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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論閩西客家博物館的原鄉意象與客家內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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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共分成五個部分：第一部分討論客家文化博物館聯盟在中國的
出現與效應；第二部分討論中國的博物館以及贛、閩、粵邊區的客家博
物館，主要探討的是中國一地具有廣義意涵的客家博物館；第三部分討
論中國的客家博物館的展示主軸與客家意涵；第四部分討論閩西的客家
博物館及其客家意象的詮釋方式；第五部分是結語，討論原鄉、故鄉
與家鄉的意涵與展示層面的社會效應，說明客家博物館就好比現代客家
族群的帕德嫩神廟，並闡述發展具有學術理性意涵的客家博物館之必要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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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meland Image and Implications of Hakk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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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s article is composed of five parts: Firstly, I will discuss the appearance of Hakka museum alliance in China. Secondly, I will discuss the general
view of China museums and the museums in China Hakka areas. Thirdly, I
will discuss the main points of exhibitions and Hakka implications in China’s
Hakka museums. Fourthly, I will discuss the Minxi Hakka museums and its
ways of interpretation of Hakka image. Finally, I will discuss the meaning of
homeland and the social impacts of exhibitions. Also, I will try to explain that
Hakka museums are just like the sacred temples for Hakka people nowadays.
Accordingly, it is very important for us to have a Hakka museum that is developed according to scholastic rea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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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客家文化博物館聯盟的出現

2014 年的 11 月 10 日至 12 日，「六朝古都」的河南開封市舉行了
「客家文化博物館聯盟」的成立大會，其主要發起單位為河南博物院、
臺灣的國立歷史博物館（報導稱之為「臺北歷史博物館」）、福建博物
院，以及廣東省博物館。這場兩岸三十餘家博物館及相關機構參與的會
議，主要目的是為了共同打造客家文化研究與傳播的全新平臺。此次會
議通過了聯盟章程，並決定上述四個單位為理事長單位；湖北省博物館、
廣西壯族自治區博物館、中國客家博物館、開封市博物館、華僑博物院
等 14 家單位獲選為副理事長單位；固始博物館、客家族譜博物館、葉
劍英紀念園、永定土樓博物館等 11 家單位則獲選為理事單位。其中，
河南博物院為首屆理事長單位，院長田凱成為首屆理事會輪值理事長。
關於客家文化，田凱的說法是，客家文化是華夏優秀文化的重要組成部
分，河南則是客家文化最重要的發源地，因此是客家文化的重要視窗。
會議期間，開封市博物館還同時舉辦「客家人與開封」的專題展覽，讓
與會人員可以藉此進行交流（張延紅 2014）。
強調客家人與河南的關聯，其主要的預設就是客家人乃是漢人的一
支，而「客家人與開封」的專題展覽，當然是藉由「六朝古都」的漢人
榮耀，一併將客家人與開封連結在一起。此外，此次會議也是呼應同年
10 月於開封舉行的第 27 屆世界客屬懇親大會的全球客家族群網絡的會
議組構方式，期能於客家博物館方面型塑出一個跨國的客家族群網絡。
目前，客家文化博物館與相關文化館舍在世界各地與日俱增，對客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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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說，客家建築本身就是客家族群在世界各地日益站穩腳步的「堅實」
證據。不過，意圖透過客家博物館的全球聯盟來彰顯客家文化的作法，
卻是一個非常值得多加關注的全球化現象。除了印證客家文化在不同領
域都呈現出其重要的存在價值之外，更說明全球客家族群網絡的世界擴
張方式，在客家文化館舍方面，已經開始出現博物館層面的網絡連結狀
況。
博物館學家 Hudson 曾說過：「人們的思想會因為一個新字眼的出
現，變得鋒利並聚焦起來」（張譽騰 2004：8）。「客家文化博物館聯
盟」是繼「世界客屬懇親大會」之後，另一個企圖透過大型活動來凝聚
客家族群集體認同的作法。因為族群博物館通常不只是特定族群文化的
展示與研究而已，更是特定族群透過實體建築來打造集體記憶並強化集
體認同的一種作法。在特定空間上打造一個族群博物館之作法，會讓原
本單純的空間產生意義，成為一種具有特定族群意涵的文化空間；也就
是說，族群博物館是特定族群把集體記憶加以實體化的場合，宣稱自身
的過去、現在及未來都與這塊土地連結在一起的一種方式。透過族群相
關文化的收藏與展示，族群便可以確認自我認同，進而展開行動。1
有學者表示，現代博物館是集體記憶物質化的重要機制，由於
博物館展示可喚起觀者的集體記憶，因而需要學者們的建議與反思
（ 張 維 安、 郭 瑞 坤 2010：130）。 近 幾 年， 中 國 閩 西 地 區 出 現 了 許
多規模宏大的客家博物館。由於福建客家這個符號，在文化上同時
涉及臺灣的第一與第二大的族群，因此在兩岸關係的發展上具有其
特殊的政治與經濟價值，對於閩西客家博物館的研究自然也就有其
1

王嵩山（2012：182）認為， 收藏同時是一種文化認知與道德評論，可生產並確定認
同與行動。

89

Global Hakka

全球客家研究

Studies

重要性。在進入閩西客家博物館的實質討論之前，本文依序會先討論中
國贛南、閩西、粵東邊區的客家博物館，再概括說明與比較兩岸的客家
博物館。接著討論閩西客家博物館之特性，藉此對客家博物館的未來發
展提出一些看法。

二、贛、閩、粵客家地區的博物館
由於不同群體會有不同的文化物件詮釋方式，因此博物館的展示必
然會涉及政治，職是之故，觀者與展示物件的交會過程，就是一種各
種記憶不斷來回協商的歷程（張維安、郭瑞坤 2010：135）。然而，歷
史文化博物館的展示由於涉及意義的詮釋與建構，對於群體集體記憶的
影響自然會具有一些政治效益。因此，歷史文化博物館的設立經過，若
是一種由下而上的建構過程，就會是一種打造集體認同的社群博物館建
構方式。反之，若是一種由上而下的建構過程，就會是一種國族意涵較
強的社群博物館建構方式。其中，前一種方式展現的是多元文化主義文
化公民權的政治意涵，後一種方式則具有國族意志直接或間接展現的政
治意涵。就客家博物館來說，由於客家文化並非一種界線分明的省籍疆
界，因此，即便我們不去考慮國家或社群對於客家博物館展示的直接或
間接介入，若以羅香林界定的純／非純客住縣的方式來理解客家博物館
內涵時，仍會以縣市疆界來理解客家文化的展現方式。為瞭解廣義的客
家博物館在中國贛、閩、粵邊區的大致分布狀況，本文運用純客住縣的
單位區分方式來說明中國的客家博物館的大致情況。
依據中國國家文物局 2016 年所發布的《2015 年度全國博物館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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錄》，2015 年中國全國有備案的博物館共 4,692 家，其中國有博物館
3,582 家、民辦博物館 1,110 家，而當中較具博物館專業性質的 4,626 家
博物館則編入《2015 年度全國博物館名錄》。依照丘桓興（1998）統
整多種關於純客住縣的說法，贛、閩、粵邊區的純客住縣如表 1。

