（附件
三）。遊戲活動小幫手主要收錄 100 個幼兒階段常見的語言遊戲，編輯
團隊將遊戲改編成客語遊戲，提供老師們設計活動使用。主題兒歌本主
要是針對每一個「客語真好玩」主題，將念謠改編成歌曲，供教師們帶
動唱使用。除了兒歌本外，亦附上音樂 CD。「主題教學小幫手」是「「客
語真好玩」的教師引導手冊，提供教學流程教案供教師們參考。「主題
教學小幫手」的每一份教案預計進行一個星期，主要元素流程（附件四）
如下：
（1）情境引導單字及句型
Baker (2011) 建議單字及句型的教導應幫助學習者將 L2 與事物建
立聯繫，因此應該以情境的方式介紹，而不是用翻譯的方式進行。這個
步驟是以「直接教學法」的方式進行，以多元感官及情境的方式介紹單
字及句型，運用圖片、實物、扮演及教具等營造語言使用情境，讓幼兒
藉由情境瞭解單字及句型的意義及使用方式，儘量不加以翻譯（Baker
2011）。以「調味料」主題來說，老師可以拿出炒菜鍋做出模擬炒菜的
動作情境，同時，老師拿出實際的醬油、糖、醋等調味料，在拿起調味
料的同時說出它的客語，幼兒自然會將實物與調味料的客語單字及句型
做連結，而不需經過翻譯。
（2）聽力理解活動
幼兒在學習外語的過程中，聽力和理解的能力發展是在 「說」 的
能力之前（Baker 2011）。因此，待幼兒瞭解單字及句型的意義後，教
師即可安排一些聽力理解遊戲活動，讓幼兒熟練單字及句型的理解力。
聽力理解活動的設計主要以「肢體反應」教學法為依據，所謂「肢體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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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教學法即是強調幼兒在還沒說話之前，會先以肢體動作回應父母的
命令，待聽力理解成熟後，便能自然開說話，所以建議教師或家長應多
藉助肢體活動來搭配學習（Richards and Rodgers 2014）。因此，緊接著
「情境引導單字及句型」之後，教案即安排「聽力理解活動」的設計。
這個階段尚不要求幼兒正確地說出客語，只要求幼兒以肢體動作正確回
應即可。例如：在介紹「食物」主題客語時，幼兒每人手上拿一道「食物」
的字卡，老師假裝是客人點菜，老師點到哪一道菜物時，手上拿該項菜
字卡的幼兒就要跳出來。這樣的遊戲活動即是很好的聽力理解活動，幼
兒只要能正確地跳出來即表示聽懂這個菜的客語。聽力理解活動可以做
很多變化（如：跳格子、打字卡、丟丟樂等），教師要儘量以遊戲替代
機械式的反覆練習，才不致讓幼兒的情緒濾網升高，以致於失去學習動
機。
（3）口說活動
幼兒的聽力理解活動需要反覆的練習，待幼兒聽力理解沒問題後，
即可進行幼兒的口說活動練習。要促進幼兒運用 L2 進行對話可運用「溝
通教學法」中的「資訊差」（information-gap）或「觀點差」（opinion-gap）
技巧來進行活動。所謂的「資訊差」（information-gap）或「觀點差」
（opinion-gap）即是二位對話者，一位處於未知（如：衣服在哪裏？），
一位處於已知的狀態（如：衣服在桌上），如此即有開啟對話及溝通的
必要（Baker 2011）。例如：藉由戲劇扮演，一位幼兒演醫生，一位幼
兒演病人，醫生問病人：「你哪裏不舒服？」（未知）病人回答：「我
眼睛／耳朵不舒服」（已知），即可運用這種資訊差來創造學習五官或
是身體部位的客語溝通。因此，在客語課時，若教師想創造「家庭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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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客語對話機會，即可要求幼兒二人一組，一人扮演小記者詢問另一
人：「你家裏有什麼人？」另一小朋友再根據真實的家狀況回答：「我
家裏有＿，＿，和＿」，藉此來提升進行對話的動機及興趣。一般常見
的 L2 口語練習多著重在「教師問，學生回答」的語言模式，因此教師
在設計口說活動時，要注意多讓幼兒練習「有問有答」的對話能力，例
如：可讓一位小朋友扮火車頭，全班小朋友一起提問：「你要去哪裏？」
火車頭回答：「我要去＿」，如此全班都練習到「提問」，火車頭小孩
也練習到「回答」，有問有答才是良好的口說對話練習。
（4）情境模擬對話
陳雅鈴（2013）指出，客語教學多在上課情境或學校情境中發生，
幼兒學習到的語言模式偏向於固定的「教師問學生答」、「正式完整句
型」以及「團體互動」模式，較少「學生發起對話」、「非正式口語」
及「小組或個別互動」模式。因此，待幼兒的理解及口說對話能力達良
好程度時，教師即可設計模擬真實的客語使用情境，讓幼兒模擬真實生
活對話。情境的設計要以「生活化」及「真實化」為考量，情境越接近
真實越好（Baker 2011）。例如：教師教完錢幣及超市物品的客語說法後，
即帶幼兒到超市進行戶外教學，要求幼兒以客語實際進行物品採購及付
款，將所學客語運用在真實生活中。又例如：教師在教完「蔬菜」的客
語後，即可在學習區佈置一個「煮菜角」，讓幼兒以客語扮演煮菜的角
色，練習用客語與不同角色溝通。透過這些情境的模擬活動，幼兒才能
體會客語使用的語境以及交際功能，將所學的客語與真實生活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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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教材的實施

所有的教材在印刷出版之後，即在屏東縣所有客語沉浸教學班級中
實施。每一個班級的老師都有全套免費的「客語真好玩」主教材及輔助
教材。每學期研究團隊會統計客語沉浸班級幼兒的人數，主教材「客語
真好玩」免費提供給每位幼兒。不過，由於經費限制，幼兒畢業後，會
將教材留給下一屆的幼兒使用，研究團隊只需再補充不足份數即可。目
前園所使用「客語真好玩」主教材的方式主要分為二種：（1）有系統
地按照教材內容的順序，於每星期二堂客語課中教授客語，不配合中文
主題課程；（2）客語融入中文主題課程中，教師們選用與中文主題相
對應的客語主題，在主題活動中不斷融入客語教學及相關活動。
輔助教材部份，每位教師有二套字卡，一套運用在遊戲活動中，另
一套則做情境佈置張貼。教學海報配合上課內容張貼在教室，讓幼兒可
以隨時指著海報念唱，自然而然認識客語字。「遊戲活動小幫手」純粹
提供教師做為工具書，若需要遊戲活動時，可隨時參考選用。「主題教
學小幫手」雖然提供完整教案給老師們參考，不過有經驗的老師們仍然
偏好自行設計教學活動。新手教師則較依賴「主題教學小幫手」，新進
教師會先按照小幫手的建議進行課程，待慢慢步入軌道後，再自行設計
教案。有了「主題教學小幫手」後，先前教學品質參差不齊的問題獲得
改善，研究者入班觀察時，即明顯地發覺大部份的教學品質都能到達中
上的程度。
「來一客：兒童客家文化繪本」因為印刷費用較貴，僅能提供每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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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兒園一套實體書供不同班級的老師借用。不過，研究者提供每位老師
文化繪本的電子檔，若教師有播放設備，即可運用電子書的方式分享講
故事。文化繪本的使用方式也是讓教師們自行設計：有的老師將繪本故
事融入既有的主題課程中，做為教學歷程中的一部份。例如：在「我的
家」中文主題中，教師介紹每位幼兒不同的住家型態，同時帶入「來一
客：平地起伙房」繪本故事，讓幼兒認識不同的客家伙房型式。延伸活
動可搭配戶外教學參觀客家伙房或是用紙盒搭建伙房活動，讓客家文化
課程豐富多元。有的教師會另闢故事時間，在說故事時帶入客家文化繪
本。有的老師會將繪本放在圖書角供幼兒於角落時間自由閱讀。目前，
這套繪本在臺南推行「客家文化主題教學」時發揮很大的功效，教師們
以這五冊繪本設計五個文化主題，以客家文化體驗活動搭配客語教學的
方式，帶領幼兒認識客家文化之美，成效很不錯，目前持續擴大推行中
（臺南市政府 2015）。

五、教材的評鑑
這系列教材出版以來，研究者透過不同的方式評鑑「培養幼兒客語
的聽說能力及客家文化素養」目標是否達成，主要的評鑑方式如下：

（一）教師教學評量
主要的評量方式是透過教師設計的遊戲活動或學習單來進行評量。
在形成性評量中，教師設計撿水果圖卡遊戲來評估幼兒是否聽得懂相關
水果句型及單字；教師也可以設計角色扮演遊戲讓幼兒進行對話，藉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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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量幼兒個別的口說對話能力。例如：教師可以設置一個賣食物的角落，
引導幼兒進行食物點餐活動，藉此觀察幼兒是否能運用所學的食物單字
及句型。在結果評量方面，教師可以運用「客語真好玩」的學習單，鼓
勵幼兒與家長合作完成學習單，藉由學習單的完成率評估幼兒學習的成
效。有的教師設計「學習護照」，護照中列出本月主要教材的句型及單
字，供教師及家長評比幼兒的表現。學習護照每月發回一次，學期末回
收，表現良好者有小禮物獎勵。

（二）每月教學研習討論
所有教師每個月均需參與客語沉浸教學研習及討論，研習會中邀請
相關專家及實務人員分享客語教材的設計原理及使用建議。會中亦會邀
請客語沉浸教師分享他們使用客語教材的狀況、使用的問題、需求及建
議等。事實上，客家文化繪本、遊戲活動小幫手及主題兒歌本等輔助教
材均是根據教師們在會議上的建議而發展。

（三）每學年入班實地觀察
為了更深入瞭解教師們現場使用教材的狀況，每學期研究者均會拍
攝教師們運用教材的教學實況，學年末則會入班實際觀察狀況。藉由這
些觀察，研究者可以瞭解教材實際運用的狀況及進一步的需求。例如：
研究者觀察後才發現，教師們都自行製作教材中的字卡及念謠海報，因
此才有了發展字卡及海報的動機。另外，因為觀察到教師們詮釋「客語
真好玩」的方式不同於研究者的理念，造成教學品質差異頗大，才有了
研發「主題教學小幫手」教師手冊的動機。現場觀察讓研究者深入瞭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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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材的實施現況及需求，才能不斷發展及修正教材，給予教師們支援。

（四）進行研究計畫
除了上述的評鑑方式外，研究者亦進行了一系列的研究計畫有系統
地評估教材對幼兒客語聽說能力以及文化態度的影響。在這些研究計
畫中，研究者採用了不同評量工具評估幼兒客語聽力（如：客語版畢
保德圖畫詞彙測驗、教師評量表）、客語口說能力（如：口語敍說訪
談）、客語及客家文化態度（如：語言態度評量表、家長問卷）。研究
結果發現，幼兒客語聽說能力有顯著的提升（陳雅鈴等 2009；陳雅鈴
2012）。

六、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之客語系列教材雖然有許多正向的成效，但也有其侷限性及
待改進之處，以下為評鑑時發現的幾點問題及建議：

（一）主教材的拼音爭議
由於客語的發音及腔調有地域性的差異（鍾榮富 2014），每位審訂
專家認為的正確標音也都不太一樣，因此教材標註的拼音一直有很多爭
議，最後主教材決定採用客語沉浸班級所在地的六堆腔發音為準，但直
到出版後仍有許多人反應拼音不正確。也因為標音的問題，此套教材似
乎只能在六堆區的幼兒園使用，無法擴及臺灣其他客語地區。因此，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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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日後的客語主教材可以省略拼音，以客語字呈現即可，因為學齡前幼
兒並不認識拼音（連注音都還不會認），對輔助幼兒學習客語並沒有太
大幫助。

