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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家童謠、山歌與詩詞之美 

李 源 發 博士 

『筆耕鄉土農村曲，吟唱詩賦客家情』 
一、客家俗諺、師傅話、童謠 
二、客家山歌—老山歌、山歌仔、平板、小調 
三、客家農村詩頌（創作詩詞） 
      耕田篇、耕山篇、節慶篇、兒時篇 
      古老行業篇、農村生活篇、農產篇、山水篇 
四、結語 
 
學歷： 1. 國立中央大學 機械工程博士 
       2. 美國紐約科技大學 機械工程碩士 
 
現職（1）中山科學研究院 系統工程組組長 
       （2）大學兼任助理教授  
 
著作與創作： 
1. 國內外科技、工程、材料等學術期刊與學術會議論文二十幾篇。 
2. 『相思火炭』客家農村七言詩，武陵出版社，2003 年 10 月。 
3.『黑金礦工的悲情』，苗栗文獻二十八期，2004 年 6 月。 
4. 詩詞創作百餘篇…….. 
 
一、 客家俗諺、師傅話、童謠 
1.1 客家俗諺： 

 自家斧頭削毋著自家柄。（易子而教） 
 爛泥敷毋上壁（扶不起的阿斗） 
 盆頭詏到缽（強辯） 
 大鑊吂滾，細鑊拋拋滾（行家未開口、晚輩聒噪不已） 
 上夜想千條路，天光本本磨豆腐。（勸人安分守己，不要胡思亂想） 

1.2 師傅話（比喻） 
 啞狗堵著啞狗──無話講 
 矮牯仔看戲───跈人笑 
 菜籃水────無彩工 
 刀切蕹菜────兩頭空 
 火燒豬頭────面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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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蝦公過河────打卵退 
 爛菜籃─────壞底 

 
1.3 童謠  
1、阿豬伯 
阿豬伯  阿豬伯  尸胐擘到兩三析  醃缸裝  石頭磧  煮清湯  請人客  人客

食到嘴擘擘 
 
2、月光光 
月光光  秀才郎  騎白馬  過蓮塘  蓮塘背  種韭菜  韭菜花  結親家 
親家門口一口塘  畜鯉八尺長  長拿來煮酒食  短拿來討脯娘  
 
二、客家山歌—老山歌、山歌仔、 平板、小調 
 
老山歌 
錫打禁指金包皮  ㄧ心打來送分妳 
實言實語同妹講  心中有惜妹毋知 
 
山歌仔 
郎在門前把眼瞭  妹在房中用手招 
親娘問做麼介  講想睡伸懶腰 
 
平板 
入山看到藤纏樹  下山看到樹纏藤 
藤生樹死纏到死  樹生藤死死也纏 
 
油桐花開（桃花調） 
（男聲）      桐花開來滿山白…………. 
   阿哥邀妳桐花祭 
   一帶妹來鳴鳳道 
   二採桐花分妹戴 
妹呀妹 三來 妳知阿哥心（那）意（呀得又） 
（女聲） 鳴鳳阿哥你（樣）按知 
  知得桐花開滿山 
  古道路上花滿地 
  行入雪白桐花路 
哥呀哥 妹知你个情（那）意（呀得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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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文書院（老山歌） 
晴耕雨讀習漢文  先生教認童蒙書 
老嫩大細跈背念  東問西揣加注音 
三字經來人之初  四言雜字客家話 
祖宗智慧傳子孫  聲聲傳遍客家庄  
 
落水天 
落水天  落水天  水點打到 
身邊 打濕衣衫無所謂喲 
多雨水好耕田哦！ 
落水天  落水天  屋簷水喲 
跌跌 拿起水桶來裝水喲 
裝雨水好洗身哦！ 
落水天  落水天  水點诼到 
雞羊濕濕 趕遽拿起把來喲 
躩雞鴨羊入竇肚哦！ 
落水天  落水天  拿起钁頭 
巡田塍去 看到雨水廕落禾頭 
今年收成望天公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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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源發 

膨 風 茶 
 

人个茶園靚噴噴，个著燃又貼貼； 

人个葉大筍標標，个兩皮合一心。 

人个茶裝淰淰，个一日摘兩斤； 

人个摘來賣茶菁，个捏來做膨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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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用拼音 

Pon fún cha 
Ngin ge cha yien gian pun pun, 

ngai ge chòk yien yiu diàp diàp. 

Ngin ge yiap tai sùn beu beú, 

ngai ge liòn pi gàk yìt sím. 

Ngin ge cha lùi zon nem ném, 

ngai ge yìt ngìt zàk lìon gín. 

Ngin ge zàk loi mai cha chían, 

ngai ge nèt loi zo pon fú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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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語譯文 
膨風茶 

人家的茶園綠油油， 

我家的茶園著了蟲害又發育不良； 

人家的茶葉長得大而標起， 

我家的茶葉只長出兩葉一心。 

人家的茶葉裝滿茶簍， 

我家的茶葉一日只能採兩斤； 

人家的茶葉採來賣生茶菁， 

我家的茶葉只好捏來做“膨風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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詞語解釋 
1.人个（ngin ge）：人家的。 