表 1 贛、閩、粵邊區的純客住縣
純客住縣

總數
8

閩西

永定、上杭、長汀、連城、武平、寧化、清流、明溪

粵東

梅縣、興寧、大埔、五華、蕉嶺、平遠、連平、和平、龍川、紫金、新豐、
16
始興、仁化、翁源、英德、陸河

贛南

寧都、石城、安遠、興國、瑞金、會昌、贛縣、余都、銅鼓、尋烏、定南、
18
龍南、全南、信豐、南康、大余、上猶、崇義

資料來源：丘桓興（1998）。

由於純客住縣的博物館的文化呈現方式應具有充分的客家文化意涵
（雖然未必能夠做到），因此，接下來的客家博物館的表列方式，將以
表 1 列出的純客住縣作為客家博物館的取捨方式，統整之後詳如表 2。
依據中國《2015 年度全國博物館名錄》可知，擁有 200 家博物館以
上的省份共有九個，這當中也包含客家人重要居住地的廣東省（261 家）
與四川省（223 家）。擁有 100 家博物館以上的省份則有 14 個，客家
人重要居住地的江西省（141 家）、福建省（115 家）與廣西壯族自治
區（102 家）也列名在內。基本上，客家族群的重要居住地對於博物館
舍的發展均頗為重視。若說博物館的存在意味著對於文化的重視，則客
家族群重要居住地對於客家文化的重視是顯而易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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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贛、閩、粵邊區純客住縣客家相關博物館
純客住縣博物館

總數

三明市博物館、明溪縣博物館、清流縣博物館、龍岩市博物館、長汀
福建省 縣博物館、永定縣博物館、上杭縣博物館、上杭客家族譜博物館、武
平縣博物館、連城縣博物館、福建省客家紅博物館、福建土樓博物館

12

梅縣精宮博物館、深圳市龍崗客家民俗博物館、始興縣博物館、翁源
縣博物館、新豐縣博物館、仁化縣博物館、連平縣博物館、龍川縣博
物館、和平縣博物館、紫金縣博物館、河源市鴻志中基客家文化博物
廣東省 館、廣東中國客家博物館、梅縣博物館、興寧市博物館、平遠縣博物
館、蕉嶺縣博物館、大埔縣博物館、豐順縣博物館、五華縣博物館、
五華縣長樂學宮博物館、客僑移民紀念館、英德市博物館、河源市博
物館 2、陸河縣博物館、客僑博物館、河源萬綠湖博物館

26

贛州市博物館、江西客家博物院、贛縣博物館、余都縣博物館、寧都
縣博物館、石城縣博物館、會昌縣博物館、安遠縣博物館、信豐縣博
江西省
物館、大余縣博物館、上猶縣博物館、南康市博物館、贛州客家民俗
博物館

13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

中國福建省共有 115 間博物館，其中客家相關博物館共有 12 間。
廣東省共有 261 間博物館，其中客家相關博物館共有 26 間。而江西省
則共有 141 間博物館，其中客家相關博物館共有 13 間。雖然廣東的「中
國客家博物館」3 以中國為名稱，實質上卻並非一座國家級的博物館，
而只是一個以展示為主的族群博物館。為了更仔細說明中國的客家博物
館的客家意涵，下一節會討論中國的客家博物館對於客家文化內涵的理
解方式，以對客家文化的實質意義及其原鄉意涵的社會建構理解方式有
更深入的瞭解。

三、中國的客家博物館的主題與客家意涵
作為一種兼具文化內涵與鮮明外觀的族群博物館，既可以表徵群體
2
3

中國唯一純客住地級市。
本文中的「中國客家博物館」指的是廣東省的「中國客家博物館」，中國的客家博物
館則泛指一般的客家博物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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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集體認同，亦可以作為族群的文化地標，對族群的文化彰顯有其一定
的重要性。依此說法，客家博物館對於自身的政治公民權與文化的傳
承，自然極具代表性。而此種重視文化權以及肯定差異與主體性的背
景，乃是一種全球性的運動，更是族群博物館會出現的有利因素（王嵩
山 2015：7）。
進入 1980 年代以後，博物館的內涵漸漸出現了轉變，博物館的複
數形式與社會意識開始日益被強調（王嵩山 2015：17-18）。傳統博物
館的內涵之所以開始轉變，是因為過於強調博物館的「功能」，對於「目
的」的闡述卻反而較少。而新博物館學對於博物館目的之自省與其社會
意義層面的思考，讓博物館的內涵發生了轉變（張譽騰 2004：4）。在
這當中，最鮮明的概念就是「生態博物館」概念的出現。生態博物館體
現了某種「文化運動」的可能性，讓社群可以透過適當的新方式自我覺
醒，一同去建構一個去中心化的博物館（張譽騰 2004：6）。4 最具代表
性的案例就是瑞典的「斯坎森戶外民俗博物館」。該館直接把藏品置於
能展現其原有實質機能的自然景觀與文化脈絡當中，呈現文化物件與既
有環境的總體關係，彷彿讓原有的人、事、物回到有機的互動關係中，
可說是一種「活的博物館」（張譽騰 2004：35）。緣此，生態博物館
4