（二）客語編譯後難度變難
編輯團隊在編輯繪本故事時，主要是由一位熟悉幼兒文學及故事編
製的創作者進行，但這位編者不懂客語，因此是先以中文編寫，再委由
客語專家翻譯成客語。但中文翻譯成客語後，本來簡單的文本變成有一
定的難度，造成幼教師在講故事時的困難。目前教師們都先讀過故事
後，再以自己口語的客語自行演譯故事內容，幼兒接受度較高。因此，
建議日後在編輯相關繪本故事時，若能直接以客語進行故事文本編輯，
文本的難度較易掌握。再者，若能經過現場教師實際試用後再進行定
稿，會更符合教師及幼兒的需求。

（三）對話設計的侷限性
受限於教材的篇幅限制，主教材在編寫對話時，幼兒對話的回應沒
那麼多元。例如：若一位幼兒問：「佢係麼人 ?」，編寫的對話中只能
回應一種答案，但在現實生活中幼兒的回答可能有很多種。因此，教
師在運用這套教材時，要能自行延伸設計活動，創造真實情境，讓幼
兒模擬真實情境中可能的多元回應，幼兒才能真正地將所學客語應用
在日常生活中。建議未來教材的發展可以運用客語真實文本（authentic
materials）（如：真實客語錄音、幼兒自製客語小書）提供幼兒更豐富
及真實的客語輸入模式，發展幼兒更大範圍的語用溝通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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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沒有持續修訂
這一系列的客語教材已在臺南、高雄、屏東等縣市廣泛地使用於客
語沉浸教學班級中。使用期間雖然有發現一些問題（如：文化寶典適用
性），但受限於經費的不足，目前並無相關經費可以進行修訂及重製。
建議日後若中央或地方政府有額外的經費，可以考慮針對使用上有問題
的部份進行修訂。

（五）流通性問題
目前這一系列教材可以透過國家出版品及五南書局的銷售管道取
得，但其實主要的印製單位為出版發行的屏東縣政府，屏東縣政府會視
年度經費來印製份數。研究者常聽到有別縣市的客語薪傳師希望購買相
關教材但卻買不到的狀況，主要是當年度屏東縣政府可能無經費印製。
因此，建議未來政府相關單位可以思考將版權售予民間的出版單位，以
客語推廣的角度，讓此系列教材的流通更為廣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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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 客語真好玩一課內容

單字句型情境圖

對話頁

文化寶典

俗諺

歌曲念謠

學習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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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客語真好玩各種輔助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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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主題教學小幫手一課之教案
第三單元名稱：學校生活 ( 一 )
一、每月教學主題網

二、相關教學資源

念謠

俗諺

文化
網站

‧ 第九課《排隊》
‧ 第十課《上便所》
‧ 第十一課《食麼个點心？》
‧ 第十二課《好吃个點心》
‧ 第九課「學懶三日，學好三年，學好三年，學壞三日。」
‧ 第十課「平時毋燒香，臨時抱佛腳。」
‧ 第十一課「少食多香味，多食無味緒。」
‧ 第十二課：敬字亭
‧ 哈客網路學院：http://elearning.hakka.gov.tw/default.aspx
‧ 客家委員會：http://www.hakka.gov.tw/mp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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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每週參考教案：我會排隊
客語教學目標
單字：排列、頭前、後背、1-10 數字
句型：1. 大家來排隊！
2. 你排第幾吔？麼人在若个頭前 / 後背？
3. 排第 ___ 个。___ 在 頭前 / 後背。
歌曲 / 唸謠：《排隊》
情境引導單字與句型
說明：老師利用真實的排隊活動帶著孩子認識本課單字及句型。
流程：
1. 老師先請小朋友排隊（一排十人，人數超過十人排到第二列），
帶入句型：「大家來排隊！」（請幼兒一邊覆誦，一編排好隊）
2. 老師發下事先製作好的數字牌子讓幼兒帶上。（1 ～ 10 號）
老師先帶幼兒念一遍身上的數字。
例如：老師：「來我們看阿明身上的數字是什麼？」
幼兒：「1」
老師：「對，1（客語）」（請幼兒覆誦）
（依序介紹到十）
3. 介紹完 1~10 的單字後，老師請每位幼兒輪流報數，以熟悉單
字。
接下來老師拿三位幼兒來當示範，帶入單字與句型。
例如：假設幼兒排隊順序為阿明 阿梅 阿香
老師：「請大家告訴我，阿明排在阿梅的前面還是後面
？」
幼兒：「前面。」
老師：「對，頭前」（請幼兒覆誦一次）
老師：「阿明在阿香頭前。」（請幼兒覆誦一次）
老師：「那阿香排在第幾個？」
幼兒：「第 2 個。」
老師：「對，阿香排第 2 个。」（請幼兒覆誦）
以此依序帶入單字與句型讓幼兒練習。
4. 老師請幼兒在排成剛剛的隊伍，依序以問句問每一位幼兒，請
幼兒回答，回答不出來由老師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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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老師問排在第 6 個的幼兒：「你排第幾吔？」
幼兒：「 排第 6 个。」
老師：「麼人在若个頭前？」
幼兒：「明明在 頭前。」
以此方式讓幼兒練習句型與熟悉單字。
聽力活動
說明：老師準備 5 張動物圖卡 ( 兔子、大象、熊、貓、狗 )，以〈大家
來排隊〉的遊戲，讓幼兒熟悉單字與句型。
流程：
1. 老師請幼兒依照聽到的指令來排圖卡，一開始先由老師做示範：
例如：老師：「 排第 3 个。」幼兒必須在自己的前面放 2 張動
物圖卡，後面放三張圖卡。
老師：「大象在 頭前。」 幼兒必須將大象圖卡擺在他前面。
老師：「狗仔在 後背。」幼兒必須將狗的圖卡擺在他後
面。
2. 以此讓幼兒輪流玩，熟悉單字與句型。
口說活動
說明：老師以〈一個一個來〉的遊戲，讓幼兒互相提問問題與回答，
以熟悉單字與句型。
流程：
1. 老師先將幼兒分組（每個組別的人數盡量一樣），請各組派出代表
猜拳決定問答順序。
決定好順序後，老師準備一個大籤桶，裡面放 3 道題目，
「你排第幾吔？／麼人在若个頭前？／麼人在若个後背？」
請 A 組幼兒輪流抽題目，並大聲將問句唸出來。
再由老師抽牌數號碼籤，決定Ｂ組回答的幼兒。
Ｂ組幼兒必須回答Ａ組幼兒的問題。
例如：Ａ組幼兒抽到的題目：「你排第幾吔 ?」
由老師抽號碼籤：「第 6 號」
Ｂ組幼兒：「 排第 6 个。」
2. 以此 : 是讓幼兒練習句型。
對話模擬應用
說明：利用姓名卡的遊戲，幼兒互相做問答練習。
流程：
1. 老師現在白板上擺著幼兒的照片，模擬排隊的樣子。
（一排十個，超過十個排到第二排）
接著發下姓名卡給每位幼兒，（每張姓名卡上面會有提示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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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排第幾吔 ? ／麼人在若个頭前 / 後背？」
「 排第 ___ 個。 ___ 在 前面 / 後面。」
請幼兒看著卡片上的照片，找出那位同學，互相詢問問題並回答。
註：姓名卡，覆上提示句，正面為幼兒的照片及名字，背面為讓幼兒
填寫訪問的幼兒排第幾個，前後是誰。
教具準備
1.5 張動物圖卡 ( 兔子、大象、熊、貓、狗 )
2. 大籤桶（裝 3 個問句的籤）、順序籤
3. 姓名卡

299

全球客家研究，2016 年 1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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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

論

丘昌泰，2011，《臺灣客家》。
曾建元 * 中華大學行政管理學系副教授

一、前言
廣西師範大學客家文化研究所在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的贊助下，於
2004 年 6 月成立以來，在所長王建周的總策劃和名譽所長鍾文典的總
主編下，在十年之間，以「客家區域文化叢書」、「客家著名人物叢書」、
「客家文化綜論叢書」、「客家風情文化叢書」構成的「客家研究叢
書」，全面而系統性地展現了其於建構客家知識體系上的龐大企圖，而
成就斐然。在《客家區域文化叢書》方面，則以客家大省區或客家海外
移民的客情調查研究為基礎，邀請海內外客家研究學者撰寫專書，迄今
已有《福建客家》、《廣東客家》、《廣西客家》、《江西客家》、《四
川客家》、《香港客家》、《印度尼西亞客家》等區域客家專書的出版，
2011 年 11 月而有《臺灣客家》一書的問世，該書並於 2014 年由華藝學
術出版社在臺灣出版了正體字版。
《臺灣客家》一書的作者為國立臺北大學公共行政暨政策學系教授
丘昌泰，丘昌泰由公共行政學切入客家研究，運用社會科學的調查方
法，而呈現出與人類學或歷史學途徑客家研究不同的知識旨趣，更在對
於臺灣客家歷史與人文的過去與現狀有所認識之餘，將視角延伸至客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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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行政和公共政策的領域，探討臺灣國家如何判斷問題、制訂政策，
來復興和發展客家人的族群認同和文化。而我們也可以將《臺灣客家》
一書，視為丘昌泰對於臺灣客家學術發展成果的一個階段性的總結。而
既然是階段性的研究成果總結，則誠如作者於書序中所言：「對於原鄉
客家開墾臺灣的歷史過程以及究竟什麼是臺灣客家的真貌，非但沒有得
到全面性的理解，反而浮現出更多的質疑」。無論如何，《臺灣客家》
提供了認識臺灣客家的座標，讓後續研究者有一個方向可以依循和前
進，這是本書的時代貢獻。
全書共分六章，分別為〈大陸客家遷臺的歷史回顧〉、〈臺灣客家
的分布現況〉、〈臺灣的客語使用與客語危機〉、〈臺灣的客家性格與
文化特色〉、〈臺灣客家事務機構的運作〉、〈臺灣客家文化產業〉。
本文的評論將分成三個部份，一為本書所欠缺關於客家移民臺灣早期歷
史以及戰後當代客家的新移民的討論，二則為經由社會科學研究所呈現
的臺灣客家現況，三則以《客家基本法》為中心，說明臺灣客家發展的
特色。