2.靚噴噴（gian pun pun）：非常茂盛漂亮、綠油油的、好像茶葉往上噴出，亦

有形容茂盛用『靚絨絨』稱之，形容茶葉茂密狀。 

3.个（ngai ge）：我的。 

4.著燃（chòk yien）：因茶葉被浮塵子（茶小綠葉蟬）之蟲害，造成發育不良，

滿園茶葉呈金黃色，如被火灼過，稱為『著燃茶』。 

5.貼貼（diàp diàp）：與茶樹梗粘著似的，因茶葉發育不良，葉牙生長時不會

標起，且僅摘一心兩葉，不易摘下，而形容其『貼貼』。 

6.筍標標（sùn beu beú）：茶葉嫩芽長得長長、高高的，好像飆起來似的，形

容茶葉茂盛。 

7.兩皮合一心（liòn pi gàk yìt sím）：兩片葉子和一根嫩心。 

8. 淰淰（nem ném）：滿滿。 

9. 茶（cha lùi）：茶簍子，裝茶葉之竹簍。 

10. 茶菁（cha chían）：剛採下綠油油生茶葉之統稱。 

11. 膨風（pon fún）：膨風茶、東方美人茶、白豪烏龍或著燃茶。 

 

後記 

2002 年 7 月 7 日參加新竹縣北埔鄉膨風節，有感小時家裡務農，跟

著父母種稻、種茶、作茶、燒木炭，雖然現在沒有繼續從事上述工作，回

憶起三四十年前童年生活，兒時景象歷歷在心頭，憶想起小時候採著燃茶

（膨風茶）之情景，而作此膨風茶詩謠，並將所知之膨風茶介紹於後，讓

大家認識客家莊之膨風茶。 

 

膨風茶之由來 

茶葉一年可採四至五次，依採收時節可分為春茶、夏茶、六月白、

秋茶與冬茶，在台灣北部冬茶要看大陸冷氣團早到或晚到，如九降風（大

陸吹來之西北風）過早到來則冬茶恐怕收成不了，雖然全省從北到南由東

到西皆可看到茶園以及各式各樣之茶葉，如綠茶、紅茶、烏龍茶、包種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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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茶等等，惟獨膨風茶僅產於桃竹苗山地與丘陵地區，為竹苗客家莊獨有

之特殊茶也。 

膨風茶有數種稱呼，目前所知之稱呼有因英國女皇喝了讚不絕口之

『東方美人茶』，新竹地區茶農因茶香味好到有點膨風（吹牛）過頭了，

而稱之為『膨風茶』，苗栗地區因茶葉被浮塵子蟲害，造成發育不良，滿

園茶葉呈金黃色，如被火灼過似的，稱之為『著燃茶』，而一般茶莊因其

一心兩葉做成，葉心呈現白茸茸狀，而稱之為『白毫烏龍』。 

 

膨風茶介紹 

膨風茶一年僅產一次，為每年端午節前後才有之特殊時節性茶，是一

種奇特的台灣夏茶，需要在無空氣污染、背風、高溫、潮濕、日照充足的

多重條件下生長，且栽種不可施化學肥料與灑農藥，以利浮塵子附著吸吮

（俗稱著燃），使葉片自然變質，才能產生膨風茶的奇特風味，如氣候雨

水與浮塵子蟲害不佳，做出之膨風茶必然色香味大大失色。 

膨風茶必須以人工採摘，不可以以機器採收，以「一心二葉」做出之

膨風茶最佳。茶青依傳統製茶方法精製茶葉，每一步製作過程都必須小心

謹慎，如一不小心就會破壞膨風茶獨特之風味。因其生長條件的嚴苛，加

上手工製法的考究，所以目前只有新竹苗栗地區出產膨風茶，且產量非常

少，使膨風茶顯得異常珍貴。 

膨風茶之茶心絨毛肥厚、芽尖帶白毫，枝葉連理且蓬鬆，呈現白、綠、

黃、紅、褐五色，猶如花朵風姿婆娑為其特色。經烘焙做成之茶葉，茶色

如琥珀般透明溫潤，茶香中透出熟果和著蜂蜜的芬芳，泡一壺膨風茶，隨

著騰騰熱氣散發出天然蜜味與熟果香味，茶湯入喉甘潤香醇，飲後必然口

齒留香，滋滋生津，令人回味無窮！  

 



 
 

客家原鄉與台灣：變與不變 

一、 原鄉 

1. 地形破碎 

2. 族群多 

3. 邊陲文化 

4. 中原傳統，重農、耕讀持家、拜祖 

二、 台灣 

1. 族群多 

2. 政權更換多 

3. 移民社會， 

4. 商貿性質，商重於農 



客家民間信仰：以義民爺  
信仰為例

林本炫

國立聯合大學經濟與社會研究所副教授

97.10.16



台灣宗教信仰的基本分類

民間信仰

佛教

道教

基督教

天主教

一貫道

其他宗教

新興宗教



台灣宗教信仰的版圖和變遷
各種信仰的人口比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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什麼是「民間信仰」？

