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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家聚落語言、文化與資訊傳播之再現」─ 學術研討會=總計畫 

壹、前言： 

「客家聚落語言、文化與資訊傳播之再現」整合計畫的提出，乃是以聯大客

家研究學院的三所一中心，作為子計畫分組整合的單元，以客家文化的傳承與弘

揚為主軸，分別就三所一中心的教師研究專長以及機構的發展定位，提出多軸向

的分組子計畫群，以期對於客語文化傳播展現、客家經濟社會脈絡、客家節慶行

銷與客家文化記憶與創意，提供對話交流並研究整合的機制，同時也提供研究成

果的呈現對話平台，有助於預先總結將近最後結案的階段性成果檢視，提醒子計

畫主持人掌握進度來完成期末結案報告之外，同時也可就與談人所提出的建議事

項，進行實質的修改，得以提升研究結案報告的品質。 

客家語言與傳播研究所的計畫組合，乃是以客語溝通互動的語用脈絡，探討

客語互動的拒納情境條件，分析客語塞音之聲學研究，調查分析新聞媒體所呈現

的客家圖像、在 YouTube 站山歌表演的口傳技藝文本分析，就此來探討客家聚

落語言展演文化的保存與再現；經濟與社會研究所的計畫組合，包括性別與創業、

客庄教育學習成就、桐花商品的文化行銷、清安豆腐街的族群邊際研究，性別與

創業乃是就創業意圖、創業類型與社會網絡來分析客家女性創業家的特質，客庄

的教育學習則以台灣教育長期追蹤資料庫（TEPS）分析苗栗縣客庄地區學生的

學業成就，就地方產業的文化行銷活動之政策滿意度探討，乃就苗栗地方產業對

「桐花商品設計與輔導」專案之看法進行調查分析，至於族群邊際的客家產業發

展與社會生活之探討，乃分析苗栗縣大湖鄉邊境的豆腐街之族群進出時位因緣以

及因為政策經濟文化等面向所形塑的族群邊際。 

至於資訊與社會研究所的計畫組合，則是以節慶觀光休閒的數位傳播與方法

論來進行探究，以苗栗客家文化節慶為主軸來研究相關的旅遊資訊與知識整合管

理，並以內容分析法探討觀光休閒之研究趨勢及研究方法，分析客家文化節慶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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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中的現代族群意象與廣告效果；全球客家研究中心的計畫組合，乃以客家記憶

傳承與客家創意產業來作為提出軸向，分析苗栗縣客家「宗祠」與「嘗會」之現

況與社會文化功能，探討台灣客家特色產業組織創意與創新。 

「客家聚落語言、文化與資訊傳播之再現」整合計畫所包括的三所一中心為

組合軸向的計畫申請，分別條列如下： 

〈一〉客家語言與傳播研究所之計畫 

子計畫一:范瑞玲/客語的拒絕言語行為之研究 

子計畫二:鄭明中/客語塞音之聲學研究 

子計畫三:盧嵐蘭/網路新聞中客家新聞圖像論述及客家再現之研究 

子計畫四:吳翠松/Web2.0 時代的口傳技藝文本：一個 YouTube 站上客家山歌表

演記錄的觀察 

〈二〉經濟與社會研究所之計畫 

子計畫五:胡愈寧/客家女性創業家創業意圖、創業類型與社會網絡之運用分析研

究 

子計畫六:林本炫/苗栗縣客庄地區學生的學業成就—台灣教育長期追蹤資料庫

（TEPS）之分析 

子計畫七:范以欣/文化行銷活動之政策滿意度—苗栗地方產業對「桐花商品設計

與輔導」專案之看法 

子計畫八:黃世明/族群邊際的客家產業發展與社會生活─苗栗縣大湖鄉邊境的街

市聚落分析 

〈三〉資訊與社會研究所之計畫 

子計畫九:晁瑞明/苗栗客家文化節慶之旅遊資訊與知識整合管理之研究 

子計畫十:任文瑗/內容分析法探討我國觀光休閒之研究趨勢及研究方法 

子計畫十一:李威霆/客家文化節慶廣告中的現代族群意象與廣告效果：符號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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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與閱聽人感知差異之探討 

〈四〉全球客家研究中心之計畫 

子計畫十二:劉煥雲/苗栗縣客家「宗祠」與「嘗會」之現況與社會文化功能之研

究 

子計畫十三:俞龍通/台灣客家特色產業組織創意與創新之研究 

貳、執行情形 

一、計畫之執行概況： 

本學術研討會於 10 月 12 日在聯合大學第一會議室自上午 9 時至下午 5 時隆

重舉行，邀請交通大學郭良文院長、中央大學羅肇錦院長、中正大學彭清

欽教授及明新科大朱言明院長…..等蒞臨各場次之主持人及與談人，參加

此研討會除本學院研究生外，其他學系的學生及有興趣的人士相當踴躍，

每場次或發表或與談都非常熱絡。研討會最後則進行研究與教學推廣的綜

合座談，提問與回答亦扣緊研討主題進行溝通對話。舉辦此研討會，得以

使各子計畫透過研討會的機會，得以聚集校內外學者專家請益與共同討論，參考

相關建議與修訂意見，以資整合計畫的成果展現。 

「客家聚落語言、文化與資訊傳播之再現」成果發表學術研討會議程 

指導單位：行政院客家委員會 

主辦單位：國立聯合大學客家研究學院 

時間：100 年 10 月 12 日（週三） 

地點：國立聯合大學，行政大樓 4 樓 第一會議室（苗栗市恭敬里聯

大一號） 

議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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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場 次 時 間 主持人 論文發表人 論 文 題 目 與談人 

10
月
12
日 

相見歡 09:00-09:20 

劉鳳錦 

 (聯合大

學 客 家

研 究 學

院院長 

貴賓致詞   

第一場

論文研

討 

09:20-10:40 

成 果 發 表

一： 

(客家語言

與傳播組) 

羅肇錦 

教授 

（中央

大學客

家學院

院長） 

范瑞玲 

（聯合大學

客家語言與

傳播所副教

授） 

客語的拒絕言語

行為之研究 

龔萬灶 

(客家貢獻

獎：語言文

史類傑出

成就獎得

主) 鄭明中 

（聯合大學

客家語言與

傳播所副教

授） 

客語塞音之聲學

研究 

盧嵐蘭 

（聯合大學

客家語言與

傳播所副教

授） 

網路新聞中客家

新聞圖像論述及

客家再現之研究 

邱英政 

(弘益傳播

事業有限

公司董事

長) 

吳翠松 

(聯合大學客

家語言與傳

播所副教授) 

Web2.0 時 代 的

口傳技藝文本：一

個 YouTube 站上

客家山歌表演紀

錄的觀察 

休息 10:40-11:00  

第二場

論文研

討 

11:00-12:00 

成 果 發 表

二： 

(資訊與社

會組) 

張維安 

（清華

大學人

文社會

學院院

長） 

晁瑞明 

（聯合大學

資訊與社會

所副教授） 

苗栗客家文化節

慶之旅遊資訊與

知識整合管理之

研究 

楊皓凱 

(國際文化

觀光局觀

光行銷科

科長) 李威霆 

(聯合大學資

訊與社會所

助理教授) 

客家文化節慶廣

告中的現代族群

意 象 與 廣 告 效

果：符號系統分析

與閱聽人敢之差

異之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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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場 次 時 間 主持人 論文發表人 論 文 題 目 與談人 

 

午餐 
12:00-13:30 

第三場

論文研

討 

13:30-14:50 

成 果 發 表

三： 

(經濟與社

會組) 

朱言明 

（ 明 新

科 技 大

學 人 文

社 會 與

科 學 院

院院長） 

 

林本炫 

（聯合大學

經濟與社會

所副教授） 

苗栗縣客庄地區

學生的學業成就-

台灣教育長期追

蹤資料庫(TEPS)

之分析 

劉大和 

(交通大學

客家文化

學院人文

社會學系/

族群與文

化碩士班

助理教授) 

黃世明 

(聯合大學經

濟與社會所

副教授) 

族群邊際的客家

產業發展與社會

生活-苗栗縣大湖

鄉邊境的街市聚

落分析 

范以欣 

（聯合大學

經濟與社會

所助理教

授） 

文化行銷活動之

政策滿意度-苗栗

地方產業對「桐

花商品設計與輔

導」專案之看法 

馮祥勇(聯

合大學客

家研究學

院經濟與

社會研究

所助理教

授) 

 

胡愈寧 

（聯合大學

經濟與社會

所副教授） 

 

客家女性創業家

創業意圖、創業

類型與社會網絡

之運用分析研究 

休息 14:50-15:10 茶敘 

第四場

論文研

討 

15:10-15:50

成 果 發 表

四： 

(綜合組) 

彭欽清 

( 政治大

學 民 族

學 系 兼

任 副 教

授) 

劉煥雲 

(聯合大學全

球客家研究

中心副研究

員) 

苗栗縣客家「宗

祠」與「嘗會」

之現況與社會文

化功能之研究 

王遠嘉 

(育達商業

科技大學

通識教育

中心副教

授) 俞龍通 

(聯合大學全

球客家研究

中心助理研

究員) 

台灣客家特家產

業組織創意與創

新之研究 

客家研

究與教

學綜合

座談 

16:00~ 

劉鳳錦 

(聯合大

學客家

研究學

院院長) 

與談人： 

羅肇錦教授、 

張維安教授、 

朱言明教授 

彭欽清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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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預算支用情形： 

本計畫總經費新台幣 200,000 元整，已依據計畫進度及配合預算逐步支

用，唯業務費的支用尚有結餘款 35,203 元，將依規定繳回。 

參、檢討與效益 

一、成果效益： 

提供各子計畫研究調查經驗的交流平台，從不同的學門視域、多重方法

的探究分析、多樣效益的綜合加乘，對於集中在「客家聚落語言、文

化與資訊傳播」，有助於同組與跨組討論，一直到成果發表的綜效呈現，

有更豐富的整合功能，建構交流講習與成果觀摩的平台，總結年度計

畫執行的成果，若能再進一步修訂改寫，可以結合審稿所提出的修訂

意見，加上研討會的與談意見，改善研究成果品質，獲致學術專書出

版的年度共創成果。 

二、與原計畫之落差及原因分析： 

         整體而言，成果學術研討會，均依預定期程進行，圓滿完成計畫。唯 

計畫之經費編列，業務費部分僅列影印、印刷費、研討會出席費及交通

費，而雜費項次編列過少。形成業務費尚有結餘但不能購置電腦週邊

耗材及文具紙張等項目，將依規定繳回之情形，實屬遺憾。下年度計

畫將會審慎編列預算科目。 

三、建議事項： 

        整合型計畫之成果學術研討會，經本次試辦，成果豐碩，也能達到預 

期成效。建議下年度計畫仍能給予補助，甚至期望擴大舉辦，以收研

究成果推廣之績效。 

四、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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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次辦理此整合型計畫之成果學術研討會，係冀望經由學院老師的各個

子計畫的結束發表，聚集校內外之學者、專家齊聚一堂請益，提供對

話交流並研究整合的機制，同時也提供研究成果的呈現對話平台，有

助於預先總結將近最後結案的階段性成果檢視，提醒子計畫主持人掌

握進度來完成期末結案報告之外，同時也可就與談人所提出的建議事

項，進行實質的修改，得以提升研究結案報告的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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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語的拒絕言語行為之研究 

 

    拒絕言語行為(Refusal Speech Act)可以被視為人類普遍且共通的語用行為，

然而文化上之差異會導致不同的拒絕言語行為，此外，拒絕言語行為也受社經地

位等的影響，因而表現出的形式就有差異性。拒絕言語行為是相當複雜的，因為

牽涉到面子問題，而任何可能威脅到面子的言語行為，在參與者的互動過程中都

會持續受到監控，而且雙方都會極力維護自己和對方的面子，因此拒絕言語行為

通常包含冗長的談判，以解決此種言語行為中的不妥協性，否則可能產生嚴重的

後果。截至目前為止，國內外尙未有客語拒絕言語行為之研究，而全世界各主要

語言幾乎都有相關的研究，為彌補這方面的缺憾，本計劃將探討客語的拒絕言語

行為，以及社會地位高低對拒絕言語行為之影響。本研究採用質性及量化研究方

法，研究對象為桃竹苗地區九十位以客語為母語的成人，男女各半。研究工具為

言談填充測驗(Discourse Completion Test)，包含十二個不同情境〈四個請求、

四個建議、四個邀請〉，藉此問卷收集受試者拒絕語言行為之表現。同時輔以深

度訪談，對研究對象之不同背景進行深入分析，以探討社會地位高低對拒絕語言

行為的影響。研究結果顯示客語拒絕策略與華語的拒絕策略大致上相同，但是客

家人並不會採用轉換語言的策略，而且傾向於同時採取數種拒絕策略。社會地位

高低對拒絕語言行為有一定程度的影響。 

 

 

 

 

關鍵字：客語、拒絕言語行為、社會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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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計畫之背景及目的 