二、客家移民臺灣研究可以有新的視角
關於客家遷臺歷史，《臺灣客家》區別為清領時期、日據時期臺灣
島內移民以及光復後島內移民三個分期，對於清領前的情形則一語帶
過，關於光復後的境外客家移入，則又完全空白。
關於臺灣客家的早年歷史，目前可以找到最早的移民記載，在廣東
省梅州市蕉嶺縣《蕉嶺貴賢公派下賴氏族譜》有賴汝興於明正統年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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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36-1449）遷往臺灣一條（夏遠鳴 2010: 95），當然，其真實性有待
考證，因為正統年間還沒有「臺灣」一詞，但由此可知，梅州客家人海
外走番的年代很早。福建省漳州市南靖縣書洋鄉當地客家蕭姓族譜記載
著明萬曆 30 年（1602 年）族人遷去臺灣半線，半線即今彰化，如果對
比彰化縣溪湖鎮三山國王廟霖肇宮〈荷婆崙霖肇宮沿革志〉之記載，云
萬曆 14 年（1586 年）有廣東省揭陽縣人馬義雄、周瑞森由鹿仔港登陸
轉抵當地，次年建立霖肇宮。兩相對比，似可推論萬曆年間，彰化已有
客家人入住（謝重光 2003: 170-171）。只是彰化縣境或溪湖鎮目前可知
的史蹟或史料，都無法為萬曆年間客家人移入的說法提供強而有力的佐
證。
曾赴荷蘭研究的 19 世紀 20 世紀之交的德國猶太人歷史學者羅德
偉 • 里斯（Ludwig Riess），曾在其《臺灣島史》（Geschichte der insel
Formosa）一書中指出，客家人在荷蘭和臺灣平埔族酋長間的交涉中擔
任通譯，對於臺灣對外貿易盡了大力（Ludwig Riess 1956: 9-10），其
資料出處雖未交待，但戴國煇認為里斯的資料主要來自於荷蘭殖民當
局、教會以及歐洲探險家的紀錄，必有所本，值得重視（戴國煇 2002:
208）。尹章義的《臺灣客家史研究》，則針對「閩人先來，客家後
到」的看法，找到了反證，值得參考。尹章義引證荷蘭聯合東印度公
司（Vereenigde Oostindische Compagnie）《 巴 達 維 亞 城 日 記 》（Dagh
register gehouden int Castell Batavia Vant. Passerende ter plaetse als over
geheel Nederlandts India）1624 年（明天啟 4 年）2 月 26 日的記載，發
現在臺灣平埔族部落中有中國人居住，並使用混合原住民馬來話和中國
話的語言，尹章義認為中國人與臺灣平埔族混居和混合語的出現，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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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之前中國人移民臺灣已有相當時間，方能出現此一和平共處以及文化
融和的現象。明朝中後期海盜多為粵東人，如林道乾為潮州惠來人、林
鳳為潮州饒平人，《明史》卷 323〈外國四．雞籠〉云：「嘉靖末，倭
寇擾閩，大將戚繼光敗之。倭遁居於此，其黨林道乾從之」，林道乾率
部來臺時間即明嘉靖 45 年（1566 年），《明史》卷 222〈凌雲翼傳〉
又云：「鳳……遂自澎湖奔東番魍港，為福建總兵官胡守仁所敗」（謝
重光 2003: 166-169），其皆為林道乾、林鳳活躍海上的與臺灣的記載，
潮州有許多客家人分布期間，因此早有學者推論，客家人隨海盜與閩南
人同時赴臺的可能性極大（林衡道 1996: 208；尹章義 2003: 6-7, 24），
而約當 16 世紀中葉海盜活躍海上的時代。吾人可以從里斯有關客家人
與平埔族部落關係的發現中，在某種程度上印證該一推論。
丘昌泰又指明延平郡王鄭成功軍隊中「幾乎沒有客家人」（丘昌泰
2011: 1），此則亦嫌武斷，延平郡王鄭氏三代所倚重的將領劉國軒，即
為汀州客家人。劉國軒原在汀州抗清，兵敗降清，於任清漳州城門把總
時反正，而漳州本是漳、客混居之地，此外，明末漳州、潮州一帶山區
有結萬為姓的客家武裝集團，以詔安官陂人張耍為首，張耍改名萬禮，
後帶領集團攜其同鄉之結義兄弟萬二郭義、萬三蔡祿等追隨鄭成功起義
（謝重光 2003: 172-173），鄭成功轉戰於閩南和粵東，兵源在此補充，
當有客家人從軍來臺（尹章義 2003: 8）。
鄭成功在臺灣實施軍事屯墾，德協部隊駐屯於今屏東縣長治鄉德協
地區，（張維義 2008: 81）明永曆 15 年（清順治 18 年，1661 年），林
姓統領率軍民駐屯處即今屏東縣車城鄉統領埔（連雅堂 1975: 522；張
維義 2008: 82）。兩處今日都是客庄，可以推知，客家移民今日南客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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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營六堆的歷史，可能更早於伊能嘉矩所舉之通說，即清朝平臺後之康
熙 25、26 年（1687、1688 年），潮州原屬後分立為嘉應州屬的鎮平、
平遠、興寧、長樂等縣客民，由臺灣府城東門外，移往下淡水溪（今高
屏溪）東岸，而進入今屏東縣萬丹鄉四維村之濫濫庄（伊能嘉矩 2011b:
167）。在此之外，劉國軒曾奉命清勦中部大肚王國，其家族進而於明
永曆 24 年（清康熙 9 年，1671 年）入墾於蓬山八社即今臺中市大甲
區至苗栗縣苑裡鎮一帶與後龍五社即今之苗栗縣後龍鎮（丘昌泰 2011:
16），由此可見，隨鄭成功來臺的三萬部隊中，客家人乃有一定的數量。
清康熙三藩之亂時，鄭經曾率劉國軒、邱煇等部反攻中國大陸，而
以借道汀州會師江南為名，轉而攻略粵東，清潮州總兵劉精忠率境歸
降，邱煇兵直下程鄉（梅州），劉國軒則進而領有惠州。明鄭最盛於明
永曆 31 年即清康熙 16 年（1677 年）時乃據有汀、漳、潮、惠等客家
地區（戴寶村 2006: 73-74），兵敗撤退時，邱煇曾挾潮州民眾入臺（尹
章義 2003: 7-10），當中當有相當之客家人，這也就應當是丘昌泰所稱
之「後來，閩西的客家以及廣東潮州府附近的客家人隨軍而來，但人數
不多」（丘昌泰 2011: 1）。但無論如何，關於清代以前是否客家人已經
入墾臺灣，始終欠缺直接的史料之記載，亦未有考古上證據之出土，各
方面的論述依然僅只能處於推論的歷史遙想狀態，以致新一代的客家研
究學者著作，如李文良的《清代南臺灣的移墾與客家社會》、林正慧的
《六堆客家與清代屏東平原》以及《臺灣客家的形塑歷程：清代至戰後
的追索》、陳麗華的《族群與國家：六堆客家認同的形成》等等，只敢
肯定上引伊能嘉矩的說法。
閩南人在臺灣具有的族群人口結構優勢，除了因地近臺灣，從荷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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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代起即被集團性地引進以供應殖民開發所需的勞動力，以及鄭成功軍
隊之主力本即為閩南子弟之外，也和清康熙 23 年（1684 年）《六部處
分則例》、《臺灣編查流寓例》、《渡臺禁令》的頒布有關，而其意旨
則實出於施琅〈恭陳臺灣棄留疏〉之主導。伊能嘉矩稱《渡臺禁令》第
三則為「粵地屢為海盜淵藪，以積習未脫，禁其民渡臺」，明文禁止廣
東省人民來臺，如是則粵東潮州（包含日後之嘉應州）、惠州客家人自
然在限制之列。《渡臺禁令》第三則不見於《六部處分則例》及現可見
之清朝檔案典籍，乃有學者質疑其真實（林正慧 2008: 44-45），甚至懷
疑清代禁潮惠粵民來臺的政策是否曾經存在（施志汶 2000）。儘管如
此，施琅禁止粵民則是不爭的事實，所以才有施琅死後清朝對粵民弛禁
的說法，如曾玉音《理臺末議》云：「終將軍施琅之世，嚴禁粵中惠、
潮之民，不許渡臺。蓋惡惠、潮之地，素為海盜淵藪，而積習未忘也。
琅沒，漸弛其禁，惠、潮之民乃得越渡」（伊能嘉矩 2011a: 460）。除
了施琅本人為福建泉州人而有地域族群的偏見之外，可能也和粵東官兵
在東寧遺民中的結構有關。前已言之，鄭經西征，曾在粵東大有斬獲，
而施琅本為鄭成功舊部，對於閩南子弟有能力掌握，所以可能不願意客
家和其他廣東族群在臺灣增長，增加清朝統治及鞏固其在臺利益上的困
擾。然而，清初雖禁粵民，為補充臺灣開墾勞動力，康熙 42 年（1693
年）臺灣縣與諸羅縣仍自汀州引進客家移民從事開墾（伊能嘉矩 2011b:
167），而這都是在朱一貴起義前的事。由此可知，臺灣閩客人口結構
的失衡，和臺灣地近福建不全然有關，清朝歧視粵民的海禁政策，影響
方是深遠。
關於客家移民臺灣的狀況，《臺灣客家》一書明顯地對於當代客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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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民未予重視。筆者認為當代有三波的客家移民臺灣潮，值得客家研究
學界今後的關注。一是 1945 年至 1949 年臺灣光復至兩岸分治期間由中
國大陸遷移來臺的外省客家移民，其中又包括第一批因嚮往臺灣生活而
來的經濟移民，如在屏東縣屏東市林仔內大埔即有一被暱稱為第七堆的
廣東省揭陽縣河婆客聚落（藍清水 2001），而外省客家佔最大多數者，
則為隨中華民國國民政府來臺接收以及其後因中國大陸解放而隨民國中
央政府和國軍遷徙而來的公務員、軍人和政治難民。1948 年胡璉在江
西省重整的國軍第十二兵團，原擬在閩粵贛邊區客家大本營從事遊擊作
戰，而後進入廣東梅州整補與徵兵，再沿韓江而下，由汕頭出海，直接
投入金門古寧頭大戰，由胡璉接掌福建省政府主席主持金門防務而獲得
大勝（胡璉 1977），這一在國共戰爭末期成為臺灣國防主力的部隊，
即帶來為數相當的江西、廣東客家與潮州軍人。臺灣所有的大陸各縣客
家同鄉會，多由這一波公務員或軍人移民所成立者；第二波當代客家移
民來自印度尼西亞，1958 年代該國因華人捲入政爭而爆發排華運動，
乃有相當的客家華僑逃亡來臺；第三波客家移民，則是兩岸開放交流後
因通婚而來臺的客家新住民，主要為女性。
本書對於原鄉各地客家在臺灣各地的移民分佈情形，做了全面性的
說明，形成完整的臺灣客家地圖，十分具有價值。

三、科學調查呈現臺灣客家的真實
2001 年 6 月，行政院客家委員會在民主進步黨執政下成立，隨即與
客家學界共同展開臺灣客家的社會調查，以找出臺灣客家及其所面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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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群發展問題。幾個基礎性的調查，構成其後臺灣客家行政服務以及政
策制定的科學依據，這幾個奠基性的社會調查，包括 2002 年黃河、陳
信木主持的《全國客家認同與客家人口之抽樣調查研究》、2003 年楊
文山主持的《九十二年度臺灣客家民眾客語使用狀況調查研究》、2004
年楊文山主持的《全國客家人口基礎資料調查研究》，丘昌泰本人自參
與的，則有關臺北、高雄都會區以及桃園新竹苗栗北客傳統區域的客家
身分認同以及社會性格的調查研究，如 2005 年《北高城市客家調查研
究》和 2006 年出版的《桃竹苗客家地區社會變遷調查成果報告》。
這些大型而精密的社會調查研究非常有意義，因為其係通過科學的
抽樣和統計分析而來，以臺灣全國或特定地區作為抽樣母體，而以家戶
電話簿來進行隨機抽樣，這種方法只有在具備高度社會信任以及家用電
話普及率的國家才有可能實施，同時也需要一定的經費支持才能調動大
量的調查人力。目前，在中國大陸或多數國家的客家調查都還做不到，
而高度都會化的新加坡和香港則都具有這樣的條件。
《臺灣客家》利用這些客家社會調查數據，精確地呈現出當前臺灣
客家族群的真實分布狀況、分布變動趨勢及其發展危機，具有極高的可
信度。首先，關於客家人的總數及其在臺灣人口中的比例，由於光復以
後臺灣的戶籍資料不再登載族屬，當代又進一步取消籍貫的記錄，所以
並無法以政府數據進行計算，而只有藉由社會調查進行估計。《臺灣
客家》使用楊文山的研究，以祖父母有一方為客家作為認定標準，得出
臺灣客家人總數約 348 萬人，約佔臺灣總人口的 15.4%，而若以傳統上
單以父系為認定的話，則降到 282 萬人，約佔臺灣總人口的 12.5%，客
家人北部較集中於桃園縣／市、新竹縣和苗栗縣，南部為高雄市與屏東