張譽騰（2004：70-71）表示，生態博物館共有七個原則：一、地方族群與主管機關的
合作；二、以時間和空間為基礎的「主題式進路」；三、地方族群是訪客從事「文化
觀光」的一面鏡子；四、所有環境因數如人、自然與工業的整合；五、一座「聯合式
學校」；六、一座研究與批判分析中心；七、一座以科際整合方式來探索和解釋其所
在領域的場所。另外，生態博物館亦有七種特性：一、地域性；二、社會實踐性；三
、去博物館化；四、日常的文物；五、文物資產的資料庫；六、研究訓練中心；七、
實驗性（張譽騰，2004：72-75）。而相較於傳統博物館，生態博物館的概念有五大變
化：一、它從中央威權「由上而下」型態，變成「由下而上」的草根型態；二、它由
傳統的「由內而外」變成「由外而內」的經營方式；三、放棄「大理論」或「大論述」
；四、它的營運基礎改變，由「物件導向」變成「以人為導向」；五、從「過去導向」
變成「現在或未來導向」（張譽騰 2004：208-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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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再現社群原有的總體生態環境之外，由於其結合了社群的發展目的
與社會意識，社群中個人的發展就可以成為促進地方發展的一種動力，
因而個人認同就可以與群體的認同相互結合，個人對於未來的期待也可
以與群體對於未來的期待結合在一起。5 對於以族群為主軸的博物館來
說，生態博物館的概念恰恰可以體現特定族群在某自然環境中建構出來
的特殊文化歷史。以臺灣這種客家族群複雜度極高的地區來說，客家博
物館自然會顯現出客家族群特有的種種特殊境遇。從 2017 年開始，閩
西也納入中國國家級文化生態保護實驗區之後，中國的客家大本營贛
南、閩西、粵東邊區就全數納入保護區的範圍之內。這個區域不僅是全
球客家人的原鄉，也是世界客家人聚集最多的區域。若能從生態博物館
的角度來發展客家文化，將成為世界最具規模的客家文化生活博物館。
中國目前以客家為主題的博物館共有 20 座，個別來說，各個博物
館本身仍有其一定的特色存在。例如，深圳市龍崗客家民俗博物館位於
大型圍屋「鶴湖新居」之內，展示的特色是羅氏家族由深圳前往西印度
群島牙買加發展的故事。廣西賀州蓮塘客家生態博物館乃是廣西民族博
物館 12 個世居族群之一的博物館。四川客家博物館位於四川成都洛帶
鎮的湖廣會館之內，表徵的是過去「湖廣填四川」的歷史。福建龍岩地
區的龍岩市客家祖地博物館與上杭客家族譜博物館，以及三明市客家博
物館，三者的首要主題都是「客家祖地」，特別強調閩西乃客家族群的
源始之地，既是世界客家人的原鄉，也是客家人歸根溯源的故鄉。而贛
州客家民俗博物館、河源萬綠湖客家風情館與客家紅博物館則分別是江
5

張譽騰（2004：207）認為，傳統博物館致力於吸引觀眾，生態博物館則關心自身與居
民的長期持續關係。

試論閩西客家博物館的原鄉意象與客家內涵

94

西、廣東與福建首座由民間興建的客家博物館。中國的客家主題相關博
物館舍，按成立時間詳列如表 3。

表 3 中國的客家主題博物館
編號

成立時間

01

1996

性質
文物館

名稱
深圳市龍崗客家民俗博物館

02

2003

文物館

四川客家博物館

03

2006

文物館

河源萬綠湖客家風情館

04

2007

文物館

廣西賀州蓮塘客家生態博物館

05

2007

文物館

鄧培元客家博物館

06

2008

文物館

贛州客家民俗博物館

07

2009

文物館

中國客家博物館

08

2010

文物館

江西客家博物院

09

2010

文物館

海峽兩岸客家藝術館

10

2012

文物館

三明市客家博物館

11

2012

文物館

汀州客家博物館

12

2012

文物館

鴻志中基客家文化博物館

13

2012

文物館

西部客家博物館

14

2012

文物館

客家紅博物館

15

2013

文物館

世界客僑移民展覽館

文物館

梅州市客僑博物館 ( 原「梅州市僑批檔
案館」)

16

2015

17

2015

文物館

龍岩市客家祖地博物館

18

2015

文物館

上杭客家族譜博物館

19

2016

文物館

連城客家民俗陳列館

20

2016

文物館

福建土樓文化博物館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

表 3 中的客家博物館舍，除了鄧培元客家博物館、贛州客家民俗博
物館、河源萬綠湖客家風情館、鴻志中基客家文化博物館、梅州市客僑
博物館與客家紅博物館是私人興辦的之外，其餘博物館均是由國家來辦

Global Hakka

95

全球客家研究

Studies

理興建。就這幾間私人興辦的博物館來說，贛州客家民俗博物館是由
2004 年贛州舉辦第 19 屆世界客屬懇親大會（簡稱「世客會」）的展覽
物件匯集而成的博物館。鴻志中基客家文化博物館則是呼應廣東河源於
2010 年辦理第 23 屆世客會而由鴻志中基商業集團所籌辦而成。由此可
以看出世客會就猶如世界客家族群的世界博覽會，讓客家族群在世界的
層次被看見，而客家博物館則可說是把客家人的流離苦難轉變成光榮歷
史的實體化集體記憶。這段被博物館重新詮釋過的集體苦難記憶，讓那
段過去的集體記憶產生難以言喻的魅力，令人充滿懷念：

在遙遠的世界裡，我們遭受了令我們無法忘懷的苦難，然而，
對某些人來說，這個遙遠的世界卻仍然散發著一種不可思議的
魅力。這些人歷經磨難，倖存了下來，他們似乎認為，他們自
己最美好的歲月都駐留在那個艱難世界裡，他們希望重溫這段
逝去的時光。雖然有些例外，但大多數的人們都或多或少地往
往傾向於對過去抱有所謂的懷舊之情，而這就是其原因所在。
（Halbwachs 2002: 86）

對於活在今日的客家族群來說，特別是對強調五次遷徙的中國客家
族群而言，過去遷徙記憶的痛苦能夠轉化成某種懷舊情感反而具有正面
的意涵，且得以繼續傳頌下去。此種重新讓過去流傳下來的歷史產生魅
力的集體記憶重塑方式，展現了集體記憶的社會建構效應。而中國的客
家博物館對於羅香林客家族群五次遷徙論的注重，體現的正是此種精
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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儘管我們確信自己的記憶是精確無誤的，但社會卻不時地要求
人們不能只是在思想中再現他們生活中以前的事件，而且還要
潤飾它們，削減它們，或者完善它們，乃至我們賦予了它們一
種現實都不曾擁有的魅力。（Halbwachs 2002: 91）

綜觀中國的客家博物館的展示方式，羅香林的客家族群五次大遷徙
的描述與強調，依然是各個客家博物館的基本主軸。此種論述方式強化
了中國在客家世界的原鄉角色，世客會可說是此種客家族群世界博覽會
的政治、經濟呈現方式，而客家博物館則是對客家文化進行政治或經濟
性運用，其相同點是產生了對於全球客家族群的召喚效果，而此種召喚
也對全球客家族群網絡的促動起了一些作用。對於五次大遷徙的強調，
讓中國的客家博物館成為把自身所在地建構成傳遞國家主流政治思維的
手段：「集體框架恰恰就是一些工具，集體記憶可用以重建關於過去
的意象，在每一個時代，這個意象都是與社會的主導思想相一致的」
（Halbwachs 2002：71）。
至於中國與臺灣的客家族群博物館的文化內涵建構方式，兩岸對於
羅香林五次遷移說的論點可說都是一種基本預設。6 由此觀之，客家文
化的泛文化意涵有可能讓兩岸客家族群在形式上單純以文化為名進行交
流與互動。在今日諸如世客會與客家博物館在不斷建構與發展全球客家
族群網絡的情況下，客家文化的內涵卻沒有獲得實質的拓深。例如，全
球客家人口與社團的數量，目前仍無清楚的資訊或統計，客家文化最重