雖然語言具多重功能，但是語言使用者經常可以達意卻無法合宜得體，因而衍生

出許多相關的誤解及不良後果，這主要源因於影響語言使用的複雜社會文化傳統。

為了探討語言使用的普遍性原則及規範，語用學(pragmatics)因而產生。語用學

的歷史相較於語言學中的其他分支算是較年輕的，它起源於哲學，最早由美國的

哲學家莫里思(Morris, C.1946)在介紹符號學的研究中所提出，他將其劃分為符

號關係學(syntactics)、語義學(semantics)和語用學(pragmatics)，而語用學

的研究則專注於符號與符號解釋者之間的關係。荷蘭於1977開始發行《語用學學

刊》(Journal of Pragmatics)，而在1986年時，國際語用學學會（the 

International Pragmatics Association 簡稱IPRA）於比利時正式成立，開啟

語用學研究的風潮，確立語用學的學術地位。語用學的發展基本上是從語義學而

來，當語言學家對語義作更深入的研究時，語境在語義中所扮演的角色就越重要，

因為當人們在相互溝通時，意義是無法獨立於語境之外的，而且符號會隨不同語

境而改變其意義，詮釋者因而有可能誤解原意或有全然不同於說者的觀點，輕則

產生誤會 重則導致嚴重不良後果，語用學之重要性由此可見。在經由外顯的語

言行為探究人們內心的思想上，語用學可說是對增進我們對人類心智的了解有非

比的貢獻。 

中國文化一般是集體行為導向，因此在語言使用上傾向於儘量不要拒絕別人。根

據Liao and Bresnahan (1996)的研究，和美國人比起來，在臺灣的華人會為了

群體而犧牲個人的利益，因為他們認為人際關係比個人成就更重要；而且個人的

快樂與否也和週遭人的快樂習習相關，因此他們即使不快樂，但是如果一個群體

需要他，他們也會繼續留下；如果他們提出請求但是被拒絕的話，他們就會放棄。

而美國人則不同，他們習慣表達自己的意見，注重個人的獨特性，所以不會為了

群體犧牲自己的利益，如果請求遭受拒絕，也會不遺餘力的繼續爭取。因此當在

臺灣的華人須要拒絕別人時，他們不敢先表達正向的意見，因為他們害怕一旦如

此作了，他們就必須妥協。反觀美國人則會先表達正向的意見，再予以拒絕。   

拒絕言語行為(Refusal Speech Act)可以被視為人類普遍且共通的語用行為，然

而文化上之差異會導致不同的拒絕語言行為，此外，拒絕語言行為也受社經地位

等的影響，因而表現出的形式就有差異性。拒絕言語行為是相當複雜的，因為牽

涉到面子問題，而任何可能威脅到面子的言語行為，在參與者的互動過程中都會

持續受到監控，而且雙方都會極力維護自己和對方的面子，因此拒絕言語行為通

常包含冗長的談判，以解決此種言語行為中的不妥協性，否則可能產生嚴重的後

果。截至目前為止，國內外尙未有客語拒絕言語行為之研究，而全世界各主要語

言幾乎都有相關的研究，為彌補這方面的缺憾，本計劃將探討客語的拒絕言語行



13 
 

 

為，以及社會地位高低對拒絕言語行為之影響。以下是本研究將探討的問題： 

1. 客語拒絕言語行為的內在規則或限制為何? 

2. 社會地位高低如何影響客語拒絕言語行為? 

 

二、研究重要性 

在量化分析法上，本研究採問卷調查法，較能有系統看出客語的拒絕言語行為，

以及客語的拒絕策略。在質性研究上，本研究採深度訪談法，可以深入瞭解客家

人採用拒絕策略背後的心智歷程。除此之外，本研究結果將可驗證語用學之拒絕

言語理論，有助拒絕言語理論沿革之參考，除可供語言學學者專家參考外，對研

究族群學者、客語教學者亦具參考價值。同時本研究希望透過對於桃竹苗地區客

語拒絕言語行為的探討，找出客家文化與其他族群文化之間的差異性與相似性。 

 

三、文獻探討 

本節探討與拒絕言語行為相關的文獻，所檢視的相關主題包括言語行為、合作原

則、禮貌原則、面子保全論、拒絕言語行為等。 

(一) 言語行為 

語用學於70年代末期正式確立其學術地位，成為語言學中獨立學門。Levinson

（1983）提出以下語用學的五種中心話題：(一) 指示現象（Deixis）；(二) 言

語行為理論（Speech Act Theory）；(三) 預設（presupposition）；(四) 話

語含義（Conversational Impliature）；(五) 話語結構（Conversational 

Structure），其中言語行為是語用學的核心議題。言語由Austin(1962)在其言

語行為理論（Speech Act Theory）中區分為敘述（constative）及行事

（performative）兩類，以及話語中的三類行為，分別為言內行為（locutionary 

act）、言外行為（illocutionary act），和言後行為（perlocutionary act。

言內行為是藉由說話的發聲、發音表達字面意義，又稱為說話行為；言外行為是

藉由話語表達說話者的施事意圖，也稱為施事行為；言後行為是說話者說出話語

後而聽話者了解說話者意圖後所產生的效果，又名為取效行為。其中言外行為最

受重視 因此Austin將其細分為五類：裁決型（verdictives）、行使型

（exercitives）、承諾型（commissives）、行為型（behavitives）、闡述型

（expositives）。言外行為即是受後世備加討論的言語行為（speech act）。 

Austin的學生Searle於1969年承襲其理論 並重新將言外行為分為以下五類： 

（1.）闡述類（representatives）：陳述（state）、聲明（assert）、發誓（swear）、

自稱（claim）、假設（hypothesize）、猜測（guess）等。 

(2.）指令類（directives）：命令（order）、建議（suggest）、請求（request）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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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承諾類（commissives）：承諾（promise）、答應（undertake）、起誓

（vow）等。 

（4.）表達類（expressives）：感謝（thank）、支持（sympathize）、道歉（apologize）、

同情（condole）、拒絕(refuse) 、 讚美(compliment)等。 

（5.）宣告類（declarations）：命名（name）等。 

 

Searle（1971）認為言語行為是溝通的最小有意義單位，且受社會文化的影響及

限制。溝通的言語行為可以是單向的也可以是雙向或多向的，它少則只有一個字、

多則可以為一個片語、一個句子或數個語句。無論是單向言語行為或雙向或多向

的言語行為，都必須以社會文化為基準，否則容易導致誤解或衝突。同時為達到

溝通的目的，在溝通的過程中，人們可能依據不同的社會文化採用不同的言語行

為，以達成目的，如例句(1)-(3)： 

 

（1） 請把門打開。 

（2） 你能不能把門打開？ 

（3） 今天有點熱。 

 

(1)是直言說話者的目的，請求聽話者把門打開，但人們常以間接的言語行為來

達成目的，如以（2）的詢問或（3）的陳述來代替，如此藉由一種言語行為

以間接實施另一種言語行為的現象，即間接言語行為 (Indirect Speech Act)

（Searle，1975）。如此的間接言語行為非常普遍，此即一種交際策略

（strategy）。而說者與聽者的關係可能有三種，說者可能地位低於、高於

或同於聽者。就(1)而論，當說者地位低於聽者時，有可能聽者會以”可是我

覺得有點冷”予以拒絕；當說者地位高於聽者時，聽者可能不便拒絕，當雙

方地位等同時 聽者如果和說者非常熟稔 可能會覺得他們的友誼生變。由上

例可知，言語行為深受社會階層的影響。  

(二) 合作原則 (Cooperative Principle） 

合作原則 (Cooperative Principle）是由Grice（1975）所提出，因為他認為在

語言交際中的雙方必須有遵守的原則，以達到特定的目標。此原則即合作原則

（Cooperative Principle）且包含下列四項準則： 

（1.）數量準則（Quantity maxim）：說話內容務必詳盡，同時不可提供過量資

訊。 

（2.）質量準則（Quality maxim）：說話內容必須屬實，不說虛假或闕乏証據 

      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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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關聯準則（Relation maxim）：說話內容必須談話主題相關。 

（4.）方式準則（Manner maxim）：說話方式必須簡明，避免使用晦澀歧義的字 

      句。 

 當交際雙方都遵守合作原則時，雙方可以使用最合理的語言溝通，效率也最

高，這是Grice 所期待的理想狀態。事實上，在實際交談中，人們經常違反這些

準則，有些人是因為缺乏意願而中止交際，有人則因缺乏誠意而蓄意欺騙對方，

有的則是違反一項準則以遵守另一項準則，更甚者，特意違反準則且希望對方知

曉。在後二種情況中，說者蓄意將其真正的意圖隱藏於話語中，因此聽者必須經

過推理，才能明瞭說者話語中真正的會話含義（Conversational Implicature，

Grice 1975）。 

(三) 禮貌原則（Politeness Principle） 

合作原則說明了會話含義如何產生，但是Grice(1975)並未解釋說者何以違反會

話準則。Leech(1983)認為說者在多數情況下是基於禮貌的考量，所以才違反合

作原則，這即所謂的禮貌原則。基本上，禮貌原則包括如下六項： 

（1.）策略準則（Tact maxim） 

將他人受損（cost）減至最小，而受益（benefit）最大。 

（2.）慷慨準則（Generosity maxim） 

少讓自己受惠，而讓自己受損最大。 

（3.）讚揚準則（Approbation maxim） 

少貶損他人，多讚揚他人。 

（4.）謙遜準則（Modesty maxim） 

少讚揚自己，多貶抑自己。 

（5.）一致準則（Agreement maxim） 

將彼此的分歧降至最少，增加彼此之間的一致性。 

（6.）同情準則（Sympathy maxim） 

少一些對他人的反感，多一些同情。  

 禮貌原則希望盡力減少不禮貌的話語，同時採用最多的禮貌話語，用較間接

婉轉的方式傳達意圖，說者的內容對聽者越有利，其話語就越禮貌。雖然禮貌原

則解釋了說者何以違反會話準則，但其是否適當得體則未必盡如人意，因此後學

者對禮貌原則就有了新的詮釋。徐盛桓(1992）認為應促進溝通各方（含第三方）

的關係，同時顧及禮貌策略的適切性；從中國文化的角度詮釋禮貌原則，顧顧曰

國（1994）提出中國人的禮貌原則為真誠和平衡；傳統中國的禮貌原則在曲衛國

和陳流芳（1999）的詮釋下，有了迴異於顧曰國相異的看法。Leech雖然提出了

禮貌原則的普遍性原則但，但是由於社會文化與語用學間存在著密不可分關係，

因此不同文化之下的言語行為，其禮貌原則應有其特異之處。何兆雄(1989)認為

東方人就比歐美國家更重視「謙遜準則」，而熊學亮 (2008) 則提出在準則相衝

突時，來自不同文化的人們會有不同的取捨標準。例如東方人視「謙遜準則」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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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於「一致準則」，所以在受到讚美時往往會說：「哪裡，哪裡」，而歐美地區

的人卻認為「一致準則」比「謙遜準則更重要，所以在受到讚美時大都會坦然接

受恭維。 

(四) 面子保全論 

面子保全論和禮貌原則是一體的兩面，因為面子與「有光彩」(feel good)、「蒙

羞」(feel bad) 或「受傷」(feel hurt) 等情感概念有關，而禮貌原則盡力減

少不禮貌的話語就是讓聽者有面子(have face)，所以面子自然成為人類行為準

則之一(Goffman，1967)。Brown & Levinson(1978) 提出面子保全論（Face-Saving 

Theory），在此理論中面子被視為人們想為自己爭取的公開「自我形象」

(self-image)，而在溝通過程中的參與者都是具有理性（rationality）能力和

面子（face）需求的典型人（Model Person）。而可能威脅到溝通過程中的參與

者面子的言語行為，就是面子威脅行為（Face-Threatening Act, FTA）。以下

為Brown & Levinson(1978)所提出的面子威脅度公式： 

面子威脅行為的大小= 交際雙方的社會距離＋聽話人相對於說話人的權勢 

＋特定文化的事件威脅度 

當聽者面子可能受到威脅的程度越高，說者就會採用補救策略（redressive 

strategies），以挽回對方的面子。補救策略可分為：（1.）不使用補救策略，

赤裸公開地施行面子威脅行為（bald on recordwithout redressive actions）；

（2.）積極禮貌策略（positive politeness）；（3.）消極禮貌策略（negative 

politeness）；（4.）不公開施行面子威脅行為（off record）；5.）不施行面

子威脅行為（Don’t do the FTA）。在對聽者的面子威脅程度不大或說者權勢

高於聽者情況下，說者可採行不使用補救策略；說者為滿足聽者的積極面子需求

時，會努力拉近雙方關係， 尋求彼此的一致性。；為滿足對方的消極面子需求，

說者會施行迂迴策略，以避免干涉對方的決策權。；說者選用誇張、暗示、暗喻、

反語等間接策略，以避免直接損害聽者的面子，同時避免對自己施行的面子威脅

行為完全負責；為了全然避開對聽者面子的威脅，說者會採用不不施行面子威脅

行為。無論是面子保全論或禮貌原則基本上都是為了維持溝通時的和諧，以達特

定目標，但是在不同社會文化中，禮貌會呈現完全不同的樣貌，因此採用何種策

略得視不同文化而有所差異。 

(五) 拒絕言語行為 

     拒絕言語行為與威脅面子的言語行為有直接的關係，因為當說者欲拒絕聽

者時，聽者就會沒面子(lose face)。拒絕言語行為是相當複雜的，因為牽涉到

面子問題，而任何可能威脅到面子的言語行為，在參與者的互動過程中都會持續

受到監控，而且雙方都會極力維護自己和對方的面子，因此拒絕言語行為通常包

含冗長的談判，以解決此種言語行為中的不妥協性，否則可能產生嚴重的後果。

國內對拒絕言語行為研究的最透徹的當屬Liao(1994)，她的受試者包括一千多位

成人及五百多位兒童。在這研究中，她使用了訪談策略，也評估台灣華人是否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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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Rubin的策略，詢問以華語為母語者的語感，同時觀察受試者如何實際使用拒

絕策略，並請受試者寫下對話細節以及使用言談完成測試問卷。Liao根據研究結

果，找出屬於台灣華人的拒絕策略，這些策略其實是Rubin(1983)、 Beebe & 

Uliss-Weltz(1990)、Takahashi(1987)等人所提出策略的綜合體。她發現適用於

許多不同文化的普遍拒絕策略也為台灣華人所採用，但是其內容卻稍有不同，例

如台灣華人較難以拒絕家人的請求，但是美國人則較難以拒絕好朋友的請求。以

下為Liao(1994)及(1996)所發現的臺灣華人所使用的二十四種拒絕策略:(1)沉

默、猶豫、表現出缺乏興緻，(2)提供其他選項，(3)延遲回覆，(4)怪罪第三者

或自己所無法控制的事務，(5)避開話題，(6)大致上接受但不討論細節，(7)談

論其他話題，(8)大致上接受但使用藉口，(9)告知對方的請求是不適當的，(10)