307

Global Hakka

全球客家研究

Studies

縣，移居都會的客家人，則明顯分別集中在新北市、臺北市和高雄市
（丘昌泰 2011: 23-26）。楊文山主持的調查研究係將大陸客家人亦即
外省客家人排除在臺灣客家人的研究範圍之外，其理由是因為大陸客家
人口極少，與臺灣客家人歷史背景差異極大，所以在其研究分析上不考
慮大陸客家人（楊文山主持 2004: 1-3）。2014 年客家委員會所委託關
於客家人總數的調查《103 年度臺閩地區客家人口推估及客家認同委託
研究成果》結果顯示，依《客家基本法》的客家人定義：「具有客家血
緣或客家淵源，且自我認同為客家人者」，客家人口居於全國比例的
18.0%，推估客家人口總數為 420.2 萬人，單一自我認定為臺灣客家人
者，推估占 13.5%，人口數為 315.2 萬人。這一次的調查將大陸客家人
單獨提列，與臺灣客家人為互斥選項，得出大陸客家人約占 7%，人口
數約 16.5 萬人，華僑客家人則屬於其他族群項下（典通股份有限公司
2014: 1-2, 9-10）。與十年前楊文山主持的調查相較，這次的調查顯示，
經過十年的政策努力，客家人的自我認同提升了，自我認同為客家人者
可達 420.2 萬人，儘管自認為臺灣客家人的變化不大。而客家人在與非
客家通婚的情況下，多重認同也在增加。多元身分認同者的客家認同及
意識可能較為薄弱，是政府持續推動客家認同及文化的一大挑戰（典通
股份有限公司 2014: 3）。值得注意的是，2014 年的調查將大陸客家人
列為單項，也做出華僑客家人的分類，而與臺灣客家人並列，而大陸客
家人則亦自大陸各省市人（外省人）劃出，2004 年楊文山主持調查時，
還憂慮大陸客家人填答身分時，會困惑於不知該填寫客家人還是外省人
（楊文山主持 2004: 1-2）。近來的研究，顯然已認識到外省客家人和華
僑客家人有別於臺灣客家人的獨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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丘昌泰於 2006 年發表的有關臺灣客家人客語使用的研究《桃竹苗
客家地區社會變遷調查結果報告》，係將客家人和外省人作為互斥的選
項，由此找出作為研究對象的桃竹苗地區客家人母體，但對於當地外省
客家人而言，其必然面臨選邊的困擾，而該研究中，丘昌泰對於選填客
家人者，還追問其父母是否為外省客家人，所以就有可能出現外省客家
人第二代在其研究中被誤認為臺灣客家人而非外省人的情形。丘昌泰對
於外省客家和海外客家移民在臺灣客家中的認同分類，在《臺灣客家》
一書中還沒有敏感的意識，要將之作為獨立個別的群體來看待和研究，
因而於何謂「臺灣客家」此一問題，並未予以處理，有時甚至將之等同
於「臺灣客家人」而混用。依筆者之見，臺灣客家可指「在臺灣的客家
人」，也可指「自認為臺灣人的客家」或「客裔臺灣人」，「在臺灣的
客家人」是一個客觀現象，當中又可區別出臺灣客家人、福佬客、外省
客家人、海外客家人移民幾類，而他們都可以基於主觀認同而共同形成
「客裔臺灣人」這一群體。
在國語和福佬話的強勢語言環境中，客家話的使用早就出現了危
機，楊文山的研究顯示臺灣客家人的年齡結構與客語能力成正比，年輕
人會聽說客家話的比例在下降，有語言轉向使用福佬話和國語的趨勢，
但在福佬人中卻無此一現象，這正顯示出客語的危機。丘昌泰再進一步
將客語使用與客家人的認同比對，發現會說客語的客家人，對於客家身
分的表達越顯性，而這也與客家認同成正比，由此可見，影響客家族群
發展的最大因素，就是客語能力，也因此客語的復育政策，是客家復興
的基礎工程，也是當務之急。這也印證了 1988 年由還我母語運動引燃
的臺灣客家運動歷程，正切中了客家人對於客家語失語危機的焦慮，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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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發出客家人由搶救母語而同時復振的族群意識。
本書也由丘昌泰 2003 年到 2005 年間參與之關於臺灣人社會資本的
調查中，界定出客家人保守與隱形的社會性格。丘昌泰將社會資本界定
為社會網絡、社會參與、社會信任三個面向，在同樣的調查基礎上，丘
昌泰在《臺灣客家》一書中只探討社會網絡和社會參與，而在 2010 年
稍早出版的〈客家族群的社會資本：實證調查結果的初步觀察〉一文，
則進一步交待了社會信任。丘昌泰的研究印證了一般人對於客家族群性
格的印象，顯示客家人的社會參與，較非客家人來得消極而保守，蓋臺
灣人民普遍的社會團體參與類型為社會公益團體和宗教性團體，但客家
人則為宗親會或同鄉會，顯示客家人的社會參與比較局限在客家人親屬
或地緣關係的傳統社會網絡中，而未能鑲嵌於資源豐富的現代社會網絡
中；但儘管客家人的社會參與態度消極，卻對於投票活動有高度的參與
感，遠高於其他族群（丘昌泰 2011: 109-111），由此來檢視臺灣的客家
政治，也可以發現客家人比較感情用事，客家人的選舉政治動員，主要
還是依賴宗親、同學、鄉親或派系的動員，公共政策議題或政治意識型
態辯論的效果有限。這也可以解釋，為什麼客家地方發展，不易因兩黨
政治和自由的選舉競爭，而出現較大的促進作用，反而是因為選民對於
傳統動員系統的依賴，而錯置了公共資源及其與大眾溝通的機會，流失
改革的動能，而影響到地方的進步。
在〈客家族群的社會資本：實證調查結果的初步觀察〉一文中，丘
昌泰進一步發現，對於政府官員的決策能力與經費運用合理性，客家人
的信任度明顯高於其他族群，依本文之見，這正好也可以解釋客家縣苗
栗縣的財政問題，何以在《遠見雜誌》中之〈縣市長施政滿意度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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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續四年達五星級的劉政鴻縣長執政下迅速惡化，嚴重到今日連公務
員薪水都發不出來，而負責審議預算和監督縣政的縣議會，竟然連續
二十一年未刪過縣政府預算一分錢（羅承宗 2015）。筆者並不否認客
家地區桃園縣於 1977 年 11 月也曾經選舉黨外許信良為縣長，並於投票
日爆發抗議中國國民黨政府選舉行政不公的中壢事件，鼓舞著黨外運動
進一步的發展（詹嘉雯 2007），不過，丘昌泰的研究結果呈現的是客
家人政治性格與態度中對於政府官員相對高度信任的普遍現象，中壢事
件等單一事件，只是少數的個案，尚不足以反證而推翻統計上的結論，
而苗栗縣的民主失靈，卻足以印證丘昌泰的研究。