界定「民間信仰」的困難

「民間信仰」不是一個宗教認同名稱，

更不是民眾日常生活中使用的名詞。

民間信仰和佛教、道教，常常容易產生混淆



如何區分信仰類別？

從禮拜場所的名稱看信仰類別：（佛）寺、
（神）廟、（道）觀

從崇拜對象看信仰類別：佛、神、仙



主要的客家民間信仰

三山國王

義民爺信仰

伯公（土地公）

巧聖先師（東勢）

慚愧祖師（南投）



神格的誕生

神格概念的解釋：同神異稱、異神同稱

神格和神像的區分：一個神格不一定有神像。

一個神格的神像可以有好多個：媽祖神像的
多重性。分靈神像／分香子廟



神格出現的主要來源：

神話（民族神話／圖騰信仰、民族保護神、宇宙創
造的神話）、

歷史與集體意識（歷史神格所表現的幾個倫理面
向）：岳飛、關帝、鄭成功、中山真人、中正真人、
蔣公王爺崇拜。

精靈信仰（泛靈論）：宇宙論（造物主、最高神）
mana，道（抽象的宇宙論）

母性崇拜（和宇宙論有關）：母性孕育一切。（大
地和母性的比擬）

中國華南的厲鬼信仰（無祀的有應公、大眾爺）



華人民間信仰的主要元素

神（有德者死後為神）

鬼（人死為鬼）

祖先（有祀的家鬼）



神格、倫理以及靈力（靈驗）  
之間的關係

高級神格越是關注集體的利益。

高級神格所帶有的倫理性格，對於邊緣性的
要求不會理睬。＝＞大家樂和六合彩的簽賭
當中，邊緣性的神格廟宇（哪吒、濟公，以
及有應公、大眾爺等的興盛）



台灣各族群的保護神

漳州人：開漳聖王

泉州人：保生大帝

客家：三山國王？義民爺？

族群保護神的衰落和興起



神格的提升

媽祖一開始是受到官方禁止的「淫祠邪祀」

福建人平亂有功，福建人的媽祖信仰受到皇
帝冊封。

關公信仰在清代受到官方提倡。

漢人社會中神格的提升和宗教內在的邏輯有
關，但也和政治力有密切關係。



祭祀圈和信仰圈

岡田謙最早提出「祭祀圈」的概念

台灣學者溫振華、林美容等人加以開展。

近來受到張珣等人的批評

正神神格通常有一定的祭祀圈

祭祀圈的定義：祭拜同一主神的一定範圍、
收丁口錢、共同的儀式活動（廟會）



客家義民爺信仰

義民並非客家獨有

義民爺信仰則為客家特色

為何是義民爺信仰，而不是三山國王，成為
客家信仰的標記？=>歷史意識與自然崇拜
的對比



苗栗的義民爺信仰

苗栗的義民信仰的神格型態和新竹義民爺
是否有所不同。

義民爺信仰是否具有神格上的多樣性？
（借用David Jordan的「神、鬼、祖先」
的理論）還是如有些人所言，義民爺是客
家人的「忠烈祠」？

苗栗縣市各家義民廟皆無神豬比賽，但是不

反對信徒奉獻大豬來拜，另有大雞比賽。



義民爺神格上的多樣性

根據目前得到的田野資料，苗栗各家義民廟的主委或廟
祝對此問題看法分歧。

獅潭義民廟認為義民爺是陰的，婦女不帶小孩來祭拜，
頭份義民廟認為和媽祖等神明類似，都是人死了以後，
被敬拜而成神。

David Jordan的「神、鬼、祖先」的理論可相當程度
的詮釋此一現象。

渡邊欣雄（2000：111-135），鬼由於有變化而能夠
變成神和祖先的動態的神明觀。



苗栗縣義民廟祭祀行事曆
類別 廟名 主神名稱 上元 中元 下元

☉ 三灣三元宮

 暨褒忠

 祠

義民爺 　 　 　

　 三灣五穀宮 五穀大帝 　 7/21-23 　

☉ 大湖昭忠塔

 義民廟
義民爺 清明 7/24普渡

25吃福
　

☉ 南湖護安廟 義民爺 2/18義民爺誕辰 7/26普渡
27吃福

　11/20

　 苗栗義民廟 褒忠義士眾諸

 公
3月迎媽祖 7月15日 11/24廟宇改建

 主神圓廟日

☉ 獅潭義民廟 義民爺 元宵節媽祖繞

 境
7月15日 10月21日

☉ 頭份義民廟 義民爺 4/8-9媽祖出巡 7/16-20普渡 11月義民爺紀念

 日



討論神格的幾項參考指標

民眾認知

廟的祭祀空間配置

儀式：紙錢種類、繞境儀式



神格指標

民眾認知

從訪談所得到的訊息，對義民廟的看法多認為
其為陰，其位階非常低，義民爺和好兄弟差不
多，越偏僻的鄉區，此種看法越多。例如大湖
鄉護安廟的三位村長與廟公等皆持此看法，頭
份的爐主則認為是客家人的烈士。神格高低認
知和廟宇的型態、大小有關。



神格指標

儀式：紙錢種類、出巡繞境
紙錢種類：紙錢的使用是民間信仰的重要特點，祭祀不
同神明用不同的紙錢，亦可由此看出義民爺的神格位階。

繞境儀式：義民廟亦有舉行繞境儀式，但是並非由義民
爺出巡，苗栗幾家義民廟包括頭份、獅潭、苗栗市都是
請來媽祖出去繞境，但是媽祖平常並不駐錫在該廟，此
點亦為一項觀察重點。其可能的意義是是義民爺為陰神
（陰神出巡之例有王爺繞境) ，因此不請之出巡，但為
了合境平安的宗教需求而演變成商請媽祖廟來共襄盛舉。
此點尚待更近一步研究。



