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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竹苗地區客家文史研究群(子計畫一) 

 
族群、歷史與社會運動： 

解嚴後地方文史工作與客家認同的形成(二) 

計畫主持人：莊雅仲助理教授 

 

壹、 前言： 

延續 93 年度的先期計畫，本計畫將客家意識視為跨地域的認同與地方

意識動態平衡下的形塑過程，基本上呼應本計畫對族群概念的理解：族群並

不是客觀文化指標的顯現，而是一個複雜的社會意義與文化想像的建構過

程。尤其族群意識介於跨國移動、國族主義與地方意識之間，其形成過程複

雜。本報告在這個有關族群、國家、地域等想像下，討論一個客家基進主義

的形成與發展。 

有關解嚴後新的客家問題論述的形成，上(93)年度的計畫主要著重分析

徐正光編輯的《徘徊在族群與現實之間-客家社會與文化》(1991) (以下簡稱

《族群與現實》)，這本書的導論呼籲建立新的客家問題的提問方式，有意

地和客家原鄉論述保持距離，這個原鄉論述傳統主要由羅香林的研究開啟，

著重證明客家族群的中原正統淵源，類似的研究主題一直到 1970 年代仍然

繼續影響許多台灣的客家研究，可以陳運棟的著作為代表 (1978)。而徐正

光編輯（1991）的書裡呼之欲出的本土關懷到底代表什麼樣的社會變動過

程，必須仔細地加以考慮。 
本報告檢視了三位新生代的客家運動者的言論、路線與立場，三位皆

是《族群與現實》一書的撰稿者，包括了藍博洲、陳板與楊長鎮。原來本計

畫也探討李允斐，不過因為李以及他(和其他同志)開啟的美濃反水庫運動，

牽涉的範圍較廣，值得另書討論，因此在此先不談。不過總地來說，這四位

客家新生代的運動者，分別代表著在後戒嚴時代不同的客家意識形成、社會

未來想像與行動策略實踐。我選擇這四位運動者當作案例，一方面當然是因

為本計畫對《族群與現實》一書的注意，認為這本書就如同一個具時代意義

的客家宣言一般，因此也希望了解參與並延續書中立論的組織者們的看法與

做法。另一方面，這四位組織者在後解嚴的改造政治裡，分別代表不同面向

的社會議題，包括了階級問題、地方意識、政黨參與族群認同，客家有意無

意地貫穿了這些重要的社會改造議題。 

本報告希望這些討論有助於釐清一個所謂的「客家基進主義」，強調

客家認同的形成過程所具有的社會改造效果。換句話說，客家意識被看成具

有某種社會轉換動力，意識的形成同時也對當前的社會形式構成挑戰，以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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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一個公平正義與重視差異的社會的降臨。客家基進主義具有它的烏托邦傾

向，不過其實踐卻根植於非常具體與細微的政治過程，包過政黨的與社會

的、公共的與私人的、體制的與日常的。本報告所討論的個人、事件與組織，

皆可以放在這個範疇中理解，當作這個社會改造方案中的一環。 

貳、 成果討論 

這節我們將介紹藍博洲、陳板與楊長鎮，以及他們所牽涉的有關階級、地方

與國家體制的問題 

(1) 階級與客家問題 

藍博洲的作品與訪問透露出些許訊息，關於「左翼思潮」和「客家認同」

形成的關連，恐怕遠比我們原先想像的要來得早。這裡想要談的是，除了單

純「為弱勢發聲」之外，這些左翼運動者介入「客家意識」的認同形塑過程，

放在當時的台灣社會脈絡中，會有甚麼樣的政治效果？ 
藍博洲在訪問中，談到一個很直接的理由：設法正當化當時「新玻」、「遠

化」的罷工行動。除此之外，面對在當時台灣反對運動中的「台獨」以及「右

翼」力量，「人間」等左翼運動者，是否看到了「客家人」論述與「客家認

同」中所具有的批判性潛力？這種潛力在當時最直接的來看，可能是由於客

家人的「中原情結」，因此有利於「統派」的政治主張，並藉此挑戰「獨派」。

而從後來的歷史社會發展來看，特別是放在文化戰鬥的脈絡中，「客家人」

做為一個具有「離散性」的符碼，本身具有一定程度挑展「台灣國族主義」、

「國家機器」打造的潛能。 
從這角度來看，楊長鎮和藍博洲在徐正光書中，關於「客家論述」的差

異，恐怕就不只是社會分析觀點的差異那麼簡單，這後面直接聯繫到關於客

家運動的實踐，如何進行與如何聯合的問題，是一種具有很高政治性的爭論。 
因此對於藍博洲的階級優先的「客家論述」，除了從政治經濟學的社會分

析，去指出其對客家族群的分析的問題之外，是否也應該回顧一下，戰後台

灣左翼運動發的歷史，特別是 70 年代「夏潮」集團的發展。從「夏潮」到

「人間」這個過程中，「客家」到底扮演了甚麼樣的角色？ 
即使是從傳統左翼的觀點，任何運動綱領的提出，「統一陣線」、「聯合陣

線」的操作，也都要有一定程度的社會、歷史分析做基礎。不過藍博洲在「紅

色客家人」一書中，提出的「客家人論述」，在我看起來「為階級運動」發

聲的意義大過於具體的社會分析。 
楊長鎮在徐正光書中的批評， 當然是直接針對藍博洲式的階級論述而

來。但是在十年後「紅色客家人」一書中，藍博洲如此回應台灣社會對「客

家人」的污名： 
綜觀台灣史上客系人民抗爭運動所表現的政治傾向﹐階級性至為明顯。從滿

清割台､日軍登陸以來﹐丘逢甲､羅福星除外﹐客系民眾的抵抗運動鮮有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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紳士大夫地主階級的領導﹐大多皆為貧困農民的蜂起﹔因此﹐其決心､義氣､

勇氣､堅定性､徹底性及進步性也高。譏嘲客系台灣漢人是“保守､膽怯､

馴迎權力､附庸政權的義民＂﹐揆諸史實﹐誠為不足為訓之偏見。 

雖然「客家」被藍博洲做為一種書寫策略，在陳板則是一種切入、行動

的策略，不過即使是基本教義派的客家人，也不能否認台灣客家社會的問

題，其實和整體台灣社會的政經結構問題密切相關。因此從「全球思考，在

地行動」的觀點來看，在分析上否定客家問題的獨立性，行動上從客家的現

實處境出發，看起來沒有甚麼不合理之處。事實上在 19、20 世紀的社會主

義運動實踐經驗中，「民族主義」和「階級觀點」經常有著複雜的關連。 
 

(2) 客家與地方意識 

 
若要由從生命史的方式來看陳板先生，我們看到的陳板是很多元面向，

他自己和別人看都是定位成”文史工作者”，大學學位是唸建築，已將建築融

入他後來的工作，但他並不認為他有脫離建築的本行，對於陳板而言建築還

是有很多面象，而社區工作所延伸出來文化的部分，也是建築可以貢獻的部

分之一。 
 

在我看來是同一件事，我做建築的方式和我談那個事情是很像的，我不是談

那個形式，我是談形式背後的文化，所以建築是我的工具，因為它是工具，

就不會很漂亮，工具會壞掉，會是新的，各式各樣的可能性都有。但它背後

的文化我們才是想談的。 

 

 陳板也投入在社區營造，像是「金山面社區總體營造」計劃，後來完

成了一本專書『風空主義：金山面社區營造』，除了介紹金山面社區，主要

是要探討因為新竹科學園區的進駐，造成地方的傳統文化被忽視，希望提起

民眾對社區的認同，也對於科學園區的建立，有除了經濟建設外的思考角

度。在「六家庄風土志」，陳板談到為何有這個作品： 
 

我在做六家是因為是國藝會第一次的補助案，本來是補助給另一件我做的

事，古蹟基金會，理事長是顏秀芬，我們的古蹟很多是當時私人的住宅，有

超過 20 幾個，因為法不完整，希望法可以修改，當時在會裡討論，當過一

個月的秘書長，後來約一百萬左右的計劃，國藝會補助很少約 40 萬，算當

年很高，用 30 幾萬開始做六家，那是機緣，所以要花些心思做了才知道問

題很大，面對整個村落可能會不見的危機。 

 

   陳板也曾為優劇場寫東西，像是針對白沙屯媽祖進香這個事件的文章；

還有現在六家國小的社區辦公室的「第三工作室」，這樣多重的角色和涉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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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泛的領域，只有在扣連他所居住的地方是客家人聚集地和語言，我們才會

牽連到客家人，進而到客家意識，並以他所做所為是否是在以客家為起源，

或者也是在推進一種客家社會運動，這也是我們訪談前的一種預測。 

談到客家社會運動，陳板也不覺得自己在推動客家社會運動，只是他的

身份有比非客籍人士有正當性，當談到一直從事不同的社區營造，是否懷有

客家的意識，陳板回答： 
我當時是在想台灣問題，我從來不是想客家問題，只因我這個族群身份，我

做這件事是最有利的，我在這個族群裡做的好不好，我們做自我批判是最

好，別人很難批你，我們在別人最反對的東西請別人注意這裡，像客家人為

何很龜毛，那種很討厭很龜毛的個性是一種文化，如果不是這種性格，這個

族群不會存在。這種個性不是只存在鄉下人，連客家學者都有，我們指出這

件事他不會受傷害。 

    陳板曾經談過在族譜中找尋「客家認知」，談到他的來台祖先的過程，

未提到客家意識，但因定居在「閩」地域，所以有些潛在衝突，而陳板的父

親很在意用語言(四縣腔)來辨別客家身份，以自身家族例子，陳板認為常民

的客家認知只不過是一個模糊族群傳統想像。 
鄉下沒有客家運動，在都市才有。因為都市人有危機，環境不允許客家這樣

少數的族群有相同的機會，在桃竹苗的問題不在於這個文化，而是新的社會

衝擊。客家地區的作法是社區營造，城市的社區營造無助於客家運動，可是

客家地方的社區營造是很重要的，我在多年的拍記錄片中有很大感觸，可能

今年拍完明年就沒有了，我們一開始就是用運動的角色出發，我們會和當地

人談…  

我的狀況是工作跟著我，因為案子或計劃會有些人的合作，我跟彭啟原合作

十年拍客家聚落的記錄，都是在公共電視的頻道播出，那時我在哪工作就是

跟著我，那個工作有兩個產品，一個產品就是電視節目，另外一個產品看不

到跑我們身上來。我再跟另一些人合作做另一些事，有時做公部門委託的

事，那時也有兩件累積的事，累積到我們這邊的都變成運動，它就變成我們

再往下的運動資本，就是馬克思說生產力的再生產，這個力量才是我講的工

作室，運動是一種對外的，內部的力量再加進來，旁邊都是我一種工具，有

空間沒空間都行，我不會擔心，有沒有建築物沒關係，我自己也沒有名下的

任何一棟房子，我現在住的房子是我媽媽的，我和我弟一起住，我只住在其

中一個房間，曾經想過，但後來發現和我們幾個運動的方式不同，所以沒有

積極。後來發現工作室只是工具，運動才是主體。運動的主體就是必須去滲

透和吸收，所以要保持一種網絡的關係，而且它會變動，我建議工作室的方

式是在什麼地方用什麼樣的組織，譬如說在社區就有辦公室。 

陳板所說運動累積的資本就是人群網絡，尤其是面對外在壓力時的在

地的力量，從不同的計劃組成的團體或組織，累積了運動繼續運作的成員。

陳板比較起藍博洲是有客家社會運動的意識，但是客家做為他的出生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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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一種文化的優勢和正當性，他的視野似乎不只是停留在客家，更多的是

族群，甚至是面對台灣的問題和運動。 
 

(3) 客家與國家 

楊長鎮的政治參與說明了某種客家介入的國家改造契機，楊長鎮早期

參與客家文化運動，關注勞工與農民問題，並且親自參與地方事務，發起村

史寫作運動。自從新政府在 2000 年成立之後，楊也因為特殊機緣，有機會

參與過去五年的新政治工程，這也是我們在這邊關注的焦點－到底新政治的

族群論述何在。 

楊長鎮對於新的客家人論述的批評，點出了他對現今台灣族群論述的

不滿，這起因於四大族群論述的表面性與限制性，在〈民族工程學中的客家

論述〉一文：「新的客家人的論述內在地是為多數族群主導的新國/族運動

所間接策動的問題提法，本身即為一種不對等族群關係的反映」。楊長鎮認

為如果台灣客家運動沒有辦法提出新族群關係下有主體性思考的國族論

述，「就很難避免族群整體性在新舊國族主體下被撕裂的命運」。因為在這

個新族群地位的過程充滿了「靠攏主義」的危險。 

楊長鎮企求一個具有批判性的族群觀點，而且他認為主流族群的多元

視野想像，「有待少數族群的刺激和批判」，換句話說，楊長鎮認為過去的

舊民族工程必須楊棄，所謂四大族群論述必須重新反省，甚至原有的多元文

化論述都有嚴重的不足與限制，這符合我在去年計畫提到「族群文化運動至

今仍然停留在表面的多元文化論述，忽略了認同政治背後的操作機制，忽略

了不同的歷史與在地過程中族群刻板印象形成的權力機制」。 
 

參、檢討與建議： 

一、成果效益： 

本計畫執行至今，主要在了解客家認同與意識的多元來源，並探索這個認

同過程的批判可能。我認為族群意識過去在社會科學研究中受到不公平的對

待，不是將之當作保守反動，最多就是浪漫懷鄉，沒有辦法了解這個認同過

程的前瞻性與行動力。反之，我認為台灣的客家社會運動，提供一個很好的

觀察切入點，讓我們知道族群政治的進步性何在。 

部分研究成果已經以會議論文形式，發表在 2005 年 11 月間舉辦的台灣社

會學年會，題目定為：〈論客家問題〉。目前正在進一步整理研究資料，希

望改寫部分內容，並精緻分析架構，希望以後解嚴時代的客家認同論述為

題，撰寫期刊論文，投稿至正在籌備發行中的《客家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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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本研究成果也將提供 94 學年度下學期，交通大學客家文化學人文社

會學系新開課程「社會運動：客家專題」的重要教材內容，本課程將教授社

會運動理論，討論台灣的民主化過程，並研討客家族群意識扮演的積極批判

角色。 

二、與原訂計畫之落差及原因分析： 

（１） 如上所述，原計畫希望可以包含美濃運動進來，並過因為美濃客家

問題牽涉較廣，因此本年度的計畫著重的部分皆是北部客家，欠缺

一個地域差異的觀點。如果能夠長時間進行研究，將可以慢慢補足，

並進行大區域的比較研究。 

（２） 本計畫在理論建構上還有待更進一部的精緻化，目前有關當代客家

社會運動的研究材料缺乏，更缺乏系統性的資料整理與理論建構工

作，導致本研究僅能初步整理。許多歷史問題都還未獲得澄清，比

如台灣開墾過程中的閩客衝突問題；或是文化意義問題未進一步探

究，比如隱形人現象的文化政治問題，都有待更深入的理論介入。 

 

三、結論： 

 

本計畫希望可以探究一個「客家基進主義」，而且不只是理論的抽象建

構而已，更希望以過去 15 年的具體實踐過程，來看待這個建構的現實政治

意涵。本計畫認為試圖建構一個具改造意涵的客家基進主義，可以了解客家

意識的多元元素，進而認識這些元素在社會實踐過程中可以如何轉換成新文

化建造的基礎，以建構一個多元、進步具有批判性的社會。不過這個改造運

動還有更長的路得走，客家社會運動面對的其實一個新的全球性的資本主義

問題，這個新資本主義體系，基本上是跨國資本配合本地的權力結構，以形

成一個新的利潤製造的治理機制。這個新族群認同運動，將能夠提供對抗全

球資本主義所需的連結機構。 
本計畫對運動參與者的追蹤訪問，有助於了解個人與組織化的力量，如

何在多變的政治與社會變遷中加以回應。這些研究有助於探索民間社會的多

樣性，以及可能遭遇的各種特殊問題，希望這些研究成果可以提供政策制定

時一個較人文考量的可能，同時也可以提供政策制定者了解較細微的社會行

動過程，有助於政策的周延性。 
 

 



以「社群」範式探討新竹頭前溪流域之祭祀組織與文化（二） 

計畫主持人：林秀幸助理教授 

壹、前言： 
 

有關客家學的建立，客家地區的社會與文化是捕捉客家社會特質

的重要面向，然而我們很容易看到在建立客家學的熱潮之下，文化經

常被描述成影像或感官式的文化風景，文化因此成為僅以其表現形式

來區隔其他文化，然而這樣的方式不僅對逐漸流逝的文化徒感無力，

至多將文化現象留存於紙上或成為公家經費補助「製作」的對象，這

就是為何研究客家社會與文化，所選擇使用的方法、概念和理論的重

要性． 

最寬廣的「文化」含括，知識、宗教、儀式實踐、制度、互動符

號、象徵、器物工具使用、行為特徵等等，而「社會」正是發生活動

的「場域」，在「前現代」的社會裏，由於交通工具的限制，文化得

以在小範圍場域裏發生，而人類學方法運用近距離的參與式觀察，得

以微視觀點，釐清社會與文化之間較為明晰的脈絡。 

溝通工具的改變，使得地方社群、族群、方言群等社會關係，不

再侷限在社群和族群內部，過去被視為一個整體（whole）的社群組

織，不再只有界限內的互動，群體與群體的接觸，大社會的包圍，納

入更大範疇的經濟體，國家社群的整合與主導性，文化的同化，族群

社群失去界限等等，成為當代更重要的議題。因此關注目前的客家社

會與文化，直接導向客家社會在經濟和政治面向已納入更大的社群體

之後，如何維持其文化與主體性的議題，是最為迫切的。然而政治面

上談論多元文化主義，族群界限、以致於族群、地方主體性的維持，

其信念來自於何處，又如何落實於台灣社會，乃至愈形複雜的全球化

的網絡之中，這些關注點即是我們選擇研究方法、概念(concept)、

範式（paradigm）的前提。 

從以上幾點出發，我們的研究議題將導向有關族群（ethnicity）

與社群（community）概念的銜接，所謂族群是否是「連結屬性（nature 

of bond）相異」的社群，亦即它是以語言的親近度作為一種連結屬

性的社群。然而族群內部其實也因為拓墾過程、地域關係、更細緻的

語言親近性（譬如大埔腔和饒平腔的差別）、血緣種種而在內部具有

大大小小重疊或分化的連結屬性相異的「社群」，再往內延伸，甚至

一個以拓墾組織為基礎的客家地方社群，它的內部也因為社會生活面

向的需要，而建構經濟的、情感的、娛樂的、外交的種種屬性相異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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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範疇的社群（林秀幸 2003）。因此我們可以可以說社會生活與文化