表面上答應但其實是拒絕，(11) 使用哲學聲明，(12) 直接說不，(13) 使用藉

口或解釋原因，(14)抱怨或動之以情，(15)說理，(16)開玩笑，(17) 批評，(18)

有條件的接受，(19)質疑請求的正當性，(20)威脅，(21)表面上拒絕，但實際上

答應，(22)原則聲明，(23)說抱歉，(24)轉換語言。  

    由於客家人也是華人，但是說客語，因此客家人的拒絕策略是否和台灣其他

華人的拒絕策略相同呢?由於文化的確會影響拒絕策略的使用，所以客語的拒絕

言語行為和台灣其他華人的拒絕言語行為應是不同的。但是由於同屬華人，在文

化上也有共同之處，因此雙方的拒絕言語行為應該有相同之處，然而國內外尙未

有客語拒絕言語行為之研究，而全世界各主要語言幾乎都有相關的研究，為彌補

這方面的缺憾，本計劃將探討客語的拒絕言語行為，同時嘗試了解客語與華語拒

絕言語行為相同及相異之處。在Liao (1994)與 Liao and B (1996)的研究中，

他們發現不同文化的族群確實使用一些世界共通的拒絕策略，例如我很抱歉等；

但是因為文化上的差異，尤其對禮貌程度認知上的不同，會採取不同的拒絕策略，

美國人會提供較多的理由，臺灣的華人則傾向於”點到為止” ，因為更顧慮到

面子問題，希望儘早結束尷尬的話題。客家人一向以好客多禮著名，因此在客語

拒絕策略的使用上，應該也是”點到為止”，但是個性上較不善於拒絕的客家人，

可能會傾向於使用其他拒絕策略，例如提供其他選項、延遲回復、表面上拒絕，

但實際上答應等。 

      

四、研究方法 

本研究採用質性及量化研究方法，研究對象為桃竹苗地區九十位以客語為母語的

成人，男女各半。在尋找受試者部分，因為我本身是客家人，同時居住於新竹縣

客家村落，因此將從地緣關係開始篩選，首先透過人際網路尋找志願者，年齡層

將涵蓋老中青三代(各三十人)，同時儘量挑選在不同領域任職者，當然儘可能優

先考慮不同社會階層者。同時我所任教之客家學院的學生客家人佔多數，將請助

理調查說母語之客家人，及學生們所認識以客語為母語之客家人，如已通過客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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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中高級客語認證者，優先邀請為受試者。如受試者為一般社會人士，將請助理

親訪受試者，如受試者為學生將在本院受訪。為使受試者的取樣有更大的空間，

也將同時尋求交大客家學院與中央客家學院的協助，希望能將空間範圍涵括桃、

竹、苗三縣。 

本研究對於客語拒絕言語行為的研究可分為幾個部分，首先將根據Liao(1994)

所建立之華語拒絕言語行為策略，以李喬的「情歸大地」劇本為分析樣本，制定

出客語拒絕言語行為的基本框架，以探討客語拒絕言語行為的內部規則與可能發

生的情況，研究拒絕話語的型態與結構，作為實際語料蒐集的基礎，最後將設計

包含十二種不同情境〈四個請求、四個建議、四個邀請〉的開放式（open）語篇

補全測試（DCT, Discourse Completion Test）問卷(請見附錄 I)。四個請求將

包含上司對下屬的請求，長輩對晚輩的請求，同學對同學的請求，兄弟姐妹間的

請求。四個建議將包含上司對下屬的建議，長輩對晚輩的建議，同學對同學的建

議，兄弟姐妹間的建議。四個邀請將包含上司對下屬的邀請，長輩對晚輩的邀請，

同學對同學的邀請，兄弟姐妹間的邀請。在施測時，將請受訪者先填寫相關背景

資料，再依據語境說出拒絕話語。由於客語目前尚未有全面性的統一文字，因此

我將請助理預先錄製海陸腔與四縣腔兩個版本的開放式（open）語篇補全測試問

卷，在施測時視受試者的腔調，撥放相關海陸腔或四縣腔版本。在正式施測前，

將找尋十位左右(講海陸與四縣客家話的受測者)，以進行預測，完成後將以統計

軟體分析，以了解其信度與效度(Cronbach α 是否大於七十)， 再進行全面施

測。在完成開放式（open）語篇補全測試問卷之後，再從受試者中找出十二位不

同社會階層之人，輔以深度訪談，以探討社經地位對拒絕語言行為的影響。因為

本計畫實施期程短，加上經費所限，所以無法錄製具體語言情境中之拒絕言語行

為，同時根據相關研究結果顯示，語篇補全測試（DCT, Discourse Completion 

Test）問卷所獲得的結果與在具體語言情境下錄製的結果並無差異性(Kasper 

and Dahl, 1991;Olshtain & Cohen 1983; Trenchs 1995)，但我仍會將Liao(1994)

中在具體語言情境下所獲得的結果與本計劃的結果相比較，以得知兩者之相關

性。 

本計劃所指之社會階層乃根據Hudson, Detmer & Brown(1992:14)的定義，指在

一機構或專業領域中，被拒絕者由於有較高的社會地位，因而可加諸於拒絕者之

意志程度，並將社會階層區分為具有不同之社會階層，例如老師與學生之間或上

司與下屬之間，以及相同之社會階層，例如同學及朋友。由於客語的使用以家中

最為普遍，因此將細分家人的範圍，如核心家庭、擴展家庭、更大的家族、娘家

及夫家之別。我將以量化角度分析問卷，觀察一般客家人拒絕的態度和影響的變

因，語料部分則先歸納出不同的拒絕策略，再以量化角度分析，觀察不同語境下

的策略差異，最後以質化角度呈現實際拒絕話語的樣貌。本研究欲為客語拒絕言

語行為確立理論的基礎，探討人們實際使用的拒絕策略，希望能為客語相關研究

拋磚引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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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結果與討論 

我們利用 Liao(1994, 1996)所建立之華語二十四個拒絕策略，將李喬的劇本「情

歸大地」中所出現與拒絕言語行為相關的對話予以分析(請見附錄 II)，以初步

建立客家人使用客語拒絕的策略。茲舉一例如下(其餘分析請見附錄 II): 

 

 拒絕策略（一）：沉默、猶豫、表現出缺乏興致（silence, hesitation, lack of 

enthusiasm） 

．湯四挽包袱前行，秋妹扶三子尾隨，一臉哀苦惱恨。 

．興茫然中，淚水盈眶。（特寫）。 

（客語） 

四：「好咧啦。倒轉去。」 

秋：「…你正經…捨得？」 

四：（搖手，揮手，臉側向一方。） 

秋：「你正經做得著？」 

四：妳… 

 

（華語） 

四：「好了。回去吧！」 

秋：「…你真的捨得？」 

四：（搖手，揮手，臉側向一方。） 

秋：「你真的做得到？」 

四：妳… 

出處：「情歸大地」劇本，SA---5 

時：秋日晌午（回憶場） 

景：山坵，黃土路遙指遠山。 

人：吳秋妹（大腹便便），興（六歲）、新蘭、新河。湯四（興父） 

解釋：湯四對於秋妹的問題，僅用搖手與揮手來表達其回應，即符合其策略中的

沉默、猶豫等表態方式。 

 

綜觀之，客語的拒絕策略與華語的拒絕策略大致上相同，共有二十三種:(1)沉默、

猶豫、表現出缺乏興緻，(2)提供其他選項，(3)延遲回覆，(4)怪罪第三者或自

己所無法控制的事務，(5)避開話題，(6)大致上接受但不討論細節，(7)談論其

他話題，(8)大致上接受但使用藉口，(9)告知對方的請求是不適當的，(10)表面

上答應但其實是拒絕，(11) 使用哲學聲明，(12) 直接說不，(13) 使用藉口或

解釋原因，(14)抱怨或動之以情，(15)說理，(16)開玩笑，(17) 批評，(18)有

條件的接受，(19)質疑請求的正當性，(20)威脅，(21)表面上拒絕，但實際上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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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22)原則聲明，(23)說抱歉。唯一不同之處為所收集的語料中並未出現第(24)

轉換語言這項策略。透過這些分類我們可以清楚的看出其內在規則，但是在這些

規則中，我們也受限在這些分類當中。同時我們也發現，客家人傾向於同時使用

不同的策略以拒絕對方。 

本研究透過九十位受訪者的開放式（open）語篇補全測試問卷資料中，取得年齡

和對長輩建議情況的交叉分析，25 歲以下的年齡層有 16 位，提供其他選項有 3

位，避開話題有 1 位，使用哲學聲明有 1 位，直接說不的有 5 位，使用抱怨或動

之以情有 1 位，說理有 1 位，批評有 4 位；而 26 歲至 50 歲的年齡層有 28 位，

提供其他選項有 2 位，延遲回覆有 2 位，避開話題有 2 位，大致上接受但不討論

細節者有 3 位，直接說不的有 9 位，說理有 5 位，批評有 3 位，有條件的接受有

1 位，原則聲明有 1 位；50 歲以上的年齡層有 46 位，沉默、猶豫、表現出缺乏

興致有 1 位，提供其他選項有 10 位，延遲回覆有 1 位，避開話題有 1 位，大致

上接受但不討論細節者有 2 位，談論其他話題有 1 位，使用哲學聲明有 1 位，直

接說不的有 3 位，使用藉口或解釋原因有 5 位，抱怨或動之以情有 1 位，說理有

12 位，批評有 2 位，表面上拒絕但實際上答應有 1 位，原則聲明有 5 位。由此

交叉分析，我們可以看出年紀越長，其使用的理由會更多元，不像年輕人只侷限

在幾種回答方式，此年齡層較集中在提供其他選項及說理這 2 項說理形式。在此

也可發現，長輩對於拒絕父親這種角色上面，會更謹慎及分析的方式來說服父親。

對上司的建議，受訪者回答的都較為謹慎，26 歲至 50 歲較答應上司的建議，雖

然實際上心理層面仍拒絕的心態，而 25 歲以下多以質疑上司的權責與維護個人

的利益考量。使用的說理方式，以使用藉口或釋原因及原則聲明各佔了 18 位，

再來是有條件的接受佔了 10 位，在此也可以發現，以 51 歲以上年齡層者較常使

用原則聲明。對兄弟姐妹的建議，年齡層越小，越認為應體諒兄弟姐妹，因此會

試著聽從兄弟姐妹間的建議。對同學的建議，26 歲以上的年齡層較勇於表達拒

絕的態度，選擇認為對自己有利的角度。 

 對長輩的請求，26 歲以上的年齡層較容易找藉口或解釋原因，希望得到年

長的理解。對上司的請求，多以使用藉口或解釋原因較多，尤以 26 歲以上的年

齡層較多。解釋原因這一說理方式，25 歲以下佔了 11 位，26 歲至 50 歲有 21 位，

51 歲以上年齡層則也有 21 位，總共有 53 位受訪者都使用了此一理由。至於對

兄弟姐妹之請求，使用藉口或解釋原因的說理方式，25 歲以下佔了 8 位，26 歲

至 50 歲有 7 位，51 歲以上年齡層則也有 14 位，總共有 29 位受訪者都使用了此

一理由；使用原則聲明說理方式，25 歲以下佔了 1 位，26 歲至 50 歲有 3 位，51

歲以上年齡層則也有 10 位，總共有 14 位受訪者都使用了此一理由；使用有條件

的接受說理，25 歲以下佔了 1 位，26 歲至 50 歲有 2 位，51 歲以上年齡層則也

有 7 位，總共有 10 位受訪者都使用了此一理由。以上這三種說理方式佔了前 3

名，都有超過 10 位以上受訪者使用，藉此我們也可以發現，在年齡層越高擇使

用的說理方式更為理性。至於朋友間的請求，受試者使用抱怨或動之以情有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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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使用藉口或解釋原因者有 19 位。不論年齡層，使用抱怨的拒絕方式較為普