客家義民信仰

是孤魂野鬼還是戰死英靈？

遊走於神、鬼、祖先之間？

不同族群的史觀和立場：林爽文事件是反亂，還是
「農民革命」？義民軍是保衛鄉土，還是助官方打
壓革命？

戰死、名稱、祭拜日期、神格名稱

奉飯、祭祀圈形成（十五大庄輪值）圖、繞境出巡
（1988首次）、分香子廟（信仰圈）、媽祖廟的
進香行為、嘗會（祭祀公業）



三灣三元宮廟旁之義塚



三灣五穀宮之信徒長生祿位



大湖昭忠塔義民廟



南湖護安廟各具特色之普渡供  
品



南湖護安廟參與普渡的年輕婦  
女



南湖護安廟普渡法師到村民家中誦經



南湖護安廟普渡儀式



南湖護安廟普渡儀式法師走上街頭
 

到民眾家誦經



南湖護安廟準備在去火化之紙  
錢



南湖護安廟爐主奉獻之牲禮



苗栗市義民廟大殿



苗栗市義民廟火化大士爺紙糊



苗栗市義民廟主祭的幹部



苗栗市義民廟信徒撿拾普施的物品



苗栗市義民廟參與普渡的民眾



苗栗市義民廟普渡儀式



苗栗市義民廟歌仔戲正上演



普渡儀式之法本



獅潭倡建者黃南球像



獅潭義民廟



頭份義民廟大殿



頭份義民廟之大士爺紙糊



頭份義民廟火化中的大士爺與歌仔戲



頭份義民廟主委主祭之超渡儀式開始



頭份義民廟阿婆擲筊問親人亡靈來
 

參加超渡否？



頭份義民廟普渡之壇城



頭份義民廟普渡儀式之牲禮



頭份義民廟等待領取紙錢的信  
徒



頭份義民廟義工正在清理火化的紙糊



頭份義民廟義工幫忙分私錢



頭份義民廟爐主主祭之普渡儀  
式



有真功夫的歌仔戲團在頭份義民廟的演出



1

一個客家社區之文化產業
運用祖先留下的特有山川景色

 發展無煙囟產業

國立聯合大學客家研究學院經濟與社會所

胡愈寧副教授



2

苗栗縣18個鄉鎮，各有獨到之人文、

　景觀特色。

特殊的地貌，高山到海洋，呈現不同風範。

溫泉、果園、 水庫、 漁港、 牧場、 老街、

　登山健行、 戲水弄潮、 苗栗通通有。



3

二條高速公路、西濱快速公路、

一條高速鐵路，

貫通南北東西向快速公路的通車，

苗栗已具備交通便捷的觀光旅遊條件。



4

山是水的靈魂，是台灣第一座沒有水門和水閘的水庫，

山水相映的風光、氣象萬千、純潔靜謐、超凡脫俗。



5

遠眺崇山峻嶺，行駛在弧形快速公路上，

南側丘陵、北側流水，青山綠水相互輝映，讓人永遠在心中定格。



6

奔馳在苗栗群山環繞的東西向快速公路上，感受到現代與大地在相

遇中自然融合，倘徉在它的懷抱中，充實我們內在的心靈，無形中

提升了精神層次。



7

後龍溪水蘊育了許多傑出的工、商、 政治領袖，也種出了聞名全國的金字良質米

面臨台灣海峽，土地肥沃，「龍港」 、 「外埔」兩處漁港漁產豐富，是獨具特色的

　“ 漁米之鄉 ”



8

曾經是能源供應的開採地，功成身未退

如今轉型成為 發展觀光的重要交通網路



9

貫穿一座山，換來兩地情，縮短城鄉差距。也讓苗栗泰安溫泉

不再是都會人想像的負擔，兩個山洞卻實現了夢想最近的距離。　



10

遠方山嶺隱約可見，後龍溪遼濶的水域，沿線展現出極佳的大地畫作。　



11

力 與 美 的 結 合



12

　　　　　百年視野，別人無法複製

唯一擁有山與水雙景的視野，自然優勢無法訂製仿冒，

大地風貌、開闊無人能比。　



13

水光瀲灩晴方好，山色空濛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妝濃抹總相宜。

這首蘇軾描寫西湖旖旎風光的「飲湖上初晴後雨」



14

苗栗獨特的資產，平視路盡頭，向前又一景　



15

海閩 、山客 是苗栗的住民組合

大家已溶為一體，客屬大橋只是提醒大家

“ 不要忘記客家文化的特色 ”



16

苗 栗 的 指 標

從中山高眺望新東大橋，特殊的造形景觀，苗栗到了。

可見主政者非常重視開發「無煙囟」工業，期望將 農業縣 蛻變成 觀光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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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權、民主與客家人權、民主與客家
 HUMAN RIGHTSHUMAN RIGHTS,, DEMOCRACY & HAKKADEMOCRACY & HAKK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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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大陸　中國大陸　48754875萬萬
◆◆台灣　　　台灣　　　460460萬萬
◆◆香港　　　香港　　　125125萬萬
◆◆澳門　　　澳門　　　1010萬萬
★★亞洲　　亞洲　　380380萬　萬　2121國家與地區國家與地區
★★美洲　　美洲　　4646萬　萬　

 
2121國家與地區國家與地區

★★
 

歐洲　　歐洲　　2020萬　萬　1616國家與地區國家與地區
★★

 
非洲　　非洲　　88萬萬

 
　　

 
1212國家與地區國家與地區

★★
 

大洋洲　大洋洲　66萬　　萬　　1111國家與地區國家與地區

■■總計　總計　11億億20002000萬　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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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SS
F   38%(N=73)      
PF 28%(N=54)         
NF 34%(N=67)



Taiwan generally respected the human 
rights of its citizens; however, there 
continued to be problems reported in 
the following areas: corruption by 
officials, violence and discrimination 
against women, trafficking in persons, 
and abuses of foreign workers 



C1 = Competitiveness
 
M = Mind power

I  = Intelligence               T  = Technology

K= Knowledge  S = Skill
a = attitude

a          
★

 
C2 =  (  K  +  S  )

★
 

C1 = M x I x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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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TITUTIONAL  DEMOCRACY

CONSTITUTIONALISM

HUMAN RIGHTS

CIVIL  
SOCIETY



http://www.hkcss.org.hk/pra/CivicSidewalk/csw.htm


以客家傳統忠義、勤奮、儉僕、愛好和平之精神和
 處事原則，致力政黨良性競爭、穩定政局、繁榮經
 濟、鞏固民主、弱勢優先、國家資源合理分配為宗
 旨，係全國性民主政黨。

黨主席 : 溫錦泉





JUSTICE.
A constitutional democracy promotes

· DISTRIBUTIVE JUSTICE. The fair distribution of the 
benefits and burdens of society. 