6

就臺灣客家博物館的展示論述來說，客家文化的展示內容可分成：（1）泛客家文化的
內容，如羅香林的五次大遷徙說；（2）區域性的客家文化內容，如以北部、中部、南
部與東部客家為地域區分的文化展示；以及（3）地方性客家文化展示，如美濃客家或
詔安客家的展示方式（吳詩怡 2008：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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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的基本元素仍未獲得客家研究的探究與釐清。
一般來說，博物館的基本內涵就是收藏、展示、教育與研究。而客
家博物館的基本要務是將上述博物館四項任務帶入客家文化的內涵，才
能完全發揮客家博物館深化與建構文化的精神，對於客家族群的發展做
出實質的貢獻。倘若客家博物館無法對客家族群的發展有所貢獻，自身
的存在價值就會日益消失。總括來說，客家博物館可說是客家族群集體
記憶的實體保存機構，也就是具體實存的社會記憶框架，因為沒有任何
記憶可以獨立於社會記憶框架之外（Halbwachs 2002：76）。客家博物
館對於學術理性的堅持不能捨棄，因為學術理性乃是公民精神的展現，
也是客家研究拓深客家文化的一種表現，更是在倫理層面不刻意曲解文
化本源，推動族群集體記憶往理性方向發展的重要作法：「人們正是在
社會之中才獲得他們的記憶的。也正是在社會中，他們才能進行回憶、
識別和對記憶加以定位」（Halbwachs 2002：69）。

四、閩西客家博物館的客家意象與詮釋
放眼客家族群的歷史，五次大遷徙的觀點型塑出來的就是一幅客家
族群的離散歷史。從經濟場域的角度來說，由於客家族群始終沒有一個
專屬於自己的流域，就只能與占有平原地帶的福佬與廣府人形成一種依
附性關係（施堅雅 2015：3）。這種生活於平原流域周邊的方式，讓客
家族群不得不型塑出一種向外流動的性格。此種「客人」性格，其實就
是一種「沒有地方」的人。為了塑造出屬於自身與所屬族群專有的地方，
客家文化地景的營造就是一種宣稱族群文化領地的象徵方式，而客家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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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館的建置就是宣揚與建構族群歷史文化的有效方式。回到前面提及的
生態博物館的說法，由於其鮮明的「去博物館化」以及對於區域集體記
憶的重視（張譽騰 2004：73），我們似乎也可以認為，能夠展示特定
族群集體記憶的「文化地景」，基本上亦可說是一種具備生態博物館意
涵的「類博物館」呈現方式。
客家研究宗師羅香林依據族譜的推演建構出了客家族群的五次大遷
徙論點，由中國客家博物館的泛客家論點就可以理解，五次遷移說對於
中國客家族群已有建構為真理的趨勢。而羅香林用祖譜來論證客家文化
源流的作法，最後也成為中國閩西的上杭客家族譜博物館的首要收藏物
件，也成為該博物館用來論證兩岸人民系出同源的佐證。同樣是針對族
譜的收藏，羅香林透過祖譜的詩意表現來打造客家族群的自我認同，上
杭客家族譜博物館則是更強調兩岸之間的文化關聯性。對於著重宗親意
識的客家族群來說，族譜其實是一種十足重要的文化象徵，能夠引發某
種程度的情感與共鳴，從而透過族譜這個媒介把兩岸客家族群文化同源
的集體記憶框架架設出來：

如何定位記憶？我們的回答是：藉助於我們總是記掛於心的標
誌。審視自己，考慮他人，將自己定位在社會框架之中，這對
於恢復記憶來說，已經綽綽有餘。（Halbwachs 2002：292）

人類的歷史雖然是由大大小小的社會事件所構成，但是這些事件若
要形成具體的意義，便需要人們對這事件進行篩選與編排。因此，歷史
事件的取捨與型塑，依然是一種編輯者的歷史建構。一旦此種歷史建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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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入博物館的展示之中，其特殊的文化與空間氛圍，便會漸漸引導觀者
接受展示出來的文化意涵與理念：

展覽如同其他的文本類型，它具備了一些特殊條件使它脫離了
日常的語境，並獲得作者與讀者之間的相互默契。亦即當博物
館觀眾認定他在參觀一個展覽時，他會主動採取一種信任態
度，接受展覽所提供的資訊。（張婉真 2014：143）

此外，博物館在收藏與詮釋方面的專業性格，也讓博物館成為激發
觀眾情感的有效工具。由於博物館擁有文物及相關資訊，並具有使用文
物來說故事的專業技能，因此能夠藉由文物激發觀眾情感、喚起記憶、
促動想像，鼓勵他們從事探索（Weil 2015：33）。是故，博物館可說是
一個建構故事與激發情感的有效工具。
循此思路，博物館可說是集體記憶之社會框架的具體呈現。透過展
示內容的編輯與重塑，有些內容會被刻意忽視，有些內容會被放大，從
而產生過去未曾有過的魅力。不同的社會框架會對集體記憶的內容產生
不同的修正效果，一旦某個集體回憶在不同社會框架的交會點出現時，
其彰顯出來的特色便會光彩奪目（Halbwachs 2002：289）。就中國的客
家博物館來說，這個光彩奪目的交會點就是客家族群五次遷徙的中原源
流意涵，它不時地在對全球的客家族群進行召喚。
從觀眾的角度來說，觀眾最喜愛的展覽乃是能夠與自身經驗有所共
鳴，並能提供新資訊來豐富個人世界觀的展出（Weil 2015：40）。依
此觀點，客家博物館能引發客家族群的共鳴，而羅香林的五次大遷徙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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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能讓客籍觀者與宏大的客家族群流離史連結在一起，進而可能產生特
定理念的族群意識。由於集體記憶的社會框架乃是同時集觀念和評判於
一體的社會系統，可以藉此產生激勵與警示的效果（Halbwachs 2002：
293-294），因此，中國的客家博物館對於此觀念的強調，不僅突顯了
客家族群「千年」以來的種種考驗，更強調出其背後更為堅定的中原源
流的立場與態度。
以閩西客家博物館為例，相較於其他省分的客家博物館（如贛南、
粵東或四川的客家博物館），閩西客家博物館更為強調閩西與臺灣人民
在文化歷史上的親近性，也更強調閩西客家博物館對於臺灣客家族群來
說的「祖地」地位。羅香林的中原源流論讓客家族群與漢人產生了關聯，
閩西客家博物館的「客家祖地」符號，也讓「祖國」與臺灣客家族群產
生了連結。然而，臺灣多數客家族群的原鄉是粵東而非閩西，且閩西的
客家博物館雖是一種客家族群常民文化的呈現，但卻十分強調其自身在
文化上的根源性原鄉地位。接下來，本文將就閩西一些重要的客家博物
館的展示方式進行描述。
如表 5 所示，從廣義的博物館角度來說，閩西較重要的客家文化博
物館舍共有九處，包括七個博物館舍，以及兩處文化地景 7（即寧化石
壁客家文化園與世界客家母親緣廣場）。其中，三明市客家博物館、龍
岩市客家祖地博物館、上杭客家族譜博物館以及寧化石壁客家文化園，
都是以「客家祖地」作為展示的核心主軸，而汀州客家博物館與世界客
家母親緣廣場則是以「母親河」作為展示的核心焦點。由於「祖地」與
「母親河」不只是彰顯其作為客家族群的原鄉之地而已，其本身預設的
7

