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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1.研究目的 

清康熙 60 年（西年 1721 年）朱一貴亂事時，高屏地區客家先民組織六支民

間義勇軍隊，保衛家鄉，抵禦外侮，這六支義勇團隊統稱為「六營」。亂事平定

後，六營鄉勇解散，並將各營所在地改稱為「六堆」。高雄縣美濃鎮與屏東縣高

樹鄉在過去的聚落分佈中是昔日客家六堆的「右堆」；而客家六堆的文化更是記

載了臺灣移民社會中客家族群長年開墾經營地方移民歷史。 

從六堆所轄各個鄉鎮來看，一般都有明確的福佬庄／客庄的界限。但高樹鄉

的情況特殊，境內雖有純粹的福佬庄（如南勢），也有純客庄（如東振老庄大路

關、南郡庄），但更多的村落是多族群混合的，如阿拔泉地區的建興、荖濃溪畔

的大埔、菜寮是六堆客和福佬混居。舊寮村是日治時二次移民的北部客和福佬混

居。田子村原有客家居住，逐漸被福佬人取代。泰山村則是馬卡道族和福佬人並

存。1955 年大陳島居民撤退來臺，在臺灣各地共有 35 個集居的新村，其中高樹

鄉就佔了 5 個，為臺灣單一鄉鎮內大陳移民戶數和人口數密度之冠。因此該鄉鹽

樹村兼有福佬和大陳人、東振村包含了客家人與大陳移民、而大埔村包含原先的

客家人跟福佬人，再加上大陳移民，情況複雜可以概見！ 

故高樹鄉內多數聚落呈現的是「非典型客家庄」之生活型態，在此多族群混

居的情況下，其歷史發展、語言使用及空間結構之變遷。因此，本研究目的探討

屏東縣高樹鄉東振、大埔兩村的多族群如何從早期移民社會型態，逐漸轉化為本

土社會的歷史過程與現存面貌，且建構一個多族群、多語群的社會基礎與社會網

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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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研究方法 

本計畫以跨學門的宏觀視野探究，並以民族誌的田野調查方式直接深入田

野，通過與當地日常生活結合在一起，體驗與學習研究對象的語言、符號、信仰、

飲食、網絡、生活習慣、思考方式等各種層面，透過以親身經驗獲得資料和觀察，

以被研究者的觀點與角度來理解、詮釋和紀錄移民社會、文化與個體的生活空間

的經歷。在本研究中所採取的方法有下三項： 

（一）文獻探討 

    文獻探討是研究的初步工作，藉此暸前人研界的成果與相關的史料。本計畫

擬將收集以下四項文獻資料： 

1.東振、大埔歷史分布位置。 

2.東振、大埔相關歷史資料與地理概況。 

3.百畝與虎盤新村相關資料彙編。  

4.將田野收集之資訊進行整理、分析、驗證及書寫。 

（二）參與式觀察法 

參與觀察的方法論幾乎適用所有關乎人類存在的研究。經由參與觀察法，我

們可以對本區域發生的事件、參與事件的人或物、事件發生的時間地點、事件發

生的歷程、以及事件在特殊情境下發生的原因─至少是從參與者的角度所了解的

原因，進行描述。對於有關過程、人群及事件的關係、人群及事件的組織、長時

間的連續現象、模式以及人類存在空間的短期性社會文化環境的研究而言，參與

觀察的方法論都是優異的選擇。 

（三）深入訪談法 

訪談，就是研究性交談，是以口頭形式，根據被詢問者的答覆，搜集客觀的、

不帶偏見的事實材料，以準確地說明樣本所要代表的總體的一種方式。尤其是在

研究比較複雜的問題時需要向不同類型的人瞭解不同類型的材料，以及做不同向

度的交叉提問與訪談以確立事實性。本研究之訪談方式可分為兩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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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間接式的日常生活訪談： 

本研究最主要的研究方式，透過與各族群的共同生活與勞動，此時並不設限

任何主題與對象，而是透過參與共同的生活經驗與勞動中的平常性對話，直接了

解與體驗研究對象的生活情境與價值觀的體現，可作為客觀的研究方式且在共同

生活中更能發現其所未見的資訊。 

2.直接的問卷式訪談： 

主要是針對所擬定的問題和研究對象作直接的提問與訪談，將研究中所與建

構之資料與問題意識作直接的驗證。其兩種訪談方式並無固定或強烈的分開使用

而是視訪談情況可做交叉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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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研究架構 

 

 

 

 

 

 

 

 

 

 

 

 

 

 

 

 

 

 

 

 

 

 

 

 

研究緣起與問題意識 

研究範圍與對象確立 

研究架構與方法擬定 

問 

題 

理 

解

調 

查

分 

析

對 

策

相關客家移民的了解 
※ 客家源流考據 
※ 聚落地理的影響 
※ 移民生活型態的空間 
※ 客家與移民文化呈現 

相關文獻回顧 
※ 相關客家與當地族群研究回顧 
※ 歷史學、人類學、語言學 

「客家分佈位置」 
「移民歷史口述訪談」 
「建築空間現況調查分析」 
「參與實際生活空間的體驗」 研究區域與對象現況調查 

移民歷史記憶、經驗

聚落地景、社會環境

口述歷史訪談資料 

實際生活的參與 

結論、建議、呈現 計畫目標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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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重要發現 

本研究是以歷史變遷與社會生活為主題，探索高樹鄉客家多族群混居下的語

言與空間變遷。透過深度訪談、生活經驗的體驗與文化的解析，確實理解當地族

群的價值觀與文化背景，並將過去移動的軌跡呈現與紀錄，而重要發現如下： 

（一）多語群的使用 

    從語料分析與口述訪談比對出高樹鄉多語群的分布與變遷。例如大埔、菜寮

講福佬話，卻有客語的滲入，百畝、虎盤新村通行閩語。 

（二）族群分佈的位置 

    論證實地訪察成果與文獻探討，繪製出東振村、大埔村與大陳新村間的族群

界線，輔以產業、宗教信仰與社區生活為參考。 

（三）族群生命之歷程 

    將訪談實錄、口述歷史資料結合前人研究，重新釐清族群間的遷徙與變遷，

如大埔史料之謬誤，新村居民移民歷程（閩南→南麂→臺灣）。 

（四）族群互動與交流 

    透過直接參與和間接探討，忠實敘述多族群混居在地域社會的互動與交流，

並具體化於文字、圖像等資料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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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論 

本研究之主軸以在臺灣多元族群社會中，高樹客家這一客家族群支系在近數

十年來急遽的社會和文化變遷中如何尋求自我身分的定位，在持續客家文化認同

的理念下達致對多元社會的文化適應，及其移民族群與在地族群文化表徵的互動

與融合。將東振與大埔；客庄與非客庄的社會組成與發展關係，並透過不同的文

化形式表現出來，如歷史人口、經濟產業、信仰祭祀、教育社區、語言接觸等等。       

高樹多元族群經過長時間的移動與定居的過程中，不斷的吸收與抗拒了在地

區域的文化形式，如此多元族群具體表現出複雜的文化互動與融合過程，而客家

人在遷徙的過程中不斷的包容、融合其他族群的文化特質表現在各種行為上，其

他族群也適時回應了客家文化碰撞，發展出自我特色，這正是本研究課題：族群

混居的多元文化！ 

 

關鍵字：族群混居、高樹老庄、福佬客、大陳義胞、語言接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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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族群混居下的語言與空間變遷 

－以高樹鄉東振、大埔村為例 

目 錄 

 