的事實（reality），在於層層社群的建構，就每一個社群內部而言（也

就是界線以內），社群的連結屬性，相應的組織與活動，認同之個人

性和團體性的辯證（Barth, 1969; Cohen, 19985），內部的溝通符碼，

成就其社群和文化為一整體（whole），然而就社群外部而言（界限之

外），社群之間的互動、自主性、同化、權力關係，將是決定該社群

是否維持其文化主體性的重要因素。因之，就目前客家社群能否維持

其文化主體性的關鍵，觀察過去客家社群如何以社群的社會形式和場

域進行其社會內部和外部的互動、形塑其社會文化。因為多元族群的

議題並不始存於今日，人類社會自有結群的形式以來，就不斷在面臨

類似的問題：社群的互動、整合與分化，社群文化的形塑，界限的維

持與消失，自主與同化，然而每一個族群或社群以其特有的形式與內

涵進行這些社會過程（social process）。 

因此我們認為台灣的客家社群過去在其社會環境中如何進行社

群與社群之間的整合與分化，小範疇社群和大範疇社群的互動過程，

衍生的議題如界限（boundary）的消失或維持，象徵的意義、功能與

維持，認同與社群組織等，正是影響其目前由地方、族群逐漸納入國

家、市場後的社會過程的抉擇與表現。在這樣的方法與範式之下，進

行客家族群社會過程的歷時性觀察，進而考量目前的社會環境下，如

何促成客家社群主體性的有利條件。這就是為何我們選擇以「社群學」

「象徵」的「概念」和「範式」進行對客家傳統社會的社會互動進行

觀察與分析的原因，「文化」並不只是單一群體的特徵，也是單一與

整體「社會」關係的議題，這樣的「互動過程」是社會與文化恆常的

議題。族群、語言、文化的維持其實是在這樣的主旋律之下的子題，

也是為何全球化的議題直接衝撞社會學、人類學界對社群和族群邊

界、多元文化等的討論，社會與文化的關係在當代也因此格外被關注

的原因。 

貳、執行情形 

 

一、本計畫一年來所從事的田野調查資料含括以下數項主題： 

 

1. 客家地區賽閹雞與神豬的文化：從生物性到社會性的認同轉換、

具體到抽象的符碼轉變 
2. 拜天公：客家地區的「敬天公」不僅存在於正月十五和十月十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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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天公福」，亦存在於喪葬、中元普渡等儀式，「敬天公」儀式

的重要特徵在「豬羊」和「奏表」，生的豬、羊為最大的牲儀，這

個儀式不僅單獨存在，也附加在其他儀式，例如喪葬、中元普渡

等，我們探討遙遠的「天公」祭拜，卻經常和非常近距離的祭祀

對象結合在一起，它是一種最「抽象」的整合體，暗示一種不親

近的遙遠的認同象徵，但是具有最大的崇拜。 
3. 伯公祠：伯公是對土地的崇拜，他的範圍通常非常小眾，祭祀內

容簡單而親近。 
4. 媽祖婆：客家地區的媽祖婆崇拜儀式，是非常具有論述潛力的議

題，因為「媽祖崇拜」是客家地區和福佬人地區溝通的一項重要

的連結儀式，與鄰近「他者」互動關係的呈現，「媽祖婆」在大部

分客家地區的儀式團體裡，被安放的位置，每年如何「回娘家」

更新與「他者」的關係，而且這樣的關係如何成其為「必要」，儀

式活潑的語氣，連結的基調，在在都讓這個儀式充滿豐富的意涵。

象徵和象徵之間的整合，不必然是漸層的，亦可以是突圍的、穿

透的。 
5. 做中元：中元是客家地區最盛大、熱鬧的儀式，和其開墾的歷史

有關，我們觀察這個儀式的範疇和語彙，瞭解到大小不一的普渡

儀式，儀式團體的範圍和語氣呈現一種關係，同樣的普渡儀式，

在大小不一的團體有不同的語彙與語氣，和其他儀式相比，他又

呈現出一種彈性和表演性。 
 

以上數項子題，牽涉繁複的資料蒐集，除第一項幾乎可說已經

完成調查，並已撰寫初稿完成如下，準備投稿之外，其它四項被放在

明年的計畫書中，將被繼續調查訪談與分析。以下為第一項題目的初

稿： 

 

客家地區賽閹雞與神猪的文化：從生物性到社會性的認同轉

換、具體到抽象的符碼轉變（初稿） 

賽閹雞的場合、節日 
 
桃竹苗客家地區的祭祀活動有一項特色，就是賽閹雞和賽大

豬，賽閹雞的節日和場合包括二月初二伯公生日、元月二十日天穿

日，或平安戲。賽大豬大部分集中在七月半作中元。我們先談談賽閹

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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譬如我在新竹縣客家地區所採集到得資料顯示，他們過去是在

天穿日和平安戲進行比賽。一年兩次的比賽，範圍卻大不相同。也就

是按照祭祀名目所牽涉的祭祀範圍而改變，不但祭祀呈現一種層次，

由個別（part）到全部（whole），賽雞也呈現出相同的層次感。 
 
閹雞飼養過程 
 
訪談資料顯示，養這些比賽雞不是一次養一、兩隻，一梯次就

要養個七、八隻一起養，到時候再選其中最大隻的來比賽。也不是拼

命灌牠們吃東西，他們都是很被細心照顧，很被禮遇。譬如他們不能

吃到油，飲食要很乾淨，比賽前半個月才能開始吃飯，怕積太多油，

會不健康。飼養期大概一年，以前人從小雞開始養，現代人因為有專

門賣閹雞種的商人，所以他們大概三、四個月大、六斤重時抓來養，

飼養期一年。當場觀察的結果，不見得飼主全是女人，有些男人才是

主要的飼養者，他們通常用小卡車載來一至兩隻他們家最重的雞。據

說八字腳的雞是比較好的雞，竹苗地區而言，一位造橋的方先生，專

門售賣閹雞子，一對才 190 元，一出生就先把雞冠剪掉，拿回家養到

六個月左右，就可以找閹雞先生來閹雞了，有時候會有閹不全的情

形，剩下一個核的，也仍然是賽閹雞中的佼佼者，叫做「水雄牯」，

他們比一般閹雞要兇許多。如果沒閹成功的，腳氣不好，通常也就不

可能加入比賽行列。 
 
比賽場景 
 
祭典前一天，參賽的人家，習慣用摩托車或小發財車載運他們

的閹雞到廟埕，等待秤重，有些家有兩隻出賽，有些一隻，相較於苗

栗地區的賽事是秤煮熟的雞，芎林當地是秤活生生的雞，這些名雞被

載到廟埕，主人在抓雞上秤台的過程通常非常有趣，有些雞很乖，有

些雞很兇，這時候他們的主人就各會吹噓，有些誇說，我的雞最乖，

如何如何，他家養的小孩和雞都很乖，意思是他的手頭很好，有些則

喃喃自語，咕濃著說：「壞投生」（壞傢伙，有時候也用同樣的話罵小

孩，雖然「投生」意指家禽牲畜，那麼是否意味「未成年」的小孩和

家禽、牲畜是類同的屬性）。這些雞有些還會啄主人的手，當他估噥

他的雞很兇時，有點罵小孩的意味。通常秤完之後，他們並不立刻離

開，雖然不可能守一早上得知名次，但是飼主們多少也停留個半個鐘

頭以上，瞧瞧別人的雞長得如何、多重，交談飼養心得種種。 
以芎林外七村為例，每年祀奉三山國王的廣福宮於元月二十

日，慶祝天穿日和媽祖戲，近年則改成二月二十四日三山國王生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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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壽儀式之前，七村人為範圍的賽閹雞，於前一天舉行，近年會來參

加的大部分是庄下人居多，約有四十幾隻閹雞參賽，由輪值的兩位村

長主持，小卡車載來的閹雞就在廟埕等待秤重，詢問的結果吃米糠、

粗糠、玉米居多，營養較齊全，這些雞一天吃早晚兩頓，所以為了要

養比賽雞，一年當中最好少出遠門，否則也得交代其它人餵，雞怕熱，

所以要特別小心夏季的燠熱問題。據說早年有人為了得名次有作弊的

情形，故意塞鉛塊在雞尾巴裡頭，多年來大豬的比賽，豬的重量不斷

的提升，從六、七百斤到目前的一千多斤，原因是豬隻的品種不斷地

改良。但是雞的重量倒是一直沒什麼改變，冠軍雞大約維持在十六至

十八斤左右。 
到了雙十節，賽閹雞的範圍縮小到平安戲的祭祀範圍，譬如上

山和下山兩村，合併在上山村的伯公祠進行賽閹雞。新鳳村的人則兩

邊都參加。 
 
從「雞」到「牲儀」 
 
前一天的賽事決定了名次之後，得前幾名名次的飼主（或雞），

喜悅地回到家裡，雞變成牲儀，然後經過打扮，那些雞不再是雞，是

牲儀，頭部插上金花，披上紅布，經過各種裝飾，成為壯觀的牲儀，

猶如一位婦女所言，不管得不得名次，都是要敬奉神明的啦。第二天

的廟埕擺滿供桌，這些得獎的閹雞，變成儀式場合眾人觀賞的焦點、

景觀的核心。大家都來看得名次的閹雞，飼主極為驕傲，通常在旁邊

解說飼養的過程、注意事項，在哪裡抓的雞子，何時閹的、養在哪裡，

總之把這隻壯觀的供品的活歷史，一再重複敘述，旁人在圍觀時，也

會從這隻雞的壯觀延伸話題，或回憶，沒閹成的「水雄牯」通常會保

留大的雞冠，一旁的婦女通常嘖嘖稱奇，「雞冠好大」，「那一年我姊

姊家敬天公（歲末祭天公），叫我看緊那隻雞，以防貓來偷襲，那隻

雞的雞冠就是那麼大，結果看守半天沒事，一轉頭是小姪子把雞冠咬

去了一半，因為那雞冠實在太醒目了。」。種種敘述、圍觀、回憶，

圍繞著那些壯觀的雞。祭完之後，飼主照例要請親戚好友來共賞閹

雞，為此還得宴客好幾桌，親戚好友們通常會說「來去給請吃大閹雞

噢！」。席間當然那盤雞肉又是焦點，雖然據筆者經驗，大閹雞基本

上並不好吃，肉質太硬，油太多，但是不管如何，他是今天宴客的「主

題」，席間，大家討論一些家族或鄰里的事務，盡興而歸。 

「象徵」與「關係」 

這些有關祭品的的調查資料，計畫由象徵學來分析，祭品─從

具體到抽象的象徵轉變，從日常到祭祀的社會屬性的轉變。在當代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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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的架構中，祭品可能被解釋成蛋白質補充之前的正當化手續。但是

從象徵學的途徑來理解，我們將聚焦於「人」與「物」之間的「關係」，

「象徵」（symbol）的希臘字源，乃為兩者間的契約或關係，以石頭

或玉器（物）分成兩半，各執一半，作為關係的「象徵」，那麼象徵

可視為由「物」反映「關係」或「社會關係」。 
不是「自然」（nature）與「文化」(culture)的辯證，而是不斷

轉換的過程 
我們從涂爾幹那理學到「宗教」和「社會」的關係，我們也陸

陸續續從人類學家那理學到儀式和社會劇之間的關係，或者說「儀式」

即是濃縮的「社會關係」的「典型化」展現。這樣的不斷演練的社會

關係典型，是不斷地重複提示「關係」的多面像認知，不僅在關係的

形式─social form，也在關係的性質、或說屬性。從涂爾幹以降的人

類學家多不會反對，儀式是對比於日常生活世俗性的神聖性，儀式亦

充滿著「過渡」（passage）的語彙，從世俗到神聖，恰對比於「個人」

性到「社會」性，既然是「這裡」到「那裡」的「關係」，「物」與象

徵成為必要，印尼的「鬥雞」帶給 Geertz 有關秩序與「失序」，雄性

競爭，反世俗社會階級的「象徵性」的啟發，我們在閹雞與神豬文化

裡頭看到什麼呢？我們先看雞，牠絕無疑問是蛋白質的來源，是人類

生存的必需品，人們進而飼養是畜牧的功能，然而人對神明的崇敬，

或說宗教性（religiosity），不正是要體認那高度抽象的社會性，為何

還需要用飲食、營養必需品來敬奉。這正好可以從客家地區的閹雞與

神豬文化來說明，他不同於其它地區的祭品的表現，在於其包括飼

養、競賽、敬奉到共食的全部過程，正好讓我們得以窺見個人性到社

會性的轉化過程，不僅是如 Levis-Strauss 所言的 Nature to Culture 的

兩個端點的結構性，還在於這之間多層次的屬性與意義的變化

（transform according to structure）。個人性、私密性被指涉於具體的

感知，到社會性、公共性的抽象性，需要「物品」的暗示與表徵，甚

至透過「物品」來達到「認知」，這是為什麼總是需要「祭品」與「器

物」的原因，閹雞和神豬正好就是從飼養到比賽到敬奉到共食，一路

伴隨「人」，也一路轉換屬性，以象徵一路改變人們認知的過程，這

樣的改變也表現在作者一路不知如何確定地稱呼它或牠或祂，是雞或

牲儀或「投生子」。 
「家禽─競賽者─牲儀─共食的主角」反映的「社會事實」與

認同轉換 
我們可以從飼主們的交談得知，這些雞或豬被當成家中的一份

子對待，它是飼養的對象，像小孩一樣，和飼主有他們之間的關係和

溝通，譬如那些婦女們會說，「還沒閹之前很兇，會打架還會啄主人，

閹過之後，他就變得好乖巧，乖乖地待在那裡，等你去餵他，盡嘻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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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有趣）」。人們在談論飼養過程時，總是著墨於「他們之間」的微

妙關係，主人的細心照顧，雞隻的好動或乖巧，肯不肯吃，怕熱，猶

如對子女一般的照顧，因為此時它不是一般的雞，它負有比賽和供神

的任務，它可能成為榮耀（極富社會性的字眼）的來源，它值得期許

與照顧。等到比賽那天，他們從相互之間的親密關係，逐漸往社會性

的方向轉變，它代表主人（或僕人）的能力，飼養的天賦，總之一種

能力，以及「大雞」所帶來的壯碩特質（別忘了閹雞都是雄雞變的，

但是這樣的壯觀，帶著人為的操作，「閹」就是一項文化干預），能量、

雄壯、成長的潛能，這時候訴說的對象是整個社群，符碼的表徵從兩

個之間，轉變成社群之間，雞和人兩個之間的關係，合而為一，由閹

雞的重量與雄壯來代表，進入競賽的程序，競賽─社群性和個人性辯

證的最佳表徵。當天回去殺雞也是重要過程，在村落生活殺雞是複雜

精巧的手藝，有些人被譽為技術很好或很差，因為殺雞包括放血（有

些放不乾淨）、燙毛（太生，毛拔不下來、太熟，則又把皮燙破），拔

毛費時最久，因為還有小汗毛要處理，掏內臟，是為高度技巧，因為

孔不能開太大（為了保持外表的完整，以敬奉神明、並為景觀），內

臟又不能掏破，處裡內臟包括清理沙囊、小腸，猶如精細的手工藝，

沒有一樣東西被浪費掉，接著是替雞抓姿勢，必須小心翼翼地將腳爪

拗進肚內，並成為可以坐立的姿勢，然後是煮雞，必須煮到剛好，並

非易事，太生又不能吃，若太熟皮破了在供桌上會被暗暗嘲笑。於是

終於煮好，進一步要打扮一番才能成為一附美麗的牲儀，插上金化、

雞冠上要抹上大紅，披上紅布，它增添了「神性」（金花紅布是為神

明與供品、祭祀器物才能穿戴）。這個時候它的象徵從代表主人與它，

轉而代表整個社區的宗教性，它是敬奉神明（高度社會性）的祭物，

當然不是肉，它是壯觀的祭品，代表虔敬的心，對社會性崇敬的指標，

供桌上的牲儀除了裝扮，還有擺放的「規矩」（秩序的要求），譬如裝

牲儀的器皿，必須是圓托盤，客語叫「圓托子」，豬肉一定要擺放右

邊，雞在左邊，若是三牲，魷魚擺上面，我們目睹一位男子不熟悉擺

法，到了廟裡其它婦女熱心地幫他重擺，因為牲儀的規格是公共事

務，是集體情感所繫。於是牲儀用祂的命名告訴我們祂不是肉，祂是

儀禮的一部分，祂是人與神的連結通道，或者換句話說，人與社會神

聖性的聯繫通道，食物？家禽？轉化為儀節，體現出當地人對社會性

的尊崇，它的語彙是壯觀、華麗、規格化、豐碩，「多義」的牲儀。

祂用它的物的屬性和形式，外加文化的介入，轉化為儀禮，引起社群

成員的讚嘆、圍觀、凝視、回憶。當他完成了社群性的角色，祂被退

下供桌，到了廚房，廚房中沒有一項菜餚，必須像「雞盤」那樣需要

被重視，它有一定的剁法，過去新娘出嫁前，必須在娘家學會「剁雞

盤」，他需要穩重的手勁，才能一刀到底，切割方式百年不變，要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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厚的砧板，放在盤裡有一定的排法，然後它是家族聚會共食時的主