前已說明，我們可以用廣義的生態博物館或類博物館來看待文化地景的展示功能與效
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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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土」與「母土」的意涵，也讓這些客家博物館與文化地景具有一定
程度的政治意涵。羅香林透過「民系」一詞的使用，把客家族群建構
成華夏民族的一支，閩西的客家博物館則藉由「客家祖地」來聯繫「祖
國」，讓客家族群的文化認同也成為一種政治認同。閩西的客家博物館
乃是羅香林論點的一種博物館式例證，它嘗試讓客家族群這個「民系」
重新成為「中華民族」的一個支系。

表 5 閩西重要客家博物館與文化地景
編號

館舍名稱

01

寧化石壁客家文化園

福建寧化市

所在地

開館時間
1995

02

世界客家母親緣廣場

福建長汀縣

1995

03

三明市客家博物館

福建三明市

2012

04

世界客屬文化交流中
心

福建省
寧化市

2012

05

汀州客家博物館

福建長汀縣

2012

06

龍岩市客家祖地博物
館

福建省
龍岩市

2015

07

上杭客家族譜博物館

福建上杭縣

2015

08

連城縣客家民俗陳列
館

福建連城縣

2016

09

永定客家博覽園：福
建土樓博物館

福建永定縣

2016

附註

1. 占地面積 117 畝、總投資 2
億人民幣
2. 開 館 典 禮 於 2012 年 11 月
21 日上午在福建省三明市寧
化縣舉行。參加第 25 屆世客
會的海內外客屬社團代表 300
餘人參加了典禮

1.2000 年 5 月，第 16 屆世客
會在閩西召開前夕，客家族
譜館在縣圖書館姓氏譜牒室
的基礎上正式成立
2.2011 年 10 月更名為客家族
譜博物館

1. 以五鳳樓為設計藍本
2. 以「客家夢 ‧ 土樓情」為
主題，分為文化瑰寶、源遠
流長、薪火相傳、夢中故土、
守望家園等五個部分

資料來源：嚴雅英（2017）、中新社（2016）、不著撰者（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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閩西客家博物館的展示方式主要有四種：（1）羅香林的五次遷移
論，強調客家族群的中原源流，亦說明自身所在地乃是客家族群的原
鄉。（2）閩西客家族群與世界客家族群的關係，描繪客家族群由汀江
走向世界的方式。（3）閩西客家族群與臺灣的關係，強調兩岸在文化
上的親緣性。（4）客家名人的展示，說明客家族群的漢人本源及其對
於國家民族的貢獻。綜觀閩西的客家博物館，例如，上杭客家族譜博物
館的祖譜主題、連城縣客家民俗陳列館的民俗主題，以及福建土樓博物
館的土樓主題，這些客家主題博物館的收藏與展示方式在空間規劃與文
化展示方面都很有可觀之處，對於客家文化的推展當然也會產生正面的
助益。8 不過，由於文化展示本身既是策展者價值觀的展現，也是策展
者施展社會影響力的手段，若是不能就文化邏輯來發展文化本身，文化
的內涵就不能獲得實質的深化。
若說廣義的博物館範疇泛指具有展示意涵的文化館舍，則以展示為
主軸的文化地景亦屬之。閩西有兩處非常著名的客家文化地景，亦即寧
化的石壁祖地以及客家母親河。自 1995 年以來，這兩個地點已經連續
舉辦過 22 屆的世界客屬石壁祭祖大典與世界客屬公祭母親河大典，對
於全球客家族群網絡的推動，實際上起了不小的作用。以下將就這兩個
文化地景的客家意涵與作用分別進行描述與說明。

表 6 歷屆世界客屬石壁祭祖大典活動內容
屆
別
1
8

大會日期
1995 年 11 月
28 日至 29 日

主要參與社團
馬來西亞、新加坡、泰國和
香港、臺灣等地客家社團

參與人數

相關活動內容

60,000 多人

關於閩西客家博物館的具體觀察，可參閱劉堉珊和張維安（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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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6 年 10 月
16 日