第一章 語言 

一、大埔村-----------------------------------------------------------------------9 

二、東振村----------------------------------------------------------------------13 

三、大陳新村-------------------------------------------------------------------14 

 

 

第二章 族群---------------------------------------------------------------16 

一、歷史與人口----------------------------------------------------------------16 

二、經濟與產業----------------------------------------------------------------23 

三、信仰與祭祀----------------------------------------------------------------29 

四、教育與社區----------------------------------------------------------------40 

 

 

參考書目 

 

 

 

 

 

 8



第一章    語言         
                                                                            吳中杰 

單就語言使用這方面來說，高樹鄉內不同族群如何互相溝通呢？我們觀察到

福佬話有席捲之勢，泰山村的平埔族和大埔、菜寮的客家人幾乎都改說福佬話。

除了「改說福佬話」以外，還可能有「閩客並用」或「改從華語」等不同選項。

至於弱勢的大陳人，在福佬庄或客庄是否改變其語言？或者對內保留大陳方言，

此外還需考慮大陳移民本身的語言複雜，包含吳語台州片的黃岩話、溫嶺話，閩

東語的福州話、及閩南語的同安腔等。原本說同安腔的漁山島移民，是否來到高

樹能較快適應語言環境，也須觀察和訪問。閩客雜居庄內是否產生客家話在語

音、音韻、詞彙、語法各方面的質變，需要實際收集語料來作分析整理。在東振、

高樹、南郡一帶的楊姓說客家話，而大埔、菜寮的宗親卻說福佬話，是何種原因

造成的？本章從語言轉用的角度去作解釋，造成高樹鄉迥異於其他六堆村莊，成

為閩客混居的局面。 

 

大埔村 

關於族群的稱謂 

「九縣客 kiu2 ien3 hak4」：大埔頭陳氏如此自稱。以陳龍公為祭祀對象的陳

氏，都是九縣客。曾在里港街上之下淡水陳氏總祠內立有牌位，並有公田。後來

土地被九如人偷偷賣掉，因而跟里港方面疏遠了。九縣跟四縣相對，前者指清代

潮州府領有九個縣，後者為嘉應州有四個縣。四縣客的說法，通行於桃竹苗及六

堆，而九縣客較少聽聞。即使潮州客家密集的東勢，一般僅用「客屬 khak4 siuk8」

自稱，不說九縣。筆者在佳冬賴家村下埔頭，也曾採得九縣客說法，值得注意。 

「咱 lan2 福佬人/咱 lan2 客人/因 in1 美濃人」：大埔頭陳氏三代以前還說客家話，

後來都改說福佬話，關鍵的時間是 1897 年大水，沖毀原本之舊大埔，散成頂大

埔、大埔頭、龍眼腳，還有部分居民遷到今建興村溪埔仔。大水以後，閩客混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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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使客家語言流失。當陳屋人強調自己的「客人底」時，會說「咱 lan2 客人」，

但日常對話時，往往會不經意地說出「咱 lan2 福佬人」，亦即其目前使用之語言

為福佬話、生活中也和福佬人比鄰而居，跟高樹街上或東振新庄的客家人，反而

沒那麼密切，因此有時也以福佬人自居了。當提到荖濃溪對岸的美濃時，會說「因

in1 美濃人」，也就是認為美濃人是「他者」，雖同屬客家，卻不是自己人！一河

之隔，二地掃墓日期也不同：美濃在二月初一、大埔頭在二月二十五。日期縱有

差異，但都符合客家人元宵之後、清明之前的掃墓原則。 

「阮 gun2 阿公正客人」：龍眼腳徐先生如此說。亦即二代以前，他的祖父母

輩還完全說客家話，是所謂的「正客」。根據這樣的報導，大埔村轄內聚落福佬

化的時間，並不久遠。 

「半福佬客 puann-53 ho-33 lo-55 kheh21」：大埔村民如此自稱。他們出自客

家，卻又改說福佬話，所以二個族群各居一半。此種構詞類似雙性人叫「半陰陽

仔」。以往學界認為「客人底」才是民間口語稱呼，而「福佬客」乃林衡道、許

嘉明等學者所構建的學術名詞，但大埔村民所說之「半福佬客」卻告訴我們，「福

佬客」是活在民間口語裡面的！ 

「北仔客 pak4 ka. kheh4」：大埔村民稱呼高樹鄉東北端新豐村（原名尾寮）

的那些日治時代才從北部新竹關西等地搬來的、說海陸話的客家人。 

 

福佬話中之客家話成分 

大埔村民原本就說客家話，有些親屬稱謂還殘存客家成分。何況地處美濃和

東振、高樹等客家庄之間，居民互相接觸甚至通婚，因此產生的趨勢是大埔部分

村民把客家話給重新學回來了。有的可以說得十分流利，有的是完全可以聽懂客

語，講的話只能說個幾句，又會跳回福佬話。閩客語言往往摻雜，比如在說福佬

話時，提到六龜新發這個地名，講成客家的 sin1 fat4，而非福佬的 sin1 huat4。

又如提到「名義」一詞時，不說福佬文讀的 ming5 gi7 或白讀的 miann5 gi7，卻

說成了 miang5 gi7，「名」字的讀法同於客家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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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屬稱謂之客家成分至為明顯，卻又和鄰近東振村的客語不同，應該是客語有一

段時間在大埔村瀕臨失傳，致使發音已經走樣，尤其是聲調不合乎客語規則： 

 

親屬稱謂        大埔村          東振村 

阿姨            a33 gi11         a-24 i11 

姊丈            tshi11 tshong55   tsi31 tshong33 

阿舅            a33 khiu55       a33 khiu33  

阿姑            a33 ku55         a33 ku33  

阿伯            a33 pak32        a33 pak32  

阿叔            a33 suk32        a33 suk32 

叔姆            mi33 a55         suk32 me33 

姪子            sun33 na53       tshit55 li. 

阿婆            a33 ma53         a-24 pho11  

姐婆            a33 pho11        tsia31 pho11  

舅姆            khiu55 me55      khiu33 me33 

阿姆            a11 me55         a33 me33 

曾孫            sat55 ma53        set32 ma11 

 

首先，零聲母搭配齊齒元音時，大埔村產生新的聲母 g-，現象有似同樣被福

佬話包圍之里港武洛、台北石門武平話。以 mi33 稱呼嬸嬸，和饒平客語類同，

而饒平屬於潮州府。大埔頭陳氏自稱九縣客，看來並非響壁虛造。呼姪為孫，顯

受福佬影響。用福佬的「阿媽」稱呼內祖母、客家的「阿婆」稱呼外祖母，是閩

客並存之有趣分工現象。當然，河對岸之美濃祖母也說阿媽 a33 ma55，桃竹苗

中各縣之饒平話亦如此，所以「阿媽」的來源未必直指福佬話。「曾孫」福佬應

該說橄欖孫 kann-33 nann-55 sun55，客家應說蝨麻 set32 ma11，亦即「曾孫」和

「蝨子」同形式。大埔村雖未說橄欖孫，蝨麻的發音卻跟著福佬的蝨母 sat-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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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53 走，聲調是福佬式的，詞尾卻是客家的 ma。以上親屬稱謂內陰平調之轄

字多讀高平 55，跟六堆客語陰平讀中平調 33 不合，倒是跟福佬話一致了。 

 