四、建構獨特自主的臺灣客家政策論述
臺灣客家從隱形的族群，到擁有從中央政府部會層次的客家委員會
到地方縣市政府之客家行政局處完整的各級客家行政體系，以及 1997
年國家通過《憲法增修條文》之多元文化主義基本國策以及《客家基本
法》的族群權益保障，而被認可為臺灣具有法定地位的第二大族群，這
種境遇的變化，以及其向全球客家社群輻射的影響，正是臺灣客家發展
相對於其他地區絕無僅有的特點。
臺灣經驗揭示了對於族群團體權利保障的法制架構模型，但這並不
是在真空或隔絕的環境中自然發生的，它反映了 1992 年聯合國《在民
族或族裔、宗教和語言上屬於少數群體的人的權利宣言》（Declaration
on the Rights of Persons Belonging to National or Ethnic, Religious and
Linguistic Minorities）所揭橥的普世價值，然則更是由 1988 年 12 月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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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客家還我母語運動啟動的臺灣客家運動長期奮鬥努力的成果。在臺灣
政治反對運動的脈絡中，向來是以福佬話的使用作為反抗象徵，客家還
我母語運動的發動，源自臺灣原住民族運動的前導和鼓舞，伴隨著在反
對運動主流中落居為非主流的憂慮，乃遂攀上新興社會運動的浪頭而展
開。還我母語運動的發起團體為客家權益促進會，實際的串聯者和總
領隊則是發起《客家風雲》雜誌社並擔任社長的國立臺灣大學教授邱榮
舉。還我母語運動則有三大訴求：「全國開放客語電視節目、修改《廣
播電視法》對方言限制條款為保障條款、建立多元開放的語言政策」（邱
榮舉、謝欣如 2008: 97, 111-112）。
臺灣客家的困境，不僅僅止於其在人口比例上的少數，或者過去國
家對於客家語言和族群認同的壓抑，族群間的通婚、往來的密切，以及
臺灣經濟與社會的快速變遷，也會使得族群界限日益模糊。丘昌泰指出
臺灣客家深受福佬文化的影響，和客家原鄉的文化面貌已經產生明顯的
差異，而主張臺灣客家研究應當從以中國大陸原鄉為主導的「本質論」，
轉型到以臺灣客家為主體的「建構論」，因此，怎麼讓臺灣客家能自主
地存在於臺灣社會已經失衡的族群結構中，是臺灣客家政策及其研究的
重大使命（丘昌泰 2011: 132）。壯哉斯言。丘昌泰在《臺灣客家》一書
的第五章，藉由臺灣客家事務機構運作的介紹，帶出臺灣客家運動如何
最終促成各級客家行政機構的建立和《客家基本法》的通過，而足以引
領客家知識體系、客家政策願景與客家文化產業的發展。
丘昌泰肯定還我母語運動吹起了臺灣客家運動的號角，客家民間社
團則在還我母語運動後將爆發的客家社會力加以組織集結，形成長期的
運動戰基地。臺灣客家公共事務協會的成立，是客家運動走向組織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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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里程碑。丘昌泰於臺灣客協成立時間誤寫為 1991 年 12 月（丘昌泰
2011: 126），足足晚了一年，使讀者對於該一組織成立的歷史脈絡失去
掌握，誠一大遺憾。丘昌泰確實討論了臺灣客協的角色，卻將臺灣客協
成立時間誤植，因而忽略掉 1988 年 12 月到 1990 年 12 月這一期間臺灣
的政治發展對於客家運動的影響，也對於臺灣客協成立後如何利用臺灣
選舉政治逐步促成各級客家行政機構的關照不足。本文要指出，臺灣客
家運動之所以有所成就，民主進步黨和臺灣民族主義勢力的貢獻不可或
忘（若林正丈 2014: 404），因為他們以臺灣為國族想像，所以不會從大
中國的省籍或民族概念來看待臺灣的族群問題。須知「本省人」的概念
會使臺灣客家人的身影被福佬人遮擋掉，「漢民族」的概念則會使福佬
人和客家人同時消失。1988 年 12 月 10 日世界人權日，鄭南榕主辦的《發
揚時代週刊》第 254 期刊登了臺灣獨立建國聯盟總本部主席許世楷起草
的《臺灣共和國憲法草案》，這部憲法草案提出一個新思想，就是將臺
灣的憲法秩序建立在馬來玻里尼西亞語系、福佬語系、客家語系和北京
語系四大文化集團為基礎的協和式民主之上，次年 4 月，鄭南榕因拒絕
警察偵查傳訊而自焚，四大文化集團之概念乃因之而受到臺灣社會關注
和議論，而在年底的增額立法委員選舉中被代之以四大族群的臺灣用法
而被廣為使用，鄭南榕遺孀葉菊蘭為臺灣客家人，代表民進黨參選而獲
得臺灣社會高度的同情和支持，在當選之後，於 1990 年成為在立法院
質詢中使用「四大族群」概念的第一人（若林正丈 2014: 404-405）。
1990 年 12 月，臺灣客家公共事務協會在鍾肇政的領導下，以主張
在地臺灣認同的「新个客家人」為號召而成立。在民主化和憲政改革的
浪潮中，臺灣客協的主要參與者積極參與了反對運動，對民主進步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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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群政策思維產生了具體的影響。1991 年 8 月，民進黨召集了臺灣人
民制憲會議，通過《臺灣憲法草案》作為民進黨參選第二屆國民大會代
表的共同政見。《臺灣憲法草案》第 24 條明定：「多元性之文化及多
語言政策應受保障」，這是多元文化主義第一次進入到臺灣的政治論述
文件中。1993 年，民進黨發表《政策白皮書》，即以族群多元性為基礎，
提出其族群及文化政策，在此同時，執政的中國國民黨政府，則隨著行
政院長郝柏村的下臺，新黨的出走，開始了由總統兼黨主席李登輝主導
的民族主義意識型態轉換（若林正丈 2014: 405-411），1994 年 6 月，
第二次臺灣人民制憲會議修訂通過《臺灣共和國憲法草案》，進一步主
張在憲法中設立〈族群〉專章，而在第 100 條中，明確界定臺灣存在四
大族群，包括客家。1997 年 7 月，第三屆國民大會第四次修憲，增訂《憲
法增修條文》第 10 條第 8 項（現為第 10 項），規定：「國家肯定多元
文化」，多元文化主義自此成為基本國策，客家文化的維護和發揚於是
成為國家的重要任務。
1994 年秋天，誤以為自己為福建漳州詔安客家人陳烏後代的陳水
扁，得到臺灣客協的支持，充分利用族群政治的槓桿作用，當選臺北市
長（范振乾 2008: 46），就任後對於客家事務的推動不遺餘力，從而帶
動中央政府的客家與族群政策的跟進。挑戰陳水扁的國民黨人馬英九也
聲稱其祖上數代曾在江西為官，曾是客家人，1998 年馬英九當選臺北市
長，乃成立了全國第一個客家專責機構臺北市政府客家事務委員會（范
振乾 2008: 46），2000 年 4 月《大眾運輸工具播音語言平等保障法》通
過（王保鍵、邱榮舉 2012: 114），5 月行政院蕭萬長內閣成立了行政院
客家事務委員會籌備處（王保鍵、邱榮舉 2012: 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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丘昌泰總結臺灣客家運動有三大目標，一為成立客家電視臺；二為
客語列入母語教育政策；三為成立客家事務的專責機構（丘昌泰 2011:
126-127），這三大目標，皆因民主化過程中國、民兩黨為爭取客家選
票而得實現。2000 年 5 月，陳水扁出任中華民國總統，由民進黨最早
提出的客家族群政策主張，乃得進一步上升為國家政策：2001 年 6 月，
行政院客家委員會成立，由范光群出任首任主任委員，各縣市客家行政
專責機構陸續落實；民國 90 學年度起依照教育部《國民中小學九年一
貫課程綱要》規定，國民小學一至六年級學生，必須就閩南語、客家語、
原住民族語等三種本土語言任選一種修習；2003 年 7 月客家電視臺開
播（王保鍵、邱榮舉 2012: 63）。
2004 年陳水扁、呂秀蓮在以臺灣新憲法運動和《和平公民投票案》
為政治市場區隔的高度族群動員中，在客家選票中的支持率大幅上揚，
成為險勝的關鍵，而得以擊敗國民黨與親民黨聯盟下的連戰、宋楚瑜，
獲得連任（若林正丈 2014: 356-359）。9 月，為修補而促進族群關係，
民進黨於第 11 屆第 1 次臨時全國黨員代表大會中通過《族群多元國家
一體決議文》，肯定包括客家人在內的臺灣各族群，都是臺灣的主人，
而宣示將建立臺灣成為全球多元文化主義國家的典範，繼續推動尊重差
異、共存共榮的多元文化政策。
2006 年，行政院客委會於主任委員李永得任內，曾邀請徐正光草擬
《客家基本法草案》，但最終並未完成立法。2008 年馬英九就任總統，
黃玉振接任客委會主委，參照《原住民族基本法》的架構和內容，從新
展開《客家基本法》之研議，最終於立法院通過後於 2010 年 1 月公布
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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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家基本法》可說是臺灣客家運動主張以及客家政策規劃和執行
經驗的總結，乃別具臺灣特色。其重點依王保鍵與邱榮舉之整理，可分
為客家母語權、文化權、文化創意產業和知識體系四部份（王保鍵、邱
榮舉 2012: 105）。
在母語權部份，《客家基本法》第 6 條要求行政院客委會對於客家
人口達三分之一以上之鄉（鎮、市、區），應指定為客家文化重點發展
區，推動客語為公事語言，第 8 條為辦理客語認證，培養客語人才，第
9 條為要求政府機關（構）提供客語無障礙的公共服務，第 10 條為獎勵
結合學校、家庭與社區的客語生活化學習環境，第 12 條則為保障客家
族群傳播及媒體近用權，要求設立全國性之客家廣播及電視專屬頻道，
並對製播客家語言文化節目之廣播電視相關事業，得予獎勵或補助。
在文化權部份，〈客家基本法〉的重要措施為設置客家文化重點發
展區、獎助製播客家語言文化節目、以及第 13 條，連結全球客家族群，
建設臺灣成為全球客家文化交流與研究中心，此則為馬英九競選總統
《榮耀客家，藏富客家》客家政策白皮書所稱之「客家新都」。（王保
鍵、邱榮舉 2012: 80）
在文化創意產業部份，《客家基本法》於第 6 條要求於客家文化重
點發展區加強客家文化產業，學者批評未照顧及客家文化重點發展區以
外地區之客家文創業（王保鍵、邱榮舉 2012: 157）。惟 2010 年 3 月《文
化創意產業發展法》頒布施行，則對於客家文創提供了具體的發展方
向。民進黨政府在 2002 年 5 月推出《文化創意產業發展計劃》，為臺
灣的文創產業政策建立全面性的架構，客委會則進而在 2006 年推出《客
家特色文化加值產業發展計劃》，針對客家地區客家特色產業進行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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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開發，而在此之前，於國民黨政府推動社區總體營造政策之時代就已
開始的地方文史調查，便為客家文化古蹟旅遊產業奠定了基礎，《客家
基本法》側重於客家文化重點發展區的產業發展，實為此一政策發展脈
絡的延伸。在此之外，客委會於 2004 年也已開始客家音樂、戲劇、藝
術的挖掘，另也鼓勵客家美食的創新和行銷（丘昌泰 2011: 140-145）。
丘昌泰在《臺灣客家》一書中以專章處理臺灣客家文創產業，早即嗅覺
到經濟誘因可為客家文化的永續發展帶來動能，而從文創政策的角度思
考客家文創，馬英九《榮耀客家，藏富客家》客家政策主張，正就在客
家文創和市場的思考上相較於民進黨側重於傳統文化保存而有了新意
（葉德聖 2013: 713）。依本文之觀察，民進黨時代開創的客家桐花祭，
正是政府開發經營最為成功的客家文創活動品牌，同時也帶動了周邊客
家文創產業的發展。根據客委會《2010 客家桐花祭總體效益與影響評
估》的研究，當年即創下 231 億元新臺幣的產值（蓋洛普市場調查股份
有限公司 2010: 28），其後勢仍然看漲。
最後，在客家知識體系部份，《客家基本法》第 11 條規定政府應
積極獎勵客家學術研究，鼓勵大學校院設立客家學術相關院、系、所與
學位學程，發展及厚植客家知識體系。2003 年 8 月，國立中央大學成
立客家學院，其後則有國立交通大學和國立聯合大學相繼成立，國立
臺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則在 2008 年於博士班一度設有客家發展研究
組。不同於中國大陸客家研究集中於歷史學和民俗學的面向，臺灣客家
學術社群的客家研究，則更多關注於客家的現實，因而客家社會、經濟
乃至於政治與公共政策的研究，乃亦為臺灣客家研究的長項（黃志繁
2013: 178；曾建元 2011: 291-293），而丘昌泰本人則更認為客家研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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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礎，必須融合實證科學方法、詮釋科學方法和批判科學方法（丘昌泰
2005），這則正反映了臺灣客家研究的學科整合和多元性格。