遍正常，因為朋友是同輩的角色，所以在受訪者中，較能直接敘說自身困難給朋

友聽。而年齡層越小的越有同儕的觀念。 

 但是對長輩的邀請，年齡層越小的越不敢直接拒絕長輩的邀請，轉而期待長

輩的理解。在拒絕同學的邀請情境中，我們發現使用藉口或解釋原因者佔了 29

位，提供其他選項佔了 15 位，原則聲明也有 14 位，而在 25 歲以下的年齡層受

訪者的回應中，我們可以得知他們缺乏社會經驗，因此對於拒絕同學的邀請，較

為直接，且也較不懂得一些說話技巧。對兄弟姐妹的邀請，46 歲以上的年齡層

多以直接拒絕，而 50 歲以下年齡層多以尋找藉口或解釋原因為主。總體而言，

拒絕模式顯示年齡層越大，拒絕的方式以不造成傷害性回答較多，顯示社會經歷

多就會以越理性思考的處理方式來拒絕。 

 在性別層面而言，女性較容易對長輩的建議做直接性的否決，男性則較理性

思考。對上司的建議，女性較委婉的接受，但心理層面的拒絕較大，男性則較行

動面的拒絕。對兄弟姐妹的建議，男性較要求理性溝通，女性較要求同理心，試

著讓對方理解自己。對同學的建議，女性較維護自己的立場而拒絕。對長輩的邀

請，女性會較深感抱歉。對上司的邀請，不論男女性別皆一致。對同學的邀請，

女性較容易以拒絕的心態去答應事情。對長輩的請求，女性較委婉拒絕。對上司

的請求，女性多較聲明自己的立場，男性則以不得罪對方為主。對同學的請求，

男性會要求同理心來希望對方理解，女性則以不傷對方為主。對兄弟姐妹的邀請，

女性較委婉，以不直接表達拒絕為主。對兄弟姐妹的請求，女性較有維護自己的

立場，男性則以不傷害對方為立場。 

 如果從職業上考量，對長輩的建議，各行業皆以直接說不佔多數，而說理則

是各行業中佔第二的選擇。對上司的邀請，多以不得罪對方為主。對兄弟姐妹的

要求，從商人員和教育人員較易表達自己的立場。對同學的邀請，從商者較重視

商界的簽約，而其他階層都以提供其他選項較圓融方式處理。 

 同時經由深度訪談，我們也發現受訪者全部都一致認為親疏關係會影響到他

們所採用的拒絕方式，受訪者對於核心家庭、擴展家庭成員的拒絕方式並不相同。

直接說不這個拒絕策略有 5 位受訪者認為會使長輩失去面子佔了 62.5%，再來是

批評佔了 30%，還有威脅和避開話題各佔了 10%。因此我們可以發現到，對於

長輩拒絕方式，受訪者最常使用的還是說抱歉。受訪者對於拒絕兄弟姐妹的請求、

建議、邀請時，心中都不會覺得不禮貌。對於拒絕兄弟姐妹大部份的受訪者認為

對讓他們失去面子所使用的方式是直接說不，佔了 33.3%，還有表面上答應但其

實是拒絕也佔了 22.2%。受訪者對於兄弟姐妹常使用的方式也是直接說不，佔了

20%，因此我們可以發現到雖然直接說不會讓兄弟姐妹沒面子，但受訪者最常使

用的方式就是直接說不，再來常使用的方式就是延遲回覆、有條件的接受及說抱

歉，各佔了 13.3%。受訪者對叔叔伯伯和舅舅所採取的方絕是否有所不同，覺得

有不同的佔了 62.5%，覺得沒有不同的佔了 37.5%。受訪者全部都認為對兄弟姐



22 
 

 

妹採用的拒絕方式會和對表兄弟姐妹採用的方法不同。直接說不這個拒絕策略有

6 位受訪者認為會使上司失去面子佔了 40%，再來是批評佔了 20%，還有告知對

方的請求是不適當的佔了 13.3%。 

 總而言之，46歲以上的受訪者回答通常都會比較婉轉使用較間接的方式來

拒絕，可能因為社會的歷練，以及保有對長輩尊敬的心態，因此在處理長輩的建

議時，較為委婉的以說理形式來婉拒長輩。而 25 歲至 45歲受訪者可能是較瞭解

社會的現實面，除了拒絕外，還會使用抱怨、說理或是使用藉口等理由來拒絕，

25歲以下的受訪者，則是以直接拒絕的方式居多，且也較不懂得一些說話技巧。

以性別來看，可能是目前社會男女較平等，其拒絕的方式並不會受限於性別角色

不同，拒絕的口氣、方式就差很多。但是從研究者的觀察可發現，在拒絕的情境

中，反而是男性比較好講話，女性在拒絕時會考量更多，因此女性受訪者拒絕策

略較男性多樣化。受訪者對於長輩的建議不採納時，直接性拒絕的較多，此時較

有個人主見，但對於請求和邀請時的拒絕行為較為委婉，且覺得對拒絕長輩是種

不可以的言語行為。而透過描述性統計量得知拒絕長輩的請求的策略較廣。對兄

弟姐妹的建議、請求和邀請大多都採取理性訴說，希望對方以同理心理解。在上

司邀請、建議、請求三方面，與上司的距離感較重，較不容易直接拒絕，而採取

原因或藉口的方式較多。同時結果顯示在邀請、請求或建議方面，對同學能保有

他能理解我的感受，希望對方以懂你的心情來理解自己，但少部份深怕對方不能

理解而延遲回覆對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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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附錄  

I 問卷 

一、背景 

年齡：_____  性別：□男 □女  

族群：____  

住所位置：_____________________ 

職業：_________  職位：_________  會的語言：___________________ 

是否有客語認證：□無 □初級 □中級 □高級 □其他_____________ 

為何會考客語認證？ 

日常用語？ 工作語言？ 與長輩說的語言？ 與晚輩說的語言？ 與同學說的語

言？ 與上司說的語言？ 

二、訪談問題 

說明：請仔細聆聽以下的問題，並請依各個問題中情境的描述，思考當妳/你身

處於當時情境時，妳/你會如何回答，請用客家話作答，謝謝你/妳。 

 

1. 妳/你想買一輛新車，當妳/你在思考該買何種新車時，妳/你的父親建議你可

以買福斯的車，但是你不想買褔斯的車， 

妳/你會說： 

 

2. 妳/你的部門最近拿到一筆大案子，妳/你的上司邀請妳/你們部門的所有員工

參加聚餐，但是妳/你最近和同部門的同事相處的不是很愉快，所以不想參加， 

妳/你會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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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妳/你表弟（阿姨的兒子）要去台北參加朋友婚禮，正煩惱要搭誰的車去，妳

/你正好打電話給表姐，告訴她妳/你要去台北，妳/你表姐請妳/你載表弟去台

北，但是因為你們兩位要去的地方距離有點遠，所以妳/你不想答應， 

妳/你會說： 

 

4. 妳/你大學畢業二十年了，同學打電話來邀請妳/你參加二十週年同學會，但是

同學會那天，妳/你恰好要接待國外來的重要客戶，而且當天要與對方簽約， 

妳/你會說： 

 

5. 妳/你最近連續加班一個月，好不容易明天請了休假，朋友卻打電話請妳/你幫

忙照顧小孩，因為她/他的褓姆臨時生病，而她/他又要趕著完成一件緊急的案

子，但是妳/你實在太累，不想幫忙照顧小孩， 

妳/你會說： 

 

6. 妳/你的舅舅要過七十大壽，邀請妳/你參加生日宴會，但是妳/你已經答應參

加非常要好同學的婚禮，而且要擔任伴娘，所以無法參加舅舅的生日宴會， 

妳/你會說： 

 

7. 妳/你要去應徵工作，妳/你的姐姐建議妳/你要穿西裝外套，但是妳/你不喜歡

穿西裝外套， 

妳/你會說： 

 

8. 妳/你向同學請教該選甚麼課時，同學建議妳/你可以選一門課，但是妳/你對

那門課沒興趣， 

妳/你會說： 

 

9. 妳/你的叔公住在隔壁，因為他孫子的電腦壞了，所以請妳/你將電腦借給他孫

子幾天，但是妳/你這幾天正在趕一個很重要的報告，所以無法答應， 

妳/你會說： 

 

10. 妳/你上司的摩托車壞了，所以請妳/你借她/他摩托車，但是妳/你不想借給她

/他，因為她/他時常借了摩托車要拖很久才願意歸還， 

妳/你會說： 

 

11. 住在妳/你家隔壁的叔公的孫子邀請妳/你參加平安戲宴會，但是妳/你最近很

忙，必須每天加班，所以無法參加， 

妳/你會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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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妳/你剛下班要離開公司，急著去處理一件重要的事情，妳/你的上司卻突然

出現要求你加班處理不是很重要的公文，妳/你不想加班， 

妳/你會說： 

 

 

附  錄 

一、背景 

年齡：_____  性別：□男 □女  

族群：____  

住所位置：_____________________ 

職業：_________  職位：_________  會的語言：___________________ 

是否有客語認證：□無 □初級 □中級 □高級 □其他_____________ 

為何會考客語認證？ 

日常用語？ 工作語言？ 與長輩說的語言？ 與晚輩說的語言？ 與同學說的語

言？ 與上司說的語言？ 

二、訪談問題 

說明：請仔細聆聽以下的問題，並請依各個問題中情境的描述，思考當妳/你身

處於當時情境時，妳/你會如何回答，請用客家話作答，謝謝你/妳。 

 

13. 妳/你想買一輛新車，當妳/你在思考該買何種新車時，妳/你的父親建議你可

以買福斯的車，但是你不想買褔斯的車， 

妳/你會說： 

 

14. 妳/你的部門最近拿到一筆大案子，妳/你的上司邀請妳/你們部門的所有員工

參加聚餐，但是妳/你最近和同部門的同事相處的不是很愉快，所以不想參加， 

妳/你會說： 

 

15. 妳/你表弟（阿姨的兒子）要去台北參加朋友婚禮，正煩惱要搭誰的車去，妳

/你正好打電話給表姐，告訴她妳/你要去台北，妳/你表姐請妳/你載表弟去台

北，但是因為你們兩位要去的地方距離有點遠，所以妳/你不想答應， 

妳/你會說： 

 

16. 妳/你大學畢業二十年了，同學打電話來邀請妳/你參加二十週年同學會，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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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學會那天，妳/你恰好要接待國外來的重要客戶，而且當天要與對方簽約， 

妳/你會說： 

 

17. 妳/你最近連續加班一個月，好不容易明天請了休假，朋友卻打電話請妳/你幫

忙照顧小孩，因為她/他的褓姆臨時生病，而她/他又要趕著完成一件緊急的案

子，但是妳/你實在太累，不想幫忙照顧小孩， 

妳/你會說： 

 

18. 妳/你的舅舅要過七十大壽，邀請妳/你參加生日宴會，但是妳/你已經答應參

加非常要好同學的婚禮，而且要擔任伴娘，所以無法參加舅舅的生日宴會， 

妳/你會說： 

 

19. 妳/你要去應徵工作，妳/你的姐姐建議妳/你要穿西裝外套，但是妳/你不喜歡

穿西裝外套， 

妳/你會說： 

 

20. 妳/你向同學請教該選甚麼課時，同學建議妳/你可以選一門課，但是妳/你對

那門課沒興趣， 

妳/你會說： 

 

21. 妳/你的叔公住在隔壁，因為他孫子的電腦壞了，所以請妳/你將電腦借給他孫

子幾天，但是妳/你這幾天正在趕一個很重要的報告，所以無法答應， 

妳/你會說： 

 

22. 妳/你上司的摩托車壞了，所以請妳/你借她/他摩托車，但是妳/你不想借給她

/他，因為她/他時常借了摩托車要拖很久才願意歸還， 

妳/你會說： 

 

23. 住在妳/你家隔壁的叔公的孫子邀請妳/你參加平安戲宴會，但是妳/你最近很

忙，必須每天加班，所以無法參加， 

妳/你會說： 

 

24. 妳/你剛下班要離開公司，急著去處理一件重要的事情，妳/你的上司卻突然出

現要求你加班處理不是很重要的公文，妳/你不想加班， 

妳/你會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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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訪者 A 

一、背景 

年齡： 28  性別：□男 ■女  

族群： 四縣客   

地址：苗栗 

職業：商  職位：助理  會的語言：國語、英語、四縣客 

是否有客語認證：■無 □初級 □中級 □高級 □其他_____________ 

為何會考客語認證？ 

日常用語？ 國語 

工作語言？ 國語 

與長輩說的語言？ 四縣客 

與晚輩說的語言？ 國語 

與同學說的語言？國語、四縣客 

與上司說的語言？國語 

二、訪談問題 

說明：請仔細聆聽以下的問題，並請依各個問題中情境的描述，思考當妳/你身

處於當時情境時，妳/你會如何回答，請用客家話作答，謝謝你/妳。 

 

1. 妳/你想買一輛新車，當妳/你在思考該買何種新車時，妳/你的父親建議你可

以買福斯的車，但是你不想買褔斯的車， 

妳/你會說： 

你幹嘛一直叫我買褔斯的車子，我就要買 BMW 

2. 妳/你的部門最近拿到一筆大案子，妳/你的上司邀請妳/你們部門的所有員工

參加聚餐，但是妳/你最近和同部門的同事相處的不是很愉快，所以不想參加， 

妳/你會說： 

我要回去和我爸爸媽媽吃飯，今天不能去 

3. 妳/你表弟（阿姨的兒子）要去台北參加朋友婚禮，正煩惱要搭誰的車去，妳

/你正好打電話給表姐，告訴她妳/你要去台北，妳/你表姐請妳/你載表弟去台

北，但是因為你們兩位要去的地方距離有點遠，所以妳/你不想答應， 

妳/你會說： 

我會一大早，可能四、五點我就要開車子去台北了，表弟我看他是起不來啦，

我先自己去就好了，他自己再坐火車去啦 

4. 妳/你大學畢業二十年了，同學打電話來邀請妳/你參加二十週年同學會，但是

同學會那天，妳/你恰好要接待國外來的重要客戶，而且當天要與對方簽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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妳/你會說： 

我真的很想去參加，不過我那天有很重要的事情，那關係到我會不會賺錢，

下次有再去參加 

5. 妳/你最近連續加班一個月，好不容易明天請了休假，朋友卻打電話請妳/你幫

忙照顧小孩，因為她/他的褓姆臨時生病，而她/他又要趕著完成一件緊急的案

子，但是妳/你實在太累，不想幫忙照顧小孩， 

妳/你會說： 

我明天可能有事情，我可能要去加班！（會騙他，不然就是第二天不接他電

話） 

6. 妳/你的舅舅要過七十大壽，邀請妳/你參加生日宴會，但是妳/你已經答應參

加非常要好同學的婚禮，而且要擔任伴娘，所以無法參加舅舅的生日宴會， 

妳/你會說： 

同學結婚，他一輩子才一次結婚，你生日你每年都有，那我再包紅包給你，

同學才結婚一次，我又要去做伴娘~ 

7. 妳/你要去應徵工作，妳/你的姐姐建議妳/你要穿西裝外套，但是妳/你不喜歡

穿西裝外套， 

妳/你會說： 

我一定會穿西裝外套嗎？現在天氣這麼熱，穿西裝外套我會熱死，會看起來

沒有很自然，我不能穿襯衫就好了嗎？ 

8. 妳/你向同學請教該選甚麼課時，同學建議妳/你可以選一門課，但是妳/你對

那門課沒興趣， 

妳/你會說： 

還有別的可以選嗎？一定要這個是嗎？ 

9. 妳/你的叔公住在隔壁，因為他孫子的電腦壞了，所以請妳/你將電腦借給他孫

子幾天，但是妳/你這幾天正在趕一個很重要的報告，所以無法答應， 

妳/你會說： 

我會問他孫子為什麼要借電腦，是玩的話，我會和他說，二天沒玩又不會死，

先讓我打重要的報告，二天沒玩不會怎樣啦 

10. 妳/你上司的摩托車壞了，所以請妳/你借她/他摩托車，但是妳/你不想借給她

/他，因為她/他時常借了摩托車要拖很久才願意歸還， 

妳/你會說： 

我摩托車哦，最近那個煞車可能一些問題，你不怕你騎摩托車出車禍你就借

去，我會拿去俢啦! 我這 2 天會拿去修，怕你騎一騎該煞車會失靈啊! 不怕

你就借去，沒有的話我就要拿去修 

11. 住在妳/你家隔壁的叔公的孫子邀請妳/你參加平安戲宴會，但是妳/你最近很

忙，必須每天加班，所以無法參加， 

妳/你會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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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會說最近真的很煩，很多事情，可能做不得去，我有空我一定會去參加 