客家話中之福佬話成分 

有時則是客中帶閩，例如「新丁粄 sin33 ten33 pan31」說成「新丁龜 sin-33 

ten-33 ku55」，「龜」的用法來自福佬話之「紅龜 ang-33 ku55」，發音也如福佬讀

單元音-u，而非客家的-ui，並服從福佬話之陰平連讀變調規律。又如高樹和茂林

交界的「觸口」，福佬讀不送氣之 tak4 khau2，客語照理昌母「觸」要送氣，結

果大埔村人讀不送氣之 tsuk4 heu2，應受了福佬話影響。 

 

大埔村客語特色 

由於本地客語流失，居民現在的客語，是向附近美濃、高樹客家庄學回來的，

因此發音兼有二邊之特色。如「字祀祠陳」讀美濃般的舌尖元音、「是時」又讀

成高樹般的齊齒元音。 

 

菜寮村 

關於族群的稱謂 

「小可有客人底」：菜寮村大姓賴、劉等家族，供奉舊大埔 1897 年村廟毀壞

後之三山國王神像，稍後立廟祭祀。但他們對於自己的來歷，不像大埔村民那樣

肯定，說「阮 gun2 阿公正客人」；而是說「小可有客人底」，所謂「小可」，是有

一點、不很確定的形容，應該指的是菜寮村人有客家血統，但也摻入別的族群，

客家來源只有「小可」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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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振村 

東振客語特色 

東振客家方言有若干特色，如沒有舌尖元音，只有齊齒元音，沒有

-iai/-ian/-iat，只有-ie/-ien/-iet，小稱詞不說 e.，而用齊齒元音；「蜘蛛」說 ia2 khia2

而非一般之 la2 khia2 等。但「十」讀 sup8，固然未讀舌尖元音的 siip8，卻也沒

唸齊齒元音的 sip8，值得思考。 

 

客家話中之福佬話成分 

如「棄嫌」六堆客家應說 hi3 hiam5，亦即溪母讀 h-；但東振沈先生讀 khi3 hiam5，

讀如福佬話的 kh-。當然，大埔、饒平、永定、詔安等客語也讀 kh-，但是就六堆

四縣話的範圍來說，溪母「棄」字讀 kh-並不合乎規範，應該是受福佬話影響所

致。又如「食物豐盛」說 tshi1 tshau1，不同於六堆一般說法「像菜 tshiong3 tshoi3」、

iu1 ngiak4，而近乎福佬話 tshinn1 tshau1（泉音）或 tshenn1 tshau1（漳音）。「時

候」說「時陣 si5 tsun7」，往往取代了一般的「時節 sii5 tsiet4」，受福佬話影響明

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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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陳新村 

虎盤新村 

虎盤閩語特色 

南麂人祖紹泉州同安，來到高樹虎盤以後，老輩仍以南麂口音交談，使人恍

如置身金門、澎湖。如「懸」說 kuinn5 而非一般的 kuan5、「薯魚去」說-ir 而非

一般的齊齒元音、陽平變調為低平-11，而非一般的中平-33 等。詞彙上，一些臺

灣才有，南麂沒有的事物，無法用南麂話來稱呼，例如「檳榔」。地名「虎盤」

要讀 khoo2 puann5，跟臺灣一般的 hoonn2 puann5 唸法不同。 

 

百畝新村 

百畝閩語特色 

文白讀習慣異於臺灣普通腔。如電話「零八」讀 ling5 peh4，而非一般的 khong3 

pat4。「清明」讀 tshing1 miann5，可謂文白混合於同一詞項中。山開三四讀-ian/-iat

而非一般的-en/-et。陽平讀高平調 55，而非一般的上升調 24。詞彙較近書面語，

如小時說「鐘頭」而非一般的「點鐘」、說「子彈」而非一般的「銃子」。未受日

本長期統治，對於近現代事物不用日語稱呼，如「瘧疾」說 phah4 li1 tiunn2，異

於臺灣普通腔的日語借詞 malalia。流開一讀-eru，如「口 kheru2」，異於臺灣普

通腔的 khau2。 

 

南麂新村 

南麂閩語特色 

小稱「囝」臺灣一般簡化為 a2，但南麂人說 kann2，這和目前泉州惠安塛港、

晉江說法一致，卻和現代同安說法 a2/ia2/kiann2 不同。南麂人的族譜顯示，由同

安入浙已有十六七代，達五百年之久。很可能他們從同安母土出走的年代，同安

小稱詞尾還跟惠安、晉江一致。這是飛地(outlier)方言提供我們的重要研究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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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夫妻不說「尪、某」而是「老公、老媽」，對平輩配偶的稱呼，卻用了臺

灣祖宗牌位上的叫法。日新新村大陳吳語也把已婚中年婦女叫「老孺人」、溫州

吳語則把媳婦叫「新孺人」，都是把死後追封的稱號，拿來稱呼生者的例子。曾

祖輩叫「阿太」、高祖輩叫「祖太」，異乎臺灣曾祖叫「阿祖」、高祖叫「阿太」

之用法。年輕一輩南麂口音漸失，連澎湖的「澎」都會唸成優勢腔的 phenn5，

而非他們原本的 phinn5。 

 

日新新村 

關於族群的稱謂 

浙江內陸人蔑稱住在外海島嶼上的大陳人為「台州老寇 thee1 tciu1 lo2 

kho3」，因為大陳清代歸台州府管轄，島民總是給陸地民眾海盜的聯想，故有此

名。 

 

大陳吳語特色 

二等有局部顎化現象，有些字還沒產生介音、更未曾顎化，如「戒」ka3、「崖」

nga5、「咬」ngo2；或者只產生介音、尚未顎化，如「甲」kieh4，有些已經顎化，

如「頰」tcieh4、「岩」ngienn5。最令人驚訝的是流開一等也局部顎化，如「溝

tcio1」、「口 tchio2」。試比較尚未顎化之「寇」kho3。深開三讀舌根韻尾，如「嬸

cing2」。臻攝合口讀舌根韻尾，如「睏 khung3、門 mung5、魂 hong5、吮 ciung2」。

梗開二讀低元音，如「坑 khang1」。「二、五、午、魚、耳、兒」讀成音節 ng、「你」

讀成音節 n、「物」讀成音節 mh。支微入魚，如「水、嘴、歲、龜、貴、櫃、跪」

讀撮口-y。以邪相關，如「嶼」zii6。小稱「兒」原本跟「二耳」一樣讀成音節

ng，跟前面的實詞相連併為同一個音節，就成了舌根韻尾，如「叔兒 ciuh4+ng5 

ciung」、「雀兒 tchiah4+ng5 tchiang」。由於入聲合併成喉塞尾-h，不再有-p/-t/-k

之分別，加上聲母之顎化，大量入聲字變為同音字，如「頰、接、急、節、結、

腳」都是 tcieh4，「十、舌、石」都唸 zcieh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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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族群 

  楊忠龍1 

臺灣族群變異現象，乃是一個獨特的研究主題，我們從中發現「國家權力」

與「文化符號」兩者對於「族群邊界」的關鍵影響。臺灣本地地緣的認同意識是

透過信仰祭祀圈的擴展與血緣宗族的建立，從祖籍與地緣觀轉向為在地認同，自

清代以降的移民社會，逐漸定著為土著社會。在日本殖民時代，國家權力與地方

紳權，對於方言群與族群邊界產生重大作用；而宗親會、宗教團體與墓碑等文化

符號，則提供族群文化運作的基礎。國民政府來臺後，政府以國家力量強力建構

新的國族認同，一個新的我群邊界被建構；同時，在國家霸權的優勢下，既有族

群邊界不斷地重整。晚近臺灣社會試圖從上而下建構本土化的「國家認同與「文

化」觀，並以族群認同為媒介，穩固族群對國家的情感。  

本章以「族群」為論述，並從宏觀的角度去看族群想像；另一方面，從微觀

訪察之各種研究素材，理解各族群在當地的生命歷程，探索在社會經濟的變化過

程中，各族群如何發生結構性的變化，並解析文化的建構過程，同時思考族群與

社會、族群與國家的關係。 

 