美國、法國、緬甸、馬來西
亞和香港、臺灣等地客家社
團 12 個

3

50,000 多人

成立「世界客屬石
壁祖地祭祖聯誼會」

1997 年 10 月
16 日至 17 日

馬來西亞、新加坡、泰國、
法國和臺灣、香港等地 12 個
客家社團

45,000 多人

福建省首屆客家文
化旅遊節
舉行「首屆寧化石
壁與客家世界學術
研討會」

4

1998 年 10 月
16 日至 17 日

馬來西亞、新加坡、泰國、
法國、越南和香港、臺灣等
地 8 個客家社團

20,000 多人

5

1999 年 10 月
16 日至 17 日

馬來西亞、新加坡和香港、
臺灣等地 6 個客家社團

15,000 多人

舉行「寧化縣項目
推薦暨客家聯誼座
談會」

6

2000 年 11 月
22 日至 23 日

美國、加拿大、巴西、法國、
模里西斯、印尼、馬來西亞、
緬甸、澳大利亞、日本、英
國和香港、臺灣等 13 個地區
與 20 個團隊

20,000 多人

舉行「第二屆寧化
石壁與客家世界學
術研討會」

7

2001 年 10 月
18 日至 19 日

馬來西亞、新加坡、法國和
香港、臺灣等 5 地客家社團、
100 餘名客家鄉親

8,000 多人

8

2002 年 10 月
4 日、10 月
16 日、10 月
26 日

英國、澳大利亞、紐西蘭、
馬來西亞、新加坡和香港、
臺灣等地客家社團

10,000 多人

9

2003 年 10 月
23 日至 24 日

馬來西亞和江西贛縣客聯會
及寧化縣劉、羅、張、巫、邱、 5,000 多人
楊、王、吳氏等 11 個社團

10

2004 年 11 月
22 日至 23 日

馬來西亞、泰國、加拿大、
美國、模里西斯、汶萊、澳
大利亞、印尼和香港、臺灣
等 11 個地區 21 個團隊

5,000 多人

11

2005 年 11 月
15 日至 17 日

馬來西亞客家公會聯合會主
辦，馬來西亞、新加坡、加
拿大及中國香港、臺灣、北
京、廈門等地

5,000 多人

12

2006 年 11 月
20 日至 21 日

新加坡南洋客屬總會主辦，
新加坡、馬來西亞和香港、
臺灣等 5 地社團

3,000 多人

2

舉行寧化客家「兩
會」成立十周年慶
典活動

舉行《姚森良與石
壁》新書發表會

試論閩西客家博物館的原鄉意象與客家內涵

13

2007 年 11 月
14 日至 15 日

新加坡茶陽（大埔）會館主
辦，新加坡、馬來西亞、泰
國、美國、法國和香港、臺
灣等七地社團

3,000 多人

14

2008 年 11 月
12 日至 13 日

泰國客家總會主辦，泰國、
馬來西亞和香港等五地社團

3,000 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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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2009 年 10 月
16 日

馬來西亞、印尼、加拿大和
香港、臺灣等地客屬社團

1,500 多人

舉行「第三屆寧化
石壁與客家世界學
術研討會」
成立了寧化客家研
究中心

16

2010 年 12 月
2日

馬來西亞、新加坡和香港、
臺灣等地客屬社團

3,000 多人

舉行「客家人基因
族譜」專案

17

2011 年 10 月
16 日

臺灣、香港、馬來西亞、新
加坡、加拿大、匈牙利等地
客屬社團

730 多人

18

2012 年 11 月
21 日

19

2013 年 10 月
16 日

海內外 40 個客屬社團

20

2014 年 10 月
15 日

21

22

3,000 多人
1,000 多人

舉行首屆「石壁客
家論壇」

新加坡、馬來西亞、香港、
澳門、臺灣等地區客家社團

4,000 多人

舉行「第七屆海峽
兩岸客家高峰論壇
暨第二屆石壁客家
論壇」

2015 年 10 月
13 日至 14 日

馬來西亞居鑾客家公會、荷
蘭歐洲荷比盧崇正總會、香
港寧化客聯會、廣東大埔客
聯會、中華羅氏宗親會以及
臺灣等地客家社團

1,300 多人

2016 年 10 月
14 至 15 日

馬來西亞居鑾客家公會、馬
來西亞古來大埔同鄉會、美
國世界客屬總會美東分會、
澳洲紐省客屬聯誼會、加拿
大多倫多客屬聯誼會、臺灣
桃園縣市客家會等客家社團

4,000 多人

資料來源：張恩庭（2011：161-165）、周建新（2014：395-397）。9 10
9

2011 年以前的資料部分整理自張恩庭（2011：161-165），2014 年以前的資料部分整
理自周建新（2014：395-397）。
10 關於數字上的差異，主要差別應該是在於是否要把在地居民的參與人數也計入。2000
年以前的人數統計應該是連同與會的在地居民的數量都計入，而 2000 年之後的參與人
數應該是計算有報名的客屬社團以及活動相關人員，人數少於千人的活動則是單純統
計活動報名人數。基本上，參與人數的趨勢普遍來說應該是增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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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客屬石壁祭祖大典與世界客屬公祭母親河大典是由馬來西亞柔
佛的姚森良與姚美良兩位商人兄弟所籌辦。1995 年，馬來西亞雖存在
著為數不少的客家社團，彼此之間卻無法形成一種整體性關係，因此姚
森良兩兄弟便提議前往福建寧化進行石壁祖地與客家母親河的尋根活
動，藉此把馬來西亞的客家社團統整起來。有趣的是，多數馬來西亞客
家人的原鄉是梅州而非閩西，而這兩個由海外向中國境內發起的文化尋
根活動，最終不僅促成馬來西亞柔佛地區客屬社團的集結，也讓這兩個
活動變成一個連續舉辦 22 屆的國際性客家族群聯誼性活動。如今，寧
化石壁客家文化園與汀江母親緣廣場都已經是知名度頗高的客家文化地
景。11
由表 6 可知，已經連續舉辦 22 次的石壁祭祖大典，對於世界的客
家族群具有政治與經濟的雙重作用：在經濟上，對前來的客家族群起了
招商引資的作用；在政治上，則起了召喚世界客家族群迎向中國的作用。
由於本活動也時常同步辦理客家的論壇或研討會活動，在眾多學術研究
者的論述加值之下，石壁客家祖地已成為中國政府所支持的重要國際性
客家族群活動。

11

針對柔佛客家人透過創造海外客家共同原鄉（客家祖地）的作法，安煥然（2010）認
為這是一個偶然性的策略性考量，就是原先回原鄉梅州訪視的柔佛社團負責人，偶然
間聽說寧化石壁乃是客家祖地的說法，就決定至寧化石壁建立牌坊，也藉此透過帶領
柔佛意見分歧的客屬社團到此一同建立共同原鄉，從而化解社團間的歧異性。筆者認
為，共同原鄉的建構，之所以能夠如此有影響力，基本上也與羅香林的學術論證與影
響力有關。寧化石壁的「原鄉」打造，說明了原鄉的社會建構意涵，也就是說，關於
共同原鄉的集體記憶，可以是一種以羅香林論述內容為依據的二次社會建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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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歷屆世界客屬公祭母親河大典活動內容
屆
別

大會日期

主要參與社團
馬來西亞居鑾客家公會、馬來西亞
沙巴客家公會、香港客屬社團首長
聯誼會、泰國客屬總會、新加坡南
洋客屬總會、臺北市中原客家崇正
會、臺北長汀同鄉會

參與人數

相關活動內容

5,000 多人

客家母親像揭幕
、中國汀州客家
研究中心奠基典
禮

2,000 多人

舉行國際客家山
歌邀請賽

3,000 多人

舉行福建省首屆
客家文化旅遊節

2,000 多人

舉行首屆客家美
食文化節

1

1995 年 11
月 29 至 31
日

2

1996 年 10
月 17 至 19
日

3

1997 年 10
月 17 至 19
日

4

1998 年 10
月 17 至 19
日

5

1999 年 10
月 17 至 23
日

馬來西亞居鑾客家公會、馬來西亞
沙巴客家公會、新加坡南洋客屬總
會、臺北市長汀同鄉會

1,000 多人

舉行金秋商品展
銷會

6

2000 年 10
月 23 日

印尼客屬聯誼總會、加拿大梅州同
鄉會、模里西斯客屬公會、馬來西
亞客家公會聯合會、馬來西亞檳城
客家公會、法國崇正總會、日本東
京崇正公會、香港客屬社團首長聯
誼會、馬來西亞居鑾客家公會、馬
來西亞山打根客家公會、印尼客屬
總會