· CORRECTIVE JUSTICE. Fair and proper responses
to wrongs and injuries. 

· PROCEDURAL JUSTICE. The use of fair procedures 
in the gathering of information and the making
of decisions by all agencies of government and,

most particularly, by law enforcement agencies
and the cour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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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UMAN RIGHTSHUMAN RIGHTS 
----CONCEPTUAL ANALYSISCONCEPTUAL ANALYSIS

How To Be  A  Person?

The Moral Rights

尊 嚴 ＝ 目的 ＝ 價值
DIGNITY　　

 
PURPOSE　VALUE

尊 嚴 ＝ 目的 ＝ 價值
DIGNITY　　

 
PURPOSE　VALUE

HUMAN BEING



　　●●天賦人權天賦人權

　　　　●●人權不可契約分割或買賣人權不可契約分割或買賣

　　　　　　　　　　●●生命尊嚴完全相同生命尊嚴完全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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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FE

WISDOM

COMPETENCY

Human 
Be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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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images.google.com.tw/imgres?imgurl=http://www.webquest.org/questgarden/lessons/02460-050922124447/images/Aristotle.gif&imgrefurl=http://www.webquest.org/questgarden/lessons/02460-050922124447/process.htm&h=464&w=343&sz=47&hl=zh-TW&start=55&tbnid=_DUHARJWr59F_M:&tbnh=128&tbnw=95&prev=/images%3Fq%3DDemocracy%26start%3D40%26gbv%3D2%26ndsp%3D20%26svnum%3D10%26hl%3Dzh-TW%26sa%3DN




EQUALITY

圖表:平等的結構

對 等
PARITY

基本需求
 BASIC NEE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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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 AGREEMENTS ON HUMAN RIGHTSUN AGREEMENTS ON HUMAN RIGHTS

Universal Declaration of Human RightsUniversal Declaration of Human Rights
Covenant on Civil and Political RightsCovenant on Civil and Political Rights

Optional Protocol to the Covenant on Civil and Political RightsOptional Protocol to the Covenant on Civil and Political Rights
Covenant on Economic, Social, and Cultural RightsCovenant on Economic, Social, and Cultural Rights

Convention Against TortureConvention Against Torture
Convention Against GenocideConvention Against Genocide

The Geneva ConventionsThe Geneva Conventions
Convention on the Rights of the ChildConvention on the Rights of the Child

Convention on Elimination of Discrimination Against WomenConvention on Elimination of Discrimination Against Women
Charter of the United NationsCharter of the United Nations

http://www.un.org/


http://www.un.org/av/photo/subjects/images/14570.jpg
http://www.hrw.org/
http://www.hrw.org/english/docs/2005/03/21/russia10342.htm
http://www.hrw.org/europe/kyrgyzstan/0305/
http://www.un.org/
http://www.ohchr.org/english/
http://www.un.org/


http://61.60.74.9/


http://www.wretch.cc/blog/themovie1895/
http://www.wretch.cc/album/show.php?i=f12345678932&b=11&f=1170304596.jpg




■■為了反對和遏制「台獨」分裂勢力分裂國家，促進祖為了反對和遏制「台獨」分裂勢力分裂國家，促進祖
 　　國和平統一，維護台灣海峽地區和平穩定，維護國家　　國和平統一，維護台灣海峽地區和平穩定，維護國家

 　　主權和領土完整，維護中華民族的根本利益，根據憲　　主權和領土完整，維護中華民族的根本利益，根據憲
 

　　法，制定本法。　　法，制定本法。

中共反分裂法



■■世界上只有一個中國，大陸和台灣同屬一個中國，世界上只有一個中國，大陸和台灣同屬一個中國，
 　　　　中國的主權和領土完整不容分割。維護國家主權中國的主權和領土完整不容分割。維護國家主權

 　　　　和領土完整是包括台灣同胞在內的全中國人民的和領土完整是包括台灣同胞在內的全中國人民的
 　　　　共同義務共同義務。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國家絕不允許。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國家絕不允許
 　　「台獨」分裂勢力以任何名義、任何方式把台灣　　「台獨」分裂勢力以任何名義、任何方式把台灣
 　　從中國分裂出去。　　從中國分裂出去。

http://news.bbc.co.uk/1/hi/world/asia-pacific/country_profiles/1285915.stm
http://www.fas.org/nuke/guide/china/agency/index.html
http://www.fas.org/man/dod-101/sys/land/row/T-90II-1.jpg
http://www.fas.org/man/dod-101/sys/land/row/T-90II-2.jpg
http://www.fas.org/man/dod-101/sys/land/row/T-90II-5.jpg
http://images.google.com/imgres?imgurl=http://www.cpj.org/zimages/enemies00/jiang_web.jpg&imgrefurl=http://www.cpj.org/enemies/enemies_00.html&h=282&w=200&sz=19&tbnid=EefJeA2kMAUJ:&tbnh=109&tbnw=78&prev=/images%3Fq%3Djiang%2Bzemin%26hl%3Den%26lr%3D&oi=imagesr&start=2
http://journalism.berkeley.edu/projects/chinadn/en/images/_40055496_ap_speech203.jpg