歷史與人口 

歷史變遷 

客家人入墾屏東平原一帶約始於康熙三十五年後（1696）「終將軍施琅之世，

嚴禁粵中惠、潮之民，不許渡台。蓋惡惠、潮之地訴為海盜淵藪，而積習未忘也。

琅歿，漸施其禁，惠、潮民乃得越渡。」2，康熙年間部分客家人溯武洛溪北上，

沿番仔寮溪及隘寮溪間墾地；除了承租耕田外，又與傀儡生番發生械鬥。 

康熙六十年朱一貴事件，促成「六堆」聚落的建立，其組織跨越血緣與地緣

                                                 
1  國立高雄師範大學客家文化研究所碩士生 
2 〈理台末議〉，黃叔璥，《台海使槎錄》，頁 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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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界線，組建防衛武力，迎擊來犯敵軍。  

 
 
 
 

資料來源：簡炯仁〈屏東平原的開發與族群關係之再議〉，頁 86 

合法請照       「朱一貴事件」         渡禁趨嚴，加上水利 
「同類相聚」                             及「雙冬早稻」普及

「六堆」聚落雛形→  「六堆」軍事戰鬥體   →「六堆」聚落 

 

雍正十年（1732）發生吳福生之亂，與周遭漳泉人不合，加上隘寮溪每年洪

水成災，因此武洛居民逐漸向今高樹、美濃地區拓墾。 

乾隆三年（1738）原居武洛庄十八姓人移居至鹽樹村公館新庄，受招佃移墾

成東振新庄，這是現今東振開庄之始，東振村先民來自廣東蕉嶺、梅縣。 

大埔村移居據《高樹鄉志》「民前八十餘年來自廣東嘉應、大埔一帶遷移開

庄」3；「本村先民大約於一百四十年前，由廣東嘉應、大埔一帶遷移而來，始居

於大埔頭。」4記載是有所誤植，大埔村〈大埔三山國王廟沿革〉「乾隆五十五年

（1790）建廟；嘉慶五年（1800）重修」指出乾隆五十五年已建廟，大埔社區〈大

埔村沿革概況〉「先民約於清朝乾隆年初，大約現在高美橋上游立庄，經百餘年

墾殖獲豐衣足食。」，前後文對照與實地訪談，大埔村移民的時間在乾隆年間，

大致上是合理。 

 

 

賜 欽 
 

忠   褒

歲
次
乙
丑
年
十
月
重
建

乾
隆
五
拾
四
年 

                                                 
3 〈高樹鄉各村沿革圖〉《高樹鄉志》，頁 5。 
4 《高樹鄉志》，頁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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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今「褒忠」牌匾為重建過後之貌，木製牌匾已不復得。其牌匾為乾隆五十

三年林爽文事件，賜本（東振新）庄「褒忠」牌5。東振村民對「褒忠」來歷不

甚清楚，只能敘述重建後的樣貌。 

 

日據時期住所番地與現行行政區域對照表
 

日 據 時 期 住 所 番 地 現行行政區域 

州（廳） 郡（堡） 庄（街） 字（町） 土名 鄉鎮 村里 
高雄州 屏東郡 高樹庄  東振新 高樹鄉 東振村 
高雄州 屏東郡 高樹庄  東振新 高樹鄉 東興村 
高雄州 屏東郡 高樹庄  東振新 高樹鄉 大埔村 

資料來源：高樹鄉戶政事務所，2002 
 

大埔與高樹的大陳義胞在民國四十四年透過「飛龍計畫」撤退來台，居於此

地的新村居民實際為南麂島人，語言為閩南語6。我家鄉話是用閩南語，跟大埔

村或菜寮村的閩南話有一些差距，但是我們聽不懂日新與自強村的大陳話7。 

 

                                                 
5 鍾壬壽，《六堆客家鄉土誌》，頁 426。 
6 洪惟仁以「浙南閩南話」來稱呼百畝、虎盤、南麂村通行的語言。 
7 《新村訪問節錄》，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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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
振
、
大
埔
族
群
分
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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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者依據《經建版》〈二萬五千分之一〉地形圖繪 

 

 

屏東客運設置在虎盤新村

站牌「義民村」。「義民」一

詞從六堆客家人，轉而形容

大陳義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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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
樹
語
言
區 

筆者依據《經建版》〈二萬五千分之一〉地形圖繪 

 

人口消長 

高樹是由不同族群所組成的多元文化鄉鎮，各個族群先後來到這片土地，造

就了不同的文化地理景觀，故瞭解各族群的人口組成與地理分布現狀，乃不可或

缺的重要課題。 

 
民國二十六年 

（日本昭和十二年） 
戶數及人口數 

村名 東振新 
戶數 634 
人口 2311 

資料來源：《高樹庄要覽》、《高樹鄉志》 

 
早年高樹新村戶數及人口數 

村名 百畝新村 虎盤村 
戶數 112 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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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 381 359 
資料來源：《追尋大陳社會文化網》

8
 

 

目前兩個新村實際居住戶數與人口，與上列資料仍有不少出入。以百畝、虎

盤兩新村為例，常住人口（De Jure Population ）合計約九十人左右，百畝新村

約三十戶，常住人口約五十人（七位幼年人口9）；虎盤新村更少至十五戶，常住

人口約三十五人（四位幼年人口）。 

 
民國六十一年人口數 

村名 大埔村 東振村 
人口 1483 1315 

 
民國九十五年七月份現住戶數及人口數 

村名 大埔村 東振村 
戶數 291 313 
人口 804 751 

 
民國九十五年十一月份現住戶數及 

人口數 
村名 大埔村 東振村 
戶數 291 310 
人口 795 746 
資料來源：屏東縣高樹鄉戶政事務所 

 
現今大埔村與東振村人口日漸減少，人口外流嚴重，剩下在村裡的大都是五

十歲以上人口，二十歲至五十歲人口在外地謀生者多。 

 

      台灣客家人三世代之結婚對象結構       單位：% 

配偶族群 第一代 第二代 第三代

總      計 100.0 100.0 100.0 
台灣閩南人 18.1 33.7 51.4 
台灣客家人 78.8 55.0 36.6 

                                                 
8 張茂桂，〈追尋大陳〉，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 
9 幼年人口（Young Age Population）：凡年齡未滿十五歲的人口或年齡在○歲至十四歲的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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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原住民 - 0.9 0.5 
大陸各省市人 2.7 9.5 8.7 

外國人 - 0.7 2.7 
不知道或很難

說 0.4 0.2 - 
   資料來源：內政部統計處

10
 

 

早期東振村客家人11若與本地人婚配，對象是以鄰近客家人為主，如高樹

村、長榮村、大路關等區域，大埔村除了客家人外多與菜寮等村閩南人士通婚。

大陳義胞來高樹後，東振村與大埔村居民甚少與義胞通婚，只有少數個案。 

 

 

 

 

 

 

 

 

 

 

 

 

                                                 
10 內政部統計處，〈台閩地區國民三世代不同族群通婚狀況調查〉，2002。 
11 《東振訪問節錄》，2006；《大埔訪問節錄》，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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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與產業 