12. 妳/你剛下班要離開公司，急著去處理一件重要的事情，妳/你的上司卻突然出

現要求你加班處理不是很重要的公文，妳/你不想加班， 

妳/你會說： 

公司是我自己一個人的嗎？這不重要的事情可以叫別的人做？我這樣我要去

做很要緊的事情，你叫我做這個？你是怎樣？是找我麻煩嗎？ 

 

受訪者 B 

一、背景 

年齡： 52  性別：□男 ■女  

族群： 四縣客   

地址：苗栗公館 

職業：教  職位：講師  會的語言：國語、英語、四縣客、台語 

是否有客語認證：■無 □初級 □中級 □高級 □其他_____________ 

為何會考客語認證？ 

日常用語？ 國語、四縣客、台語 

工作語言？ 國語 

與長輩說的語言？ 四縣客 

與晚輩說的語言？ 國語 

與同學說的語言？國語、四縣客 

與上司說的語言？國語 

二、訪談問題 

說明：請仔細聆聽以下的問題，並請依各個問題中情境的描述，思考當妳/你身

處於當時情境時，妳/你會如何回答，請用客家話作答，謝謝你/妳。 

 

1. 妳/你想買一輛新車，當妳/你在思考該買何種新車時，妳/你的父親建議你可

以買福斯的車，但是你不想買褔斯的車， 

妳/你會說： 

褔斯的車比較貴，又較耗油，可以買國產車 

2. 妳/你的部門最近拿到一筆大案子，妳/你的上司邀請妳/你們部門的所有員工

參加聚餐，但是妳/你最近和同部門的同事相處的不是很愉快，所以不想參加， 

妳/你會說： 

不方便去，家裡有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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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妳/你表弟（阿姨的兒子）要去台北參加朋友婚禮，正煩惱要搭誰的車去，妳

/你正好打電話給表姐，告訴她妳/你要去台北，妳/你表姐請妳/你載表弟去台

北，但是因為你們兩位要去的地方距離有點遠，所以妳/你不想答應， 

妳/你會說： 

路線不一樣，這樣繞來繞去，很麻煩，乾脆我自己坐車子去（怕會造成他的

困擾啦） 

4. 妳/你大學畢業二十年了，同學打電話來邀請妳/你參加二十週年同學會，但是

同學會那天，妳/你恰好要接待國外來的重要客戶，而且當天要與對方簽約， 

妳/你會說： 

很抱歉，剛剛好你回來的日子要開同學會，我另外又有重要事情要處理，看

改天再另外約時間 

5. 妳/你最近連續加班一個月，好不容易明天請了休假，朋友卻打電話請妳/你幫

忙照顧小孩，因為她/他的褓姆臨時生病，而她/他又要趕著完成一件緊急的案

子，但是妳/你實在太累，不想幫忙照顧小孩， 

妳/你會說： 

很抱歉，這帶小孩的責任很重，我可能沒方便，我可能擔當不起，還有本身

我請假最主要就要休息 

6. 妳/你的舅舅要過七十大壽，邀請妳/你參加生日宴會，但是妳/你已經答應參

加非常要好同學的婚禮，而且要擔任伴娘，所以無法參加舅舅的生日宴會， 

妳/你會說： 

送嫁該日子早就訂好了，很拍謝，會包紅包，我禮到人沒到 

7. 妳/你要去應徵工作，妳/你的姐姐建議妳/你要穿西裝外套，但是妳/你不喜歡

穿西裝外套， 

妳/你會說： 

（我不會順她意，我會看我自己的喜好穿，去應徵工作不是說穿西裝外套就

會被錄取，愛照自己的意思自己有自己的觀感意見，不會跟他講我不喜歡）

你建議我這樣穿，不過我這樣穿不好看，很綁手綁腳 

8. 妳/你向同學請教該選甚麼課時，同學建議妳/你可以選一門課，但是妳/你對

那門課沒興趣， 

妳/你會說： 

沒興趣的課我不會選，不過我會選我有興趣的課 

9. 妳/你的叔公住在隔壁，因為他孫子的電腦壞了，所以請妳/你將電腦借給他孫

子幾天，但是妳/你這幾天正在趕一個很重要的報告，所以無法答應， 

妳/你會說： 

是不急的話，改天我會借你用，現在我要趕資料，所以很拍謝，不能借你 

10. 妳/你上司的摩托車壞了，所以請妳/你借她/他摩托車，但是妳/你不想借給她

/他，因為她/他時常借了摩托車要拖很久才願意歸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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妳/你會說： 

很拍謝，車子真的不方便借你，不方便借你的原因很多，不過又不方便和你

講 

11. 住在妳/你家隔壁的叔公的孫子邀請妳/你參加平安戲宴會，但是妳/你最近很

忙，必須每天加班，所以無法參加， 

妳/你會說： 

很忙，又很累，這個宴會不是… 平常相處的日子比較重要啦，這個宴會是一

天一下就過完了，我又很沒空，所以沒參加，應該不會很失禮啦！我也一樣，

禮我會包啦！ 

12. 妳/你剛下班要離開公司，急著去處理一件重要的事情，妳/你的上司卻突然出

現要求你加班處理不是很重要的公文，妳/你不想加班， 

妳/你會說： 

我還是會加班，我會把公司的事情處理完，正去處理自己的事情（我可以跟

對方說），我這件先處理完了，我再去處理別的事情 

 

受訪者 C 

一、背景 

年齡： 18  性別：□男 ■女  

族群： 四縣客   

地址：苗栗 

職業：商  職位：廚師  會的語言：國語、四縣客 

是否有客語認證：■無 □初級 □中級 □高級 □其他_____________ 

為何會考客語認證？ 

日常用語？ 國語 

工作語言？ 國語、四縣客 

與長輩說的語言？ 四縣客 

與晚輩說的語言？ 四縣客 

與同學說的語言？國語、四縣客 

與上司說的語言？國語 

二、訪談問題 

說明：請仔細聆聽以下的問題，並請依各個問題中情境的描述，思考當妳/你身

處於當時情境時，妳/你會如何回答，請用客家話作答，謝謝你/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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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妳/你想買一輛新車，當妳/你在思考該買何種新車時，妳/你的父親建議你可

以買福斯的車，但是你不想買褔斯的車， 

妳/你會說： 

我要買別台 

2. 妳/你的部門最近拿到一筆大案子，妳/你的上司邀請妳/你們部門的所有員工

參加聚餐，但是妳/你最近和同部門的同事相處的不是很愉快，所以不想參加， 

妳/你會說： 

我那天有事情，不能去 

3. 妳/你表弟（阿姨的兒子）要去台北參加朋友婚禮，正煩惱要搭誰的車去，妳

/你正好打電話給表姐，告訴她妳/你要去台北，妳/你表姐請妳/你載表弟去台

北，但是因為你們兩位要去的地方距離有點遠，所以妳/你不想答應， 

妳/你會說： 

我會載他去，不過比較慢一些；我車子的油沒辦法開到那邊，那太遠欸，我

媽說不能去，我媽會罵我 

4. 妳/你大學畢業二十年了，同學打電話來邀請妳/你參加二十週年同學會，但是

同學會那天，妳/你恰好要接待國外來的重要客戶，而且當天要與對方簽約， 

妳/你會說： 

會直接講我有事，沒辦法去 

5. 妳/你最近連續加班一個月，好不容易明天請了休假，朋友卻打電話請妳/你幫

忙照顧小孩，因為她/他的褓姆臨時生病，而她/他又要趕著完成一件緊急的案

子，但是妳/你實在太累，不想幫忙照顧小孩， 

妳/你會說： 

我要加班（騙他）；我累得要死，不想要幫他帶 

6. 妳/你的舅舅要過七十大壽，邀請妳/你參加生日宴會，但是妳/你已經答應參

加非常要好同學的婚禮，而且要擔任伴娘，所以無法參加舅舅的生日宴會， 

妳/你會說： 

我不能，我那天要去當伴娘，我結束再過去可以嗎？ 

7. 妳/你要去應徵工作，妳/你的姐姐建議妳/你要穿西裝外套，但是妳/你不喜歡

穿西裝外套， 

妳/你會說： 

我不要穿那件衣服 

8. 妳/你向同學請教該選甚麼課時，同學建議妳/你可以選一門課，但是妳/你對

那門課沒興趣， 

妳/你會說： 

我不想要選那門課 

9. 妳/你的叔公住在隔壁，因為他孫子的電腦壞了，所以請妳/你將電腦借給他孫

子幾天，但是妳/你這幾天正在趕一個很重要的報告，所以無法答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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妳/你會說： 

不能啊，我還有事情，我在趕很重要的案子 

10. 妳/你上司的摩托車壞了，所以請妳/你借她/他摩托車，但是妳/你不想借給她

/他，因為她/他時常借了摩托車要拖很久才願意歸還， 

妳/你會說： 

我車子送修；我媽說不能借 

11. 住在妳/你家隔壁的叔公的孫子邀請妳/你參加平安戲宴會，但是妳/你最近很

忙，必須每天加班，所以無法參加， 

妳/你會說： 

我要加班，不能去 

12. 妳/你剛下班要離開公司，急著去處理一件重要的事情，妳/你的上司卻突然出

現要求你加班處理不是很重要的公文，妳/你不想加班， 

妳/你會說： 

我可以把事情做完 

 

受訪者 D 

一、背景 

年齡： 23  性別：□男 ■女  

族群： 四縣客   

地址：苗栗 

職業：教  職位：講師  會的語言：國語、英語、四縣客、台語 

是否有客語認證：■無 □初級 □中級 □高級 □其他_____________ 

為何會考客語認證？看看實力 

日常用語？ 國語、四縣客 

工作語言？ 國語、四縣客 

與長輩說的語言？ 四縣客 

與晚輩說的語言？ 國語 

與同學說的語言？國語 

與上司說的語言？四縣客 

二、訪談問題 

說明：請仔細聆聽以下的問題，並請依各個問題中情境的描述，思考當妳/你身

處於當時情境時，妳/你會如何回答，請用客家話作答，謝謝你/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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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妳/你想買一輛新車，當妳/你在思考該買何種新車時，妳/你的父親建議你可

以買福斯的車，但是你不想買褔斯的車， 

妳/你會說： 

可是我覺得不好看，我還有更喜歡的 

2. 妳/你的部門最近拿到一筆大案子，妳/你的上司邀請妳/你們部門的所有員工

參加聚餐，但是妳/你最近和同部門的同事相處的不是很愉快，所以不想參加， 

妳/你會說： 

可是我還是會去；我那天有事情啊！我親戚要結婚要喝喜酒 

3. 妳/你表弟（阿姨的兒子）要去台北參加朋友婚禮，正煩惱要搭誰的車去，妳

/你正好打電話給表姐，告訴她妳/你要去台北，妳/你表姐請妳/你載表弟去台

北，但是因為你們兩位要去的地方距離有點遠，所以妳/你不想答應， 

妳/你會說： 

可是我只能載你去車站，你要從車站自己去哦！（我可以載他去台北，不過

我沒辦法載他去目的地） 

4. 妳/你大學畢業二十年了，同學打電話來邀請妳/你參加二十週年同學會，但是

同學會那天，妳/你恰好要接待國外來的重要客戶，而且當天要與對方簽約， 

妳/你會說： 

直接講我有事，我真的沒辦法參加，問他可以改天嗎？ 

5. 妳/你最近連續加班一個月，好不容易明天請了休假，朋友卻打電話請妳/你幫

忙照顧小孩，因為她/他的褓姆臨時生病，而她/他又要趕著完成一件緊急的案

子，但是妳/你實在太累，不想幫忙照顧小孩， 

妳/你會說： 

我要去約會啦！那天我沒辦法！我可以找人幫你帶，可是我沒辦法！ 

6. 妳/你的舅舅要過七十大壽，邀請妳/你參加生日宴會，但是妳/你已經答應參

加非常要好同學的婚禮，而且要擔任伴娘，所以無法參加舅舅的生日宴會， 

妳/你會說： 

舅舅拍謝，我要去做伴娘，不然你來看我有沒有漂亮？舅舅不然我再趕回來，

留一塊蛋糕給我吃！ 

7. 妳/你要去應徵工作，妳/你的姐姐建議妳/你要穿西裝外套，但是妳/你不喜歡

穿西裝外套， 

妳/你會說： 

我自己有準備套裝，可是那西裝外套就是不是那裡面的一套，我自己有準備

一套面試服 

8. 妳/你向同學請教該選甚麼課時，同學建議妳/你可以選一門課，但是妳/你對

那門課沒興趣， 

妳/你會說： 

問他為什麼你會建議我選這個課？（他會跟我說原因）如果他覺得這門課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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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麼可以選，我如果覺得好又輕鬆，我就會還是會選啦！ 