■■台灣問題是中國內戰的遺留問題。解決台灣問台灣問題是中國內戰的遺留問題。解決台灣問
 　　題，實現祖國統一，是中國的內部事務，不受　　題，實現祖國統一，是中國的內部事務，不受

 
　　任何外國勢力的干涉。　　任何外國勢力的干涉。

http://www.gio.gov.tw/taiwan-website/av/ophoto/index_e00.htm
http://www.fas.org/man/dod-101/index.html




行政院客家委員會行政院客家委員會

■■行政院客家委員會補助地方政府推動客庄生活空間保存及再行政院客家委員會補助地方政府推動客庄生活空間保存及再
利用計畫作業要點利用計畫作業要點

■■行政院客家委員會獎助客家學術研究計畫管制考核實施計畫行政院客家委員會獎助客家學術研究計畫管制考核實施計畫
■■行政院客家委員會推動客家特色產業創新育成補助作業要點行政院客家委員會推動客家特色產業創新育成補助作業要點
■■行政院客家委員會推動客家特色產業創新育成補助計畫督導行政院客家委員會推動客家特色產業創新育成補助計畫督導

評核要點評核要點
■■行政院客家委員會推動補助大學校院發展客家學術機構計畫行政院客家委員會推動補助大學校院發展客家學術機構計畫

督導評核要點督導評核要點
■■行政院客家委員會獎助客家研究博碩士論文作業要點行政院客家委員會獎助客家研究博碩士論文作業要點
■■行政院客家委員會補助購藏客家相關圖書資料作業要點行政院客家委員會補助購藏客家相關圖書資料作業要點
■■行政院客家委員會獎助客家學術研究計畫作業要點行政院客家委員會獎助客家學術研究計畫作業要點
■■行政院客家委員會補助大學校院發展客家學術機構作業要點行政院客家委員會補助大學校院發展客家學術機構作業要點
■■行政院客家委員會客家優良出版品補助作業要點行政院客家委員會客家優良出版品補助作業要點

http://www.hakka.gov.tw/Law.asp?UploadID=14&LayoutID=109&ArchivesID=10393
http://www.hakka.gov.tw/Law.asp?UploadID=14&LayoutID=109&ArchivesID=10393
http://www.hakka.gov.tw/Law.asp?UploadID=14&LayoutID=109&ArchivesID=10393
http://www.hakka.gov.tw/Law.asp?UploadID=14&LayoutID=109&ArchivesID=9482
http://www.hakka.gov.tw/Law.asp?UploadID=14&LayoutID=109&ArchivesID=9181
http://www.hakka.gov.tw/Law.asp?UploadID=14&LayoutID=109&ArchivesID=9179
http://www.hakka.gov.tw/Law.asp?UploadID=14&LayoutID=109&ArchivesID=9179
http://www.hakka.gov.tw/Law.asp?UploadID=14&LayoutID=109&ArchivesID=9172
http://www.hakka.gov.tw/Law.asp?UploadID=14&LayoutID=109&ArchivesID=9172
http://www.hakka.gov.tw/Law.asp?UploadID=14&LayoutID=109&ArchivesID=8915
http://www.hakka.gov.tw/Law.asp?UploadID=14&LayoutID=109&ArchivesID=8130
http://www.hakka.gov.tw/Law.asp?UploadID=14&LayoutID=109&ArchivesID=8129
http://www.hakka.gov.tw/Law.asp?UploadID=14&LayoutID=109&ArchivesID=8128
http://www.hakka.gov.tw/Law.asp?UploadID=14&LayoutID=109&ArchivesID=7920


語言類：含客語研究及推廣利用等。
文史類：含文史研究、保存及推廣利用等。
文學類：含客家文學創作、編纂等。
藝術類：含客家音樂、戲曲、舞蹈、演唱、

繪畫、雕刻、工藝創作等各類藝術創作等。
公共事務類：

含媒體傳播、產業發展、社區營造、
社會公益（含人權、環保）等。

海外推廣類：含海外客家文化及事務推展等。
青年參與類：含青年創作、傳承或參與客家相關文化及事務等。



JUSTICE. 
A constitutional democracy promotes

· DISTRIBUTIVE JUSTICE. The fair distribution of the 
benefits and burdens of society. 

· CORRECTIVE JUSTICE. Fair and proper responses
to wrongs and injuries. 

· PROCEDURAL JUSTICE. The use of fair procedures 
in the gathering of information and the making
of decisions by all agencies of government and,

most particularly, by law enforcement agencies
and the courts. 