結語
本書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出版，受制於中國共產黨臺灣工作辦公室、
中央宣傳部、對外宣傳辦公室所頒《關於正確使用涉臺宣傳用語的意
見》影響，在有關臺灣的用語上，都受到修改，或者避而不談，如第五
章討論臺灣客家事務機構的運作，僅言「臺灣當局設置了一個主管客家
事務的機關」（丘昌泰 2011: 128），而竟未直言其即為行政院客家委員
會，令人啼笑皆非，所幸百密一疏，在 141 頁出現了「行政院客家委員
會」。「臺灣原住民族」被改為「臺灣少數民族」，「臺灣社區通」網
站被改名為「臺灣小區通」（丘昌泰 2011: 143），書名《九十二年度臺
灣客家民眾客語使用狀況調查研究》被竄改為《臺灣客家民眾客語使用
狀況調查研究》（丘昌泰 2011: 63），都在在表現為政治對於學術的粗
暴干預，以致一本專業的臺灣客家專書，處處充滿誤導讀者汲取正確資
訊的陷阱。當然，對於臺灣客家運動如何利用臺灣民主化的族群政治槓
桿，以爭取族群權利的過程，更諱莫如深。這是本書的小小遺憾，但也
許也是對於讀者客家專業學術素養的小小測驗。
《臺灣客家》是第一本關於臺灣客家的專著，在學術上的開創之
功，自然不容否定。本書對於客家在臺灣的移民歷史、分布地理、文化
危機、族群性格、客家運動和文化產業均提供了充分而完整的介紹，惟
本文則就清康熙之前客家移民臺灣史、臺灣外省客家和華僑客家、臺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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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協與選舉政治，以及《客家基本法》等丘著所未著墨者，認為對於解
答客家與臺灣四百年史的早期關係、掌握戰後臺灣客家新移民共同構成
的臺灣客家新面貌、正確評價臺灣客家運動的政治成就、和認識《客家
基本法》具有改革意義的內容等，如果視而未見，捨去不予討論，將會
對於本書架構之完整性造成根本性的傷害，而此一架構則是引領讀者進
入臺灣客家知識體系的不可或缺的地圖和路標。筆者乃不揣譾陋，親身
舉證，用以證明筆者提供之研究視角乃有其實踐與發展之可能性，而非
徒托空言。固然任何研究都是有限的，對於丘著應有一公平合理之評
價，但本文亦不願無視於丘著的限制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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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史作為一種自傳書寫的形式，其核心價值在於有系統地收集與
個人過去相關或大或小的事件，受訪者透過述說建構自我以及世界，企
圖拼湊出生命主體的完整樣貌。生命史的調查及書寫不僅來自於受訪者
單方面的陳述，還必須依賴訪問者的提問、組織及撰寫能力，在書寫的
過程如何和受訪者建立良好的互動及對話關係以捕捉受訪者獨一無二的
人生經歷。除此之外，訪問者還需擁有清晰的問題意識及書寫脈絡，先
讓作品長出骨架，再由受訪者填上血肉。避免讓作品缺乏一以貫之的主
題，甚至淪為斷簡殘篇，而是一部兼具宏大敘事與個人情感經驗的生命
史著作。如果說生命是一條舒緩的大河，那河岸的風景及河流本身的狀
態就是生命史所要描述的對象。但是人的記憶有其侷限，無法精細地捕
捉眾多細節，所以必須仰賴撰寫者為瑣碎的敘事找出定位並理出軸線與
脈絡。口述歷史的探查便是其中一種書寫生命史的方式，訪談內容除了
敘述者本身的經歷之外，還包含個人情感結構與社會集體意識、國族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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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間的對話，具有補充大敘述（grand narrative）的作用。而口述歷史承
載的意義，不單只是供研究分析的史料而已，同時也是「歷史」的一種
詮釋觀點，等同於「歷史」本身。
《新竹縣客家文史學家口述歷史專書》為新竹縣政府文化局積極推
動地方文史保存而延伸的計畫之一，以此主軸進行「新竹縣客家身影紀
錄典藏計畫－『新竹縣客屬文史學家口述歷史及影像記錄計畫』」 ，
喚起社會大眾及學界對於「客家學」的關注，並為後世留下豐富的地方
文化資產。促進民眾對於新竹地方鄉土的認同及愛護，進而連結到新竹
縣的文化發展脈絡。本系列邀請臺灣文學界的資深學者藍建春及彭瑞金
分別為三位出身於新竹、客家籍的文史學家杜潘芳格、黃榮洛及楊鏡汀
做完整的紀錄，並將訪談集結成冊。由於三位人士皆出生於 1920 年代，
故訪談的內容是從他們的童年，也就是日治中期延續至今。訪談者主要
針對受訪者的「客家」身分為生命主體進行撰寫，以個人生命史的撰寫
為起點，進而連結到家族史、社會史等較廣大的脈絡。三本書皆是從他
們的在地生活經驗以及對於客家文史的奉獻切入，包含個人創作及研究
歷程、客家信仰、歷史事件的重述、個人的歷史觀點，以及地方文化史。
試圖以生命經驗翻轉既存的客家歷史敘述，為臺灣史的書寫開展出其他
面向。
三本生命史專書的內容紮實且豐富，敘事平易近人，屬於非學術性
的普及讀物。除了文字描述，還穿插了許多珍貴的手稿、歷史文獻及生
活影像作為輔助，讓內容更為生動活潑。除此之外，訪談者皆能掌握受
訪者的個人特質與知識關懷，貼近其生命脈動，在「客家生命主體」的
基礎之上，根據受訪者獨特的生命經驗撰寫成完整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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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潘芳格一書共分為八卷，前三卷是杜潘女士的家庭及求學生涯簡
介。卷一是以祖父一輩的經歷為開頭，概略家族前兩代的歷史。潘家是
新埔地方知名的望族，祖父因為從事商業買賣而致富，祖父及父親都當
過新埔庄庄長。卷二及卷三是介紹杜潘女士的學校生活。小時候她念的
是日本子弟所就讀的小學校，時常被日本人歧視與欺負。畢業後考上
新竹女中，展開一段快樂的學校生活，對於歷史及文學類的科目較感興
趣，並從姑丈那裏接觸到更深刻的哲學、思想與文藝。自新竹女中畢業
之後，選擇到臺北就讀私立臺北女子高等學院，因為生活環境的改變接
觸到許多摩登的事物，也讓她在文學的閱讀與花道家政的學習上，奠定
了穩固的基礎。
卷五和卷六則是描述杜潘女士與丈夫相戀到共組家庭的過程。丈夫
杜慶壽也是新埔人，畢業於臺北高等學校，後來在臺大擔任實習醫生，
1948 年兩人順利結為夫妻。1965 年後她加入了笠詩社，小孩也念小學
之後，生活變得悠閒許多，花許多時間學習中文、插花與踏青。1967
年 9 月 17 日，杜潘女士和丈夫去淡水打高爾夫球結束後，回程搭計程
車的路上，在關渡附近發生大車禍，丈夫受重傷，在生死關前走一遭。
在這件事之後，丈夫對於上帝的信仰也變得虔誠。卷六則延續談論宗教
信仰如何影響杜潘芳格的生活。由於母親是基督徒，所以她從小就接觸
基督信仰與聖經故事，直到年老之後仍常常去做禮拜，而她的子女已因
為她的信仰而跟著成為虔誠的信徒。
卷七是本書份量最重的一個章節，關於杜潘方格的文學啟蒙與創作
歷程。年輕時閱讀了賽珍珠的《大地》之後，便嘗試提筆寫作，但她認
為是上帝給她的靈感，信仰與寫作是一體的。接著提及她去豐原參加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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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社的活動，與陳千武等作家結識，也促成了日後出版詩集的機會。後
來杜潘女士找了笠詩社的陳坤崙幫他出版書，但因為作品皆是用日語寫
的，缺乏讀者群而作罷。她在新竹女中就讀時，就開始寫詩，詩觀也隨
著時間而改變。年輕時候的想法比較激烈，以「死亡」為核心價值，也
就是死也無悔，不把今天善惡的行為帶過明天，抱持超越生死的意象。
後來轉變為以「哀愁」為主題。作者必須努力創造出能讓讀者獲得感動
與啟示的作品，較出名的作品有〈平安戲〉與〈中元節〉，而杜潘女士
也被認為是臺灣最早使用客家話寫詩的詩人。卷八以旅美時期與晚年生
活為本書總結。
黃榮洛一書由與黃榮洛熟識已久的彭瑞金教授訪談撰寫，共分為三
卷，分別以原鄉、信仰與佚事為題。卷一原鄉是黃榮洛的生平概述及他
充滿獨到見解的客家歷史研究。他出身於苗栗南庄，戰後曾擔任代用教
員，因白色恐怖的緣故而到林務總局上班，後來回到南庄老家經營碾米
廠。閒暇之餘接觸文學並於 59 歲那年開始執筆寫作、閱讀史料及研究
族群歷史。在沒有任何資源挹注的情況下，隻身一人研究客家傳統習俗
及收集史料，並將收集的客家歌詞編輯成《渡臺悲歌》，成為研究渡臺
史的經典。黃榮洛透過紮實的史料閱讀，及對於史實的敏銳度，翻轉了
長期紀載不實以至於被錯誤對待的客家歷史。提供一種具有客家主體性
的歷史視角，賦予深埋已久的史料更多新的詮釋觀點及價值。
卷二「信仰」以客家的義民信仰為軸，交織著客家人在新竹、苗栗
地區的開墾故事，以及鮮為人知的客家抗日歷史，從北白川宮之死、南
庄事件到北埔事件，再再呈現黃榮洛豐富的歷史學養，以及獨到的見解
來自於其對於史料精確地掌握及理解。其中比較特別的是其中一個小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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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了三位「客家烈女子」的故事，讓以「男性」為主的歷史敘事不再
單調，多了更豐富的聲音層次。卷三「佚事」也是以客家歷史故事為敘
事框架，但相較於前一章較為生硬的「硬歷史」，本章以客家人的軼事
及鄉野傳說為主，開展族群歷史的更多面向。結尾的地方從歷史的大敘
述回歸黃榮洛自身，娓娓道來他如何將枯燥的歷史，演繹成廣為流傳的
創作。他於將近 60 歲時才提筆寫作，其素材大多來自於有趣的客家傳
說、歌謠或俗諺，既可以反映客家歷史也可以增添史書的真實感。除此
之外，歌謠也是客家文化重要的一部分，山歌在客家社會中就和客家話
一樣重要，對客家人來說唱山歌是解悶、消愁、發洩的方式。結語時黃
榮洛也感嘆「客家學」還有許多面向可以發展，但是目前累積的研究文
獻太少，造成研究者資料收集不易。現階段不甚樂觀的研究成果距離，
他心中理想的「客家學」研究，還有一段艱辛的路要走。
楊鏡汀一書共分為五卷，第一卷《茶鄉》交代了楊先生的生長背景
以及家鄉。他在 1929 年出生於新竹縣橫山鄉豐鄉村（以前叫做大山背）
的地方。幼年時可說是在茶園裡長大，因為茶葉曾經是大山背最著名且
最重要的產業，父親是一名優異的製茶師。1937 年，楊鏡汀進入橫山國
民學校大山背分教場就讀，1943 年考上日本人創辦的臺北國民中學，畢
業後順利取得教師資格，開始了教育生涯。卷二《文教》簡述楊先生的
教學與研究經歷。他始終保持客家人的硬頸精神投入學術與文教活動，
研究與教育並行，為功利主義掛帥的教育制度提出建言。在教學方面，
楊鏡汀關注的焦點有兩項，一是語言教育政策，二是鄉土教學。解嚴後
毅然投入母語復興運動與客家研究，組織編輯小組蒐集各地不同的客家
語彙與解釋，提供客語教學教師使用。他認為政府若想要真正落實客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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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首先要確定客語音標以及專業師資的培訓。
卷三《家國》以楊家祖先的來由為基礎，開展出客家人的歷史來源、
族群認同與信仰。18 世紀之後，陸續遷居臺灣的客家人成了少數族群，
文化屢遭誤解。其中一項重要事件便是 1997 年 6 月國立編譯館公布的
認識臺灣教科書，引發的軒然大波。該書將客家人篤信的義民爺，列為
孤魂野鬼。客家臺灣文學學會開會決議向國立編譯館提出抗議。義民廟
在客家社會中是非常重要的信仰。因為林爽文事件而延伸的義民史向來
不受重視，由於更多史料的出現才有依據供進一步的考證，重新建立完
整的客家歷史。
卷四以日治時期的歷史事件為經，楊鏡汀的研究工作為緯，交織出
以客家為主體的歷史故事，藉此回溯日治時期發生在新竹重要事件，如
姜家開拓史、北白川宮死亡之謎，以及新竹客家與賽夏、道卡斯族的互
動關係。其中又以北埔事件最為重要，因為這是楊先生從事臺灣史研究
的起點。他因地利之便，從埋骨五子碑下的荒田裡尋找事件的痕跡，並
訪問北埔事件的關係人及地方仕紳。日後撰寫《內豐浩劫：北埔事件祕
聞》一書出版，透過歷史事件的重新敘事，反思新竹縣志一書內「重閩
輕客」的意識形態。卷五則是以楊先生的客家認同為中心，介紹他的客
語創作與宗親會活動，楊先生的文學創作以客家俳句為主，曾出版詩集
《通俗客詩小集》，推廣客家俳句之美。1978 年他接任新竹縣楊氏宗
親會總幹事，與海外各國的宗親交流，舉辦尋根之旅，宗親會在地方也
發揮互助互動與協力的功能。
生命史除了紀錄人物的生活經歷、思想變遷及創作邏輯之外，還包
含個人與文化、歷史、國族之間的詰問與交涉等比較冷硬的學術含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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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質量良好的生命史除了傳遞知識的功能、體現人物的生命價值之
外，還具有開啟讀者的生命與人物的生命之間的對話關係。如同鏡子一
般，讀者藉由觀看另一個人的生命史得以反省、思考並理解自身的生命
經驗，進而在差異中理解多元文化的價值，學習以寬闊的心看待歷史觀
點的詮釋。本系列叢書對於受訪者生命的挖掘及理解相當深入且全面，
以「客家」為撰寫的核心概念，作為貫穿三本書的軸線。章節的鋪排也
可見訪談者盡心將豐富的生命史料，放進有限篇幅內，有效地將學術術
語轉化為社會大眾可接受的敘述方式，形成一具可讀性的歷史普及教
材。
書寫策略方面，訪談者為三人採取的切入角度有些許差異。彭瑞金
撰寫的黃榮洛及楊鏡汀兩冊的內容偏重國族歷史、形成身份認同的過
程，客家歷史的再詮釋。內容包含大量受訪者帶有反省及批判力的史觀
陳述。開啟個人敘事與集體意識形態的論述空間，具有積極的政治意
圖，例如長期被汙名化的義民信仰和北埔事件的考據。藍建春訪談撰寫
的杜潘芳格為著名的客家女性詩人，相較於其他兩本，本書花了更多的
篇幅描繪家庭及個人等私領域的生活，甚至連杜潘的戀情及家庭生活也
各成一章節。顯示出訪談者對此的重視，流露出有別於客家男性的書寫
企圖。可惜的是，訪談者僅停留在杜潘的「客家」身分，未能深入觀看
其「女性」書寫主體為創作賦予的意義及價值。根據謝嘉薇（2001）的
研究，杜潘芳格的作品帶有少數族群知識女性的掙扎及自覺，創作中反
映了傳統客家社會裡女性的地位和處境。藍建春在書寫杜潘文學創作的
章節中，雖然有將杜潘的詩作與臺灣文學史的脈絡連接，但未能凸顯其
女性創作的視野，甚為可惜。因為「客家」和「女性」兩者皆是理解杜

評《新竹縣客家文史學家口述歷史專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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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作品不可或缺的概念。
三位受訪者皆是重要的客家文史學家，無論是創作或是研究都在客
家領域內佔有舉足輕重的份量。與其他族裔文學相比，臺灣的客家文學
研究仍屬小眾，有許多值得研究的題材待研究者投入。客家文學自日治
時期以來卻一直是臺灣文學重要的版圖，如鍾理和、鍾肇政與鍾鐵民皆
創作出許多膾炙人口的客家文學作品，葉石濤（1999）在臺灣文學史綱
中，更是給予客家文學正面的評論：