角，如果它在比賽中打等數（得名次），更是共食的目的，它是家族

見面時的中界質，並且由整個村落社群的象徵轉化而來，於是家族在

品嚐大閹雞時，也透過閹雞，和村落社群連結了一次。席間的談話通

常也不會限於家族內部，既然這隻雞見過世面、「出去比賽過」，它就

帶有比一般菜餚更大的公共性，透過談論公斤數、名次，大家感受到

外於家族的村落社群，主人也增加了他本身的公共性，譬如某家人新

娶進來的媳婦，如果賽閹雞得名次，立刻會獲得家族中、鄰里間的認

可，表示很具有群性，有門面，能幹的媳婦。 
我們對雞也特別多的想像：小孩不能吃雞爪，會抓破書，不能

吃雞腎（客語稱 ngo do）,吃了會便糊塗（也就是 ngo do 的音），雞首

通常是父親的專利，機胗是珍貴的象徵，種種。 
線性的 versus 循環的社會旅程 
通過客家庄賽閹雞的文化，注意，賽閹雞不只是競賽，也不只

是和飲食有關，藉由同一個物，落於人群社會的各種不同的界限

（boundary）和結構（structure），它或牠或祂不斷地轉換其意義，每

一次的轉變都涉及界限的擴大或縮小，每一次的角色都在適度連結成

員與群體、成員與成員、或群體與群體。雖然就生物學上的意義最後

是一方必須供養另一方的養分，但是我們在閹雞文化裡看到的是，一

隻雞不是一隻雞，它負載著「象徵」的功能，轉化人們的認知，從具

象到抽象，協助人們體認到社會界限的不斷改變，透過食物，這個終

究要進入我們體內，成為我們的一部分的「部分」（part），我們得以

感知社會界限的改變、聯繫、角色的轉變、角色形式的擴大，屬性的

抽象化，一種具象的抽象，當他循線走完一個歷程，在供桌上，他的

角色達到神聖性的顛峰，他卸下武裝，逐漸回歸到食物的角色，然而

經過了這一個文化歷程，他已不再是當初的生物性的「食物」，他帶

有文化與生物的共同特性，有別於西方理性的純粹抽象化，它在最後

又回歸到帶著抽象性的具象性，經由這項值得共食的、帶著社群性

的、展示過公共性的「它」，它成為成員身體的一部分，經由「它」

一路輝映，成員不僅體認到從「個人性」到「社會性」的界限轉移，

也體會到角色屬性的轉換，最後並且將這樣的多變的社會性，成為身

體的一部分，成為「自我」（self）的建構(construction)的基礎，那麼

這樣的認同（identification）並非點的認同，而是認同的過程

（process）。這樣的過程結合現實生活的社會形式（social form），不

斷展現出界限的擴大，然而這樣的界限移位，並非一去不回的散逸，

或是毫無限度的版圖擴增（對照當代的無限網際網路），由於他的「生

物性」，它的旅程只能存在於有限的社群擴增，它在一兩天之內回歸

到食物的角色，並且帶著旅程中增添（或說轉化歷程中）的每一個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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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的多音色，它成為「成員」的一部分，藉由它的旅程，成員也經歷

了一連串的「社會化」過程，達到認同的轉化，並且它最後仍以「具

象中的抽象」（食物）的面貌，成為人的一部分，那麼社群成員的「自

我認同」並非點的固定，而是一連串的過程與轉化。 
「主觀」與「客觀」 
主觀與客觀的不斷辯證和互相涵攝，它需要公共性，他飼養它、

幫它裝扮，有一定的規矩，但是也有一定的自由度，有競爭有儀節，

最後仍然沒有完全脫去具體性，也保留了抽象性，和人共同完成社會

性與認同轉換的巡迴。如果說，人是一方面不斷外化，也讓客觀世界

不斷內化的兩相交互過程的不斷的作用力，我們看到閹雞文化有別於

當代那個不斷擴增版圖的、稀釋的、抽象化的「認同軌道」，他並非

線性，而是回歸循環，或許客家庄的寶貴文化遺產，正好可以對比於

當代「購買」與「現成品」，「沒有關係的關係」的文化， 不斷擴增

的認同目標，並給予這樣的缺乏持久性關係的社會脈絡一種啟發。 

 

二、預算支用情形：全數支用完畢 

 

經費項目 單價 數量 總價 計算方式及說明  

人事費 198,000    

計畫主持人 10,000 11 月*人 110,000 主持研究計畫相關事務

碩士班兼任助理   8,000 11 月*人 88,000  

業務費 147,500   

日常業務費 4,000 10 月 40,000 影印、郵電、資料蒐集

消耗性器材 3,000 10 月 30,000
紙張，碳粉，磁片，光

碟，文具等等 

差旅費 1,000 9 月*2 人*8 次 70,000
參加會議、資料收集、

田野訪談 

訪談禮物費 150 150*50 7,500 訪問時禮物費 

總額 345,5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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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檢討與建議： 
 

今年的成果報告，以是否可發展成「可發表」的論文，為檢視

的參考，我覺得是一項不錯的檢視標準。 

四、結論： 
 
本初稿準備進一步發展成「文化與創造」，「文化如何被展示」「文

化與物件」或「社群與認同」這樣的主題之下的論述。可能投稿「台

灣人類學刊」或「民俗曲藝」之「展示文化」專輯。並可能考慮拍一

部閹雞和神豬從飼養到比賽到敬奉祭祀至共食過程的紀錄片。 



 
子計劃三：「新竹地區客家族群的移墾遷徙與親屬稱謂研究」(II) 

 
 

延續性與在地性： 
新竹及廣東客家親屬稱謂比較研究1 

 

主持人：  簡美玲助理教授 

 

壹、前言 

本計劃的研究目的在對客家親屬稱謂進行有系統的資料蒐集、描

述與分析，並嘗試結合以客家族群由原鄉、開台、新竹地區的移墾、

遷徙之經驗為核心的家族史(含口述史、族譜、文獻)，探討客家族群

的移動與稱謂現象變異間的關聯。這個研究，最後希望以客家親屬稱

謂的例子，面對有關台灣作為一移民社會的歷史經驗裡是否及如何

「在地化」(indigenization)的議題。 
 
本研究的研究對象針對新竹地區的海陸客語語群(新豐、芎林，

及北埔的姜家)，四縣客語語群(新豐何家，與關西羅家)，以及語言近

海陸方言的廣東省陸河縣(河田鎮、東坑鎮)，語言近四縣方言的梅縣

(丙村鎮、雁洋鎮)。在結合人類學及語言學的研究人力下，每個地點

蒐集男女(60 歲以上的老年人)說話者報導的間接親屬稱謂，以及家族

遷移史的口述資料。在上一年度的研究結果，我們已建立 22 組以國

際音標(IPA)記音，並附中文翻譯的客家親屬稱謂資料(包括男女說話

者)。這個初步成果是目前客家研究裡，較有系統的包含多地點、區

分男女說話者，區分語言分支，包含 8 至 9 個世代，並包含姻親及血

親的整套客家間接親屬稱謂的資料庫。目前，這批親屬稱謂的完整資

料庫，及初步的同一語支內，及跨語支的對比分析，已收錄在本子計

劃第一季執行成果的結案書裡(莊、簡、盧 2004)。 
 

 

 

                                                 
1本研究計劃的順利執行特別感謝盧彥杰在語言學專業上的協助及貢獻。並感謝新竹及廣東兩地

的田野報導人，廣東省梅州市嘉應學院房學嘉教授、劍英圖書館溫女士、梅州市地方志辦公室曾

主任、黃先生所提供的重要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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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執行情形 

一、 計畫之執行概況 

延續著由廣東及新竹客家親屬稱謂的變遷情形，來探討移墾、遷

徙人群在移民地區的在地化現象。本研究今年度所執行的研究內容，

仍分別涵蓋客家親屬稱謂資料的比較分析，以及稱謂報導人所屬家族

的家族遷移史的口述資料的蒐集及逐字稿的聽寫及分析。我們已完成

的工作進度如下：在親屬稱謂資料部分：(1)針對本研究計劃第一年

期所蒐集的間接親屬稱謂資料進行比較分析(2005/4—2005/6)。(2)在
台灣及廣東、福建進行地方誌、語言材料等史料的親屬稱謂文獻資料

的蒐集(2005/7—2005/8)。(3)比較台灣及廣東地區文獻中的親屬稱謂

(2005/7，2005/11)。在家族史(遷徙、拓墾、族群互動)的口述資料部

分：(1)新竹兩個客語支的家族史及遷移、開墾史口述資料整理及分

析(2005/1-2005/4)。(2)廣東梅縣、陸河的稱謂報導人的家族史與遷移

史的口述及族譜文獻的蒐集(2005/7-2005/8)。(3)聽寫廣東地區的口述

史逐字稿及內容文本分析(2005/9-2005/11)。在前述研究工作之後，我

們進一步的分析及探討，包括(1)、針對廣東、新竹兩地的家族史訪

談逐字稿，比較、分析兩個地區說海陸話的客家家族，以及說四縣話

的客家家族在遷移、開墾及族群互動經歷的異同。(2)、將本年度前

半階段所進行的廣東、新竹兩地不同地區及語言支系的客家間接親屬

稱謂的比較結果，進一步彙整，並提出解釋。(3)、廣東、新竹兩地

兩個客家次語群的族群移動及墾拓史，與親屬稱謂之變與不變現象的

關聯，進行比較研究及討論，並提出初步結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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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預算支用情形：全數支用完畢 

 

經費項目 單價 數量 總價 計算方式及說明  

人事費 308,000 

計畫主持人 10,000 11 月*人 110,000 主持研究計畫相關事務

共同計畫主持人 80,000 11 月*人 88,000 協同主持 

博士級兼任助理 10,000 8 月*人 80,000
1、 80,000(博士生兼任

薪資，4 月-11 月) 

臨時工資 
碩士級 200/hr

學士級 80/hr
 30,000 協助整理研究資料 

業務費 76,100 

消耗性器材 5,000  5,000 電池、底片、錄音帶等

證照費（台胞證） 800 2 人 1,600  

保險 1,750 2 人 3,500  

郵電費     0

(轉至大陸差旅費)；實

際開支之郵電費，擬由

院經費核銷。 

國內差旅費 6,000  6,000  

赴大陸差旅費 60,000  60,000

廣東(梅縣等)、福建西

部蒐集地方史料及進行

家族史訪談 2人 20 天

(機票、生活費、雜支、

大陸專業人員工作費) 

印刷費  0

(含文獻史料)轉至大陸

差旅費；未來實際開支

的影印、印刷費，擬由

院經費支用) 

 總額 384,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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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研究成果 

上述的研究過程，均環繞著本計劃想要由客家親屬稱謂的語言現

象之變遷的觀察及分析，來具體面對經歷廣東原鄉到新竹地區之墾

拓、遷移的客家社群的文化變遷。這個跨區域及客語次方言群的個案

類型的研究，並且擬積極的面對在台灣移民研究裡，有關地方化的理

論及相關的辯論。在這個精簡型的結案報告裡，由於篇幅的有限，我

們將無法全面陳述我們由資料的整理及分析過程中，所得到的發現

(這部份筆者預期在未來逐步發表出來)。在這份報告書的研究成果，

我們打算呈現的是由新竹廣東地區的客家稱謂的比較結果，來推論親

屬稱謂在客家社群的遷移過程中，它們所展現的特殊性為何，而從這

樣特定的語言現象中，我們又能如何以此來對客家移民經驗裡的文化

變遷提出概念性的理論觀點---這點是本研究報告書希望突顯的問題

及目前的研究發現對此的回應。 

 

(一) 、客家親屬稱謂基本特性及其普遍性 

在 2004 年客家親屬稱謂第一期的結案報告，筆者已由人類學親

屬研究的觀察描述了客家間接親屬稱謂幾點整體特性。 

間接稱謂是「我(說話者)」得以向第三者陳述，「我(說話者)」

與指稱對象關係的符號。親屬稱謂所表現的形式體系，被視為劃

分人群範疇的表述。在分類型(classificatory)與描述型

(descriptive)的稱謂類型歸類上，客家的間接稱謂屬於後者。

也 可 歸 類 為 Lowie-Kirchhoff 所 分 類 的 bifurcate 

collateral(如，F=/＝FB=/=MB)的類型，是屬於人類的稱謂體

系，以較多語彙，來描述說話者，相對於其他親人的稱謂系統。

以新竹芎林姜家為例，男性報導人所能說出的間稱謂，至少有 121

個，若包含有些稱謂可以有 2 種以上的表述，則還會更多(如，F

［父］包括通俗用法的 a
33
pa

53
阿爸，正式用法的 a

55 55
爺仔，以

及殖民時代以來一直到現在還使用的日語用法 to
55
saΝ53

，就有三

種之多)。 

除了描述性的特性，在東南亞區域相當普遍的，在稱謂上區

分相對年齡的長幼差異的特點，是客家稱謂頗為強勢的原則，由

其父系的兄弟及其配偶最為明顯，+3 代(FFFBe, FFFBeW)到-1 代

(DHBe)都有。特別是在說話者的 0代兄弟姊妹則不分父系、母系、

parallel 或 cross，都有相對年齡的區別。 

此外，在客家稱謂的系統裡，也出現 merging(壓縮)的規律。

初步我們所明顯觀察到的有兩個方向的 merging，其一以同一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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謂指稱不同世代的親人。其二，則是說話者的親人(consanguine)

與姻親(affine)，被給予相同的稱謂。客家稱謂有一個以說話者

的父系(+1代)兄弟姊妹的系列a
33
pak

4
阿伯、pak

4-1
me

53
伯母、a

33
uk

4

阿叔、a
33
tsim

55
阿嬸、a

33
ku

53
阿姑、ku

53
t ＇oΝ53

姑丈，在這個系

列稱謂所發生就包括世代的 merging 與親人、姻親的 merging 兩

個內容。以 a
33
pak

4
阿伯為例，這稱謂所指稱的親類包括：FBe[＋

1]、EFBe[＋1]MBWBe[＋1]、FZHBe[＋1]、SWFBe[0]、DHBe[-1]。

在這組共用相同稱謂得親類，跨越三個世代，並且也包含親人與

姻親。(莊、簡、盧 2004：4-5) 

 

   前述以新竹芎林姜家男人說話者，所報導的親屬稱謂的語意形式

上的特點：描述型稱謂類型、“more than bifurcate collateral＂ 

(F=/=FB=/=MB)類型、基本及組合語彙眾多的稱謂系統(121 個)、稱謂

可區辨的世代多(＋5 代~－3 代)、+1 及－1 代的親屬稱謂的語彙最多

(男說話者有 6 組 distinctive terms；女說話者有 5 組 distinctive 

terms)、相對年齡、Merging (or Skewing)等等，也普遍表現在廣東及新

竹兩地、兩支客語次方言群、男女說話者的其他 21 組的稱謂系統裡

(莊、簡、盧 2004：4-5)。這表現在整體特性上的普遍，或許可以說

明在廣東及新竹兩地的客家社群在親屬稱謂的確具有其連續性。 

 

(二)、客家親屬稱謂的比較：區域及語群 

不過在這整體的普遍及有所連續的瞭解之外，研究者認為在不同

的語群及區域之間的客家社群所言說的親屬稱謂，是否有其雖隱微，

卻在其系統內部展現的一致的對照與分離的關係？如果有，他們是如

何表現？是否有與語群及區域相互配置的合理性存在？最後，我們又

可以提出何種解釋？在這組預設的概念下，我們在有限的人力及時間

下，就已蒐集、紀錄的 22 組客家親屬稱謂資料中(莊、簡、盧 2004)，
選擇有限的組別，進行比較觀察及分析。比較的成分包括兩項，親屬

稱謂的語意(語彙)(semantic features)，及親屬稱謂的發音(phonetic 
features)。前者屬於人類學親屬研究的觀察及比較，後者屬於語音學

研究的觀察及比較。並以語群及區域的組合作為比較的單位：(1)同
一語群+不同地區，(2)不同語群+不同地區，(3)不同語群/同一地區。

目前已進行比較的組別包括：(1)新竹海陸客語群(北埔姜家)與新竹海

陸客語群(芎林姜家)的比較。(2)新竹四縣客語群(關西羅家)與新竹海

陸客語群(芎林姜家)的比較。(3)新竹海陸客語群(芎林姜家)與廣東海

陸(陸河)客語群的比較。(4)新竹四縣客語群(關西羅家)與廣東四縣客

語群(梅縣)的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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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跨區域及語群組合的對照上，使我們能由較寬廣的架構，描述

及討論廣東及新竹地區不同次方言語群的客家親屬稱謂，在語音及語

彙結構及語意上的對應及分離等關聯性。 
   首先針對廣東及新竹客家親屬稱謂在「發音」上的對比分析，我

們發現以下三點特性： 
1 、捲舌與不捲舌。海陸與四縣發音的不同一般的說法就是捲舌

音的有無。但是在此可以發現幾個值得注意的地方：(1)新竹地區

不分海陸、四縣都有著捲舌與不捲舌的區分。前者如如阿叔 a 
uk，後者如阿姊 a tsi。(2)陸河地區也分捲舌與不捲舌音。(3)梅

縣地區的受訪者無捲舌音與非捲舌音的區分。 
2、iau 與 eu。一般人對海陸客家話與四縣客家話的特色還有一個

區分點，那就是對於無聲母、唇音聲母與喉音聲母後的 iau 與 eu
的分別。根據筆者的觀察，這幾處稱謂語料至少有以下特徵：(1)
海陸客家話一律發為 iau，例如：表 piau。(2)四縣客家話分為兩