2,000 多人

舉行福建省第二
屆客家文化旅遊
節

7

2001 年 10
月 18 日

馬來西亞、新加坡、法國、香港、
臺灣

1,000 多人

8

2002 年 10
月 26 日

英國、澳大利亞、紐西蘭、馬來西
亞、新加坡、臺灣、香港

2,000 多人

9

2003 年 10
月 23 日

馬來西亞居鑾客家公會、馬來西亞
雪蘭莪客家公會

1,000 多人

10

2004 年 11
月 22 日

馬來西亞客家公會聯合會、馬來西
亞居鑾客家公會、馬來西亞河婆同
鄉會、臺北市長汀同鄉會

3,000 多人

馬來西亞居鑾客家公會、香港客屬
社團首長聯誼會、美國舊金山客屬
公會、法國崇正總會、馬來西亞沙
巴客家公會、世界鍾氏宗親聯誼會
馬來西亞居鑾客家公會、馬來西亞
砂拉越客屬總會、新加坡南洋客屬
總會、新加坡武吉班讓客屬公會、
法國崇正總會、香港客屬社團首長
聯誼會
馬來西亞居鑾客家公會、法國崇正
總會、香港崇正總會、世界客屬總
會、越南胡志明市客屬總會、新加
坡南洋客屬總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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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2005 年 11
月 16 至 17
日

世界客屬總會、香港崇正總會、馬
來西亞居鑾客家公會、新加坡南洋
客屬總會、香港客屬社團首長聯誼
會、閩西客聯會

1,000 多人

12

2006 年 10
月 11 至 21
日

馬來西亞居鑾客家公會、馬來西亞
客家公會聯合會、新加坡南洋客屬
總會、臺北市長汀同鄉會

1,000 多人

13

2007 年 11
月 15 日

馬來西亞居鑾客家公會、新加坡茶
陽會館、新加坡南洋客屬總會、

1,000 多人

14

2008 年 11
月 13 日

馬來西亞、泰國、香港

1000 多人

15

2009 年 10
月 16 至 17
日

馬來西亞、香港、臺灣

2,800 多人

與新竹縣開啟兩
縣文經交流活動
、客家首府博物
館奠基儀式

16

2010 年 9
月 9 至 11
日

馬來西亞居鑾客家公會、馬來西亞
客家公會聯合會、世界客屬總會

20,000 多人

舉行 2010 年海
峽旅遊歡樂節

馬來西亞居鑾客家公會、世界客屬
總會香港分會、中華四海同心會、
中華海峽兩岸客家文經交流協會、
臺灣客家公共事務協會、臺北市長
汀同鄉會、加拿大多倫多客屬聯誼
會
世界客屬總會美東分會、馬來西亞
居鑾客家公會、世界客屬總會香港
分會、中華海峽兩岸客家文經交流
協會、臺北市長汀同鄉會

17

2011 年 10
月 16 至 18
日

18

2012 年 11
月 21 至 22
日

19

2013 年 10
月 16 至 17
日

世界客屬總會、馬來西亞居鑾客家
公會、新加坡茶陽會館、加拿大多
倫多客屬聯誼會、中華海峽兩岸客
家文經交流協會、

20

2014 年 10
月 15 至 17
日

世界客屬總會、馬來西亞居鑾客家
公會、新加坡茶陽會館、加拿大多
倫多客屬聯誼會、馬來西亞客家公
會聯合會

21

2015 年 10
月 14 至 16
日

世界客屬總會、馬來西亞客家公會
聯合會、馬來西亞居鑾客家公會、
馬來西亞居鑾（大埔）同鄉會、新
加坡茶陽（大埔）會館

舉行「客家首府
汀江與客家文明
研討會」、客家
文化經貿洽談會

2,000 多人

330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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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 10
月 15 至 16
日

馬來西亞客家公會聯合會、馬來西
亞居鑾客家公會、馬來西亞居鑾（大
埔）同鄉會、馬來西亞柔南大埔同
鄉會、香港客屬社團首長聯誼會

2,000 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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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中山臺灣足
跡》新書發表會

資料來源：整理自汀州客家聯誼會（2014：124-136）。

由表 7 可知，世界客屬公祭母親河大典已經連續辦理了 22 屆。雖
然由汀州客家聯誼會辦理的這個客家族群活動與石壁祭祖大典之間存在
著一定程度的競爭緊張關係，卻也一同促進了全球客家族群網絡的運
行。隨著世界各洲的客屬團體加入這項活動，「客家母親河」的符號已
經在世界的客家族群世界取得甚大的影響力。
與世客會一樣，世界客屬石壁祭祖大典與世界客屬公祭母親河大典
都是促成「全球客家共同體」浮現的一股重要力量。不過，於閩西舉辦
的這兩個客家族群活動也與世客會一樣，都是政治、經濟意涵濃厚的客
家聯誼性活動。即便說是一項已經連續舉辦了 22 次的國際性客家族群
活動，且身處其間的客家人已在經濟上有了長足的進展，卻仍無法清楚
明瞭客家的實質文化意涵究竟為何。也就是說，「客家」這兩個字，既
是一個令客家人甚感光榮的符號，卻也是一個形式遠高於實質內涵的空
洞符號。12

12 筆者曾分別到寧化石壁與寧化母親河這兩個地方進行參訪，並拜訪過承辦這兩個活動
的社團的承辦人員。其中印象最深刻的是寧化石壁，其已經完成一期與二期的建設，
未來將再進行第三期的建設，可見當地政府對於此處的重視。而隨行一同拜訪這兩個
客家文化地點的導遊，她說自己雖然也是在地客家人，但卻不知道客家文化的意涵，
更不知為何要辦理世界客屬石壁祭祖大典，只知道每年這兩個活動一起辦理的 10 月份
，住宿地點可說是一票難求，且在地人每年主要就是做這一個月的生意，因為海外有
很多客家人都會來此參加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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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結語：原鄉、故鄉與家鄉的展示與解讀