土地利用 

從清乾隆開拓後，歷經日治與國民政府來台，東振村與大埔村的聚落發展與

土地利用跟荖濃溪有密切關係，「高樹聚落開發與遷徙，與荖濃溪河流變遷及新、

舊圳之開鑿形成不可或缺的基本要素。」12。而東振村與大埔村先民來台後，多

以務農為主。 

 

〈新庄仔〉： 

大埔聚落間，有

許多農田、水利

設施。 

 

資料來源：1904，《臺灣堡圖》 

 

                                                 
12 曾坤木，〈水利與聚落遷移－以六堆高樹老庄為例〉，頁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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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料來源：依1992，《高樹鄉土地使用現況圖》
13
繪製

 

 

     

東振居民的耕作

範圍從早先老庄

周圍逐漸擴展至

現今荖濃溪堤防

邊，大埔村居民

農作大致分佈在

上大埔、中大

埔、埔頭仔到龍

眼腳等區域。 

 依據《經建版》〈二萬五千分之一〉地形圖繪製 
                       

農作方面，從早期的稻作逐漸發展各種作物，日治時期引煙草進入此地，現

在也可以見到檳榔栽植。本地種植菸葉是在土質良好，排水系統完善的土地上。 

 

1939 年日治時期高樹庄的農業生產情形 

生產面積（甲） 

米 芭蕉 甘蔗 甘藷 豆類 

2745.67 5.78 512.91 599.10 144.60 
柑橘 蔬菜 鳳梨 苧麻 黃麻 

0.78 － 30.00 69.00 13.00 
麻 棉 煙草 檳榔 其他 

54.51 14.00 － － － 
資料來源：《高樹庄要覽》，1939，頁 3-4。 

《高樹鄉志》，1981，頁 285-286。 

 

上表並無看到煙草生產，不過在陳正祥《臺灣之經濟地理》（1950：99）詳述當時

高樹煙草種植面積有五十公頃之多。 

                                                 
13 屏東縣政府，《屏東縣綜合發展計畫》，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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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政府已公告不再收購菸葉且已發放補償金，但是村民們表示繼續栽植的原因

很多，像是輔導轉業或土質改良等問題需要協助。另外高樹鄉被劃定為水源水質

保護區，土地利用受到限制，原本荖濃溪沿岸的蓄養戶均被裁撤。民國八十年代

後鄉公所陸續派人來這邊勘查，說這邊（荖濃溪沿岸）不適合養猪等事業，因為

水質保護區限制。可是現在這邊卻有開採砂石的，把河川挖得坑坑洞洞，不是很

奇怪嗎？14 

 
 
 

 

百畝新村的水塔，現今仍

供百畝居民，虎盤居民引

高樹村自來水。 

地權紛爭 

     東振與大埔村不同族群間的土地紛爭有二大事件：一是四十年代政府徵收

                                                 
14 《東振訪問節錄》，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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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川墾荒地給予大陳義胞；二是土地買賣糾紛。首先是政府徵收土地撥給大陳義

胞耕作，對於此事東振受訪者15認為大陳人佔著他們世代耕作的農地，雖然政府

有補償他們，卻只有微薄補償金。他們說：政府很可惡，毫無預警地徵收土地，

而且只給少數補償金，也不管我們當地客家人的想法，反正那時候政府要拿就

拿，誰也沒辦法！ 

     然而大埔受訪者16也有不同看法：那些河川墾荒地原本就是無主，東振人

先去耕作，政府之後再來徵收，不一定說是他們（東振）的土地。當時報導： 

       
圖17                            圖18 

右圖報導：大陳義胞居住東振新村的農業義胞所需墾地已獲全部解決。……向佔

墾的農民收購，……。 

  

    義胞們對於是否佔墾原先客家人的地，則表示不太認同，因為政府命令他們

遷居至此，土地也是政府撥給使用，他們並無掠奪客家人的地。《高樹鄉志》： 

    民國四十四年間，大陳義胞來台，安置於本鄉從事農墾者約五００戶，經政

府分配河川新生地約五００公頃，惟至目前尚未取得土地所有權狀。19 

百畝與虎盤新村義胞共二百戶，核撥總土地面積約為一百九十公頃。 

 

                                                 
15  同前註，高樹鄉民國 90 年被劃定為水源水質保護區。 
16 《大埔訪問節錄》，2006。 
17 《台東新報》一九五六年六月十五日〈第二版〉。 
18 《台東新報》一九五六年七月六日〈第二版〉。 
19 《高樹鄉志》，頁 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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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百畝 虎盤 合計 
戶數 100 100 200 

土地面積 
（公頃） 

95.6368 93.0997 188.7365 

筆
者
製
表

 

除了上面的土地徵收問題外，另一個是土地買賣糾紛。洪麗完20認為「一田

二主」、「一田三主」的出現，是清代臺灣土地所有權之質的分割： 

一則受閩粵當地二、三重的土地所有型態的影響；二則隨著臺灣水利開發，

農業生產走向集約化，水稻需要更多勞力，而以牛隻耕作也需更多勞動人

口。其時大陸人口壓力增加，移入臺灣的人口眾多，佃戶乃將本身勞力所能

負擔以外的耕地租於現耕佃人耕植，確定大租戶、小租戶、現佃三級制，所

謂「一田二主」於焉產生。 

乾隆年間出現之「大小租」制，約可分成四種類型：(1)大租戶─小租戶─

現佃人，(2)番大租戶─大租戶─小租戶─現佃人，(3)番大租戶─小租戶─

現佃人，(4)自耕農。其中(2)即為「一田三主」。 

 

    客家人在高樹的開墾由清乾隆年間始，鍾肇文21調查原籍粵東蕉嶺與梅縣的

高樹客家人，先民從乾隆年間大量來台入墾。至於來台入墾的原因，與朱一貴事

件、閩客械鬥讓原居里港武洛的客家人往高樹遷移。高樹客家庄是屬於六堆的右

堆之一部份，先民曾居住在里港武洛，曾先向閩族大租戶承租佃耕開墾高樹地

區。22 

 

現今東振、大埔村居民間土地利用方式，類似「一田多主」的型式。大陳居

民來高樹定居後，政府徵收土地移撥給義胞使用，不過只給予耕作權，並未授與

土地權狀。如此一來，形成了政府為業主，大陳人為租戶，彼此為契約關係。自

                                                 
20 《臺灣古文書專輯》，1996；〈大安、大肚兩溪間墾拓史研究（1683~1874）〉，1992。 
21  鍾肇文，〈客家人移民高樹鄉史話〉，頁46~47。 
22  曾坤木，〈水利與聚落遷移－以六堆高樹老庄為例〉，頁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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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年代後，大陳人陸續將土地轉租給東振、大埔村民耕作，實際耕作者為客家

人。近年來虎盤與百畝新村外移人口嚴重流失，居民多為白髮老者，農地大量租

給東振、大埔居民耕作，少數義胞仍堅持下田「作食」。 

 

由於土地利用問題的複雜化造成土地糾紛，更是不同族群衝突的原因之一。

訪談間得知義胞由於生活不易，私下把土地轉賣給東振、大埔村民以利村民耕

作，也有把土地轉賣給外來人士。義胞所耕之土地原屬國有財產局，待發放土地

權狀，方能行使處分權。 

 

〈返還土地〉23：被告應將屏東縣高樹鄉埔羌崙一一五七號土地，面積四

二三八平方公尺返財政部國有財產局，並由原告受領。 

 