9. 妳/你的叔公住在隔壁，因為他孫子的電腦壞了，所以請妳/你將電腦借給他孫

子幾天，但是妳/你這幾天正在趕一個很重要的報告，所以無法答應， 

妳/你會說： 

叔公我現在沒空，我下禮拜借他來得急嗎？是來不急我再和別人借（不做到

的話，會很難做人） 

10. 妳/你上司的摩托車壞了，所以請妳/你借她/他摩托車，但是妳/你不想借給她

/他，因為她/他時常借了摩托車要拖很久才願意歸還， 

妳/你會說： 

老闆你要去哪，我可以載你去 

11. 住在妳/你家隔壁的叔公的孫子邀請妳/你參加平安戲宴會，但是妳/你最近很

忙，必須每天加班，所以無法參加， 

妳/你會說： 

我會和他說我很忙 

12. 妳/你剛下班要離開公司，急著去處理一件重要的事情，妳/你的上司卻突然出

現要求你加班處理不是很重要的公文，妳/你不想加班， 

妳/你會說： 

先問老闆真的很急嗎？因為我現下有一個事情要去處理，是如果沒很急的話，

我可以明天正來處理某，是真的很急的話，我就先處理完再去辦自己的事 

 

受訪者 E 

一、背景 

年齡： 22  性別：■男 □女  

族群： 四縣客   

地址：苗栗 

職業：士  職位：碩一  會的語言：國語、四縣客 

是否有客語認證：■無 □初級 □中級 □高級 □其他_____________ 

為何會考客語認證？ 

日常用語？ 國語、四縣客 

工作語言？ 國語 

與長輩說的語言？ 四縣客 

與晚輩說的語言？ 國語 

與同學說的語言？國語、四縣客 

與上司說的語言？國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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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訪談問題 

說明：請仔細聆聽以下的問題，並請依各個問題中情境的描述，思考當妳/你身

處於當時情境時，妳/你會如何回答，請用客家話作答，謝謝你/妳。 

 

1. 妳/你想買一輛新車，當妳/你在思考該買何種新車時，妳/你的父親建議你可

以買福斯的車，但是你不想買褔斯的車， 

妳/你會說： 

我會說我不想要買這種的，我自己有喜歡的 

2. 妳/你的部門最近拿到一筆大案子，妳/你的上司邀請妳/你們部門的所有員工

參加聚餐，但是妳/你最近和同部門的同事相處的不是很愉快，所以不想參加， 

妳/你會說： 

家裡有事情 

3. 妳/你表弟（阿姨的兒子）要去台北參加朋友婚禮，正煩惱要搭誰的車去，妳

/你正好打電話給表姐，告訴她妳/你要去台北，妳/你表姐請妳/你載表弟去台

北，但是因為你們兩位要去的地方距離有點遠，所以妳/你不想答應， 

妳/你會說： 

我不方便！因為我那天也有事情；直接和他說，去的地方不一樣，可能沒辦

法 

4. 妳/你大學畢業二十年了，同學打電話來邀請妳/你參加二十週年同學會，但是

同學會那天，妳/你恰好要接待國外來的重要客戶，而且當天要與對方簽約， 

妳/你會說： 

（可能不會講那麼詳細），我會跟他說我工作還沒做完，我要工作 

5. 妳/你最近連續加班一個月，好不容易明天請了休假，朋友卻打電話請妳/你幫

忙照顧小孩，因為她/他的褓姆臨時生病，而她/他又要趕著完成一件緊急的案

子，但是妳/你實在太累，不想幫忙照顧小孩， 

妳/你會說： 

我有事情，我要出去玩，我很累，會照實講，因為一個月沒放假太累 

6. 妳/你的舅舅要過七十大壽，邀請妳/你參加生日宴會，但是妳/你已經答應參

加非常要好同學的婚禮，而且要擔任伴娘，所以無法參加舅舅的生日宴會， 

妳/你會說： 

我已經和人約好了，沒辦法去，也是很重要的朋友結婚，會直接說要去擔任

伴郎 

7. 妳/你要去應徵工作，妳/你的姐姐建議妳/你要穿西裝外套，但是妳/你不喜歡

穿西裝外套， 

妳/你會說： 

沒關係啦，這樣穿也可以啊！會接受姐姐的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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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妳/你向同學請教該選甚麼課時，同學建議妳/你可以選一門課，但是妳/你對

那門課沒興趣， 

妳/你會說： 

我正看一下好了 

9. 妳/你的叔公住在隔壁，因為他孫子的電腦壞了，所以請妳/你將電腦借給他孫

子幾天，但是妳/你這幾天正在趕一個很重要的報告，所以無法答應， 

妳/你會說： 

就沒辦法我要做報告，直接說，會說清楚 

10. 妳/你上司的摩托車壞了，所以請妳/你借她/他摩托車，但是妳/你不想借給她

/他，因為她/他時常借了摩托車要拖很久才願意歸還， 

妳/你會說： 

這個很難講，也不能說摩托車壞掉，會找好幾個理由，這摩托車是我家裡的，

大家都要用到，所以就沒辦法借你 

11. 住在妳/你家隔壁的叔公的孫子邀請妳/你參加平安戲宴會，但是妳/你最近很

忙，必須每天加班，所以無法參加， 

妳/你會說： 

就會說我要加班 

12. 妳/你剛下班要離開公司，急著去處理一件重要的事情，妳/你的上司卻突然出

現要求你加班處理不是很重要的公文，妳/你不想加班， 

妳/你會說： 

這是一定要這麼趕嗎？如果是的話就會聽他的，如果不是的話，就會問他說，

可以慢一點嗎？（一開始不會說自己有事怕老闆多問） 

 

 

 

 

 

 

 

 

II「情歸大地」劇本分析 

語料來源：「情歸大地」－李喬原著．編劇 

 

 拒絕策略（一）：沉默、猶豫、表現出缺乏興致（silence, hesitation, lack of 



39 
 

 

enthusiasm） 

．湯四挽包袱前行，秋妹扶三子尾隨，一臉哀苦惱恨。 

．興茫然中，淚水盈眶。（特寫）。 

（客語） 

四：「好咧啦。倒轉去。」 

秋：「…你正經…捨得？」 

四：（搖手，揮手，臉側向一方。） 

秋：「你正經做得著？」 

四：妳… 

 

（華語） 

四：「好了。回去吧！」 

秋：「…你真的捨得？」 

四：（搖手，揮手，臉側向一方。） 

秋：「你真的做得到？」 

四：妳… 

出處：「情歸大地」劇本，SA---5 

時：秋日晌午（回憶場） 

景：山坵，黃土路遙指遠山。 

人：吳秋妹（大腹便便），興（六歲）、新蘭、新河。湯四（興父） 

解釋：湯四對於秋妹的問題，僅用搖手與揮手來表達其回應，即符合其策略中的

沉默、猶豫等表態方式。 

 

 拒絕策略（二）：提供其他選項（offering an alternative） 

．深夜熟睡。賢妹輾轉間發出「唔唔」聲。 

．賢妹突然狂吼：「不行！不行啊！」 

（客語） 

賢：「敗勢，又吵醒你咧。」 

興：（喃喃而語）「平靜湖面，麼有暗流…」 

賢：（一醒）「你講有暗流心事？」 

興：「常透半夜驚夢，總有麼介臭風鹹菜？」 

賢：「你一直毋問底細？還有心機喔！」 

興：「唷！自家褲頭落忒…續賴人無攝目？」 

賢：「你仰講粗話？」 

興：「捱當粗路、當魯夫，妳又毋係毋知…。」（興興奮起來） 

賢：「好咧啦，正經兜仔。阿興：結婚恁多年，一直等你開口，你就一直做

暮固狗──毋出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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興：「咦？半夜目睡狂，吵醒人還罵人，麼介狗？」 

賢：「人佬你講正經个了！」 

興：「稱斤、稱兩，麼三你講个！」 

 

（華語） 

賢：「不好意思，又吵醒你了。」 

興：（喃喃而語）「平靜湖面，也會有暗流…」 

賢：（醒來）「你說我有心事？」 

興：「妳經常半夜醒來，心裡一定是有什麼說不出的心事？」 

賢：「你一直不說不問？真有心機呢！」 

興：「喔！自己的褲子掉下來，卻怪別人不遮住眼睛？」 

賢：「你怎麼講粗話了？」 

興：「我粗魯、我魯莽，妳又不是不知道。」（興興奮起來） 

賢：「好了，正經一點。阿興：結婚這麼多年，一直等你開口問，你就一直

做個沈悶狗…不出聲！」 

興：「咦？半夜做惡夢的，吵醒人還罵人，什麼狗？」 

賢：「我們講正經一點！」 

興：「稱斤、稱兩，也是妳說的！」 

出處：「情歸大地」劇本，SD---3 

時：深夜，窗外明月高掛（回憶場） 

景：吳湯興、黃賢妹臥房 

人：興、賢、嬰兒海坤熟睡中。 

解釋：在賢妹和湯興兩夫妻的對話中，可以發現到湯興回答中，並沒有一定的標

準答案，而是使用了其他選項的策略，來和賢妹回答互動。 

 

 

 拒絕策略（三）：延遲回覆（postponement） 

．賢妹先一愕，然後冷笑，繼而現怒容。然後正色說： 

（客語） 

賢：「興哥：暗晡夜，用盡手段尋到你，做麼介…」 

興：「做麼介？妳仰般忽然面壴壴（ㄗˊ）仔哪？」 

賢：「無ㄋㄚˊ！斯想…跈你去…」 

興：「跈去，去佬日本人拚命？噯！你…」 

賢：「仰？捱就做毋得？」彼霍然嚴肅十分，凝盯夫婿一字一字說：「細人，

捱自有安排。捱也佬阿姆講過，吾生母麼毋會，或者講毋敢反對…。」 

興：「…」 

賢：「興哥：你知吾心事正著！何況客家婦人家毋係都軟折折个──再過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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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陣，沒一定會死！」 

興：「賢妹…賢妹…」 

賢：「興哥：捱知：你…戾攴爪（ㄌㄨ tˋ ㄗㄠˋ）機會毋多；捱無共樣。

捱會看情勢，知進退…你知捱…」 

興：「妳根本就…毋使恁樣…何況…」 

賢：「興哥：結髮夫妻八年來，你知若俌娘正著！人講夫唱婦隨，夫妻為夫

妻係林鳥…。」 

興：「唔…係呀！」 

賢：「吾意思係講：上戰陣，係自願，萬一死，也毋係以身殉夫！係捱自家

个選擇！」 

 

（華語） 

賢：「興哥：今晚好不容易千辛萬苦地找到你，為什麼…」 

興：「為什麼？妳突然面色難看？」 

賢：「沒有啦！我是想…想跟你去…」 

興：「跟去，去跟日本鬼子拚命？唉！妳…」 

賢：「怎樣？我不行嗎？」突然嚴肅十分，凝盯夫婿一字一字說：「小孩，我

已經安頓好了。我也跟母親說過，至於我的生母她不會反對，也不敢反對

的…。」 

興：「…」 

賢：「興哥：我的心事！你是一清二楚的，何況客家女子也不是軟趴趴的，…

再說，上戰場，也不一定就會死…」 

興：「賢妹…賢妹：」 

賢：「興哥：我知道：你擺脫機會不多：我不一樣。我會看情勢，知進退…

你知道我…」 

興：「妳根本就…不需要這樣…何況…」 

賢：「興哥：結髮夫妻八年來，你瞭解你妻子才對！俗話說：夫唱婦隨，夫

妻本是同林鳥…。」 

興：「唔…是呀！」 

賢：「我的意思是說：上戰陣，是我自願，萬一陣亡，不能說是以身殉夫！

是我自己的選擇！」 

出處：「情歸大地」劇本，SD---2 

時：午夜，細雨紛紛。 

景：銅鑼庄被焚後一角，尚有火紅餘燼，模糊可見白煙緩緩上升。殘壁一角。 

人：興，吳鎮洸、黃賢妹等三女性（皆勁裝），三女背弓箭。 

解釋：賢妹對於湯興的問題，並沒有馬上就回應了，而是解釋其原因才將答案說

出來，這種策略符合了其延遲回覆的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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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拒絕策略（四）：怪罪第三者或自己所無法控制的事務（putting the blame on 

the third party or something over which you have no control） 

（客語） 

秋：「…悅來，你正經愛走？！」 

四：「毋係走，係轉屋家，轉吾廣東高思个屋家！」 

秋：「銅鑼者位，毌係若屋家！？」 

四：「唉！嘴都講燥咧！」 

秋：「田事毋使你做，店項下把坐坐就好咧。你愛仰般…」 

四：「恁樣，食閒飯，會分人笑啊。」 

秋：（色變）：「你分捱招六七年咧。仰會者下正講恁樣个話？」 

四：（賭氣）：「係啊！分人招，一生人嘛分人笑！」 

秋：（氣極）：「你者下正講？你者下正講！」 

 

（華語） 

秋：「…悅來，你真的要離開？」 

四：「不是離開，是回家，回我廣東高思的家」 

秋：「難道銅鑼這裡，不是你家？」 

四：「唉！嘴巴都講乾了」 

秋：「田事不要你做，有事沒事就在店裡坐坐。你要怎樣…」 

四：「這樣，吃閒飯，會被人嘲笑的。」 

秋：（色變）：「你被我招贅六七年了。怎會現在才講這種話？」 

四：（賭氣）：「是啊！被招贅，一生都會被嘲笑」 

秋：（氣極）：「你現在才講？你現在才講！」 

出處：「情歸大地」劇本，SA---6 

時：夜深 

景：秋臥室，燈火輝煌。 

人：秋、泗。三子已入睡。興探頭聽到如下對話。 

 