派：梅縣與新竹新豐何家讀為 iau，關西羅家讀為 eu。(3)因此對

於海陸與四縣的區別徵性，從新竹地區的四縣來看就已經有兩種

不同讀法了。 
3、調型的對稱性。(1)海陸四縣還有一個大的區別就是調形的不

同：你高我低、你低我高。(2)兩岸的海陸、兩岸的四縣之間的調

形在此並沒有明顯的差異性。 
其次針對新竹及廣東客家親屬稱謂的語彙結構及語意的對比，

也發現有以下四點特性： 
1、綴詞：前綴的「阿」與後綴的「仔尾」。(1)海陸的綴詞。前綴

（阿）：通常見於長輩，例如：阿太、阿公、阿婆、阿爸、阿姆、

阿叔、阿嬸、阿姑、阿舅、阿姨。或大於自己的平輩，例如：阿

哥、阿姐。後綴（仔）：通常見於平輩，帶些戲謔的成分。例如

大貨仔（大哥）、二貨仔（二哥）；也有用於區隔長輩的稱呼，例

如阿舅仔(EB[ms])有別於阿舅(MB)、阿姨仔(EZ[ms])有別於阿姨

(MZ)、阿叔仔(EBy[ws])有別於阿叔(FB)。但是大伯(EBe[ws])卻又

沒有「阿伯仔」的稱呼。(2)四縣的綴詞：在新竹縣的四縣客家話

（關西羅家、新豐何家）與海陸客家話的用法上並無區分。(3)
綴詞的觀察：在前綴的用法上，新竹與廣東相同；但是在後綴的

用法上新竹與廣東就有明顯的不同。例如對長輩的稱呼上便無不

同，但是對平輩「戲謔成分」、或是「區隔長輩稱呼」的功能上

就沒有了。例如除了陸河的「阿叔哩」，其他如阿舅、阿姨、阿

叔，就幾乎沒有「加仔尾等於同輩」的用法。 
 
2、男人說話者與女人說話者在稱謂上的區分。(1)、以長輩來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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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在對[+2]以上長輩的稱呼上，男女說話者可以說沒有差別。

[+1] 長 輩 的 差 別 較 大 。 例 如 ： 男 人 稱 EF[+1] 為 丈 □ 老

(t ’oΝ53men53lo35))、EM[+1]為丈□哀；女人則稱 EF[+1]為家官、

EM[+1]為家娘。這個特點均出現在廣東和新竹的四縣、海陸客語

群。(2)以平輩來觀察。在對配偶的兄弟姊妹的稱呼上，男女說話

者有不同的稱呼。例如在新竹的四縣、海陸客語群皆稱 EB 為阿

舅仔、EZ 為阿姨仔；女人稱 EBy 為阿叔仔、稱 EBe 為阿伯、EZ
為阿姑仔。在廣東兩個客語支語群的情形類似，但是如前述普遍

缺少「仔尾」的後綴。在對平輩姻親的稱呼上，男女說話者的表

現十分一致。例如 SWF 、DHF 稱親家；SWM、DHM 稱親家母

（但在廣東陸河的說話者還加上稱姐公、姐婆）；SWFB 稱阿叔、

阿伯、SWFZ 稱阿姑；SWMB 稱阿舅、SWMZ 稱阿姨（在廣東

陸河的說話者習慣加一輩，如，叔公、伯公、舅公、姨婆）。(3)
以晚輩來觀察。在對[-2]以下晚輩的稱呼上，男女說話者普遍相

同。分歧最大的是自己和配偶 [-1]血親的稱呼，總共有以下稱

呼：姪子、外甥、外家孫、外家姪、表姪、內姪。但在[-1]姻親

上的稱呼十分一致，例如 SWB[-1]稱阿舅、SWZ[-1]稱阿姨；

DHB[-1]稱阿伯、阿叔、DHZ[-1]稱阿姑。這個現象在大陸、台灣

的四縣、海陸皆然。 
 
3、借用詞彙。(1)外來語：台灣地區因為曾經受到日本 50 年的

殖民統治，因此在稱謂上也有一些外來語的成分在。例如父親：

to55sa 53、母親：kℑa55sa 53、哥哥：ni53sa 11、姊姊 ne55sa 53，

這種現象在新竹的客家，無論四縣海陸都有。反觀廣東地區的梅

縣和陸河就都沒有。(2)閩南語：對於「嬸嬸」(FyBW)這個稱呼，

新竹地區的海陸客家話稱為 a tsim55 阿嬸。「阿嬸」從語音推斷，

受閩南語影響較大。閩南語為：叔母 tsik4m53 合音為 tsim53，相

較於新竹四縣與梅縣的叔母 uk1me35 以及陸河的阿孟 a33men53，

新竹海陸借用閩南語的詞彙可能性較大。 
 
4、高、低世代親屬稱謂的細分程度。(1)長輩稱呼的細分：對男

女長輩的稱謂，說四縣客語的新竹新豐何家區分到[+4]（公太

太、婆太太）、說四縣客語的新竹關西羅家則到[+3]（公太、婆

太）。說海陸客語的新竹芎林姜家則區分到[+5]（祖公、祖婆）。

廣東梅縣區分到[+3]（公太、婆太）、廣東陸河區分到[+4]（阿太、

婆太）。對內外長輩的稱謂：新竹地區對內外區分都到[+3](姐公

太、姐婆太)，廣東地區[+3]普遍內外不分(廣東陸河男人說話者

除外)。(2)晚輩稱呼的細分：在男女區辨的原則，對 [-3]晚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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稱呼，梅縣普遍男女不分，都稱「蚤麻女」，陸河女人說話者通

稱「外孫蚤」，男人說話者稱「蚤女、蚤仔」，大陸地區歸納起來

只有陸河男人說話者對[-3]晚輩的稱呼有分男女。新竹芎林姜家

則分「息仔、息母仔」，關西羅家與新豐何家都稱「息母仔」。在

內外區辨的原則：廣東地區對 [-3]晚輩的稱呼普遍不分內外，例

如梅縣男女說話者都稱[-3]為「蚤麻女」，陸河女性說話者都稱[-3]
為「外孫蚤」。新竹關西羅家與新豐何家都稱[-3]為「息母仔」。

只有芎林姜家有區分為「息仔、外息」。整理長輩、晚輩的區分

可如下表： 
表一 

 廣東四縣語群 廣東海陸語群 新竹四縣語群 新竹海陸語群

長輩稱謂分內/外 －(無) －(無) ＋(有) ＋(有) 
長輩稱謂分男/女 +3(區分至第三

代) 
+4(區分至第四

代) 
+3、+4(區分至第

三或四代) 
＋5(區分至第五

代) 
晚輩稱謂分內/外 －(無) －(無) －(無) ＋(有) 
晚輩稱謂分男/女 －(無) 女人說話者無、

男人說話者有 

－(無) ＋(有) 

 

(三)、討論 
根據前兩節的比較描述，新竹、廣東兩地區的四縣及海陸客語的

說話者所報 
導的親屬稱謂，就其稱謂體系的基本特性上，具跨越區域及語言分支

的一致及普遍性。然而在這個同一的現象外，這些稱謂在語音、語意

或語彙結構的對應，或分離，或同質的關聯上，卻呈現出較細微且多

樣的情形，並非單一且一致的對應關係。我們發現這些跨區域及方言

支系的客家親屬稱謂之間通過某些特定的語音、語彙結構或語意現

象，表達他們之間所可能存在的三種關聯：(1)沒有語群或區域的差

異(如前綴的「阿」的用法、或男女說話者對某些親屬的稱謂有所區

辨的原則)。(2)語群之間的連續性，超越區域的界限(如四縣及海陸客

語音調的對稱性)。(3)區域內的同質性大過語群的界限(如，後綴「仔

尾」的用法、借用外來語、受閩語影響、對高低世代親屬稱謂的區分

較細等等，都是新竹海陸、四縣共享的特性，而與廣東的海陸、四縣

均有所別。)  
跨區域及語群的客家社群的親屬稱謂現象對照出三種關聯的並

置，與文化變遷的探討直接相關。而這個研究計劃則更具體面對遷移

的社群，在移墾社會中社會的社會變遷，是否有地方化的現象發生，

而更重要的是地方化的傾向是如何，有無可能從社群生活某種層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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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際(可能是儀式，也可能是語言)提出具體的描述及理解，而非僅是

政治語言或意識層次的爭議？ 

    本研究以居住在廣東及新竹的兩個客語群為討論對象。根據親屬

稱謂報導人的家族史口述資料及該家族的家譜等文字資料而形成的

社會歷史脈絡，我們將 
廣東的稱謂資料視為留在原鄉孕育(生處於原鄉的客家人群也在動態

的經歷明清民國及文化大革命)的成果，而新竹地區的稱謂資料則視

為來自廣東的客家社群在新墾地的發展。我們並且也面對新竹的四縣

語群及海陸語群，分別在口述史的遷移故事及語言的特點，對應廣東

的梅縣及陸河客家社群。 
在這個脈絡下，我們再回到親屬稱謂緊隨著人群移動及在移民社

會墾拓的經歷中，所展現兩個相對的張力：保守的連續性及在地的變

化性。連續性的保守勢力，張顯在我們所蒐集的 22 組廣東及新竹的

稱謂資料。由稱謂語言所集組的結構特性，及大多數的親類及稱謂的

語音及語意的組合，皆展現新竹的海陸及四縣兩個語群各自與廣東

「原鄉」的梅縣及陸河的社群及稱謂語言的連繫。然而相對於此，新

竹地區的客家親屬稱謂的部分特性，卻也同時展現它們在移民社會，

所形成的在地化現象。例如，外來語的借用、後綴的用法、區分捲舌

及不捲舌音等等，都是新竹的海陸及四縣共有的特性，它們都不存在

於原鄉廣東客家的兩個語群中。 
為了對稱謂語言經驗的在地化現象，有更具體描述的可能，本節

最後以｢仔尾」的後綴用法為例，探討此現象何以只出現在新竹的客

家親屬稱謂，卻未見於廣東地區的例子。我們將從這個語言現象，討

論地方化的發生，並以這個例子為基礎，推論這個現象與移民社會及

其環境裡人群互動的關聯。 
從語法的角度來看，仔尾是一個後綴，本身沒有語義上的作用。

例如桌仔、凳仔、星仔（天上星星）。它有可能發展成類似北京話中

的兒化韻的作用，是一個從單音節到複音節化的一種過程。仔尾詞普

遍存在於台灣的幾種方言裡，2與名詞最後一個音節的韻尾結合，例

如p，t，k結合成b，d，g；m，n， 則不變。並在音韻特性上形成有

系統的對照及可區辨的系統結構：海陸客家話發成/ə/、四縣客家話發

成/e/、閩南語發成/a/(參表二)。 
 

 

                                                 
2
東勢客家話（大埔話）中很特別，沒有仔尾詞。親屬稱謂裡頭也沒有，遇到要辨別長輩或是平

輩晚輩時，就要以特別解釋的方法來敘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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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 

例詞 海陸客家話 四縣客家話 閩南語 
盒仔 hap bə hap be ap ba 
芭仔  pat də pat de pat da 
竹仔 t uk gə tsuk ge tik ga 
柑仔 kam mə kam me kam ma 
印仔 in nə in ne in na 

 

除了將物加仔尾詞，台灣的閩南及客語也都有將個人外觀上的特

徵加上仔尾詞作為命名，以客語為例，如：長腳仔、大箍仔等等。也

常利用以職業加上仔尾詞的命名法，例如客語的教書仔、剃頭仔。3

台灣的閩南語及客家話的親屬稱謂裡也出現仔尾詞用法，並且有著意

義上的區辨作用，例如阿舅和阿舅仔，前者是長輩，母親的兄弟；後

者卻是平輩，妻子的兄弟。再例如阿姑和阿姑仔，前者是長輩，爸爸

的姊妹，後者是平輩，丈夫的姊妹。因此仔尾詞在此帶有是一種語義

區辨的作用(盧彥杰 1999)。 

                                                

讓不同世代的親人、姻親，共享相同稱謂的 skewing rule，在亞洲

南方的漢藏語系或苗瑤語群的親屬稱謂系統裡，都是可以發現的現

象。新竹的客家和廣東客家也都有此規則。但是新竹的客家卻如同台

灣的閩南語群一樣，將仔尾詞的後綴加入在說話的行動上，並且明顯

具有語義區辨的作用。以仔尾詞的後綴在台灣語言環境下的普遍性，

新竹四縣及海陸的客家親屬稱謂，都採用仔尾詞的後綴，並以此而能

有別於廣東客家的例子，這極可能是移墾到台灣之後，與此地的閩南

語群互動之後而轉變的結果。並且最有意思的是新竹這兩個客家語群

及閩南語群的仔尾詞在音韻上的選用，海陸客家話發成/ə/、四縣客家

話發成/e/、閩南語發成/a/，剛好行成一個彼此相對比，且又保留彼此

差異的三角對稱的音韻結構。 
(四)、結語： 

歷史學者、人類學者針對清代以來，台灣社會發展，所形成的理

論觀點雖然不同，但他們對遷徙人群在一個新地方的變遷經驗卻，隱

含一個頗為類似的前提，也就是移民人群的在地化，不論朝內地化的

方向或朝土著化的方向，不論快慢，卻都指出有個一致方向在發展。

例如李國祁(1996)討論宗教信仰與台灣社會內地化的關聯，用了「漸

趨統一」、「統一性的發展」，來解釋他對十九世紀台灣宗教信仰變遷

 
3
但是值得注意的是：這些命名特徵都用在男性身上。如果要為女性命名，就要在特徵或是職業

的後面加上「嬤」，作為識別之用(盧彥杰 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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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觀察。陳其南(1998)雖然強調土著化的轉型得有一段很長的時間，

而且土著化社區也可能與非土著化社區並存。但他所說的「土著化的

過程是一個社會發展的傾向」，卻與李國祁一樣，都指出單一方向的

變遷。使陳孔立提到兩者並行的「雙向化」，其實也都沒有脫離他們

對於遷徙族群在新地方的拓展，會形成一個整體發展傾向的論述觀

點。 

筆者認為，語言的經驗不該被排除在我們對於社會文化變遷的討

論外。本研究由廣東及新竹的客家親屬稱謂的比較研究，提出在經歷

移民的歷史脈絡下，親屬稱謂既有相當比例維繫過去的保守性，卻也

同時清楚展現稱謂的地方化現象。並且由親屬稱謂的語言經驗，我們

認為非單一走向的地方化觀點，對於較細微及多元的地方化歷程的瞭

解是重要的。在稱謂語言的地方化過程中，新竹的海陸客語及四縣客

語語群的例子，除了有與廣東客家稱謂可以對照或者分離的特性，並

且也還有在兩支客語群的稱謂現象上，建立更加細微差異及對比(如
海陸客家話 
、四縣客家話、閩南語在仔尾後綴的/ə/、/e/、/a/的對比與差異)。從

這個現象來詮釋移墾社會的地方化現象，並非必然以全體一個方向來

進行。以稱謂的比較為例，地方化的現象，不僅確實可以經由語言經

驗來具體的描述，而且也提醒我們，對於文化的在地化歷程裡的變與

不變的現象範疇，都還可以在區辨及意義上作更細的探討。 

參、結論 
 

本研究在今年度的執行過程預算支用及研究的進度均與計劃書

的規劃吻合。並已完成預定的階段性目標。本結案的成果將發表三篇

學術作品在專業的學術期刊及國際學術研討會。以本報告書為雛形的

單篇論文「親屬稱謂比較觀點下的客家移民與地方化」，將由筆者和

莊英章教授、盧彥杰先生合著，於近期內完成初稿，擬投稿《客家研

究》期刊發表。後續針對客家親屬稱謂的研究構想，筆者擬在未來進

一步包含台灣中部及南部客家之親屬稱謂資料的基礎下，能對親屬稱

謂在台灣本土化與否的描述及討論，有一個更全面了解及比較的可

能。未來擬規劃以英文專書型式出版 Hakka Kinship Terminology and  
Indigenization (客家親屬稱謂和地方化理論之反思)的研究成果。此英

文專書出版計畫將在完成中部客家籍南部客家的親屬稱謂資料及家

族遷移史訪問之後，著手進行。 



 
女性、婚姻與家族 

北臺灣客家女性的口述歷史與分析 

第一年結案報告 

計畫主持人：連瑞枝助理教授 

 

壹、 前言： 

此一研究計劃「女性、婚姻與家族:北臺灣客家女性的口述歷史

與分析」預計以二年的時間來完成，這份結案報告是第一年的年度報

告。在第一年的計劃中，我們是以客家婦女口述歷史的訪談出發，希

望能夠透過客家婦女對個人生命史的口述訪談，針對當今有關客家婦

女研究的相關課題提出一些討論與反省，其中包括了客家婦女的婚姻

模式是否與其原生家庭經濟有關，婚姻模式是否與其生育力有關，以

及婚姻模式與其家庭地位的內在關聯等等。這些議題在學界已有一些

討論。除此以外，此一計劃也期望能夠針對老年客家婦女，對她們如

何論述她們自已的歷史，並且透過她們的語言，來理解客家社會的家

庭是如何運作的。 

在此次計劃所進行八個口述訪談的個案中，受訪者的年齡約在六

十五歲至九十歲間，多居住在新竹縣地區 (其中一個訪談個案在南

投)。此八個個案的訪談雖未必對所有的客家婦女具有代表性，但是

我們嘗試在以在不同的地方、不同的家庭經濟背景下，有意識地挑選

不同類型的對象進行訪談。經由口述訪談後，我們發現除了一些原來

學界所關心婦女地位以及婚姻模式等相關議題以外，在日治時期台灣

農村社會在面臨改變之時，女性角色、家庭經濟與性別分工等是如何

回應此一大環境的改變，是值得在上述的研究脈絡下進行討論的。再

者，在這次的訪談中，客家婦女「如何談」她們自己的過去,以及她

們如何脫離自己的原生家庭，在夫家養女育女、勞動以及與周遭的人

際關係等等，都提供相當鮮明的第一手資料供我們進一步了解這群沒

有長期缺乏文字記載的女性。 

此一年的計劃是一初步的嘗試。口述歷史在歐美學界己經開始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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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段時期，而國內學界也開始逐漸引用，尤其將之用來研究近代的重