政府開始發放土地權狀給義胞後，土地糾紛隨之出現，當初轉賣給東振、大

埔村民的契約在法律上尚有爭議待解決，這讓兩村村民常有異議。另外義胞要拿

到土地權狀，要到鄉公所登記，若一戶有眾多土地持分者，往往耗盡時日仍不得

其權狀。洪玉會24： 

 

當初下田耕作，並沒想到這麼（土地權狀）多，現在要拿權狀不容易，要本

戶所有人都去登記，才能拿到。 

 

 

 

 

                                                 
23《臺灣屏東地方法院民事判決書》〈九十一年訴字第一五六號〉。 
24《新村訪問節錄》，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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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仰與祭祀 

三山國王 

三山國王廟是客家聚落常見的廟宇，因此客家地區有三山國王，如同漳州人

有開漳聖王，安溪縣人祀奉清水祖師，同安縣人拜保生大帝，都是族群象徵的一

部份。 

 

村址 寺廟名稱 主祀神佛像 教別
建立年

代 
組織

型態
寺 廟 地 址 

東振村 觀宗禪寺 
釋迦牟尼佛

觀世音菩薩
佛  管 東振村高美路 16-5 號 

大埔村 五顯宮 五顯大帝 道 
民國 95
年重建

委 大埔村百畝 100 號 

大埔村 
三山國王

廟 
三山國王 道 

民國 40
年 

管 大埔村永豐巷 12 號 

菜寮村 
三山國王

廟 
三山國王 道 

民國 2
年 

管 菜寮村大平路 9 號 

資料來源：《高樹鄉志》、內政部民政司、實地訪察 

 
     上列表格是在內政部民政司有登記的廟宇，且實地確認大埔村與菜寮村各

建一座三山國王廟。至於東振村則沒有興建三山國王廟，但私宅有供奉三山國王。 

 

                               

一九五二年後改建的大埔

三山國王廟，位於大埔村集會

所旁廣場。廣場上有金爐一

座，圍牆上則有沿革碑。 

大埔村永豐巷 12 號的三山國王廟 
 
 

 29



〈大埔三山國王廟沿革〉： 

一、據三山國王神像由來原阿里港所有清乾隆年間天意三山國王示意由阿里港所

讓受乃原籍阿里港感其神靈素著年年多大油香奉獻緣故公元一七八六年（乾

隆五十六年間）正式在舊大埔安奉三山國王廟為護民大神也，嘉慶年間修建

廟宇公元一八八五年（同治年間）庄民富庶神威大展神靈顯赫香火甲阿里港

廳下故改建壯宏輝煌之大哉三山國王廟 

二、天不測風雲迨公元一八九八年（明治年間戊戍年七月十四日）濁口荖濃溪二

溪水氾濫大埔庄家產美麗田園流失一空壯宏美麗大哉三山國王廟亦難脫其禍

竟成一片沙漠也怨天不慈感嘆萬分庄民乃將廟內所有神像送寄奉菜寮庄望族

劉興郎家奉祀 

三、公元一九一三年（民國二年）經過不尋常篳路藍縷悲傷之命運暫暫安居樂業

故何菜寮庄請三山國王駕回建築土角造一間暫安奉三山國王也 

四、公元一九二０年（民國九年）不料氣爽秋天大雨纏綿狂風大作可比天變地變 

土角廟宇竟遭崩潰命運 

五、公元一九二一年（民國十年）急開信徒大會議由建廟評估經費需壹千參佰圓 

   庄民樂捐建築一間單棟之廟宇 

六、公元一九三三年（民國二十二年）重修廟宇廟內神像神座神像神椅神轎一切

新粧以待天機來臨 

七、公元一九五二年（民國四十一年）天機輾轉天地乾坤憐惜大埔日曙光輝降臨

大埔月兒彎彎照大埔村民富裕子弟鵬程萬里故改建三山國王廟則現在廟宇懷

古舊大埔風貌風光祈願蒼天賜慈三山國王爺爺顯威保佑大埔村民平安幸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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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埔三山國王廟沿革志： 

清乾隆年間建廟，日本明治年

間洪患後把三山國王神像暫安

奉菜寮庄，民國二年才請神駕

回大埔庄，民國四十一年改建

後至今。 

 

《高樹鄉志》25的記載： 

六、（菜寮）三山國王廟：位於菜寮村大平路九號。三山國王原為廣東獨山、 

明山、巾山之三山神，由廣東移民攜之來台，分祀各地。此廟原在龜山船肚 

庄，日據大正四年，因洪水為患，庄民遷移至菜寮，廟亦隨之遷移。主祀三

山國王，例祭日為為農曆二月二十五日。 

十、（大埔）三山國王廟：位於大埔村永豐巷十二號。相傳清朝年間，地方發

生飢荒，盜賊橫行，瘟疫復起。村民乃向里港打鐵店王爺廟迎駕三王爺駐村

鎮邪，庇佑村落，果告平靜無事。村民為感激神恩，建廟於大埔頭，後因洪

水為患，乃遷至中大埔。民國三十五年重建，至今香火鼎盛。主祀三山國王。

例祭日為農曆二月二十五日。 

 

《臺灣地名辭書卷四：屏東縣》〈高樹鄉大埔村〉： 

乾隆五十五年（1790）建廟。嘉慶五年（1800）重修。同治五年（1866）遷

建。日治時代明治二十九年（1896）舊曆七月十四被洪水沖毀，菜寮庄民拾

起神像，並在菜寮庄興建三山國王廟。26 

 

                                                 
25 《高樹鄉志》，頁 403-404。 
26 黃瓊慧《臺灣地名辭書卷四：屏東縣》〈高樹鄉大埔村〉，頁 308-3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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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采秀在〈高屏地區客家聚落的發展〉（1997：230）
27中提到菜寮村有三山國王廟

（建廟年代不詳），沒有說明大埔三山國王廟。至於大埔村受訪者大都認同沿革

碑上所記載，東振居民知道有兩座三山國王廟。故大埔村與菜寮村對於三山國王

建廟過程存在不少疑點與紛爭，這影響了日後村落間信仰圈與祭祀圈的變動與遷

移。 

 

      
私宅內奉祀的三山國王（東振村） 

 

福德祠 

臺灣的移民開拓與定著過程中，人與土地有著密不可分的依存關係，土地公

信仰即深入到每一個角落，守護著村落與村民，同時土地公廟（福德祠）位置代

表聚落的發展與變遷。人與土地、土地與土地公、土地公與人，三者間是相生相

輔的。土地公廟是聚落裡最普遍的廟宇，在客家聚落常稱土地公為「伯公」，稱

土地公廟為「伯公下」。 

 
東振村 

    老庄（東振、東興）方面有八個土地公廟，位置如下。 

                                                 
27 蔡采秀〈高屏地區客家聚落的發展〉，頁 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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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料來源：曾坤木，〈水利與聚落遷移－以六堆高樹老庄為例〉，頁32。 

 

〈榕樘伯公〉是高樹老庄歷史最悠久的土地公廟，又稱〈開庄伯公〉。因有三棵

大榕樹非常茂盛，旁邊擁有一魚塘，故又稱「榕塘伯公」，位於老庄西南側。 

 

 

＾
榕
樘
伯
公
﹀ 

重
修
紀
念
碑
： 

蓋
…
…
我
庄
在
乾
隆
三
年
開
基
於
西

柵
門
…
…
。 

  

明
治
四
十
三
年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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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
為
南
興
伯
公
∣
伯
公
石 

左
為
香
藤
伯
公
∣
伯
公
像 

 