回顧過去，客家文學中呈現的時代風格、族群意識與生活探
索，由日據時期的日文寫到華文創作，經歷鄉土文學淬鍊，
使得客家文學能與時代潮流相呼應。

受訪者之一的杜潘芳格她使用客家話創作了許多感性與理性並具的
詩作。溫柔卻又不批判，具有女性意識及身分認同的詩作，已獲得諸多
肯定。楊鏡汀與黃榮洛透過研究、文獻整理與舉辦文史活動等方式致力
於客家文化的推廣，為未來的客家研究留下更多值得研究的參考資料。
本書紮實豐富的經驗敘事內容，可作為日後深入研究的基礎材料，得以
理解客家歷史不同的詮釋面向，以及族群記憶，進而在之上擴展、重組
並再創造客家文學與歷史的邊界，豐富客家研究的內涵。
本系列叢書的成就之一在於訪談者以通俗、平易近人的敘述，帶紮
實的族群歷史與個人生命史，並能抓住受訪者生命中細緻幽微的部分。
書寫主軸緊扣客家認同，透過生活的片段，完整且平實地刻畫「客家身
分」，並與新竹當地的歷史與生活經驗連結，加強客家人的在地性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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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針對客家與個人的關係提出深刻的反思，讓本書兼具自傳的深度與
歷史的厚度。但本書仍有一些不足的部分，例如訪談者對於史料的整理
有些凌亂，插入過多的歷史事件使得閱讀的順暢度稍減，失去了通俗讀
物最重要的「故事性」的部分。若能將事件編排成較有活力的敘事體，
聚焦在幾件重要的歷史事實，與作者觀點交互詰問，形成一具有邏輯、
批判性卻又不失可讀性的生命史。如此便能兼具論述與敘事，增強可讀
性。其二，訪談者有意識地透過受訪之口，提供不同視角的歷史詮釋、
有別於漢人之外的歷史觀點，強化客家主體的認同，翻轉漢人長期把持
的話語權。透過客家歷史的重述與深描，為臺灣多元族群文化的發展樣
貌補上長期殘缺的「客家」區塊，並為新竹縣的歷史留下動人的紀錄。

參考資料
謝嘉薇，2001，《原鄉的召喚：杜潘芳格詩作研究》。淡江大學中文系
碩士論文。
葉石濤，1999，《臺灣文學史綱》。高雄：春暉出版社。
潘錦忠，2013，《臺灣客家文學研究：以新文化史的角度為中心》。桃
園：國立中央大學客家學在職專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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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家社群與研究機構

客家生活、學習、體驗中心：
屏東縣客家文物館與六堆生活學院
許瑞君 *
社團法人屏東縣深耕永續發展協會工作人員

屏東縣客家文物館位於六堆忠義祠旁，於 2001 年開館服務，屬於
臺灣早期興設的客家館舍，典藏了屏東六堆地區從清季至民國，眾多木
質、織品、竹編等家具、農具、書籍典契等相關文物，呈現客家先民從
書香世家到平民百姓的生活面貌。

一、屏東縣客家文物館的籌建
位於屏東縣竹田鄉西勢村這個客家小聚落的屏東縣客家文物館，在
2001 年開館前的籌建過程卻歷經 10 餘年，其創建過程，乃是源自民間
推動的「六堆文物館」。1980 年代，六堆地方的客家仕紳與民眾即發
出籌蓋六堆文物館的聲音。「六堆」乃是南部客家的代名詞，臺灣清治
的康熙 60 年（1721）發生朱一貴事件，激起客家族群保鄉衛民的意識，
因而團結起來援清平亂，經過幾個階段的發展而漸形成具有軍事用途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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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堆」組織。
日後，「六堆」一詞成為臺灣南部客家人與客家聚落的總稱，屏東
縣客家文物館即位於六堆中的中堆：竹田鄉的北邊。今日六堆聚落的行
政區域位置如下：
前堆：屏東縣長治、麟洛二鄉
後堆：屏東縣內埔鄉
左堆：屏東縣新埤、佳冬二鄉
右堆：屏東縣高樹鄉、高雄市之美濃、杉林、六龜區
中堆：屏東縣竹田鄉
先鋒堆：屏東縣萬巒鄉

圖 1 六堆分佈圖
圖片來源：2009 年之五溝國小客語教學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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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 年代，六堆地方的客家仕紳提出籌蓋六堆文物館的聲音，至
1987 年，已可見到文獻記載籌建的經過，根據六堆風雲雜誌的報導，「民
國七十六年八月下旬，六堆文教基金會在萬巒召開董、監事會議，議決
要籌建『六堆文物館』，並組五人小組負責策劃推動開始…」，這個決
定最後催生了屏東縣客家文物館，被視為是六堆地區繼 1948 年創辦六
堆運動會，1956 年發起修建忠義亭等事件以來，廣獲居民認同的提議
（吳士仁 1989）。當時正是客家意識隨著客家運動興起而漸抬頭的時代，
六堆著名大家族後代溫興春、劉錦鴻、張松生等客家仕紳群，發起於忠
義祠後方籌蓋六堆文物館的聲音，馬上獲得許多民眾支持，這個看似美
好的願景，卻命運多舛，其間至少歷時 14 年以上。
籌設過程中，眾多六堆仕紳與居民提出不同意見，如設置地點不應
選在忠義祠後方狹小的土地上、文物館功能應該更多樣化等各式意見、
應該要納入更多討論意見等，支持不同位置的民眾自成兩派，由不同的
六堆仕紳組成的支持與反對勢力各有各的民意支持，主導者籌開討論會
議，反對者則有抗議行程與媒體投書等，可說是當時六堆居民討論熱絡
的公共議題。地方上由於民間籌建事務推動緩慢、缺乏籌辦執行人力、
經費籌措等問題，希望委由公部門資源籌建的聲音漸漸壯大。
1993 年，籌辦六堆文物館被當時亟欲搶回執政權力的國民黨知悉，
作為競選政見，伍競選成功後，籌蓋文物館成為屏東縣府的既定政策，
委由當時的文化主政機關－縣立文化中心籌辦，一時之間進度火速。然
而各種聲音同樣齊備，如曾參與六堆文物館推動小組的成員投書，「主
導權已由民間換成政府，將來文物館的『戶籍』，必定是在屏東縣政府
的名下。…忠義祠土地取得不易，六堆先賢花費多少心血才擁有這麼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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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地產，豈可輕言送人？土地權狀交出之後，文物館又由政府管理，忠
義祠豈不賠了夫人又折兵，變成一無所有？」（六堆風雲雜誌資料室
1995）
最終，原由民間發起與主導的行動，在考量未來大筆的營運經費問
題後，與縣府達成協議，由縣府接手推動。經過協調地方組織與居民同
意將土地捐贈給縣府，由縣府運用政府資源籌蓋後，文物館在忠義祠後
方興建定案，使這個原由六堆地方人士發起的社區型參與行動，轉變為
地方政府執政政策。從文獻記載的六堆文物館籌設，至 2001 年底啟用
歷時超過 14 年，地方政府首長也兩度政黨輪替才落成啟用，最終定名
為「屏東縣客家文物館」，由屏東縣蘇嘉全縣長落成啟用。在籌建後期
染上政治色彩的客家文物館，直到落成開館慶祝當日，仍有抗議民眾在
館外聚集抗爭。

二、進入體制的瓶頸
2001 年屏東縣客家文物館（以下簡稱屏客館）開館後，設有接待大
廳、展覽室、典藏室、視聽室、圖書室、教室等空間，提供客家文化與
文物的研究、典藏、保存和展示、推廣等功能。籌設之初，「以闡揚客
家族群褒忠節義、榮祖尊賢、刻苦勤儉、良俗教化的傳統文化內涵，並
藉由典藏、展示、推廣客家文化，凝聚地方意識，達成交流與推廣教育
的建館目的」1 。美麗的館舍一時之間吸引了不少人參觀。

1

引用自屏東縣客家文物館 2008 年之書面文宣介紹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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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屏東縣客家文物館照
圖片來源：葉芷柔攝影

至此，由民間自發的籌館社區運動走向後客家運動時期，運動的成
果轉而進入國家體制內，成為常態化的服務。然而，六堆鄉親的期待很
快的成為縣府的沈痾，地方政府艱困的財政狀況與原先期待的落差巨
大，如只能編列一名兼辦館舍業務的人員，負責開關門巡視、場地租借
等事項，常設展幾乎無法換展，若有活動預算時則委外辦理。加以全館
規劃原採用中央空調、密閉式館舍設計，窗戶寥寥可數且規格十分狹
小。艱困的財政狀況下，除少數特殊大型活動，全館完全不開空調，使
得全臺第一座仿客家原鄉圓樓式設計的屏客館又悶又熱。在困窘的財務
與學非所用的人力因素下；先天規劃不良、後天經營又失調的情形下，
終於使來過的人都不太想來第二次，在全年僅週一與國定假日休館的情
況下，入館人數在有統計數字的 2006 年，一年仍僅有數千人，平均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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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入館只有約十來人。2

２

從籌辦屏客館到開館營運，諸多規劃設計面之問題，皆屬地方治理
的問題，在地方為了籌辦六堆文物館提出各項建議多年之後，何以在走
入體制面後，這些問題仍沒有被納入考量，也成為許多六堆民眾的疑
問。

三、找回社區能動性：六堆生活學院營運機制
2006 年，屏東縣政府客家事務處為推動客家文化傳承與創新，落
實屏東縣客家文物館籌設目標，廣徵民眾意見、與地方人士座談。最終
決議結合屏客館空間場域，在該館設立「六堆生活學院」學習性組織，
由客家委員會與縣府經費支應，以專案計畫推動客家教育與文化傳承。
2008 年秋季，「六堆生活學院」正式成立，委託客家社團經營，由
客籍學者徐正光擔任總召集人，及相關專家學者與地方客家社團、返鄉
青年組成經營團隊，以「傳承、創新、學習、永續」四大精神為本，「懷
抱著對於土地的尊敬，期望從在地出發，以多元方式延續地方歷史與文
化精神，發掘地方特色、建立現代六堆風情，運用「知識經驗」機制，
重拾六堆地方智慧 3 」。如此的經營角度，與過往以家國歷史、褒忠節
義、傳統文化的良俗教化路線表面上不相異，實則內涵不同，即在重新
引入民間活力與社區參與空間。不變的博物館經營機制，在加入學習、
民間社團、與土地文化共生等內涵或機制後，屏東縣客家文物館開始展
現不同的活力。
2
3

根據 97-98 六堆生活學院成果報告書之承辦人李冠欣訪談。
引用自「97 六堆生活學院經營計畫」成果報告書，2009 年 10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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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堆生活學院成員首先與地方社團座談，邀集了屏東縣社區大學文
教發展協會、臺灣藍色東港溪保育協會、德榮社區發展協會、竹田鄉社
區營造協會、大戇牯環境保育協會、燈籠花社區營造協會、屏東縣茄冬
文史協會、鹿寮社區發展協會、綠元氣產業交流促進會、屏東縣好好婦
女權益發展協會等單位進行座談與合作，於屏客館推動客家講堂、六堆
旅遊導覽服務區、童玩區、六堆特色產品賣售等服務。
六堆生活學院並參考各項文獻、與科學工藝博物館研究員合作，首
次整飭、清點館內典藏文物，重新定位了屏東縣客家文物館的特色，認
為屏客館根本上具有三大特色，是他處無法替代的：
1. 為臺灣第一個仿客家原鄉圍籠屋建築之特色館舍。
2. 為臺灣典藏客家文物最豐富、數量最多之客家文物館，典藏客家
文物包含典契、織品、家具、農具等，共計七百多件。
3. 位於六堆地區中心位置，乃是傳承客家移民精神，具有位於閩客
交界、面向原鄉之傳統六堆精神之館舍。

四、打造客家生活、學習、體驗中心
以「六堆生活學院」專案辦公室推動各項客家文化課程與活動，在
第一個年度即增進一千餘人次的學習人口，使屏客館成為六堆民眾社會
學習、生活學習與成人學習的根據地。並不定期舉辦客家主題展覽、地
方產業展覽，籌組導覽志工團，帶動社區居民參與活化館舍，成功活化
客家文物館，為屏客館增加超過十倍的入館人數與媒體曝光率，成為許
多地方館舍與博物館研究學者探訪的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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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 年起，針對館內典藏之眾多文物進行文物典藏活化計畫，將
七百多件文物以博物館學之專業典藏，進行基本之盤點、登錄與活化作
業，以小型地方館舍經營而言誠屬不易，乃是六堆生活學院為落實傳
承、創新、學習、永續四大精神的其中一個重點，六堆生活學院自 97
年底開始推動，期望即在以客家文物館的社區博物館基地，打造一個客
家生活、學習、體驗中心。其以屏客館為基地，以六堆生活學院含括各
項專案計畫模式，推動各項服務，茲簡要說明如下