要人物或是重要事件的關係人的訪談方面。客家婦女口述歷史的進

行，它所面對的即非大歷史的重要人物，也非什麼特殊事件的關係

人，與之相關卻是我們社會中的每一個家庭都有一個作為母親的角

色。此為數眾多的不同的家庭中的每一個婦女在其內在的成長過程

中，都有一段離開母家進而適應新家庭的歷程。她們如何從一個女

兒，到另一個家，為人妻,進而成為一個家戶裡最重要的人物，是本

研究想要探討的核心問題。尤其在早期婚姻本身帶著強烈的商品性色

彩，所以，這看似簡單的母親的角色，是以「最重要的人物」來形容

之,此並非誇大之詞。也就是說,在口述訪談中筆者嘗試回答一個社會

史視野下的家庭結構的問題，那便是女性如何在商品化的婚姻中取得

家庭母親的地位，而此母親一詞背後有什麼社會經濟的意義，這樣的

家庭結構對客家社會而言，又意味著什麼文化上的意義。 

當然，在研究方法上，口述歷史訪談的內容仍有許多值得討論的

空間，筆者期待未來一年的研究，也就是針對日治時期戶籍資料，進

行個案家庭史的整理與重塑，期能夠有助於筆者從日治時期台灣農村

家庭史的角度來對客家婦女的角色進行了解。 

貳、執行情形 

一、 計畫之執行概況： 

計劃分為二年來執行，現在所執行者為第一年的計劃。此年度計

劃的執行分為二部份來談，第一部份的工作在於組織工作小組，其工

作內容包括了彙整口述歷史及訪談的相關程序，以及法律上的問題。

具體的內容是工作手冊的撰寫，口述歷史方法的探討，定期對客家婦

女研究的相關議題的討論。這些討論有助於訪談員確立訪談的問題走

向以及掌握細部容易被忽略但又重要的訊息。再者，我們也針對錄音

後採取何種文字記錄的方式進行討論，如何克服訪談時的種種困擾，

以及文字語音授權書內容等等問題。第二部份是訪談的進行，基本

上，我們以能夠用客家話交談的研究生作為訪談員，每個訪談員最先

以自己的祖母作為訪談對象，經由反覆訪談筆錄整理後，再由小組工

作討論交換訪談心得後再進行另一個個案的訪談。也就是約有四個訪

談員，分別進行八至十個個案的訪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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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預算支用情形：全數支用完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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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費項目 單價 數量 總價 計算方式及說明 

人事費 506,000 

計劃主持

人 

10,000 11 月*1 人 110,000主持研究計劃相關事務 

碩士級兼

任助理 

8,000 11 月*1 人 88,000

協助計畫推動、資料整理

統整 

口述歷史

訪員 

800/天 320 人次 256,000口述歷史訪員 

臨時工資 80/hr 650 小時 52,000資料整理、收集 

業務費 100,000 

日常業務

費 

35,000 11 月 35,000影印,郵電,資料搜集 

消耗性器

材 

35,000 11 月  35,000

紙張，碳粉，磁片，光碟，

文具、數位錄音機、外接

硬碟等等 

訪談禮物

費 

1,000 10 人*3 次 30,000訪問時禮物費 

總額 606,000    



參、檢討與建議： 

一、 成果效益： 

這個研究計劃希望能夠從不同的經濟與社會條件下的女性作為

訪談的對象，透過其每個區域中採取不同婚姻原則的老年女性對其個

人生命史進行訪談，並且在幾個不同的個案中勾勒出她們過去婚姻的

看法，以及其承載社會規範與表達其自主性的方式。在進行口述訪談

之前，相關研究文獻、方志與民族誌的閱讀將有助於我們建立並思考

客家女性研究的學術框架，同時提供我們思考區域性的婚姻模式與社

會之間的關係，尤其是移民社會與土著社會互動;婚姻模式中男女二

性的角色；家族設置與女性(尤其是母親)角色的安排等等。口述訪談

本身則是細緻化其內在的歷史細節，諸如政治變化、產業結構以及商

品化經濟等等對客家社會結構的影響，以及客家女性在此時所面對的

挑戰與調適。 

莊英章與武雅士(Arthur Wolf)於中國傳統社會婚姻模式的歧異性

與多樣性提出了區域研究與比較的模式。其研究指出，居住在山區資

源較為侷限的地區，有較特別的婚姻模式:小婚或是童養媳婚。這與

客家地區女性的婚姻模式的確有某種程度的吻合，客家女性的「童養

媳｣或是「等郎妺｣的確是較其它的地區高。Marion J. levy與費孝通等

學者指出，小婚此婚姻模式的形成是起因於希望逃避大婚所需要的聘

金有關。1
但莊英章與武雅士則認為此是婦女(母親)利用此婚姻形式去

尋找她們的利益。
2
而此婚姻模式在中國南方沿海從事於移墾開拓的

漢人和被其同化的南島語系族群之間互動的產物。
3
他們在建立較為

廣泛的華南區域的婚姻模式與區域特色作一個比較之時，也指出了

「家庭選擇某一種婚姻形態的動機，與表達其族群或方言群的認同無

關，反而與其生活環境與經濟條件有密切的關係」。
4
 

在這次的訪談中，我們刻意將族群性的問題排除在訪談內容之

                                                 
1 有關這方面的討論見，Arthur Wolf and Huang Chieh-shan, Marriage and Adoption in China, 
(Stanford: Stanford Univ. Press, 1980) pp.261-271. 
2 <臺灣北部閩客婦女地位與生育率:一個理論假設的建構>，莊英章，《田野與書齋之間:史學與人

類學滙流的台灣研究》，頁 359-371。 
3 Arthur P. Wolf, “The origins and explanation of variation in the Chinese Kinship System”(1989), in 
Kwang-chih Chang, Kuang-chou Li, Arthur P. Wolf and Alexander Chien-chung Yin eds. 
Anthropological Studies of the Taiwan Area: Accomplishment and Prospects.( Taipei: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1989), pp.241-260. 
4 莊英章、武雅士，<華南地區的婚姻形態(1930-1950)>，《華南農村社會文化研究論文集》(臺北:
中央研究院民族所，1998)，頁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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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迴避族群是造成婦女地位差異的假設，而面對區域性經濟生態與

歷史文化的層面，來觀察客家婦女在日治時期以來農村家庭中的流動

與生活。以下是建立在此訪談過程中的初步分析。 

(一)、經濟與婚姻模式的討論 

基本上，女性受訪者原生家庭的經濟狀況與她的婚姻模式不一定

有關係，也就是，童養媳婚很可能是來自於社會經濟性的因素(娶媳

婦不需要聘金)，但與家戶經濟條件並不必然有關。在訪談中，我們

發現，這與母親懷孕時是否有能力照顧這些接連而來的小孩。這種能

力不是母親個人單方面的，而是與其家族成員多少有關，家族成員多

者，可以相互支援協助育嬰的工作；母親身體建康與否也會影響到她

們是否有能力育嬰。在我們訪談的個案中，顯示了有的家庭經濟條件

好者也一樣會將女兒送給別人作為童養媳。也有很貧窮者將許多的兒

女扶養長大。許多例子顯示，買一個童養媳入門，便會送走家裡一個

女兒，這與家裡經濟因素似沒有直接的關係，反倒已是婦女生有女兒

以後很自然一種文化反應。 

受訪者是童養媳者約佔一半，有的是兩個月被送走，也有最晚到

十三歲才送給人家作童養媳。分別有二個例子是與養母相處有問題，

而逃回本家，另外嫁給別人的。也有例子顯示與養家保持相當良善的

關係。但是，其中有一個受訪者很明白地表示了身為童養媳的她和先

生的感情相當冷淡，她甚至描述吵架以及生活的細節，她說:「到老

了他當阿公了,吃飯他挾雞肉我也不要吃,他挾到碗裡我也不說什麼,

菜挾一挾說我到外面吃好了,……這樣的日子我也要過。我們吵架也

就是叫對方去死,他在民國七十五年車禍去世,他走了,我才說這句話,

叫做看衰人。」這個受訪者表示,她和雙胞胎姐姐一起被送給芎林鄭

家作媳養媳,養家阿婆對她很好,而且她的姐姐逃回原生家,她必須留

下來。所以，她是如此描述她晚年和丈夫相處的情形。 

另外，也有不是童養媳的受訪者表示，她在二十二歲嫁給她住在

竹東的先生時，她說:「我的公公婆婆不疼我，因為我先生家裡有其

他年紀很小就過來的媳婦仔，她們小小去的當然就比較疼，我比較笨

又不會說話，那時真是晚上一想到就哭。」她在夫家的勞動相當密集，

其中有一段「我一大早要砍柴，一大早廚房又暗又黑,牆壁又一個大

洞，我先生常常陪我去撈飯起來燉。」反應了童養媳與養父母之間母

女關係往往在夫妻關係中受挫，而一般嫁娶進入夫家的婦女往往是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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妯娌與公婆關係上受挫，此是二個較極端的例子。 

(二)、家中勞動力 

幾乎所有的訪談都顯示家庭人口密集勞動是一個事實。受訪者不

論家中是否經濟情形良好,但都會談到勞動力負擔是日常生活的內

容。尤其是從早到晚不斷地勞動的情形，不論是家中收地租，作生意

的家庭皆然。許多女孩在家中自小便是和父親下田作農事。一個長女

後來成為新竹地區相當有名的助產士,她曾念過二年的幼稚園教育,看

來似乎經濟允可，但她小時候也是「我們家有養豬，必須要挖蕃薯餵

豬，結果，那麼多的蕃薯都要叫我一個人洗，那真的是很辛苦,蕃薯

上泥土這麼多,水又冷,那時候我就想說我這輩子怎麼要過這麼痛苦的

日子?所以，我心裡想說我絕對不幹,我才不要過這種辛苦的日子。」

當然這位受訪者也因為父親的支持繼續讀書,完成助產士訓練的學

業。養豬在當時是一般農村家庭副業，多由小孩與婦女來操作。另一

個例子住在芎林的受訪者表示，她的原生家與夫家都可算是中上之

家，她一樣種菜賣菜，「早上三點起床，這邊溫大鍋餵豬，另一邊大

鍋煮飯菜給家人的早餐，然後到菜園摘菜，七點半出發走路過橋到竹

東市場賣菜。」雖然家庭有許多土地，她還是努力辛勤耕作於菜園，

每天挑一個小時的路程到市場賣菜,以補貼家用。 

此一婦女勞動力的問題似乎不只是家庭經濟的問題而已，而是家

戶雖擁有不少土地，而且仍屬坐收租谷之家，物質仍是缺乏。婦女似

乎是此家戶經濟長期「缺乏感」之下，永遠支援家戶「正常」收入並

且必須勞動的人口。 

(三)、家庭作為一個經濟單位。 

婦女對自己生活的評估，在某個程度上與台灣當時的大環境有

關，諸如日治時期一般老百姓生活普遍存在著物資缺乏，以及農村面

對經濟轉型之時，家戶必須以土地上的剩餘價值爭取最大利潤，以致

勞動力成為最直接被高度利用的資源。婦女，不論是母親、女兒或是

媳婦，遂成為留在家戶的單位中，作最後努力進行支援工作的一群生

產力。當然，對於一個家戶而言，婦女在家戶分工時有其即定角色，

諸如菜園的工作、協助田裡的農事以及養豬等等。同時，階層性的問

題在某個程度是存在的，但卻不是很明顯。也就是說農村中的地主之

家，婦女參與勞動並不是不可能之事，只不過是程度上的差別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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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裡有關家庭經濟與大環境發展的相關議題，仍有待更多的研究評估

方可能有更細緻的分析。這個方向的理解，有助於我們對客家婦女地

位以其家庭結構性經濟因素的角度來進行理解。 

(四)、客家婦女的共同命運 

訪談的對象都是六十歲以上的婦女，她們在訪談的過程中，往往

表示自己的一生是「值得憐憫的過程」，以「罪過」(客語語意中的「可

憐」)來形容自己的一生。她們不能夠理解為什麼她們的過去值得研

究，因為她們的過去就只有「吃苦」，她們形容自己的可憐不只是令

人同情而已，背後也有永無翻身、已成定局的宿命。這些內容有什麼

值得研究的?對她們而言，知識應是男性的，她們總說:「去問阿公!!

他知道的比較多。」「去問阿公!!」這種消極的自我否定在訪談過程中

是一個最深刻的印象。她們對男性的看法，果真是進一步確認自己一

無是處嗎?實則不然，在我們訪談的過程中發現，這些客家婦女花了

大部份的時間在勞動與付出。再者，在訪談之初，受訪者往往顯示自

己的一生無可交待，沒有什麼值得談論，顯示出消極的自我否認感；

即便是談了自己的過去，大多時候都在談身邊的人，而無法主動談自

己的主動性。這是訪談時我們所面對到的最大的挑戰，而也是此一類

的訪談對象最特殊之處。 

這些客家婦女對自我描述的情形，可能與以下二個原因有關，一、

是長期以來處在夫家，使其地位長期以來是從屬性的，如前所言無論

是童養媳或是大婚成為人家媳婦者，不是依附在養父母的連結關係

中，與丈夫維繫難以忍耐的日常生活，不然就是必須依附在丈夫的關

係中，忍受公婆及其它妯娌對家庭分工不均以及零用錢等等問題所造

成種種的委曲。二、是作為一個母親，所作所為都是為了家人。首先

是作月子的婦女往往需要人照料，這個經驗挑戰作為媳婦者的家庭地

位，許多婦女在此一過程中遭受挫折感。接二連三的生育過程，使得

婦女不斷地反覆在育兒、作月子、哺乳、家事以及家庭勞動，使其產

生身心疲憊之感。我們有二個受訪者有較樂觀的談話過程，二者皆與

其兒女成器有關。他們的兒女大多在地方當小學老師、醫生、公務員

或是定居國外。 

在這幾次的訪談經驗來看，客家婦女此自我憐憫之感，可說是農

業為主的父系社會中，女性長期承擔的過多來自家庭與經濟的負擔有

關。重男輕女只是一種觀念，在現實社會中，在家戶的層面會將女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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賣或是送給別人，使她離開自己的家庭。女性在童年時受到一種會被

送出去的威脅，所以，除了家庭經濟條件下本來就要勞動的本份，她

們需要更認份地在家庭裡勞動，這種長期的被威脅與莫名的委屆，造

成這種「自我憐憫」之感。尤其以其童年為最，她們除了有被送出去

給人家作童養媳的威脅，她們長期在家操作勞務，成為母親的幫手，

不論是在家帶弟妹以外，或是支援母親的工作，諸如煮飯或是簡單又

繁瑣的粗活，即便在十六歲的適婚年齡，則可以作一些基本的生產，

如幫人作衣服，增加家戶的收入。 

二、與原訂計畫之落差及原因分析： 

(1)、訪談員的訓練費時，來源亦相當貧乏。當預備進行訪問時，

訪談人員的來源則成為一個大問題。一般正規學院教育中仍相當缺乏

有關的課程，歷史所的學生對於訪談工作，多半較陌生。我們的成員，

主要是依賴人類所的學生擔任，還有大學部人社系的學生以及有興趣

的社會人士等。再者，訪談時必須以流利的客語進行，所以，又使訪

談員的來源更受到限制。訪談員必須受過專門的訓練，尤其是對訪談

經驗的經營、問題的追踪以及文字稿、聲音檔的書寫整理的能力，都

是影響訪談成功與否的重要關鍵。訪談員又多兼任性質，研究生課業

繁重，除非與其研究課題相關，否則在進行時，仍牽涉到時間安排、

訪談品質以及問題追踪時的困難。 

(2)、在繕寫時許多客家語言無法被完全翻譯。我們目前採取的

方式是在文字流利為主，不失訪談內容的原則來作文字繕寫的工作。

但是，仍有許多客家話才能表達的語義，是很難順著語言的脈絡作翻

譯。但我們保留錄音檔，仍有助於未來有興趣的人士參考。 

(3)、此外，在進行訪談的過程中，下列數種情形都是訪談員經

常遭遇的困擾。一種是進訪談時，家人的過度干擾。受訪者年紀較大，

在受訪時如果有家人陪伴在側，往往會代替發表意見、反對受訪者的

說法，甚至直接代替受訪者發言的情形都有可能發生。所以不妨先注

意進行訪問的場所，盡量保持與受訪者單獨相處會較妥當。 

三、結論： 

這次的計劃針對客家婦女進行訪談，有幾個方向是值得繼續延續

作思考並從事更深入的研究。(一)、台灣農村家戶經濟內容運作的模

式是什麼。(二)、是日治至戰後，台灣農村家戶經濟適應商品經濟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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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的內部轉變。(三)、女性作為一個具有勞動與生育價值的角色，她