DEMOCRACY & HUMAN RIGHTS



SOCIAL CHANGE &TRANSITIONAL SOCIETIESSOCIAL CHANGE &TRANSITIONAL SOCIETIES

Traditional Society Transitional Society Modern Society

LOW

HIGH

LEGITIMACY LAWMORALITY LEGITIMACY

FORMALISM



CULTURAL LAG CULTURAL LEAD

FORMALISMANACHRONISTIC

TRANSITIONAL SOCIETY



http://140.115.170.1/Hakkacollege/index.php


客家新生命客家新生命

http://www.ihakka.net/2005sc/index.htm
http://www.ihakka.net/htm/dras/dras.htm
http://www.hakka.gov.tw/dream.htm


台灣客家村台灣客家村



馬英九訪鍾理和家屬馬英九訪鍾理和家屬

http://www.epochtimes.com/i6/5060817121535.jpg


http://www.wretch.cc/user/themovie1895


POLITICAL SOCIALIZATIONPOLITICAL SOCIALIZATION



客家文化與行為客家文化與行為

HISTORY

INDIVIDUAL SOCIETY

PERSONALITY

NORMS

ROLE

H.D. Behavior



TYPES OF POLITICAL CULTURETYPES OF POLITICAL CULTURE

Goal   Input   Output   EgoGoal   Input   Output   Ego
Parochial      X        X          X         XParochial      X        X          X         X

Subject          O       X          O        XSubject          O       X          O        X

Participant     O      O          O        OParticipant     O      O          O        O



客家名人錄客家名人錄

★★文天祥文天祥
 

★★歐陽修歐陽修
 

★★朱朱
 

熹熹
 

★★王陽明王陽明

　　★★馮子材馮子材
 

★★丘逢甲丘逢甲
 

★★羅福星羅福星 ★★張九齡張九齡

　　　　 ★★ 洪秀全洪秀全★★ 楊秀清楊秀清★★ 丁日昌丁日昌 ★★ 廖仲凱廖仲凱

　　　　　　　　　　★★ 孫中山孫中山 ★★陳炯明陳炯明 ★★鄒魯鄒魯★★李光耀李光耀

　　　　　　　　　　★★廖承志廖承志★★賴明湯賴明湯★★ 鄧小平鄧小平 ★★朱朱 德德

　　　　　　★★胡耀邦胡耀邦★★李鵬　李鵬　★★楊尚昆楊尚昆★★郭沫若郭沫若

　　　　★★ 楊成武楊成武★★宋慶齡宋慶齡★★宋美齡宋美齡★★ 袁文才袁文才

★★胡文虎胡文虎★★陳恪演陳恪演 ★★ 侯孝賢侯孝賢

http://images.google.com.tw/imgres?imgurl=http://www.sh-sunyat-sen.com/b1457-22.jpg&imgrefurl=http://www.sh-sunyat-sen.com/2.htm&h=235&w=180&sz=15&tbnid=UihSolGy5fMJ:&tbnh=104&tbnw=79&hl=zh-TW&start=45&prev=/images%3Fq%3D%25E5%25AD%25AB%25E4%25B8%25AD%25E5%25B1%25B1%26start%3D40%26hl%3Dzh-TW%26lr%3D%26sa%3DN
http://images.google.com.tw/imgres?imgurl=http://www.bjww.gov.cn/tsbj/images/rm1.jpg&imgrefurl=http://www.bjww.gov.cn/tsbj/default_34.asp&h=200&w=150&sz=14&tbnid=FQWAy8fPF28J:&tbnh=99&tbnw=74&hl=zh-TW&start=22&prev=/images%3Fq%3D%25E6%2596%2587%25E5%25A4%25A9%25E7%25A5%25A5%26start%3D20%26hl%3Dzh-TW%26lr%3D%26sa%3DN
http://images.google.com.tw/imgres?imgurl=http://www.takungpao.com/news/images/20050331100614_0806029.jpg&imgrefurl=http://www.takungpao.com/news/2005-3-31/GW-383167.htm&h=496&w=350&sz=69&tbnid=Licc7tKrtL0J:&tbnh=127&tbnw=89&hl=zh-TW&start=36&prev=/images%3Fq%3D%25E6%259D%258E%25E5%2585%2589%25E8%2580%2580%26start%3D20%26hl%3Dzh-TW%26lr%3D%26sa%3DN
http://images.google.com.tw/imgres?imgurl=http://mysite.shisu.edu.cn/zh12362001/zhou.files/deng1.jpg&imgrefurl=http://mysite.shisu.edu.cn/zh12362001/shengpin.htm&h=297&w=327&sz=14&tbnid=39he5hYgU_MJ:&tbnh=103&tbnw=114&hl=zh-TW&start=1&prev=/images%3Fq%3D%25E9%2584%25A7%25E5%25B0%258F%25E5%25B9%25B3%26hl%3Dzh-TW%26lr%3D%26sa%3DN
http://images.google.com.tw/imgres?imgurl=http://www.ttvs.cy.edu.tw/kcc/92ku/s64.jpg&imgrefurl=http://www.ttvs.cy.edu.tw/kcc/92ku/his2.htm&h=240&w=352&sz=15&tbnid=gJ7RpOWhLHwJ:&tbnh=79&tbnw=116&hl=zh-TW&start=5&prev=/images%3Fq%3D%25E7%25BE%2585%25E7%25A6%258F%25E6%2598%259F%26hl%3Dzh-TW%26lr%3D%26sa%3DN
http://images.google.com.tw/imgres?imgurl=http://upload.wikimedia.org/wikipedia/commons/thumb/5/5f/180px-Zhu_xi.jpg&imgrefurl=http://zh.wikipedia.org/wiki/%25E6%259C%25B1%25E7%2586%25B9&h=256&w=180&sz=15&tbnid=PPzp0xn3baYJ:&tbnh=107&tbnw=75&hl=zh-TW&start=6&prev=/images%3Fq%3D%25E6%259C%25B1%25E7%2586%25B9%26hl%3Dzh-TW%26lr%3D%26sa%3DN
http://images.google.com.tw/imgres?imgurl=http://www.grassy.org/hq-cultr/hq-famou/gmr/l-gmr.jpg&imgrefurl=http://www.grassy.org/hq-cultr/hq-famou/gmr/l-gmr.htm&h=334&w=242&sz=16&tbnid=VGt08Y8FXsYJ:&tbnh=115&tbnw=83&hl=zh-TW&start=1&prev=/images%3Fq%3D%25E9%2583%25AD%25E6%25B2%25AB%25E8%258B%25A5%26hl%3Dzh-TW%26lr%3D%26sa%3DN
http://images.google.com.tw/imgres?imgurl=http://www.dfdj.gov.cn/newsimg/newsimg12783_1.jpg&imgrefurl=http://www.dfdj.gov.cn/info_show.asp%3Fsysid%3D12783%26newstype_id%3D336&h=450&w=300&sz=9&tbnid=r7Tosby3C7IJ:&tbnh=124&tbnw=82&hl=zh-TW&start=11&prev=/images%3Fq%3D%25E9%2599%25B3%25E7%2582%25AF%25E6%2598%258E%26hl%3Dzh-TW%26lr%3D%26sa%3DN
http://www.cttazd.com/jyjd/img139177_1.jpg
http://images.google.com.tw/imgres?imgurl=http://www.china.org.cn/images/9469.jpg&imgrefurl=http://www.china.org.cn/chinese/lianghui/112076.htm&h=165&w=218&sz=15&tbnid=v2RzSqITXiEJ:&tbnh=77&tbnw=102&hl=zh-TW&start=30&prev=/images%3Fq%3D%25E6%259D%258E%25E9%25B5%25AC%26start%3D20%26hl%3Dzh-TW%26lr%3D%26sa%3DN
http://images.google.com.tw/imgres?imgurl=http://www.nanfangdaily.com.cn/southnews/tszk/nfdsb/whzg/200411090372_43309.jpg&imgrefurl=http://www.nanfangdaily.com.cn/southnews/tszk/nfdsb/whzg/200411090372.asp&h=203&w=150&sz=12&tbnid=AfiKEqA_YAYJ:&tbnh=99&tbnw=73&hl=zh-TW&start=32&prev=/images%3Fq%3D%25E9%2584%2592%25E9%25AD%25AF%26start%3D20%26hl%3Dzh-TW%26lr%3D%26sa%3DN
http://images.google.com.tw/imgres?imgurl=http://cyber.swnu.edu.cn/dwxcb/sx/infoimg/2004718210052.gif&imgrefurl=http://cyber.swnu.edu.cn/dwxcb/sx/info/170-1.htm&h=500&w=497&sz=54&tbnid=4Iet3OxhrT8J:&tbnh=127&tbnw=126&hl=zh-TW&start=20&prev=/images%3Fq%3D%25E5%25BD%25AD%25E5%25BE%25B7%25E6%2587%25B7%26svnum%3D10%26hl%3Dzh-TW%26lr%3D%26sa%3DG