解釋： 秋妹和湯興父親湯四的對話中，可以發現到湯四對於自己被招贅一事耿

耿於懷，在乎別人的看法，這也是客家典型社會中會發生的情況，因此這也符合

策略中的「怪罪第三者或自己所無法控制的事務」。 

 

 

 拒絕策略（五）：避開話題（avoidance） 

．鏡頭絞開，以中景拍賢陪興走出土牆門。門外人馬八九人守候已久。 

（客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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興：「…賢妹：捱知妳…妳定著…」興搖頭搖手。 

賢：「…莫想恁多。你自家保重。興哥：今生今世佬你結髮夫妻，吾人生值

咧！」 

興：「…」 

賢「興哥，毋使代捱愁。（笑）…萬一，捱毋會去殉夫，雖然還後生，經歷

人世種種，對吾个生命自有安排。興哥你知無？」 

 

（華語） 

興：「…賢妹：我知道妳…妳一定…」興搖頭搖手。 

賢：「…別想那麼多。你自己要好好保重。興哥：今生今世和你結髮夫妻，

我的人生足夠了！」 

興：「…」 

賢：「興哥，不必為我憂盧。（笑）…萬一，我不會去殉夫的；雖然我還年輕，

卻也經歷了人世種種，對於生命我自有安排。興哥你知道嗎？」 

出處：「情歸大地」劇本，SD---6 

時：續 SD-5，曙光已現 

景：興、賢臥室。起居間，櫃頂覆置的湯四畫像。 

人：興、賢與三兒。新蘭、新河、新漢夫婦、子侄多人。 

 

解釋：在賢妹送湯興的對話中，湯興一直不知道如何開口想告訴對方的話，但最

後賢妹知道湯興想說什麼，雖然對話中有避開話題但最後還是有講開。 

 

 

 拒絕策略（六）：大致上接受但不討論細節（general acceptance without giving 

details） 

（客語） 

興：「入夜咧。賢妹妳…」 

賢：「毋使掛慮。捱兜跈等就會入彰化城。」 

興：「到處都有日軍…捱看，送妳入城…。」 

賢：「毋使。有安排啦。…興哥，總講一句，保…重…捱會…好好安頓…。」 

 

（華語） 

興：「夜深了。賢妹…妳…」 

賢：「不用掛慮。我們等一下就會入彰化城。」 

興：「到處都有日軍…我看，我送妳進城去好了。」 

賢：「不用。都安排好了。興哥，總之一句話：保…重……我會好好安頓…」 

出處：「情歸大地」劇本，SE---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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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釋：湯興擔心賢妹安危的對話裡，由於賢妹都知道湯興在擔心什麼，所以賢妹

在對話中，有接受其關心，但細節部份賢妹都安排好了因為沒有討論其細節。 

 

 

 拒絕策略（七）：談論其他話題（divert and distract the addressee） 

（客語） 

山根信成斜躺，左胸，肩窩一片血漬 

志賀入，檢視山根傷勢。 

志：「司令官大人，請卡刻耐仔！」 

山：「哈！戲，忒過火咧！者恁樣…」 

志：「已經，一口氣就會攻陷咧！」 

山根喘息片刻，要求扶其坐起，臉色蒼白而平靜… 

山：「差毋多咧，者就…」 

眾：「司令官殿～～」 

山：「吾為皇國，佢兜為自家个土地來死，都係大義所在啊！」 

眾：「係！」 

山：「就恁樣，心無掛吊咧～～」 

山根信成，頭頸一側，過世了。 

 

（華語） 

山根信成斜躺，左胸，肩窩一片血漬 

志賀入，檢視山根傷勢。 

志賀：「司令官大人，請忍耐著！」 

山根：「哈！戲，太過火啦！這一下志賀…很快，一口氣就要攻陷了！」 

山根喘息片刻，要求扶其坐起，臉色蒼白而平靜… 

山根：「差不多了…這就…」 

眾：「司令官大人～～」 

山根：「我為皇國，他們為自己的土地而死，都是大義所在啊！」 

眾：「是！」 

山根：「就這樣，我心，無牽掛了～～」 

山根信成，頭頸一側，逝去。 

出處：「情歸大地」劇本，SE---31 

解釋：在這段對話中，山根已經即將要死去了，最後他才理解到，每個人都有堅

持的地方，他為了皇國而喪命，而台灣人也是為了保衛土地而喪命，所以他認為

自己不重要，而是關心其他的話題。 

 

 拒絕策略（八）：大致上接受但使用藉口（general acceptance with excu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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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眾領軍抱拳自我介紹。特寫各人。互推主持人。 

（客語） 

興：「楊將軍，你係新楚軍統領──真正官符在身，又身經百戰。故所，者

个作戰會議，理應由楊將軍你來指揮！」 

雲：「吳統領莫推辭，你係全台義軍統領，也係正式任命，又祭告天地。『新

楚軍』係客隊，況且總節制劉永褔將軍明白交代：抗日戰鬥，已然以台灣義

軍為主，要楊某謹守本份…」 

興：「…纘堂兄：你係當地龍頭…」 

姜：「（打斷興的話），楊將軍講到石壁壁竳，你就頭擂擂仔，接啦！」 

興：「雞屎頭搵泥──總愛有人來拂。好，小弟就僭越哈！」 

 

（華語） 

興：「楊將軍，你是新楚軍統領──真正官符在身，又身經百戰。所以，這

次作戰會議，理應由楊將軍你來指揮！」 

雲：「吳統領不要推辭，你是全台義軍統領，也是正式任命，又祭告過天地。

『新楚軍』是客軍，何況總節制劉永褔將軍明白交代過：抗日戰鬥，以台灣

義軍為主，要楊某謹守本份…」 

興：「…姜兄：你是當地的龍頭…」 

姜：「（打斷興的話），楊將軍講到斬釘截鐵，你就頭低低的，…就接下來吧！」 

興：「笨腦袋沾上泥巴，總得有人來擦。好吧，小弟就僭越了！」 

出處：「情歸大地」劇本，SB---2 

時：夜 

景：軍隊指軍部，營帳內。 

人：興、驤、姜、楊載雲、鍾石妹（男）、傅德星、陳澄波，吳鎮洸等。 

 

解釋：在這段對話中，各領軍互相在推辭主持人，最後是由湯興接下了，但他回

了這句「雞屎頭搵泥──總愛有人來拂。好，小弟就僭越哈！」，因此他雖然接

下了帶頭，但還是說了一些藉口說明他謙虛的心態。 

 

 拒絕策略（九）：告知對方的請求是不適當的（saying what is offered or 

requested is inappropriate） 

（客語） 

興：「拜問：你兜喊佢『巴赫、阿娜』係名仔嘸？」 

Ｐ：「毋係名。最大最得人驚 Katuhu 啦。」 

清：「卡丟赫？會下咒人係嘸？」 

Ｐ：「著著！Pazeh 講 Katuhu，Taokas 講 Pat-dou。Pazeh 的 Katuhu 分「白

Katuhu」「烏 Katuhu」兩種。烏 Katuhu 會換目珠、偷魂，變形，會飛天鑽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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興：「者隻…恁老，佢白也烏」 

Ｐ：「小同年！不能亂講！佢係 Sawies…神！」 

興：「該『巴赫、阿姨』意思係講…？」 

清：「細人仔，恬恬！恁多問做麼！」 

 

（華語） 

興：「請問，你們叫她『巴赫、阿娜』這是名字嗎？」 

Ｐ：「那不是名字。那是指最厲害、最可怕的會唸咒語的人。」 

清：「Katuhu 卡丟赫？是會下咒的人嗎？」 

Ｐ：「對啊！Pazeh 講 Katuhu，Taokas 講 Pat-dou。Pazeh 的 Katuhu 分黑、白

兩種。黑的會把人的眼珠子換勢，偷走人的靈魂，把人變形，她會飛天鑽地…」 

興：「這個…這麼老，是屬於白的呢？還是黑的呢？」 

Ｐ：「小同年！不要亂講！她是神哪！」 

興：「這個『巴赫、阿姨』意思是說…？」 

清：「小孩子，安靜一點！問這麼多做什麼？」 

出處：「情歸大地」劇本，SE---11 

時：近午夜（農曆九月五日） 

景：「鯉魚潭社」（pazeh）收穫祭場。 

人：吳阿清祖孫三人，社眾。尫姨「巴赫、阿娜」等。 

 

解釋：在這段對話中，對於湯興小時候的提問覺得不禮貌，所以直接被斥喝湯興：

「細人仔，恬恬！恁多問做麼！」，來告知他這樣的請求是不適當的。 

 

 拒絕策略（十）：表面上答應但其實是拒絕（external yes, intimal no） 

．興輕拍賢肩膀，盡在不言中。 

（客語） 

賢：「興哥，人講：有子萬事足，會供加幾隻子女分你啦！」 

興：「賢妹…」 

賢：「摁兜，無欠缺麼个…」 

興：「係啊！捱姓吳。捱屬於銅鑼、屬於台灣，又有妳賢妹。捱已滿足咧！」 

 

（華語） 

賢：「興哥，人家講：有子萬事足，我會多生幾個子女給你啦！」 

興：「賢妹…」 

賢：「我們，不欠缺什麼…」 

興：「是啊！我姓吳。屬於銅鑼、屬於台灣，又有妳賢妹。我已滿足了！」 

（心思恍然切入另一回憶中）（更深過濾鏡頭，然後轉明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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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處：「情歸大地」劇本，SB---12 

時：午時（回憶） 

景：吳宅客廳、臥房 

人：興、賢、吳秋妹、邱國霖、吳鎮洸、海坤（襁褓中） 

解釋：這段對話中，雖然湯興口頭上滿足於現狀，但其實還是隱射到自己的小時

候父親離家的畫面，所以雖然他表面上是正面的但其實是負面情緒的。 

 

 拒絕策略（十一）：使用哲學聲明（statement of philosophy） 

（客語） 

興：「楊將軍，若高見仰般？」 

雲：「吾立場是：協助當地義軍，步步阻擋日軍南侵个速度～～。」 

興：「李惟義將軍是劉總節制特別加派。李將軍高見如何？」 

李：「形勢當明顯，敵人想一戰定江山，摁兜愛寸寸守、寸寸削，拉長空間，

將敵人兵力攤薄忒！」 

興：（作結）「故所，毋係死守一點，係全面阻撓莫硬鬥，愛雞嬤啄蜈蚣蟲，

啄到就走，總講：愛保存實力」 

雲：「故所，全面作戰，相互支援，放兩銃就換陣地」 

興：「者下做一決定，尖筆山打消耗戰。將尖筆山，頭份、苗栗、銅鑼畫作

一個戰區…」 

O.S（興）：「孫子兵法講：假敗毋好追擊；敵勢強，莫強攻，漏仔，毋好誤

入！以逸待勞，兵家大利也…」 

 

（華語） 

興：「楊將軍，你的高見如何？」 

雲：「我的立場是，協助當地義軍，步步阻擋日軍南侵的速度～～。」 

興：「李惟義將軍是劉總節制特別加派來的。李將軍高見如何？」 

李：「目前形勢很明顯，敵人想要一戰定江山，我們要寸寸守、寸寸削，拉

長空間，將敵人兵力削減掉！」 

興：（作結）「所以，不是死守，是全面阻撓，不可硬鬥，要『公雞啄蜈蚣蟲』，

啄到就跑，總之：要保存實力。」 

雲：「所以，現在要全面作戰，相互支援，放兩槍就換陣地。」 

興：「現在作個決定，尖筆山打消耗戰。將尖筆山，頭份、苗栗、銅鑼畫作

一個戰區…」 

O.S（興）：「孫子兵法講：假敗不要追擊；敵勢強，不要強攻，不誤入陷阱。

以逸待勞，兵家大利也…」 

出處「情歸大地」劇本，SC---2 

時：與 SC-1 略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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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義軍於尖山北麓，在地指揮部。（營帳） 

人：興、雲、驤、鍾石妹、張兆麟、李惟義、邱國霖等。 

解釋：於此一情境中，湯興和戰友們以一種推理的方式，來討論其戰略，因此也

是一種有條理原則的策略。 

 

 拒絕策略（十二）：直接說不（direct no） 

（客語） 

賢：「興哥：捱正經愛共下去打日本…」 

興：「使毋得啦。妳…」 

 

（華語） 

賢：「興哥：我說真的，我要一起去打日本…」 

興：「使不得啦。妳…」 

出處：「情歸大地」劇本，SD---6 

時：續 SD-5，曙光已現 

景：興、賢臥室。起居間，櫃頂覆置的湯四畫像。 

人：興、賢與三兒。新蘭、新河、新漢夫婦、子侄多人。 

解釋：在此對話中，湯興直接拒絕了賢妹和湯興一起去抗戰的要求，他認為自己

不能讓賢妹陷入這種危險的地方，因為直接拒絕了賢妹。 

 

 拒絕策略（十三）：使用藉口或解釋原因（excuse of explanation） 

（客語） 

秋：「阿爸：阿興兄弟，講愛去看『鯉魚潭社』夜祭…仰般？」 

清：「嗐！生牛牯樣！讀書讀到山溝壢去咧！」 

秋：「阿興兄弟書讀得盡好，十二歲，先生講有考秀才實力喔！」 

清：「哼！細人仔，會分妳縱壞！」（言厲，色溫，父女一哂） 

秋：「該就…」 

清：「啊！做毋得！恁暗咧，鯉魚潭恁遠，仰般去？」 

秋：「阿興講，騎馬。早學會咧…想試騎馬仔過去。」 

清：「吓，夜路，十一二歲細人仔，妳者隻做阿姆…」 

秋：「又無講由佢自家騎馬仔去…」 

清：「？…喔！喔喔！你者隻鬼東西…」 

秋：「阿爸：聽講今年 pazeh 收冬祭，往年無共樣。」 

清：「仰般？還毋係，『走標』、『牽曲』、唱歌，飲酒，跳舞，年年共樣！」 

秋：「聽講今年卡重大喔，聽講 pazeh 各社最尊敬个巫婆（尫姨）巴赫、阿

娜當夜…午夜愛歸天…」 

清：「有影？巴赫、阿娜傳說 鬼婆…愛走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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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已多人講。阿爸，無就你帶佢兜去…」 