們在家庭經濟面臨調整之時，如何調整自己經濟性。(四)、女性的宗

教感。 

總體而言，這次計畫的成果相當豐富，我們的訪談對象，在地域

上含括了新竹縣、市、南投埔里，在職業上，除一般農村婦女，亦有

生活在都市中的職業女性，提供了台灣歷史上客家婦女更為豐富、多

元的圖像。但是在整體計畫的運作中，仍有我們必須注意、反省之處。

首先，我們應該如何進一步提升訪談成果的水準，使得口述訪談能夠

更具有歷史價值呢？我想這個問題的解決之道，就是必須對於訪談員

的素質加以要求，對於訪談員進行長期而專業的訓練，使訪談員具備

以下的能力—熟悉受訪者的時空背景、了解訪談時提問與回應技巧、

具有良好書寫文字稿能力。如此一來，口述歷史的價值自然能夠進一

步提昇，成為史家倚賴的利器。另外，在這次計畫中，如何將聲音檔

轉換為文字稿的書寫方式，也經過慎加考慮。歷史學所採取的方式與

人類學等學門不同，並不執著於逐字稿的形式，而傾向於用較通順的

文字書寫方式表達訪談者的口語。本計畫依然以此種方式，一方面是

為了考慮讀者閱讀上的舒適，一方面也受限於人力不足，因此是本計

畫的一點缺憾。不過，本計畫仍然希望能夠將成果分享大眾，因此近

期會將計畫成果上網，供社會大眾上網觀賞，只是為了保護受訪者的

隱私，將會以化名方式刊出，希望能提供有志於客家研究者更多新的

啟發、讓大眾對於客家婦女的過去有更清晰的想像。 



子計畫一：台灣客語跨語辭庫及文句翻語音系統之研發 
主持人：鄭良偉教授 
共同主持人：陳信宏教授、余秀敏講師 

壹、前言： 

本計畫旨在建立國際第一套客語文句翻語音系統(Hakka Text-to-Speech 

System, HTTS），讓系統能將輸入電腦之文章、以自然流暢的客語讀出。研

究本身亦帶動並深化客語研究內涵、提升數位語音訊號處理之技術；此外，

本計畫所建立之各類客語語料庫均可作為典藏之「實驗語料庫」，提供有關

客語教學、翻譯、漢語研究、數位語音技術等國內、外其他相關之研究團

隊使用，建立國際交流，整體提升客語研究之水準。 

貳、執行情形 

一、計畫之執行概況： 

      本計畫完成一套客語文句翻語音雛型系統，系統之基本架構如圖一所示： 

韻律信息產生

語音合成

文句輸入

文句分析

合成單元波形表

語音輸出

韻律信息產生

語音合成

文句輸入

文句分析

合成單元波形表

語音輸出  
圖一：客語文句翻語音雛型系統之基本架構圖 

系統包含四個模組：文句分析 (text analysis)、韻律信息產生 (prosody 

generation) 、 合 成 單 元 波 形 表  (acoustic inventory) 、 語 音 合 成  (speech 

synthesis)，文句分析是要將輸入文句做斷詞分析，以產生詞串、詞類串、

音節串；韻律信息產生是由文句分析的結果抽取一些語言參數，來產生適

當的韻律信息，用以合成自然流利的語音；聲音波形資料庫儲存所有的基

本音節波形訊號，它使用文句分析的結果，來組合出對應音節串的基本音

節波形串；語音合成是使用韻律信息來調整基本音節波形串的韻律，使其

成為自然流利的語音。各模組主要之工作說明詳見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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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為此系統之介面，可以輸入任意客語文章，系統會自動分析輸入文句，產生

適當的韻律參數，調整基本音節波形之韻律，輸出流利自然的語音，目前只製作了女聲。

系統之操作範例見附件二。 

 
圖二：客語文句翻語音雛型系統之人機介面 

二、預算支用情形：經費全數支用完畢 
經 費 項 目 單  價 數  量 總  價 計算方式及說明 

人事費          小計 581,000  

計畫主持人 10,000 11 月 110,000  
計畫共同主持人 8,000 11 月 88,000  
協同研究人員 8,000 11 月 88,000  
博士班兼任助理 8,000 11 月 88,000  
碩士班兼任助理 6,000 11 月 x2 132,000 碩士班兼任助理 4 名 
臨時工資 75,000  75,000 文字及語音資料之整理

業務費          小計 165,000  

差旅費 40,000  40,000
錄音、訪問調查、研討

會 

錄音費 60,000  60,000
聘請專人¸錄製語料及

聲音授權費 
郵電費 5,000  5,000  
印刷裝訂 10,000  10,000  
資料蒐集費 50,000  50,000 含授權費 
材料費          小計 30,000  
圖書 5,000 一批 5,000  

電腦材料費 25,000 一批 25,000
USB 記憶體、DAT 錄音

帶、碳粉匣等。 
總計   776,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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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檢討與建議： 

一、成果效益： 

本計畫完成之客語文句翻語音雛型系統可做為電腦的輸出介面，讓電

腦可以講客語，它在未來有廣泛的應用，包括資訊查詢系統、客語語言學

習系統、智慧型車內導航系統、盲人輔具之發展等，將有很好的效益。 

二、與原訂計畫之落差及原因分析：本計畫依預定進度完成，無落差。 

三、建議事項： 
(1) 此客語文句翻語音雛型系統在未來仍需持續改進，包括詞典的擴

充、構詞規則的增加、男聲的製作、客語文句和漢文/英文的混合輸

入處理等。 

(2) 可以進行應用系統的開發，我們在下年度計畫擬以此雛型系統為基

礎來發展一個客語學習系統。 

四、結論： 

本計畫已完成一個客語文句翻語音雛型系統，可做為一般資訊系統的

輸出介面，未來如能持續改進及發展各種應用，可讓客語在資訊社會中成

為被廣泛使用的語言，其效益將十分顯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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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HTTS 系統各模組之工作說明 

HTTS 雛型系統包含四個模組：文句分析、韻律信息產生、合成單元

波形表、語音合成，發展過程之工作說明如下：  

1. 文句分析 

文字分析器為 TTS 系統最重要的一個部份，文字分析結果的優劣直接

影響合成聲音的品質和正確性，所以在做文字分析時，必須使用正確的資

訊和方法做分析，以提供後級好的各項資訊。以下將針對文句輸入輸出格

式、辭典的收集、文字分析程序、文字分析結果範例等四個部分作討論。 

(1) 文句輸入輸出格式 

客語文章的特性為漢羅夾雜，尤其是當文章用字遣詞方式越接近口

語、文章內容越屬於鄉土文學，漢羅混用的情形就越明顯，例如『當時 ge2

竹笐，就像這下介 hiap4 錢箱樣仔』就是一個混用漢字和羅馬拼音的句子。 

 以客語文字分析器分析以上句子，可得以下輸出資訊： 

(A) 斷詞結果：將原本未斷詞文句分析成為以詞為單位的詞串。 

(B) 詞長：由斷詞結果詞串計算而得的各詞長度。 

(C) syllable 在詞中的位置：由 syllable 在各詞詞首、詞中、詞尾的哪一部份

決定 syllable 在詞中位置。 

(D) 音節碼：各詞所擁有的客語音節碼(目前客語音節碼共有 669 類)，標音

原則則以辭典內所收集的詞／拼音對照表中的拼音為標音結果。 

(E) 詞類標記：以辭典內詞所擁有的詞類中出現頻率最高的詞類作為詞類

標記的標記結果。 

以下為輸入文句『當時 ge2 竹笐，就像這下介 hiap4 錢箱樣仔』所得

到的斷詞結果輸出形式： 

例句一：當時(Nd) ge2 (Na) 竹笐(Na) ， 就像(Na) 這(Nd) 下(Nd) 介

(Dfa)hiap4 錢(Na) 箱(Na) 樣(Na) 仔(Na)  

dong1 sii5 ge2 zuk4 gong5 ciu3 ciong3 it4 ha3 ge3hiap4 cien5 siong1 

iong3 e2 

在輸出詞串中，各詞保有本身的詞類標記、音節碼，以及由詞本身可以計

算出來的詞長、syllable 在詞中的位置等資訊，以提供下一級(韻律訊息產生

單元)所需的韻律參數。 

需要得到上述的各項資訊，我們必須建立一套擁有這些資訊的辭典，

以及適當的文字分析處理程序。以下將針對辭庫的狀況以及處理程序作進

一步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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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詞庫的收集狀況 

詞庫是文字分析器最重要的資料之一，以詞庫的各項資訊可決定斷詞

結果的輸出。表一為針對客語詞典的各詞長長度統計的各詞詞數，其中各

詞來源有台灣地名、醫院標示語、客語常用詞等。 

表一：客語詞典的詞長統計 

一字詞 二字詞 三字詞 四字詞 五字詞 六字詞 七字詞 八字詞 總詞數

6747 18078 5095 4217 250 80 60 14 34541 

(3) 客語文字分析器處理程序 

客語文字分析器主要分成三個步驟決定斷詞結果，分別為前處理步

驟、長詞優先斷詞、斷詞結果加入詞類標記及音碼標示等步驟。 

(A) 針對文章的前處理：客語文章如前所述，其特性為漢羅夾雜，在分析時

將造成困難，必須先將羅馬拼音部份轉換成為程式可接受的內碼格式，

才能作正確斷詞。前處理能夠將部份拼音連寫的現象作區隔，譬如拼音

文字間以＇-＇作區隔，或者拼音和漢字連寫在一起時，此程序可以正

確將拼音部份單獨提取出來，以達到正確斷詞。 

(B) 長詞優先斷詞：以查詢辭典的方式，配合長詞優先原則做斷詞的依據。

以辭典查詢方式將輸入文句分析成為多種可能的斷詞結果，再一一套入

長詞優先原則，以決定最後的斷詞結果。長詞優先原則則依據中央研究

院詞庫小組所定義的長詞優先標準，以各詞詞長長度總和及詞長變異數

最小的分詞結果為優先考慮的斷詞結果。 

(C) 將斷詞結果標上音碼及詞類標記：由辭典中各詞所擁有的音節碼以及詞

類資訊，做斷詞結果的拼音及詞類標示。其中拼音部份只選用唯一的拼

音(目前並無法針對一詞多音做適當的選取，只能任意選取多重發音中

的一個作為最後發音結果的標示)，而詞類標記部份，辭典中的各詞通

常有多個詞類標記可能，且各詞類依據使用頻率高低而有著不同的優先

選取順續。目前選取詞類的原則為，以使用頻率最高的詞類作為詞類標

示結果的依據。 

目前並沒有加入構詞規則，而構詞規則在中文文字分析架構下已經被證明

效果非常好且正確，所以加入構詞規則對於目前的客語文字分析器來說是

非常值得深入探討的課題。 

(4) 客語文字分析結果範例 

以下為數個基於目前的客語文字分析器流程所分析出來的斷詞結果範

例，為方便比較，以下將以自動／人工斷詞結果並排的方式列出並做簡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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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討論。 

例句二： 

自動斷詞：客家婦女(Na) 更(Dfa) 是(D) 中國(Na) 婦女(Na) 最(Dfa) 優秀(VH) 介(Dfa) 

婦女(Na) 。 

hak4 ga1 fu3 iui4 gang1 sii3 zung1 guet4 fu3 iui4 zui3 iu1 siu3 gie3 fu3 iui4 

人工斷詞：客家婦女(Na) 更(Dfa) 是(D) 中國婦女(Na) 最(Dfa) 優秀(VH) 介(Dfa) 婦

女(Na) 。 

hak4 ga1 fu3 ng2 gien3 he3 zung1 guet4 fu3 ng5 zui3 iu5 siu3 ge3 fu3 ng5  

這句話的斷詞結果可以分為斷詞正確度和拼音正確度兩方面做討論，說明

如下： 

(A) 斷詞結果部份，只有在『中國婦女』一詞，由人工觀點必須將『中國』

和『婦女』合併起來。但是其實以常用性及各詞辭意獨立性而言，這

兩個詞分開來標示似乎是比較好的選擇。 

(B) 拼音標示部份，則在『婦女』中的女，以及『更』、『是』等一字詞的

拼音標記上有錯誤。前者據推測為習慣上的念法不同，後者則為一字

詞多重發音特性所造成的發音標示錯誤，這在諸如客語、台語等書寫

法尚未統一的語言上是常出現的語言書寫現象。 

例句三： 

自動斷詞：那(Cbb) 位(Na) 醫生(Na) 當(D) 感動(VHC)  

na2 vi3 i1 sen1 dong1 gam2 tung8 

人工斷詞：那(Cbb) 位(Na) 醫生(Na) 當(D) 感動(VHC)  

ge3 vi3 i1 sen1 dong1 gam2 tung3 

這個短句則只有在『那』這個一字詞上出現標音錯誤，還有在『感動』的

tone 標記上有些微的不同，造成不同的原因為客語的變調現象，而這是目

前的文字分析系統尚未引入的功能。 

例句四： 

自動斷詞：可見(Dk) 客家婦女(Na) 係(P) 又(Caa) 勤勞(VH) 有(D) 打拼(VA) 

ko2 gien3 hak4 ga1 fu3 iui4 he3 iu3 kiun5 lo5 iu1 da2 biang8  

人工斷詞：可見(Dk) 客家婦女(Na) 係(P) 又(Caa) 勤勞(VH) 有(D) 打拼(VA) 

ko2 gien3 hak4 ga1 fu3 ng2 he3 iu3 kiun5 lo5 iu3 da2 biang3 

這個短句仍然有很好的斷詞結果，且在標音正確度上也很高，只有『係』

這個一字詞的標音錯誤，以及『拼』的變調錯誤等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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例句五： 

自動斷詞：從(D) 各式各樣(A) 介(Dfa) 粄仔(Na) 、 糕仔(Na) 就(Da) 知得(Na) 

ciung5 giok4 siit4 giok4 iong8 gie3 ban2 ne5 gau1 e2 ciu3 di1 det4 

人工斷詞：從(D) 各式各樣(A) 介(Dfa) 粄仔(Na) 、 糕仔(Na) 就(Da) 知得(Na) 

ciung5 gok4 siit4 gok4 iong3 ge3 ban2 e5 gau1 e2 zu3 di1 det4 

這個短句除了少數相近音的標示不同，以及變調錯誤外，整體看來斷詞結

果是蠻好的。 

以下列出針對一段短句所做的自動斷詞結果，以及簡短的斷詞結果分析。 

輸入文句：記得我看過一篇文章，它內容大約是講客家是中國按多民族中

最進步介民族，客家婦女更是中國婦女最優秀介婦女。 
輸出斷詞結果：記(Na) 得(Di) 我(Nh) 看(Di) 過(Dfa) 一(A) 篇(Na) 文章(Na) ，它(Nh) 

內容(Na) 大(A) 約(Da) 是(D) 講(Na) 客家(A) 是(D) 中國(Na) 按(Na) 多

(A) 民族(Na) 中(A) 最(Dfa) 進步(VH) 介(Dfa) 民族(Na) ，客家婦女(Na) 
更(Dfa) 是(D) 中國(Na) 婦女(Na) 最(Dfa) 優秀(VH) 介(Dfa) 婦女(Na) 。 
gi3 det4 ngo1 kon3 go1 it4 fu5 vun5 zong1 ta1 nui3 iung5 tai3 iok4 sii3 gong2 
hak4 ga1 sii3 zung1 guet4 on3 do1 min5 cuk8 zung1 zui3 zin3 pu3 gie3 min5 
cuk8 hak4 ga1 fu3 iui4 gang1 sii3 zung1 guet4 fu3 iui4 zui3 iu1 siu3 gie3 fu3 
iui4 

由斷詞結果可見，目前的客語詞庫缺乏了不少在中文中常見的詞，譬如『記

得』、『看過』、『大約』、『更是』等中文文章中常見的詞，這是在將來收錄

辭典的時必須考慮的一項收錄原則。而在構詞上則有『一篇』這個數量複

合詞，在將來加入數量複合詞構詞規則後將有機會被構成詞。 

2. 韻律信息產生 

韻律信息產生是要由語言參數來產生包含音節基週軌跡、音節能量軌

跡、音節長度 (或聲韻母長度)、及音節間停頓長度等韻律信息，本系統使

用的方法是類神經網路 (neural networks)，它由一個大的語料庫來學習語言

參數到韻律參數的對應關係，訓練時藉調整類神經網路的神經元間連結的

加權 (weights)，在合成時，將語言參數輸入來產生韻律參數。 

首先我們請陳碧娥老師錄製了一個朗讀的語料庫，文章包含 170 篇短

文，含約 20000 字，文章是陳老師及另一位老師所寫，我們對文章進行處

理，作了斷詞、標示詞類、標示音節碼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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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音的錄製是使用 CoolEditer 軟體，由 PC 上的聲霸卡直接錄製，使用

16k Hz 的取樣率，量化採用 16 bits。錄製完之語音先訓練一個 HMM models，

用來做 forced alignment 切割音節及聲韻母邊界，再以人工更正切割的錯

誤；另外我們使用 ESPS 軟體做 pitch detection，再以人工更正 double/half pitch 

errors，圖三為一段處理完後的語音範例，表二為由處理後的語音訊號中抽

取出來的韻律訊息參數，這些參數將作為 RNN 類神經網路學習時之目標

值。 

 

Pitch Contour 

記 我 
得

語音訊號 一 篇過看 文 章

圖三：語音訊號處理範例 
 

表二：由處理後語音訊號中抽取出來的韻律訊息參數範例 
文

字 
音 
碼 

斷

詞

資

訊 

詞

性 
音

節

起

始

點 

子

母

音

交

界

處 

音

節

結

尾 

能

量

參

數 

音高

參數

1 

音高

參數 2
音高參

數 3 
音高參

數 4 

記 3436 201 12 17  21 27 57.4  61.2 1.05 0.56  0.008  

得 4166 202 9  27  29 39 58.4  72.0 5.86 -0.008  0.22 

我 5551 101 24 40  43 59 53.7 105.8 -3.13 -16.06 -10.15  

看 3523 201 9  64  71 87 48.5  85.4  0.28 -0.51   0.51  

過 3442 202 9  92  93 106 59.4  79.9 15.98 -6.34   11.87  

一 4656 401 12 108 109 114 56.2  72.5 25.89 -14.29  13.79 

篇 1044 402 12 119 128 138 59.3 113.0  6.08 -4.04   0.87  

文 5125 403 12 139 149 168 47.1 120.3  0.67  0.61   1.44  

章 1314 404 12 172 178 194 51.2 168.7 47.41 0.77   -16.77 

， 6001 101 49   0   0   0  0.0 0.0    0.0  0.0  0.0  

它 5440 101 24 260 263 268 68.0  91.5 2.40  -0.69   -0.19  

內 3219 201 12 269 280 295 54.4  72.6 -13.01  3.10   1.67  

容 5651 202 12 295 296 307 61.0  82.9 17.47 5.06  0.04  

大 3182 201 1  325 333 344 53.6  83.9 -0.67 0.56   0.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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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系統之輸入語言參數包含兩類，一類是音節層次 (syllable-level) 的參