伯公的信仰祭拜活動，除了「伯公」生日（農曆二月初二與農曆八月初二）外，

尚有「祭（拜）伯公」與「還福」，一年計有四次祭拜活動。老庄「伯公」祭拜

區域限定在東興村第八鄰到第十五鄰及東振村第一鄰到第九鄰28。東振老伯公有

專屬的「福德會」，有田產與魚塘出租的收入作為祭拜活動資金來源。 

 

福德會（神明會）是一種宗教信仰組織，先民陸續從粵東渡海來台，為祈求

神恩護佑、風平浪順，或居台人士有所精神寄託，會供奉神明（土地公），並成

立組織，穩固其庄頭或地盤。福德會基於同鄉、同村情誼，均認同某一特定神明

（土地公），其通稱為「會」、「社」，亦稱「嘗」、「亭」，福德會會員或信徒，集

資購置財產於登記於福德會，用其收入辦理福德會祭典活動。  

 
大埔村 
   大埔村最早的福德祠位於大埔頭，在清咸豐四年（西元一八五四年）建成。

                                                 
28 東振村第十鄰到第十三鄰為虎盤新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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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
建
福
德
祠
樂
捐
芳
名
如
左
…
… 

  

舊
祠
咸
豐
四
年
︵
一
八
四
五
年
︶
吉
旦 

民
國
七
十
二
年
癸
亥
年
八
月
初
五
日
竣
工 

 

地舊垂福 

喬圓           壺方

福
地
陰
陽
合 

  

年
豐
俎
豆
盈

第一次參訪大埔頭福德祠時，為該祠在農曆正月二十八日；國曆二月二十五

日（西元二００六年）前往車城福安宮進香之次日，福德祠內外經過裝飾彰顯進

香盛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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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埔的福德祠，信徒敬祝「福德正神聖誕千秋」 

     
 

大埔村（中大埔）長

壽橋旁的中大埔福德

祠，下為灌溉水圳 

中大埔福德祠內信徒

敬奉壽禮（農曆二月

初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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虎盤新村 

    大陳義胞來高樹定居後，在虎盤新村原高樹國小虎盤分校旁廣場集資興建了

一座福德祠。 

 

     
                        新村居民興建的福德祠 

 

 
 

虎盤福德祠內主祀神為土地公外，尚有眾多神像，其因為百畝新村的五顯廟

曾遭祝融之災，災後便把完好與部分受損神像暫安奉於此。 

私人設立的義玄宮 

方四佑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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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顯宮 

     
          藍衫者為大陳婦女                      圓醮法會 

百畝與虎盤新村居民集資重建五顯宮（廟），於二００六年五月九日舉行圓

醮大典，圓醮會場外熱鬧非凡，來參與的信徒大多是講閩南語（新村居民），東

振與百畝的地方人士也出席參與盛會。 

 

       
 
孔子廟一側有功德堂：功德堂置放許多牌位，大多是無主牌位，在這裡沒有後嗣

的同胞們，過去後有地方安身。F

29 

 
 
 

                                                 
29 《新村訪問節錄》，2006。 

五顯廟旁有建一座孔子廟， 

主祀至聖先師孔子。 



 39

東振村、大埔與大陳新村居民各自興建福德祠，且在固定節日去祭拜福德

祠。此地居民多不會跨越村界去拜其他村落的福德祠，福德祠祭祀圈可以說象徵

了族群與文化間的界線。另外東振村並沒有村（庄）廟，但有福德會組織村民進

行信仰祭祀活動。若以大埔三山國王廟、老庄福德會與新村五顯宮為聚落祭祀中

心，大致可劃分下列祭祀圈。 

 
筆者依據《經建版》〈二萬五千分之一〉地形圖繪製 

 

村名 祭祀中心 範圍 

大埔 三山國王廟 大埔村 
百畝、虎盤 五顯宮 百畝、虎盤村 

老庄  福德會F

30
F 東興村八鄰至 

十五鄰 
東振村一鄰至第

九鄰 
 

                                                 
30 據曾坤木研究：迎神順序由爐主家、經復興、北據、觀音、王爺、榕樘伯公、南興伯公、帝

爺、佛主、禾坪、到東興伯公下止。石城伯公另外成立神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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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與社區 

國民教育 

現今大埔與東振村除了私人幼稚園與托兒，所外並無任何教育學校。兩村國

小學童均至高樹村的高樹國小上學，國中則改至高樹國中，高中需至外地求學。 

 

高樹國小沿革 

年代 
（民國） 

沿革 

民前 4 年 阿里港公學校東振新分校 
民國 2 年 東振新公學校 
民國 10 年 高樹公學校 
民國 30 年 高樹國民學校 
民國 39 年 縣立高樹國民小學 

資料來源：高樹國小 

 

    民國四十四年大陳義胞來到大埔與東振地區後，由於族群間常有摩擦，孩童

上學時常有衝突發生，加上新村距離高樹國小有段距離，故在虎盤新村設立高樹

國小虎盤分校，提供義胞子女求學。《六堆客家鄉土誌》記載：高樹國小虎盤分

校一所F

31
F。 

 

 

                                                 
31  鍾壬壽，《六堆客家鄉土誌》，頁 428。 

左排屋舍為「高樹國小虎盤分

校」舊教室，裁校後移作老人

長青會使用，每週二、四、六

東振村客籍人士會來此地娛

樂、唱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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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樹國小畢業後，早年升學須到里港初中。大埔與東振居民在訪問過程中，

均談到學生至里港初中頗為艱辛，一遇到狂風大雨就難以前往里港（里港中學高

樹分班成立時，舊高樹大橋F

32
F尚未興建）。民國四十五年方成立高樹分班。 

 

高樹國中 

年代 
（民國） 

大事記 

45 年 籌設里港中學高樹分班

46 年 高樹分校教室啟用 
50 年 獨立為高樹初級中學 

 

高樹分班（分校）的興建與成立，著實給予大埔與東振村居民教育的自主與

便利。義胞子女同樣地也能進一步升學，不過民國四五至六０年代族群關係緊

張，老庄與新村的學童仍起衝突。 

東振村民F

33
F：他們都拿河川地石頭丟人，我們也不能老是挨打，這邊拿木棒來嚇

大陳島人。 

虎盤村民F

34
F：裡面（老庄）客家人不太友善，看到我們就叫大陳鬼來了！除了取

笑我們，也會動粗。 

 
隨著時代變遷，衝突的情況逐漸消，取而代之的是班級數減少，聚落間難有

成群學童下課結伴的情景，新村則不見學生們的蹤影。 
 
 

社區活動 

當文建會在臺灣各地如火如荼推展一鄉一特色與社區總體營造時，高樹鄉部

分社區開始進行社區總體營造的工作，透過高樹地方產業交流中心的協助，東振

                                                 
32 舊高樹大橋民國五十年初正式通車。 
33 《東振訪問節錄》，2006。 
34 《新村訪問節錄》，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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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規畫傳統守舊的老庄如何氣象一新，再打造新家園時又能蘊涵客家文化精

神，因此透過在地居民的集思與協力後，成功讓老庄注入新的活力。東振社區成

功的經驗，也為大埔社區的借鏡之一，大埔社區正努力營造出自我的特色。 

 

  資料來源：江嘉萍F

35 

 

         

 

高樹鄉目前十九個行政村，二十一個社區社區發展協會，鹽樹村增設新厝及

大陳社區。 

                      

協會名 現任理事長 成立日期 

東振社區發展協會 沈勁昇 81.04.15 
大埔社區發展協會 劉春錦 81.04.30 
大陳社區發展協會 盧加購 81.07.14 

 
                                                 