（一）人才培育：客家講堂計畫
全年度規劃動、靜態共計數十門課程與活動，自民國 101 年起區分
客家文化資產學門、手作經濟學門與綜合學門等三大類，於屏客館開辦
課程，以傳承、推廣客家文化，培育在地人才。

（二）文物活化：文物會說話計畫
「文物會說話」系列計畫為六堆生活學院核心子計畫之一，乃是針
對屏客館典藏之文物資產推動之計畫。自 2010 年起針對館內所典藏之
600 多件文物，推動第一階段「文物會說話：文物典藏活化計畫」，將
600 多件文物以博物館學之專業典藏，進行全面整飭、清點登錄、數位
化作業，並舉辦成果特展，將調查成果匯集出版「返古風潮：聽客家文
物說故事」文物導覽手冊。
2011 年後續推動文物分級與詮釋、發行文物學習單，將文物導覽手
冊改為繪本故事版，引發幼兒對於客家文化的興趣。2012 年起延伸文物
資產典藏之困境，推動兩年度之「文物修復計畫」，總計修復 19 件文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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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持續推動繪本故事光碟版的編製。
2013 年，推動文物會說話計畫第三階段，書契類文物研究暨活化發
展計畫，進行書契文物研究、策展與研究專輯出版。2015 年推動文物
會說話四 -- 六堆契約多媒體展示網計畫，將研究成果數位化，進行推廣
教育網站規劃，提供六堆研究相關圖資等。

（三）產業創新：六堆設計營計畫
自 2011 年起，針對六堆傳統工藝與地方產業發展困境，以連結地、
產、官、學四個領域資源模式，結合大專院校設計科系資源與業界師資，
以設計工作營的方式，帶領青年設計師或設計科系學子下鄉，深入六堆
鄉鎮協助傳產或藝文單位進行產品研發或文創商品設計與打樣。
營隊期間除六堆導覽、大師講座外，以工作坊方式進行下鄉訪談、
設計創發、評圖與修正、製作模型、成果發表，並於成果發表後進行專
家評選，頒發六堆設計獎。共計辦理第一到第三屆六堆設計營計畫，出
版兩冊六堆設計營成果專輯。

（四）產業創新：六堆結扇緣計畫
2012 年，因著六堆傳統工藝品檳榔扇之發展困境，推出「六堆結扇
緣：檳榔扇創作發展計畫」，透過參與性的工作坊模式推動素面扇募集、
技藝培訓、檳榔扇創作與成果發展策展等，最後出版「六堆結扇緣：客
家文化的蛻變與創新」專書。
本案與臺灣設計界設計師與藝術家合作，進行檳榔扇設計創新，共
開發出 15 種創作媒材或技法：刺繡、烙印、沙畫、鋁線、棉紙撕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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壓花、拼布、剪紙、植物染、複合媒材、油彩、浮雕、鏤空雕刻、紙藤
編織、立體設計等，加上原有的蝶古巴特、版畫、書畫創作等，創造了
檳榔扇扇面設計的新時代。

（五）館舍活化：數位六堆計畫
「數位六堆：文物館網站行銷暨數位典藏計畫」，乃是為屏客館創
設官方網站與線上報名課程系統，並進行歷年文物數位典藏之計畫，除
提供六堆相關簡介、官網資訊、活動資訊、線上報名系統外，數位典藏
總計典藏 760 件文物（至 2016 年 5 月止）。

（六）推動專案與相關服務
歷年來以子計畫模式，規劃年度展覽或專案、研究，如 2009 年「六
堆囍事 - 客家婚禮的六種祝福」專案、「我所看見的六堆 — 嚴長壽專
題演講」、2010 年客家文物館遊客入館分析計畫、2011 年「遊藝有方」
六堆藝術家特展暨系列活動、「哈客故事屋」計畫等。
期望藉由各年度主題子計畫的推動，調查、保存、研究、活化六堆
文化資產，讓客家文物館成為六堆生活、學習與體驗的根據地。
並搭配屏客館導覽志工團，提供團體導覽解說申請服務，推動免費
單車租借遊覽、教育級文物體驗、藍衫穿著體驗等，帶動社區居民與遊
客參與活化館舍。

（七）培力地方社區與團體，投入文化資產保存工作
不定期開設培力地方社區與社團的課程，舉辦公共論壇，並提供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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堆社區營造諮詢服務，配合社區總體營造相關之資源，轉介或媒合社區
參與。並鼓勵六堆地區社團能以客家文物館為意見發聲的基地，讓「六
堆生活學院」成為傳承、創新、學習、永續現代客家文化與精神的基地，
從中蛻變出新六堆精神。
2011 年，六堆生活學院並協同佳冬社區民眾，推動佳冬商樓：張阿
丁宅的保存工作，於 2013 年修復完成啟用，成為地方的一大佳話。
以結合博物館與學習機制的客家文化復興與民眾參與機制，並鼓勵
六堆藝師、社團、民眾以屏東縣客家文物館為發聲的場域，期待傳統六
堆精神能以現代方式傳承下去，正是屏東縣客家文物館與六堆生活學院
所演繹的六堆文化復興的道路，期待「傳承、創新、學習、永續」的現
代客家文化精神能真正的傳達出去，並在六堆地方蛻變出新六堆精神。

參考文獻
吳士仁，1989，〈決議好多次啦！六堆文物館那久出歲？〉。《六堆風
雲雜誌》3: 16-17。
六堆風雲雜誌資料室，1995，〈賠了夫人又折兵 官方蓋館壟斷一切〉。
《六堆風雲雜誌》51: 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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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編輯說明

（一）本篇目錄的編輯目的在整理 2015 年中國期刊論文中關於「客家」
的文章。資料檢索來源為「萬方數據知識平臺」，檢索的方式以「客家」
一詞出現於「標題」或是「關鍵字」當作查詢對象，搜尋到的文章數量
總計 313 篇。

（二）本篇目錄收錄形式上之原則為頁數 3 頁（含）之文章以下不予以
統計。本篇所收錄之論文分類是以多重分類法，使該論文不只歸為單一
的類別，避免讀者遺漏掉屬於所需研究方向之論文，並且使其更快速的
查找到資料。

（三）統計 2015 年中國客家研究相關期刊論文，共有 156 篇，刊登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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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 本期刊中，期刊研究屬性有人文、社會、藝術、文學、地理、宗教、
管理、餐飲、建築、設計、教育等，相當多元。在 2015 年中，客家相
關的期刊論文刊登數量最多者為「贛南師範學院學報」、「嘉應學院學
報」（各 16 篇），其次依序為「龍巖學院學報」（共 11 篇）、「民俗
研究」、「地方文化研究」、「韶關學院學報」（各 4 篇）、「華中建
築」（共 3 篇）。

（四）本篇書目以主題做為編輯的分類，第一層次共分為「客家學」、
「文化」、「民俗與信仰」、「語言與文學」、「藝術」、「歷史」、
「政治、社會與經濟」、「族群」，八大類，各類別下又以次主題做更
細緻的區分。統計第一層次八大類別的文章數，以「文化」類為最大宗，
共有 48 篇（其中空間、建築與聚落相關者占約 40%），其次為「語言
與文學」類，共有 27 篇（其中音韻學相關者占約 33%）。

（五）「客家學」類下又分為「客家學」（6 篇）與「教育」（5 篇）
兩個次主題。在「客家學」這個次主題中，以客家總論為主的客家研究；
與「教育」相關的文章，則以教學為主。

（六）「文化」類別的次主題，分成「一般性文化論述」（9 篇）、「文
化與觀光產業」（11 篇）、「空間、建築與聚落」（19 篇）、「飲食」（7
篇）、「博物館學」（2 篇）共 5 項。其中「空間、建築與聚落」多探
討客家土樓及傳統聚落之研究；「文化與觀光產業」的文章主要以中國
客家地區發展觀光旅遊文章為主；「飲食」以傳統客家食物為主題，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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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有 2 篇則是研究贛南地區生長的野菜之營養成分。

（七）「民俗與信仰」中共分為「民俗」（13 篇）、「信仰」（8 篇）
二個次主題，此主題中「民俗」類別包含民俗技藝等研究；「信仰」以
宗教及祭祖為主要研究。

（八）「語言與文學」 下則分成「一般性語言研究」（8 篇）、「句法學」
（6 篇）、「音韻學」（9 篇）及「文學」（4 篇）四個類別。其中「一
般性語言研究」多以各客家地區的方言研究為主；「句法學」主要以客
家話的文法結構的用法；「音韻學」則是各地區的客家話音系之主題。
（八）在「藝術」類別中，分為「山歌」（6 篇）、「傳統音樂」（5 篇）、
「戲劇」（5 篇）、「舞蹈」（3 篇）四個次主題。

（九）「歷史」部分，細分為「一般性歷史研究」（5 篇）、「源流」（8
篇）二個次主題。「源流」部分除了探討客家學、客家族群之源頭外，
也包含了族譜的主題。

（十）「政治、社會與經濟」類別以人類社會的種種現象，和社會生活
之研究為主，包括「政治與法律」（ 4 篇）、「性別與婚姻」（6 篇）、
「健康醫療」（5 篇）、「經濟」（6 篇）與「傳播」（2 篇），共 5 項。
其中「性別與婚姻」可以看出客家女性在社會中之地位；「健康醫療」
主要研究客家人的身體狀況及變化；「經濟」除了探討經濟領域的主題
外，也包含了農業的主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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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族群」為探討各地客家族群之融合及情感歸屬之主題，又可
分為「族群關係」（5 篇） 與「族群認同」（12 篇）兩個次主題。

（十二）最後，為了比較清楚掌握目前中國客家期刊文章發展之狀態，
編者還特別整理「客家期刊論文主題分類」( 參見表 1)、1「產生最多
客家論文的期刊前 7 名」( 參見表 2)。

表 1 客家期刊論文主題分類
主標題
客家學 (11)

文化 (48)

子標題

數量

客家學

6

教育

5

主標題

藝術 (19)

數量

山歌

6

傳統音樂

5

戲劇

5

一般性文化論述

9

文化與觀光產業

11

舞蹈

3

空間、建築與聚落

19

一般性歷史研
究

5

飲食

7

源流

8

族譜

1

歷史 (13)

博物館學

2

民俗

13

移墾

2

信仰

8

政治與法律

4

一般性語言研究

8

性別與婚姻

6

健康醫療

5

民俗與信仰
(21)

語言與文學
(27)

政治、社會與
經濟 (23)

句法學

6

音韻學

9

經濟

6

文學

4

傳播

2

族群關係

5

族群認同

12

族群 (17)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
1

子標題

由於第 8 名共有 11 冊期刊並列，故不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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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產生最多客家論文的期刊前 7 名

期刊

文章量

比例

贛南師範學院學報

16

10%

嘉應學院學報

16

10%

龍巖學院學報

11

7%

民俗研究

4

3%

地方文化研究

4

3%

韶關學院學報

4

3%

華中建築

3

2%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

二、客家學
（一）客家學
邱國鋒，2015，〈理論對話與田野調查 : 構建客家學的思考：《客家學
研究叢書》總序〉。《嘉應學院學報》33(3)：5-8。
張應斌，2015，〈賴際熙與客家學的發生〉。《嘉應學院學報》33(1)：5-8。
楊海中，2015，〈對「族群客家」與「文化客家」的再認識〉。《洛陽
理工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30(1)：1-9。
謝重光，2015，〈論賴際熙太史之客家觀〉。《龍巖學院學報》33(4)：1-6。
韓光輝等，2015，〈客家研究第一人徐旭曾家世研究〉。《三門峽職業
技術學院學報》14(4)：83-89。
蘇東來，2015，〈來自田野的饋贈：評《東山客家身份表述的人類學研
究》〉。《成都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162(6)：30-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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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教育
汪莉，2015，〈從語言哲學觀上看客家籍學生二語習得〉。《宜春學院
學報》37(10)：84-87。
張留見，2015，〈客家人重視品德教育之河洛基因〉。《洛陽理工學院
學報（社會科學版）》3：4-9。
許瑩瑩，2015，〈論明代客家教育的勃興及對地方社會的影響：以汀州
府的儒學為考察重點〉。《贛南師範學院學報》36(1)：2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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