外國人眼中的客家人外國人眼中的客家人

★★法國神父法國神父﹕﹕革命的衝動＋進取的勇氣革命的衝動＋進取的勇氣

★★日本學者日本學者﹕﹕天生的堅毅、天生的堅毅、
 

自信與自傲自信與自傲

★★日本學者日本學者﹕﹕富民族意識、不易被統治富民族意識、不易被統治

★★英國學者英國學者﹕﹕激進但有獨立思考激進但有獨立思考

★★德國神父德國神父﹕﹕革命性格革命性格

★★大英百科大英百科﹕﹕

　　勤勞、團結勤勞、團結
 

、不妥協、不妥協
 

、強烈個人主義、強烈個人主義
 

、、

　　男人是勇敢戰士男人是勇敢戰士
 

、女人是強健勞動者、女人是強健勞動者





HAKKA POLITICAL CULTUREHAKKA POLITICAL CULTURE

■■政治命定主義政治命定主義
FATALISMFATALISM

■■ 政治冷漠政治冷漠

POLITICAL APATHYPOLITICAL APATHY

■■參政性別歧視參政性別歧視
SEXUAL DISCRIMINATION OF POLITICAL PARTICIPATIONSEXUAL DISCRIMINATION OF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明哲保身的浮動認同明哲保身的浮動認同

FLOATING IDENTITYFLOATING IDENTITY



台灣地區客家政治生態台灣地區客家政治生態

●●客家意識沒落客家意識沒落

●●缺乏特出的政治領袖缺乏特出的政治領袖

●●客家政治人物疏於耕耘客家鄉野客家政治人物疏於耕耘客家鄉野

●●表面團結實則一盤散沙表面團結實則一盤散沙

●●政治冷默與短視政治冷默與短視



值此即將邁進廿一世紀之際，我們熱烈地聯合海內外所有客家台灣人，重新體認客家人即為台灣的主值此即將邁進廿一世紀之際，我們熱烈地聯合海內外所有客家台灣人，重新體認客家人即為台灣的主

 人之一，團結一致為恢復客家尊嚴、搶救客家語言文化、爭取客家權益，並與其他各族共同致力於民人之一，團結一致為恢復客家尊嚴、搶救客家語言文化、爭取客家權益，並與其他各族共同致力於民

 主社會之實現市全力以赴。本此，我們鄭重向我政府提出以下呼籲：主社會之實現市全力以赴。本此，我們鄭重向我政府提出以下呼籲：

http://www.hakkaworld.com.tw/THAW/main.html


尊嚴  希望  未來

































客語危機以及客家人對客語和政府語言政策的態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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