35 江嘉萍，〈東振社區－以巨石打造和平公園〉，2005。 

東振攜手村民打造和

平公園 

右
為
榕
樘
伯
公
廣
場 

左
為
西
柵
門
外
魚
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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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振社區是一個半封閉的地域組織，各夥房緊鄰著如同棋盤般，但大埔社區

由於各聚落間距離偏遠、範圍狹長，社區改造實屬不易，故需更多居民的協助與

經費的支持F

36
F。 

大陳社區的情況與大埔社區相類似，五個新村分佈在三個行政村（大埔、東

振、鹽樹），新村距離更加遙遠，且人口稀少又多老弱婦孺，社區活動難以推行。 

我們（百畝、虎盤）的居民很少參與社區活動，因為距離太遠了，重陽節時 

會去參加大陳社區的活動，其他時間就在這。東振社區有活動，理事長、村長他

們會來邀請，但是語言往往不通，民俗習慣也不太一樣。F

37 

虎盤村民：五十年來我只參加過一次東振社區的活動！ 

百畝村民：我聽不懂客家話，他們在唱歌（客語歌），我就不會去。 

 

        
                                                 
36 《大埔訪問節錄》，2006。 
37 《新村訪問節錄》，2006。 

右
為
百
畝
路 

左
為
虎
盤
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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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關鍵字：小稱詞、自主音段、異化現象、音韻理論、客家 

 

1. 研究目的 

完成南台灣六堆地區的客家話語言地圖及網站。 

台灣的客家話種類繁多，各地方音相差極大，有些竟到互不溝通的地步。1比如說，以四縣話為母語者，

肯定無法聽懂饒平或詔安的客家話。一般而言，台灣主要的客家方言有四縣、海陸、饒平、詔安、東勢、

卓蘭 2、及少數的永定客家話 3。 

南部地區的客家人主要分佈在高雄縣與屏東縣，雖在不同的行政區域，精神上卻共榮辱，合稱為「六

堆」。此名肇始於朱一貴事件，當時的先賢杜君英為護衛客家人的生存，回鄉徵召義勇，分為六隊。亂平之

後，為維持患難與共的精神，改稱六堆。六堆分別為今屏東縣竹田鄉的中堆，麟洛、長治鄉的前堆，內埔

的後堆，新埤、佳冬的左堆，高樹與高雄縣境內的美濃、六龜、杉林合稱的右堆，及位在大後方的先鋒堆

─萬巒鄉。六堆的客家人沿高屏溪而居，過著晴耕雨讀、與世無爭的生活。他們說的都是四縣客家話，不

過由於長期的分地而居，內部的客家方言也開始出現差異。至於有哪些差異，迄今並未有詳細的研究，因

此本計畫乃以後面六個指標音（a）［⎞］元音的有無，（b）名詞詞尾是［√ε］或［√ι］，（c）［ιαν］韻母的變

異：［ιαν］或［ιεν］的語音分布，（d）［ιεν］、［ιεν］兩個聲母的混用，（e）［η］聲母是否顎化成［ ⎭−−− ］，

以及（f）［κ、κΗ］在［ι］之前是否會顎化成［τ⎭、⎭Η］為基礎，逐一到六堆的每個客家村落去做田野調

查，以畫出區分地圖。 

 

2. 研究方法 

本研究才用四種研究方法： 

(a) 田野調查法(The field-work method)，以調查字表到每個六堆地區的客家村  落，逐一錄取口音，以

做為語音差異的劃分基礎。 

(b) 質的分析法(Qualitative method)，基本上是以自主音段的音韻理論(Autosegmental Phonology,Goldsmith 

                                                 
1 我自己在南部難得聽見海陸客家話，1991 年到桃園中壢參加「客家文化學術研討會」才第一次聽到海陸客家話，一直沒辦法

聽懂。會議兩天之後，才能聽懂一些。後來初次聽到詔安客家話，又費了一週左右才聽懂。所以，台灣各地的客家話的確是很難

互相溝通的。依據社會語言學的理想，「無法相互溝通的」的兩個語言，應該不能算是「方言」(dialect) 
2 卓蘭地區的客家話也很混亂，大多以東勢腔為主，染有很深的四縣和海陸客家話及閩南話的特性，詳細的討論，請參見徐瑞珠 
2004。 
3 請參見李厚志 2003。 



1976, Kenstowicz 1994)為基本架構，以語音分析法(phonetic analysis)為輔助，從聲學的分析之中斷定

南部客家各個語音的音值，這是台灣迄今唯一使用電腦聲學分析程式 Praat 來做聲學分析的客家研

究，之所以需要這樣做，不外乎兩點：(1)掌握機器及人耳之間在於語音覺識(sound perception)的正確

性，(2)建立可靠的聲母圖位，供未來的研究做基礎。 

(c) 社會語言學(socialinguistics)上的層次研究(social stratification)及區域研究(regional studies)的結合。要真

確地區辨方音的差別，必須要從地區的差別開始，詳細地考察語音變異的分布及其影響。而最重要

的還是要進一步瞭解社會縱向結構的差異所帶來的語音差別，例如受到國語普遍推廣的影響，許多

年輕的客家子弟的客家語音必然會有改變，但是如何改變？有否方向？能否尋出類型(patterns)？這

些問題，均必須透過拉伯夫(William Labov)所提出來的社會層次結構對於語音影響的分析架構，才

能有效地掌握方音的變異規律（詳細請參閱鍾榮富 2006）。 

(d) 語言地圖繪製的理論架構(Framework for Linguistic Atlas)，這是 David Crystal 長期浸潤於語言地圖而

逐漸建立起來的架構，後來 William Labov 在做北美地區美語的腔調分布地圖(2006)時，認為語音或

語彙都可以成為語言地圖繪製的基礎。也因為如此，在繪製南部客家語言地圖之時，遵循的就是

Labov 的方法和架構。 

 

 

 

 

 

3. 研究之理論分析架構 

基本上，本研究所採用的分析架構是自主音段的音韻理論(Autosegmental Phonology,Goldsmith 1976, 

Kenstowicz 1994)。其特點是講求多線式的表現(multi-linear framework)，例如在自主音段的音韻理論架構

之內，音韻表現是為多層次（multi-linear）：（σ = 音節，O = Onset = 聲母，R = Rime = 韻母，N = Nuclear 

= 韻核，C = Coda = 韻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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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節架 ( Syllable tier ) 
 
 
 
 
 
 
 
 
 



 
 
 
 
 
 
 
 
 
 

理想上，每個音架（phonological tier）上均有其自主性，且每個音架之間有連接線（association line）

做緊密的連接。在這個架構之下，語音規律的寫法及其運作也是多線式的，例如要解釋(2)的韻尾展延現象： 

 
（2） 「阿」［α］在其他音節之後 

    a. 好忙啊     ηαυ   μαΝ  Να 
b. 好慢哪     ηαυ   μαν  να 

      c. 好快呀     ηαυ   κηυαι  ια 
d. 好好哇     ηαυ  lαυ   υα 
 

我們把(2)和［αν］「安」的差別，看成[an]之前沒有聲母之位置，而(2)卻有，所以會有韻尾延展（coda spreading）

的現象： 

（3）韻尾延展 

 
 
 
 
 
 
 
 
 
 

換言之，只要是後面音節有個「漂浮聲母」，前一音節的韻尾即會延展過來。這種分析架構使我能很有

效地掌握語音規律的運作。 

其次，我們也才用聲學分析法(acoustic analysis)，例如要區分六堆地區的客家話在［ve31］和［we31］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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