在臺灣，1950 年代出現的大陸同鄉會，乃是播遷來臺的外省籍居民
因思念大陸故鄉而形成的民間團體，而自 1970 年代各縣市出現的同鄉
會，則是由於鄉村人口向都市集中之後，出現的懷鄉性民間團體（江彥
震 2015：63）。對 1950 年代的大陸同鄉會成員來說，例如五華同鄉會，
廣東省梅州市就是這些人的原鄉，臺灣則是這些人的故鄉。由於分屬兩
岸的這兩個地方都是這些人曾經生活過的地方，因此，不論是原鄉或故
鄉，都是這些人曾經安身立命的家鄉。不過，對於 1970 年代的同鄉會
來說，例如臺北市苗栗縣同鄉會，梅州市與苗栗縣的地位是原鄉地位，
臺北市則是新的故鄉，臺北市與苗栗縣也是這些人的家鄉，但梅州此時
應該是父祖輩口耳相傳中的原鄉，而不是實質生活的家鄉了。
倘若文學音樂藝術的文化實踐乃是創造地方與家鄉的重要手段，那
麼，專門蒐集、研究與展示歷史文物的族群博物館當然就可說是有效建
構族群文化歷史，從而塑造族群原鄉的重要文化實踐方式。羅香林用祖
譜來建構客家族群的五次遷徙說，不論其論點是否為真，在兩岸的客家
博物館舍的展示之中，這些說法都已經是一種具有真實感的社會事實
了。然而，在閩西「客家祖地」的例子中，原本是馬來西亞柔佛客家社
團用以對內團結客家社團、對外強化中馬關係的一個文化地景，在客家
宗師羅香林的學術論述佐證之下，讓福建寧化縣如今變成一個經濟發展
快速的地方。而在三明市客家博物館、龍岩市客家祖地博物館、上杭客
家族譜博物館以常設展出方式來凸顯客家祖地的主軸意象之後，客家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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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的意象更成為一種具有莊嚴意涵的核心概念。回到前述關於原鄉、故
鄉與家鄉的區別，對於臺灣比例較少的原鄉來自詔安的客家族群來說，
即便說詔安是這些人的原鄉，但由於新世代的客家族群很少有在該處實
際生活過的經驗，這樣的原鄉意象，其實並不容易透過博物館的展示轉
變成同族群觀者心中的家鄉概念。
不論是羅香林的五次遷徙說，抑或是閩西的客家祖地意象，此社會
信念背後匯聚的不只是集體的歷史回憶而已，更是經過當代中國社會記
憶框架重塑過後的集體記憶。集體記憶理論認為社會信念同時是回憶與
社會解讀的結合體，而其解讀的邏輯推論考量的依據，乃是對於現實社
會是否有用（Halbwachs 2002：311）。
就中國的客家博物館對於中國作為全球客家原鄉地位的著重來說，
意味著中國十分強調自身作為全球客家族群宗主國的角色。集體記憶理
論認為，個人心智是在社會的壓力下重建它的記憶（Halbwachs 2002：
89），而作為引導客家族群文化思維方式的客家博物館在思索自身的呈
現方式時，訴諸學術理性，才能讓自身的展示更具有公共理性的意涵。
著名博物館學者 Weil（2015：36）認為，博物館本質只是一個工具，
用來創設「容忍博物館」的技術，亦可用來設立「偏執博物館」。由於
博物館是一種有社會影響力的工具，對於客家博物館這樣的歷史文化博
物館來說，設立目標應該是以深化客家文化內涵為首要事務，而不是直
接運用經濟或政治的邏輯來引導它的發展，讓客家符號成為一種缺乏實
質內涵的符號。13 關於博物館的成立宗旨，Weil（2015: 111）的說法是：
13 關於博物館的社會功能，王嵩山（2012：23）的說法是：「促進塑造文化的保存與進
步的環境。博物館是獨特歷史的產物。面對世界文化的類同西方化，以及資本社會文
化的商業化，博物館在市場法則導向中，提點非商品的價值，替理性與非理性把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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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博物館不是以改善人們生活品質為其終極目標，那麼我們用公共
資源來支援它們的論述基礎在哪裡？」循此，客家博物館的存在目的當
然是為了協助世界客家族群的長遠發展，也就是說，客家文化的永續發
展乃是客家博物館的首要任務。14
今日，人們為何還要大費心力地發展博物館呢？ Weil（2015：3940）的回答是：一、因為博物館物件擁有獨特力量；二、因為博物館
概念仍不斷改變中。歷史物件本身具有一種無法取代的靈光（Benjamin
2005），可引發無窮盡的詮釋，且博物館本身的概念也會不斷演變。今
日的博物館概念已經不只是收藏與研究而已，還需具備教育或社會服務
的功能，未來更會演化為社會所需的嶄新內涵。因此，博物館的存在本
身就是一種價值。客家博物館若是要完全符合嚴格意義上的博物館，就
必須至少在「收藏、展示、研究、教育」等四個層面都有所看重，亦即
須是客家研究與博物館學的結合體。簡而言之，客家博物館應該是客家
研究與博物館學的交會點，而這也是本文想要傳達的重點。這樣的結合
點其實是一種不容易的會合點，因為必須同時具備客家研究與博物館學
的基礎研究能量，並以學術理性作為研究的出發點。反之，客家博物館
的設立重點若變成以經濟或政治層面為核心重點，則其論述的核心「客
家文化內涵」就無法藉由學術理性的介入而有深化的空間。因此，完全
落實客家研究與博物館學精神的客家博物館，才應該是博物館與客家文
化的交會點的指向與發展重點，也是未來新設客家博物館的發展方向。
處身於業已除魅的今日世界，莊嚴的博物館的文化展示就好比帕德
嫩神廟的雅典娜雕像，可說是除魅世界的信仰中心，可讓人們透過學術
14 Weil（2015: 122）認為，博物館最重要的事，就是能夠洞見社群當前或即將出現的需
要（無論是物質、心理、經濟或社會層面者），並且能夠運用博物館特有資源予以滿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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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書的文化展示來確認自我認同。然而，倘若收藏、研究、展示與教育
是博物館成立的基本要件，就目前兩岸以客家為主題的博物館來說，
真正的客家博物館還不存在。因此，從客家博物館的角度來說，符合實
質內涵的客家博物館的設立，確實有其必要。集體記憶理論認為，人們
若是不去講述自己的過去，就無法思考過去，而若是人們開始講述自己
的過去，就意味著人們把自己的觀點和自身所屬社群的觀點聯繫了起來
（Halbwachs 2002: 94）。若說當代社會是一個需要公共理性素養的社會，
那麼，具備學術理性研究能量的客家博物館也就特別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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