數包括前後音節的 tones、現在音節的 17 類聲母及 47 類韻母、現在音節在

詞中的四種位置資訊(單音節詞、多音節詞的詞首、詞中及詞尾)等，另一類

是詞層次 (word-level) 的參數包括前後詞的詞類 (part of speech, POS)、詞

長、詞前後是否有標點符號等。 

在完成訓練後，此韻律信息產生器之效果不錯，產生之韻律信息可用

以合成流利自然的語音，表三列出各種韻律參數之均方根誤差，圖四為一

個韻律參數產生之範例，由圖中可看出 RNN 產生的各種韻律參數和人語音

的韻律變化整體而言有一致的之變化，但仍有少許的較大誤差，可能是 tone 

sandhi 效應所引起，需要在未來做進一步的改進。 

表三：The RMSEs of the five synthesized prosody parameters. 
 Inside Test 

F0 Contour 3.16ms 
Pause Duration 48.2ms 
Initial Duration 32.33ms 
Final Duration 52.86ms 
Energy Level 5.35d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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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一：虛線表示合成結果，實線為人工標示求出；註二： x表示此字之前為標點符號 

圖四：RNN 產生韻律參數之範例： (a) pitch mean, (b) energy level, (c) initial duration, and 
(d) final duration of syllables as well as (e) inter-syllable pause duration. 文章為 “第二叫著

「田頭地尾」：客家婦女蒔田、割禾、除草、剷秧仔樣樣不會輸細賴仔。” 
 

3. 聲音波型資料庫 

由於客語和漢語一樣是以音節為基本的發音單元，音節的數目並不

多，我們因此使用不帶聲調的 699 個基本音節做為 TTS 系統的基本合成單

元，表四列出部份之基本音節，其中標示組成之聲母及韻母資訊，本系統

共使用 17 種聲母及 72 種韻母，其中包含空聲母、空韻母以及帶入聲之韻

母。我們設計了一個載字句將每一音節放在句中特定的位置，由陳碧娥老

師以正常的速度朗讀，再以人工處理先將基本音節波形切出，然後作聲韻

母邊界切割以及標示 pitch marks，使用的工具是我們過去發展的軟體，圖

五為一個範例，基本音節為 “gip＂。 

表四：部份之基本音節表 

音碼  通用拼音 例字 子音 母音 
1 bi 飛 b i 
2 be 比 b e 
 …    

668 ng 魚 ng FNULL 
669 iui iui INULL iu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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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節 beginning point 
pitch mark 音節 ending point 

子音.母音交界處 

圖五：基本音節 “gip” 切割及 pitch marks 標示結果 
 

4. 語音合成 

語 音 合 成 採 用 被 普 遍 使 用 的 基 週 同 步 疊 加  (Pitch Synchronous 

Overlap-Add, PSOLA) 演算法，它使用 RNN 產生之韻律參數來調整基本的

音節波形的基週軌跡、能量位準、聲韻母長度及音節間同對長度，其產生

之合成聲音品質良好。 

 

附件二：客語 TTS 程式介面與功能簡介： 

 

1. 程式操作： 

a.啟動系統（Start TTS），並選擇聲音為男生或女生（目前系統僅有女生聲

音）； 

b.直接輸入文句文章於空白處或選擇人工斷詞後的文章，按下 Play Text

開始放音，停止 Stop 鍵，離開系統 Exit TTS 鍵。 

2. 操作模式： 

a.模式一：使用斷詞器自動分析輸入文章的語言參數特性，進而合成聲

音。例如:任意輸入客語文句文章於文字輸入介面中（如圖六所示），按

下 Play Text 即可即時合成出聲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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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六：使用自動文句分析之語音合成模式 

 
b.模式二：使用人工斷詞之語音合成模式，例如：按下人工斷詞鍵，選擇

已由人工斷好語言參數之檔案後（圖七(a）），開啟檔案並將文章顯示於輸

入文字介面上（圖七(b)），按下 Play Text 鍵放音。 

(a) 選擇檔案介面 

(b) 語音合成介面 

圖七：使用人工斷詞之語音合成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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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來西亞客家族群的認同問題(II)： 

以雪蘭莪州加影地區為例 

計畫主持人：陳美華 

壹、前言： 

 本研究計畫案是以雪蘭莪州的加影地區為主要的田野研究地

點，探討馬來西亞客家族群的認同問題。今年一月起獲得行政院客家

委員會的經費補助之後，繼續 2004 年度的相關研究工作，整體執行

情況與相關報告分述如下。 

貳、執行情形 

一、 計畫之執行概況： 

本研究今年度已執行的工作項目有： 
 
（1）田野：已於 4 月 12~26 日期間前往吉隆坡和加影市，與當地「馬

來西亞客家公會聯合會」和「吉隆坡暨雪蘭莪客家總會」會長以

及吉隆坡的幾個客家會館進行追加訪談與相關資料的補充蒐

集，以完成上一年度計畫案的結案報告。並且再度與當地研究客

家的學者以及文史工作者接觸，並到加影的呀吃客家村落——一

個大約 100 戶客家人聚落的小山城，還保留相當完整的客家文化

與生活特色——先進行初步的瞭解與接觸，並為第二次田野做規

劃和準備。從 7 月 8 日開始，先到沙巴對大馬客聯會的前任會長

進行深度訪談，以進一步進行上一年度預計完成的另外一個訪

談；再到吉隆坡華社研究中心補充相關剪報資料的影印和蒐集；

9 月 23 日以前完成加影客家公會的調查研究工作。 
 
（2）客家研究文本資料的蒐集與輸入：繼續將所蒐集到的相關文獻

資料，包括華社研究中心的剪報影印，大馬客屬機構團體所出版

的雜誌、會訊和各類文字出版物，研討會、期刊論文以及書籍等

等輸入電子資料庫。 
 
（3）逐字稿的整理：完成之前的訪談錄音逐字稿。 
 
（4）影像的拍攝與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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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預算支用情形：經費全數支用完畢 

項  目 說  明 金  額 

1.人事費 （1）交大國際客家研究中心助研究員

1~11 月薪水（$60,000×11） 

  660,000 

2.赴國外差旅費 寒暑假各一次田野調查工作 50,000

共  計  710,000

 

參、檢討與建議： 

一、 成果效益： 

與學術研究有關的成果效益有以下五項： 
 
（1）完成上一年度計畫案的論文書寫，題目是〈從馬來西亞客

聯會的發展談客家族群的認同問題〉，正準備投稿客家或東

南亞研究有關的期刊。 
（2）正在書寫今年度的研究論文，題目暫定為〈從雪蘭莪加影

客家公會談馬來西亞客家族群的認同問題〉，完成後亦將投

稿客家或東南亞研究有關的期刊。 
（3）收集相關資料、歸檔整理和相關資料的電腦輸入。 
（4）訪談逐字稿的建立。 
（5）馬來西亞客家影像的保留。 

 

就國家發展及其他應用方面之相關成果效益有以下二項： 
 
（1）建立國民外交與學術交流的管道：參觀訪問沙巴期間與當

地客家公會的相關人士建立起良好的互動關係，多位沙巴

的客家鄉親在接受客委會邀請，參加今年 11 月初客委會所

主辦的客家文化節時，亦參觀了中央研究院。個人在沙巴

期間，亦在當地客聯會的安排下拜訪了沙巴州的青年體育

部部長馬希迪（Datuk Masidi Manjun）先生，將台灣文化和

客家研究的相關訊息傳遞出去。此外，由馬來西亞客家公

會聯合會所支持成立的馬來西亞客家學研究會，預計於明

年的客家文化節舉辦第二屆的客家學術研討會，亦邀請筆

者參與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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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開闊教學領域的專業範圍，讓台灣學子除了認識台灣客家

之外，也能獲得海外客家的知識，培養多元、比較觀點的

視野。 

二、與原訂計畫之落差及原因分析： 

 本計畫案有下列三個未達預定工作目標的項目，說明如下： 
 

  （1）今年度的訪談錄音稿，由於經費不足，無法繼續請工讀生 
謄打逐字稿，因此無法完成此部份的整理工作。 

 
（2）同樣由於研究經費不足的原因，無法完成相關資料庫的初 

建。 

 （3）不及在 AAS 收件截止日前，提送論文綱要和計畫書給 
AAS，因為 7 月 8 日到 9 月 23 日在馬來西亞從事田野工作，

使用電腦相關設備都不方便，因此無法在計畫書收件截止

日之前完成並寄送，故無法達成此項工作目標。 

三、建議事項： 

 經過一年三個月的研究時間，有以下三點建議事項： 
 
（1）客家研究或客家學的建構，除了立基在台灣的主體之外，

應該繼續兼顧海外客家的相關研究，如此方能在多角度、

多視野和豐富的跨國素材的基礎上建構理論的殿堂。 
 （2）在田野經驗中發現，適時的給予一般受訪者訪談津貼，應 

該會使訪談的過程更為順利。 
 （3）海外的田野研究經費應充分，否則很難進行基礎又長期紮 

根的海外客家研究工程。 

四、結論： 

 從事一年多的馬來西亞客家研究之後發現，佔有馬來西亞華人第

二大族群的客家人，其認同與其他文化、政治、經濟、教育以及宗教

等等相關議題，都是非常值得繼續深入探討和研究的課題。因此希望

除了個人式的傘彈型研究之外，也能形成一個研究群的群體型研究，

才有可能開展海外客家研究的遠景。 



             客家族群傳播與文史資料庫建置計畫 

計畫主持人：郭良文教授 

壹、 前言： 

族群關係及多元文化的發展，在國際社會是越來越受重視的一個

議題，客家族群在台灣約有四百萬人口，其中交通大學所在地的新

竹、苗栗、與桃園等地區更聚集了許多客家社區與聚落。由於大眾傳

播與其他媒體跟族群文化的關係相當密切，大眾文化與族群形象，許

多都由傳播媒體所塑造或再現，因此，客家文化的保存與發揚更離不

開傳播與媒體內容的保存。然而，對於客家傳播相關內容（包括社區

報紙與雜誌、紀錄片、親身傳播內容、以及與傳播關係密切之口述歷

史、山歌或重要文獻記載、手冊與文字圖像紀錄等），數位化建置計

畫起步甚晚。由於傳播科技無遠弗屆，網路媒體與資料庫之運用方興

未艾，因此有必要著手進行客家傳播內容之數位化工作，將重要客家

傳播訊息與媒體內容進行數位典藏、並公開給大眾檢索與使用，以期

更有效率地透過傳播科技之使用來保存客家文化、建構客家認同、推

廣客家研究、以及促進各族群之間的瞭解與溝通。 

 

立足於桃竹苗客家社群聚落之中心區，交通大學客家學院致力於

客家族群數位資料之典藏，特規劃由本院傳播與科技學系設立「客家

族群傳播與文史資料庫」，作為本院長期推廣客家文化之發展目標。

本計畫今年為第一年計畫，以建立資料庫軟硬體、建構各類型詮釋資

料（metadata）與蒐集初步的資料庫內容，作為客家資料庫建立之範

例（example）與原型（prototype）。本院傳播與科技學系為促成此資

料庫之誕生，配合客委會之補助，撥出近十萬元經費購買電腦伺服器

與相關設備，並提供部分工讀金供資料庫建置使用。本計畫需要長期

人力與資源的投入，才能累積成果。本計畫初期所針對之目標為桃竹

苗客家社群聚落之傳播與文史資料，蒐集具有族群文化意義與客家社

會價值的第一手資料。內容型態涵蓋廣泛，包括文字、影像、口述訪

談、照片與書籍等。第一年主力在建置資料庫與詮釋資料，故資料庫

內容總筆數較少，但已盡量朝多元的資料類型進行蒐集，並積極與各

地方客家文史工作室徵集珍貴典藏資料，以健全客家族群傳播與文史

資料庫。 

 

 貳、執行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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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計畫之執行概況： 

     

在第一年計畫裡，目前已徵集到的資料內容包括：九讚頭文化

與社區創新活動、新埔義民節活動、新竹六家地區古文書（莊院長英

章教授提供古文書相關資料）、北埔姜家與天水堂、湖口地區產業與

歷史發展、橫山鄉客家兒童故事、香山客家國寶徐木珍音樂歷史、客

家社會與文化專題演講等。地理位置上均屬於新竹附近客家族群聚

落，內容則為普遍流通的客家傳播與文史資料，合計共建置 611 筆詮

釋資料（metadata），典藏價值彌足珍貴。 

上面的資料可分別歸類於： 

 

 (書籍文獻) 縣市政府出版品與部分灰色資料 

 (單篇文獻) 產業歷史研究與發展 

 (聲音紀錄) 演講與口述歷史紀錄 

 (靜態影像) 古文書典籍與歷史老照片 

 (動態影像) 社區傳播與民俗、創新活動紀錄 

 
資料庫資料量（至 2005.12.15 止） 

資料類型 
審核

中 

審核

通過

審核

不過

總數

量 

單本書刊資料數 0 2 0 2 

單篇文獻資料數 25 52 0 77 

聲音紀錄資料數 24 0 0 24 

靜態影像資料數 458 38 0 496 

動態影像資料數 12 0 0 12 

累計 519 92 0 611 

 
這反映出我們專注建構各類型資料之「詮釋資料」（metadata）的

努力和嘗試。希望能夠為日後大型客家文化數位典藏資料庫的建立，

建立起範例（example）與原型（prototype）。此外，考量未來數位傳

播世界裡的多媒體需求，除了在資料庫的「後台」納入機制考量了「聲

音紀錄」、「靜態影像」與「動態影像」三個面向外，更在「前台」，

也就是一般使用者瀏覽的網站介面，以「專業檢索」滿足搜尋客家資

料的重要功能，而以「專題報導」豐富的動態影音展示客家文化的有

趣與美麗可能，為未來客家多媒體數位典藏資料庫的發展方向拋磚引

玉。 

前期計畫所徵集的資料大部分均已取得完整之數位典藏授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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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考量著作權法中對於網路傳輸的新規定，目前計畫成果暫以註冊登

記限定閱覽的方式呈現。請  先進撥冗前往瀏覽，並惠予指教。 

國立交通大學【客家族群傳播與文史資料庫】網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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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交通大學【客家族群傳播與文史資料庫】管理者網頁 

 

 

 

 

【客家族群傳播與文史資料庫】網址 

前台動態網站展示：http://140.113.143.124/hakka/ 

前台檢索瀏覽帳號：test (全部英文小寫) 

前台檢索瀏覽密碼：test (全部英文小寫) 

後台管理機制展示：http://140.113.143.124/hakka/manager/login/login.php 
 

 

 

 

 

 4

http://140.113.143.124/hakka/
http://140.113.143.124/hakka/manager/login/login.php


     二、預算支用情形：經費全數用畢 

 

經費項目 單價 數量 總價 

人事費 308,000 
主持人費 10000 元/月 1 名 110,000 
共同主持人 8000 元/月 1 名 88,000 
碩士工讀金 66,000 
學士工讀金 44,000 

業務費/雜支 192,000 
電腦相關耗材 47,000 
辦公文具、影印費 10,000 
交通費用 20,000 
影音資料數位化騰錄費用 112,000 
校管理費 3,000 

總計 500,000 

 

除了以上客委會贊助之經費外，本校客家文化學院、以及傳播與科技學系為     

促成此資料庫之誕生，配合客委會之補助，撥出近十萬元經費購買電腦伺服器與      

相關硬體設備，並提供約十五萬元工讀金供資料庫設計與資料騰錄。因此，本院

約提撥總共二十五萬元作為配合款使用。 

 

 

參、檢討與建議： 

   一、成果效益： 

 

所達成工作項目內容： 

1. 助理群分成五個工作小組，實際負責資料庫內容之規劃、聯絡與

蒐集之工作。 

2. 聯絡桃竹苗地區部分相關機構、政府單位、文史工作室與個人，

建立可取得資料授權清單。各類型媒體之資料授權書、口述歷史

資料授權書之設計。 

3. 進行資料庫之軟硬體建置工作，運用本計畫之學校配合款，採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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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料庫使用之伺服器、DV 攝影機、與 DVD 轉錄器等。 

4. 進行各類型媒體之資料庫欄位建置、建立資料輸入準則與規範，

以利資料庫與其他資料庫之通用（符合 Dublin Code 之通用準則）。 

5. 資料轉檔工作，陸續將照片、影像紀錄、或聲音等資料轉換為典

藏級與網路瀏覽級等兩種數位格式儲存。 

6. 進行資料庫使用功能之訂定，開發適合此資料庫使用之軟體，助

理陸續依據建檔格式，陸續輸入各項詮釋資料之欄位。並將轉換

後數位格式資料同時上傳至電腦主機與伺服器當中。 

7. 建立資料庫管理模式，整合資料蒐集與授權、資料處理與上傳、

內部資料庫管理介面、電腦伺服器之管理、以及公開使用之網頁

內容設計等面向，以利後續資料庫之擴充與發展。 

8. 完成檢索與查詢首頁，提供資料庫內容供公開使用，以簡易檢索

與進階檢索兩種方式呈現。 

 

研究成果預計出版計畫： 

 

本計畫相關資料庫之建置過程，計畫出版於玄奘大學出版之「資訊傳

播學報」，部分建置過程預計出版在數位典藏國家型計畫內容分項計

畫下新聞小組出版之「數位傳播資料庫詮釋資料建置手冊」之中。 

  

  二、與原訂計畫之落差及原因分析： 

 

原訂計畫中的範圍較為廣泛，故屬於大眾媒體來源的內容部分，最後

本計畫決定不將這些資料納入現階段的資料庫建置當中，一方面資料

量太大，另一方面已有單位保存，立即性的數位典藏需求較弱。取而

代之的，本計畫轉而蒐集桃竹苗地區具有特色的客家族群傳播典藏物

件。對於客家傳播相關內容，則著重在社區報紙與雜誌、紀錄片、歷

史老照片、海報、親身傳播內容、以及與傳播關係密切之口述歷史、

山歌或重要文獻記載、手冊與文字圖像紀錄等。這樣，才能建立本資

料庫之重要性、貢獻與獨特性。 

  

   三、建議事項： 

 

儘管我們在有限經費下累積了為數可觀的資料，但卻有著以下數點問

題，有待在本期計畫中進一步深入探索，並嘗試找出解決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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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資料庫的設計開發因計畫時間倉促，在「典藏資料的欄位

設計」上仍有混淆不清的問題。如：客委會先進所指教，應如何

處理「論文集」、「XX 文史彙編」等資料問題，即為一例。此外，

特別是當我們嘗試將「聲音資料」與「動態影片」這兩種在未來

數位傳播扮演重要角色的資料也加以整合進來資料庫時，所遇到

的欄位定義與資料分類問題更為嚴重。我們希望在本期計畫中能

對此一問題繼續探索，提出更明確及完備的原型(prototype)。 

 

（2）資料庫的整合問題也應該注意。前期計畫因屬探索性嘗

試，故在整合方面較無暇顧及。本島目前有關「數位典藏國家型

計畫」在國科會之補助，以及國家圖書館歷年來的努力下，頗具

規模。若本計畫所嘗試之「客家族群傳播與文史資料」也能與國

內既有之大型數位典藏資料庫充分整合，是否更能加速客家文史

數位資料的累積？又或者我們能依循國家級標準，將歷來受政府

各單位補助，或民間客家文史工作者所自發性完成之客家數位資

料，整合於一個平台之上？這也許正是個非常值得嘗試，更具有

「綜效」，以匯集眾人之力，並將由眾人（所有對客家文化有興趣

者）得利的研究方向。 

 

（3）既然談到「如何匯集眾人之力？」的問題：那麼在詮釋資

料(metadata)登錄的簡易／繁瑣度、網站資料輸入介面流程的可親

性、又或者資料庫的資料倉儲可搜尋性之間，到底應如何明確定

義出取捨，以及技術開發的標準，好讓各研究計畫（如本院各研

究群研究成果的數位累積）與外部資料（如其他受政府各單位補

助、或民間自發建置的客家數位資料）匯入？有待本期計畫在執

行過程中進一步地探索，並找出恰當的、適合國內推動客家文史

研究與客家文化工作目標的平衡點。這也是本期計畫改由資訊科

學背景同仁接力賽跑的重要原因。 

 

 四、結論： 

 

奠基在第一年計畫之上，本計畫將持續建立數位資料庫，並

建立公共參與建置資料庫之功能與機制，預期對於客家文化推廣

之貢獻包括以下幾個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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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以「開放軟體」開發未來能夠免費提供客家文史工作者

及相關團體，進行客家族群傳播與文史訊息和資料交換的

資訊平台，要讓文化工作不受軟體版權以及廠商的控制與

限制，永續發展。 
 

 (2) 結合學院相關課程，讓學生經由參與本計畫，深入親近

客家族群傳播與文史資料，並訓練文化研究以及在地客家

族群數位新聞編採能力，讓客家文化在青年學子中紮根，

更為客家族群數位傳播的未來「育才」。 
 

 (3) 藉此平台，「吸引客家地方文史工作者及興趣團體的注意

和參與」。本計畫嘗試「以協助金山面客家社區進行文史

資料和族群傳播網站建置」方式，來實驗交換在地文史工

作者「資料永續不斷更新與輸入」，客家文化長存的機會！

或許將有機會藉此成功案例的新聞發佈與後續計畫宣導

推動，動員社會各團體更廣泛地關切與關心客家文化。 

 



當地知識與學院理論的對話： 

國立交通大學客家文化學院推廣課程計畫 

                     計畫主持人：莊英章教授、羅烈師講師 

壹、前言： 

本院因應自身中長程發展計畫及社區之需求，在客委會補助下，以「學院理

論與當地知識」為題，開設推廣課程。課程進行順利，初步建立了大學與社區

研究者之間的交流平台，未來本院將在此一基礎上，持續推動相關推廣課程。 

貳、執行情形 

以下分別從學員、課程內容與形式、成果展現及預算支用，說明計畫之執行

情形： 

一、計畫之執行概況： 

（一）參與學員分析 

二十五位學員參與課程，其中小學或小學客語支援教師佔最多數，共十三

人；交通大學職員三人；文史工作者三人；私人企業三人；政府文化機構公務

員一人；中學教師一人；大學基金會一人。簡言之，學員以小學教師居多，但

包含政府文化單位、大學、中學、基金會及私人企業等，完全符合計畫之預期。 

 

（二）課程形式 

課程分成兩期，第一期除授課之外，學員分組報告個別之研究興趣，計提出

民俗與信仰、學校與社區、寶山社區簡介、新客家人學客語、客家童謠、古道、

阿淘哥專訪、客家禮俗、客家美食文化等多項主題之口頭報告，且每組皆製作

完成各主題之簡報。 

第二期課程以第一期之主題簡報為基礎，改以工作坊的形式，要求學員在開

課之初繳交研究構想，而後經六個禮拜的資料蒐集、文獻閱讀、討論與寫作，

完成初步研究計畫。 

 

（三）課程內容 

1.研究構想報告：每週三至四人發表研究構想之進行過程，同時學員之間內

部討論。 

2.主題講授：每週針對學員研究構想報告時，所引發疑問，由計畫主持人與

協同主持人提出研究計畫撰寫過程中，所須注意的主題意識、文獻研讀、

研究方法、田野倫理、寫作風格等相應之議題，逐一講授。 

3.田野實作：兩期共三次田野實作，分別至湖口、北埔及新竹市三處。 

4.專題演講：課程過程中，舉辦兩次重點式專題演講，分別針對口述歷史、



文化行銷及文化資產等主題，邀請本院人文社會系及傳播科技系之教師各

一人，到班演講。一方面實質上拉近了學院內教師與地方研究者之間的距

離；另一方面也在理論關懷的層次上，開啟地方研究者的研究眼界。 

5.專家座談 

利用成果發表會邀請長期從事地方文史研究的九讚頭工作室陳文政等、

金山面文史工作室吳慶杰、金廣成文史工作室黃卓權等人，每位研究者都

以其多年浸漬在田野中的經驗與情感，提供與會學員正式展開研究時，可

資借鑑的具體研究心得。 

 

（四）成果發表 

第二期工作坊結束後，共有八篇十位學員撰寫完成初步研究計畫，參加期末

成果發表會。這三場發表會分別以「寧靜或喧囂的十字路口」、「生活美學」、及

「故事的角落」為主軸，邀請本院院長、系主任、教師、及資深地方研究者，

共同對談。 

二、預算支用情形：經費全數支用完畢 

      
經費項目 

單價 數量 總價 計算方式及說明 

人事費小計    365,800 

協同主持

人 
8,000  1 人*11 月 88,000 督導及執行本計畫 

行政助理

(兼) 
8,000  2 人*11 月 176,000

協助相關計畫行政工作

及課程助理 

鐘點費 1,600 12週*2時*2期 76,800 
每週二時，授課十五週，

共兩期。 

出席費 2,500 10 人次 25,000 
邀請專家學者出席座談

會議等 

業務費小計 9,600 

文宣海報 6,000 1 式 6,000 開課及成果發表文宣 

網頁設計

及維護 
3,600 1 式 3,600 

課程專屬網頁之設計與

維護 

總計    375,400 元 

參、檢討與建議： 

計畫執行情形已如上述，以下提出八點成果效益，兩點檢討與三點建議，細

緻地討論計畫執行後之成效，俾便作為未來擴展相關計畫的基礎。 
 

一、成果效益： 
本計畫之成果效益可以從兩個面向討論，其一為學員本身，其二為學院之

發展，以下分述之： 
 



（一）學員及研究計畫分析 
 

學員之背景以略加分析於前文，此處不贅。對於修習本課程的學員而言，本

計畫確實協助其完成研究計畫，未來的課程亦將庚續此一作法，輔導學員在未

來兩年內，完成其研究計畫。大部份學員在第一期課程選課之初，並未預期課

程結束之時，將會完成一研究計畫，作為未來進一步研究的藍圖。然而，經本

計畫主持人按部就班地輔導後，最後有一半成員成功地提出個人或小組的研究

計畫，即使未提計畫者，也明確地表明個人的研究取向（參見表一）。 
 

表一 交通大學客家學院九十四年推廣課程學員研究計畫清單 

姓名 單位 研究計畫或興趣 
范美華 交通大學客家學院 記反關西工業區客家運動（研究計畫） 
安華正 交通大學國際服務中心 新客家人（研究興趣） 
范振乾 交大駐警隊 寶山鄉鄉土故事集（研究計畫） 
沈昱璿 清華網路文教基金會 八仙彩（研究計畫） 
羅世維 新竹市文化局 客家宗族與祭祀（研究興趣） 
麥威勝 聯華電子 金山面地區的建築美學（研究興趣） 
魏寶珠 大隘山莊 文化資產（研究興趣） 
陳翠嬅 大隘山莊 文化資產（研究興趣） 
彭振雄 關西鄉土文化協會 關西玉山上的寶藏（研究計畫） 
羅玉琴 新竹縣關西鎮 關西古道（研究興趣） 
彭采貞 新竹縣竹東鎮 客家婚禮（研究興趣） 
彭麗晶 新竹女中 客家養生食補--糟嬤（研究計畫） 
羅文生 新竹縣六家國小 潘文起與九芎林的開發（研究計畫） 
羅瑞霞 新竹縣竹北國小 花屯女（研究計畫） 
陳玉蟾 新竹縣沙坑國小 關西玉山上的寶藏（研究計畫） 
林伯殷 新竹縣東海國小 社區與小學（研究興趣） 
黃秋燕 新竹市關東國小 家庭語言環境與客家教學（研究計畫） 
林玉清 新竹縣湖口國小 古道（研究興趣） 
何進益 新竹市關東國小 家庭語言環境與客家教學（研究計畫） 
葉玉嬌 新竹市香山國小 客家養生食補--糟嬤（研究計畫） 
謝瑞珍 新竹市東園國小 客語教學（研究興趣） 
彭蘭媛 新竹縣中興國小 地方信仰（研究興趣） 
張几文 客語支援教師 客家婚禮（研究興趣） 
羅煥奎 客語支援教師 客家婚禮（研究興趣） 

歐李翠熙 客語支援教師 客家婚禮（研究興趣） 
資料來源：依課程報名表及期末成果發表會資料整理。 

 



經此訓練，至第二期課程執行時，學員的共同心聲為：「這樣的課程進行模

式雖然有點兒壓力，但是也幸虧有這一壓力，使得自己原本就想要完成的研究，

現在終於有機會可以作到了」。上述計畫中，比較成熟的有范美華的「記反關西

工業區客家運動」、陳玉蟾與彭振雄的「關西玉山上的寶藏」、范振乾的「寶山

鄉鄉土故事集」、沈昱璿「八仙彩與客家生活美學」、彭麗晶與葉玉嬌的「客家

養生食補--糟嬤」、羅文生的「潘文起與九芎林的開發」、羅月霞的「花屯女」、

黃秋燕的「家庭語言環境與客家教學」皆具體可行，值得完成。特別是范美華

與陳玉蟾的計畫都在關西地區，應可擴大整合為更全面的主題研究計畫。 

 

（二）設置常態推廣課程之可行性分析 

 

本年度的授課成果可以作為往後設置「常態、專題取向、部份收費制」的推

廣課程或者學分課程的可行性分析基礎，對於學院而言，推廣課程的正面意義

在於可以之為本院推廣研究成果並爭取資源的管道；然而其負面意義則係學院

的整體教學體制將因之加重。那麼如何取捨斟酌呢？以本年度的計畫執行情形

觀察，工作坊形式的推廣課程尚能順暢運作，應可繼續執行，至於是否能夠進

而開設常態之學分班，則尚待觀察後效，方能定奪。 

 

（三）教師在職專班 

 

本院之「教師在職進修專班」已通過教育部之審查，並將於九十五學年度開

始招生，目前本次推廣課程的學員至少有兩位已明白表示欲報考進修專班。因

此，未來此一推廣課程將具備一附帶機能，使有意報考本院進修專班的人士有

一切實可行的輔導入學機制。 

 

（四）與本院大學部學生之互動 

 

本次課程與大學部學生合辦一次校外活動，主題為新竹市文化資產守護員之

成果展示活動，對來自於學校、政府文化單位、基金會、地方文史社團等不同

單位的學員，各有不同的經驗與心得，可以做為日後教學、研究及舉辦活動的

參考；對學生而言，也因之拓展視野。 

 

（五）與本院教師之互動 

 

經由課程之相關教學活動，目前至少已有四位學員將在下年度參與本院教師

之主題研究計畫，對於學院與地方研究者而言，是一個相輔相成的好機會。 

 

（六）田野工作室 

 

計畫提出初，計畫主持人及協同主持人與授課教師預期將可藉由本計畫結合



地方文史工作者，規畫在本院成立客家社區工作坊，例如：金山面工作坊、湖

口老街工作坊；或者主題工作坊，例如：客家社區生命禮俗工作坊、義民信仰

工作坊等，兼具教學、研究與推廣的單位。經一年之實際運作，下年度本院應

可在關西及湖口設立田野工作室。 

 

（七）本院六家院區之客家文化學園 

 

本院未來在竹北市六家院區設校後，將受新竹市政府委託經管院區周邊之客

家文化學園，此一構想頗具創意，但卻是十分艱鉅的任務，尚待妥善的規畫。

本院認為田野工作室之設置不失為一中介性思考基礎，可以作為未來接手經管

客家園區的經驗參考。以今年計畫成果看來，藉由推廣課程培植研究人才與志

工，應該是具體可行的人力管理辦法。 

 

（八）初步建立地方文史研究人才庫 

 

本計畫已初步建立新竹地區地方文史研究人才名冊，亦已配合本院「客家族

群傳播與文史資料庫」計畫，將本資料納入資料庫系統中，未來隨著課程之累

積，即可建立新竹地區地方文史研究人才庫。 

 

二、與原訂計畫之落差及原因分析： 

 

本計畫執行完成後，在人數及學員型態兩方面，與原先計畫提出時之預期有

所落差，分述如下： 

 

（一）招收學員低於預期 

 

計畫提出之初，以一期招收學員四十人，兩期共招收學員八十人為目標。然

而，實際開課後，第一期修課學員計二十一人，低於預期人數，其原因有二，

其一係本課程首度開課，消息尚未周知各相關單位與個人；其二，正式展開受

理報名程序後，由於受限於教室空間，學員人數以三十人為宜，所以招生名額

即限三十人。第二期課程採取工作坊形式，報名之時即要求學員必須繳交研究

構想，且期末必須參與研究計畫成果發表，因此，修課學員以第一期之舊學員

為主，僅增加四名新學員。儘管如此，本院認為，這一整體方向之調整，完全

合乎課程設計之初衷，即要求學員完成課程後，應「具備客家源流、形成、分

佈等客家社會文化基礎認識外，也將習得研讀客家研究相關的文獻，並寫作書

評及專題報告之能力。」因此，學員人數之低於預期，雖然略有缺憾，但是同

時也使得本計畫之特點充分展現。 

 

（二）並非所有學員期末都能提出研究計畫 

 



承前項，所有參與學員中，最後能提出研究計畫者約佔總人數之一半。這一

數字的意義在於對本院推廣課程有興趣的學員顯然分成兩類，其中一半符合計

畫所設定之「研究取向」需求，但是另外一半應係以「聆聽演講」為主要目的。

因之本計爾後之延伸計畫應同時兼顧這兩類之需求，方可確保計畫之長程發展。 

三、建議事項： 

（一）中長程研究計畫的提出 

交流平台之建立絕非一蹴可幾，一次學術座談之類的活動僅能建立學術上的

「一面之雅」，而本計畫一次課程也僅能建立一般性的穩定互動關係，如果企圖

建立深度與廣度均佳的學術性交流平台，唯有長期耕耘，一旦各相關交流合作

平台上的成員開始在各自領域發表相關研究成果之時，一個真正的交流平台才

算成立。因此，本計畫必須以本年之研究成果為基礎，同時考量學院本身之中

長程發展計畫，以之進一步規畫長期的交流計畫，才有可能真正達成所預訂之

目標。 

（二）多管道合作的理念 

承前項建議，盱衡當前學術研究環境與生態，單一人力、物力與財力之來源，

必定不足以支持這一中長程計畫，因此，本院應以「交流中心」的觀點作為中

長程發展的核心價值，如此方能廣結善緣：在校內，與直接或間接相關之系所

或中心尋求合作，對校外，則廣泛地爭取教育部、客委會、文建會及縣市政府

等多管道資源。推廣課程即為本院作為客家研究交流中心理念的展現，本院也

唯有深耕本土之後，才能以此基礎尋求國際合作，從而使本院設置國際客家研

究中心之初衷得以實現。 

（三）開設雙元課程 

既然參與學員僅有一半提出研究計畫，除去因一時公私兩忙無法及時完成計

畫撰寫者，仍至少三分之一以上成員對推廣課程之需求，並非以研究為目的，

因此，應該慎重考慮下年度採取雙元管道課程，一方面延續工作坊型態的研究

取向；另一方面則舉辦主題演講，滿足對客家一般概念有興趣的市民。 

四、結論： 

本計畫當初提出建構「教學、研究與推廣之交流平台」，於今一年後，已初

步建立，而且本課程的成果對本院中長程發展計畫之田野工作室、國際客家研

究中心、客家文化園區等計畫之開展，饒富意義，因此未來將依據今年的經驗，

在課程設計上將兼顧工作坊與演講兩項特性，同時進一步尋求與公私單位合

作，以冀開設常態性的推廣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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