清：「呵呵，彎彎糾糾，實際就愛落捱！」 

秋：「騎馬仔，帶孫仔看鬧熱，仰算落麼儕呢？」 

 

（華語） 

秋：「阿爸：阿興兄弟，說要去看『鯉魚潭社』的夜祭…怎麼樣？」 

清：「嗨！長牛角了！讀書讀到山溝裡去了！」 

秋：「阿興兄弟書讀得很好，十二歲了，先生說有考秀才的實力喔！」 

清：「哼！小孩子會被妳寵壞的！」（言厲，色溫，父女互笑） 

秋：「那就…」 

清：「啊！不可以！這麼晚了，鯉魚潭這麼遠，怎麼去？」 

秋：「阿興講的，騎馬。很早他就學會了…想騎馬過去。」 

清：「哈，夜路，十一、二歲的孩子，妳這個做母親的…放心嗎…」 

秋：「我又沒說由他自己一個人騎馬過去…」 

清：「？…喔！喔喔！妳這個鬼東西…」 

秋：「阿爸：聽說今年 pazeh 收冬祭，和往年不一樣」 

清：「怎樣？還不是『走標』、『牽曲』、唱歌，飲酒，跳舞，每年都一樣！」 

秋：「聽說今年特別重大喔，聽說 pazeh 各社最尊敬的巫婆『巴赫、阿娜』

午夜要歸天…」 

清：「真的？巴赫、阿娜…傳說中的巫婆…要走了？」 

秋：「很多人都這樣說。阿爸，那你就帶孩子去吧…」 

清：「呵呵，拐彎抹角，實際就是要套我！」 

秋：「騎馬帶孫子去看鬧熱，怎麼說是套誰呢？」 

出處：「情歸大地」劇本，SE---10 

時：傍晚（回憶興十二歲左右時）（農曆五月九日） 

景：吳秋妹家。客廳。禾埕，山徑。 

人：興母秋妹、外祖父吳阿清，興三弟新蘭、新河、新漢。 

解釋：在其對話中，可以看到湯興母親與外祖父間的對話，可以發現母親並沒有

直接的請外祖父帶孫子去看鬧熱，而是用了其他的原因，來誘發出外祖父帶孫子

出門的動機，這也是一種會話策略。 

 

 拒絕策略（十四）：抱怨或動之以情（complaining or appealing to feelings） 

．興醒，悄然爬起來。 

四：「唉！再留下來，做麼个好哪？」 

秋：「你，留下（指床上三子）三細子兒，（再指凸起肚腹），你講：你留下

來做麼个？」 

四：（惱羞成怒）「對！湯四無鳥！無下落！無才調！無面皮！故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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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故所，擎起腳就瀉！俌娘攉忒無相干，子兒也無愛！」 

四：「好哩！好哩！湯四，天生流漂子！秋妹，要怪就怪妳命歪啦！」（躺床

上）。 

秋：「著！著啦！…」 

 

（華語） 

四：「唉！繼續留下來，要做什麼好呢？」 

秋：「你，留下（指床上三子）三個小孩，（再指凸起的肚子），你講：你留

下來做什麼？」 

四：（惱羞成怒）「對！湯四沒種！沒有擔當！沒有能力！不要臉！所以…」 

秋：「所以，拔起腳就溜！拋棄妻子無所謂，孩子也可以不顧！」 

四：「好了！好了！湯四天生是流浪子！秋妹，要怪就怪妳命苦啦！」（躺床

上）。 

秋：「對了！對了！…」 

出處：「情歸大地」劇本，SA---6 

時：夜深 

景：秋臥室，燈火輝煌。 

人：秋、泗。三子已入睡。興探頭聽到如下對話。 

解釋：湯興不小心聽到父母的對話，在夫妻間對話中也動了一些情緒等等，所以

可以看到在其對話中，也會有「抱怨或動之以情」的回應方式。 

 

 拒絕策略（十五）：說理（rationale） 

．吳湯興雙手搓腳盤、腳踝，黃賢妹亦伸手為之搓腳垢。 

賢：「唉喲，這樣搓不乾淨啦！」 

．吳湯興深情凝視，淺笑不語。 

（客語） 

賢：「你看：緊搓緊多──你敢係泥做个？」 

興：「係啊！本來，人就係泥做个啊。還細時問阿姆，捱奈位來？阿姆講：

泥肚暴出來。有理嘿！」 

賢：「興哥：恁樣賢搓，捱驚你會分搓成一團呢喔！」 

興不說話，硬替賢妹脫去布鞋，也把雙腳「擠」到「腳盆」裡。 

興：「看妳个靚腳乜會搓成泥團！」 

賢：「正經？」 

興：「騙妳做麼介？」興沉思一陣後說：「生命來自泥坏，但人總係想愛離開

泥坏，又越越想搶別人介土地，人壞就壞在者！」 

賢：「…生命毋係泥坏，故所生命就有痛苦？」 

興：「唉！但，到頭來還係會歸到泥坏肚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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賢：「嘿！大家最後都歸到土地項，又有麼好爭？」 

興：「人愛爭，無奈何！麼人愛來搶，摁兜就佬佢拼命。者也無奈何个…」 

 

（華語） 

賢：「你看，越搓越多…你是不是泥巴做的啊？」 

興：「是啊！本來，人就是泥做的。小時候問媽媽：我從哪裡來的？媽媽就

說：泥土裡蹦出來的。有道理呢！」 

賢：「興哥，這麼說，一直搓下去，我怕把你搓成一團泥巴呢。」 

吳湯興不說話，硬替黃賢妹脫去腳上布鞋，也把賢妹的雙腳”擠”到腳盆裡。 

興：「看妳那麼漂亮的腳，會不會也搓成泥團！」 

賢：「真的？」 

興：「騙你做什麼？（吳湯興沉思一陣後，說）：生命來自泥土，但人總想離

開泥土，而且老想搶佔別人的土地…。人壞，就壞在這裡。」 

賢：「生命不是泥土，所以有生命就有痛苦？」 

興：「唉！但是到頭來，人還是會回到泥土裡去！」 

賢：「嘿！大家最後都歸回到土地裡去，那又有什麼有爭的呢？」 

興：「人就是愛爭鬥…沒辦法啊！什麼人要來搶，我們就和他們拼命，這也

是無可奈何的…」 

出處：「情歸大地」劇本，SE---23 

時：上燈時節。夏日。 

景：吳湯興、黃賢妹臥房。（回憶中情境，加濾色鏡頭。） 

人：婚後一年的吳湯興、黃賢妹年輕夫婦。 

解釋：雖然是夫妻間短短的對話，但其對話中，也透過說理的方式，在其中提到

了「生命來自泥土，但人總想離開泥土，而且老想搶佔別人的土地」，這句話即

是此劇的忠旨。 

 

 拒絕策略（十六）：開玩笑（joke） 

．阿清（五十多歲），右掌緊握左手腕肘之間，指掌鮮血滴落。小新蘭搶在

阿公面前大叫： 

（客語） 

新：「阿公分蛇咬到！蛇！蛇咬到…」 

．人人大驚，趨前察看。 

秋：「阿爸，麼个蛇？」 

清：「…被捱揕死咧，已太條…」 

秋：「爸！麼个蛇啦！仰唔講？你都打死吔，定著知！」 

清：「唉！吂愛佬若姆講…」 

秋：（抱住父肩）：「毒蛇！毒蛇係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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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點頭。長嘆。突然臉上出現異樣笑容。）「秋妹，你去喊阿芳叔、阿留

叔兩儕，食飽夜就過來。愛遽兜仔」 

秋：滿臉淚水。不忍捨離。咬牙轉身出去。 

清：（把興、蘭、環抱著）：「咬阿公个係百步蛇。盡毒个百步蛇。」 

興：「百…步蛇？仰安道『百步蛇』呢？」 

清：「係講：當毒，行一百步就會毒發死忒。」 

興：「个就…莫行一百步講？」 

清：「喔？… 哈哈！」（急步入屋） 

 

（華語） 

新：「阿公被蛇咬到！蛇！蛇咬到…」 

人人大驚，趨前察看。 

秋：「阿爸，是什麼蛇？」 

清：「…被我砸死啦，很大一條蛇…」 

秋：「爸！是哪一種蛇啦！你不說？你把牠打死了，一定知道！」 

清：「唉！不要跟你母親說啊！」 

秋：（抱住父肩）：「是毒蛇！毒蛇是不是？」 

清：（點頭。長嘆。突然臉上出現異樣笑容。）「秋妹，你去喊阿芳叔、阿留

叔兩個人，吃過晚飯就過來夜。要快一點啊…」 

秋：滿臉淚水。不忍捨離。咬牙轉身出去。 

清：（把興、蘭、環抱著）：「咬阿公的是百步蛇。很毒很毒的百步蛇啊。」 

興：「百…步蛇？怎麼說，叫『百步蛇』呢？」 

清：「就是說：很毒的意思，被咬後，再走一百步內，就會毒發身亡」 

興：「那就…不要走一百步啊？」 

清：「喔？… 哈哈！」（急步入屋） 

出處：「情歸大地」劇本，SC---10 

時：黃昏，彩霞滿天（回憶過濾鏡頭） 

景：吳秋妹庭院，內屋。 

人：少年吳湯興，母吳秋妹，外祖父吳阿清，新蘭等。 

解釋：客家人在面對危機時，偶爾還是會以輕鬆開玩笑的態度來面對，劇中雖然

阿公中毒快死了，還是開了一下玩笑，雖然勢態嚴重，客家人還是會抱持著正面

的想法和態度。 

 

 拒絕策略（十七）：批評（criticism） 

（客語） 

能：「報告一下，賊軍情勢！」 

駮：「係！首領之一姜紹祖已戰死。吳湯興、徐驤兵力約損三成。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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載雲係劉永褔部下，所率新楚軍，還很完整。還有…」 

能：「又仰般？」 

駮：「依未證實个消息，吳湯興因糧草，佬苗栗縣令起嚴重衝突。」 

能：「…」（笑） 

川：「為了處理衝突，劉永褔派遣吳彭年千餘精鋭來參戰…」 

能：「該吳麼，其部隊到吂？」 

川：「還吂到正著」 

能：「該就…採速戰速決戰法來攻擊！」 

重：「該就，我皇軍愛面對肉博白刃仗。」 

能：「台灣軍清國軍全無共樣嘿…。」 

眾：「係！」 

能：「該就，採速戰速決來攻擊！」 

眾：「敬遵殿下旨意！」 

能：「恁靚个台灣，無染皇軍个血，係入毋了帝國个版圖喔！」 

 

（華語） 

能：「報告一下賊軍的情勢吧！」 

駮：「是！首領之一姜紹祖已經戰死。吳湯興與徐驤兵力約損三成。

楊載雲是劉永褔的部下，所率領的新楚軍，還很完整。還有…」 

能：「又怎樣？」 

駮：「據未經證實的消息是，吳湯興因糧草的爭取，與苗栗縣令起嚴

重的衝突。」 

能：「…」（笑） 

川：「為了處理衝突，劉永褔派遣吳彭年千餘精鋭來參戰…」 

能：「…吳什麼的部隊到了沒？」 

川：「還未到」 

能：「那…就採速戰速決戰法來攻擊！」 

重：「那麼，我皇軍就得面對面肉博白刃仗。」 

能：「台灣軍和清國軍完全不一樣啊…」 

眾：「是！」 

能：「就採速戰速決來攻擊！」 

眾：「敬遵殿下旨意！」 

能：「美麗的台灣啊，不染上皇軍的血，是入不了帝國的版圖啊！」 

出處：「情歸大地」劇本，SC---1（尖山、頭份之役） 

時：晌午（七月三十日） 

景：日軍駐新竹「臨時作戰司令部」 

人：（1）近衛師團團長：北白川宮能久親王（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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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總參課長，駮島重雄大佐（重） 

（3）右翼司令，步兵第一團旅長：川村景明少將（景） 

（4）左翼司令，步兵第四聯隊長：內藤歐明大佐（藤） 

（5）守備隊司令，步兵第二聯隊第五中隊長澤崎大尉（崎） 

（6）親王衛士若干。 

解釋：在日軍方面，他們對於其台灣人民的態度，是採取著批評、負面的角度來

面對這次的戰役，甚至還提到了「美麗的台灣啊，不染上皇軍的血，是入不了帝

國的版圖啊！」，帶著諷刺的態度來回應。 

 

 拒絕策略（十八）：有條件的接受（conditional yes） 

．黃阿龍、黃阿富父子，興三人於稻香樓側花園閒談。 

（客語） 

富：「阿興哥啊，三日前講个啊，你參詳好吂？」 

興：「麼个大事情？」（笑意頗濃） 

富：「愛佬你牽紅線个大事啊！」 

龍：「（搶下話頭）捱講阿興，就若个家世身份講，廿四歲，好討俌娘哩！」 

興：「阿龍叔，捱有家累，生父又走忒──成家，有兜仔驚！」 

龍：「唉！閒話一句：頭份黃家，你有棄嫌無？」 

興：「阿龍叔，仰恁仰講呢！」 

龍「吾三个妹仔，成人長大咧，阿興：隨在你擇一個做俌娘！」 

富：「阿興哥：吾爸毋係講笑喔！」 

興：「…任捱擇，無公平啦！…無就雙方互相擇。」 

富：「仰般互相擇？」 

興：「講笑啦－比論講：捱寫一名號，千金也寫一名字，交分龍叔。假使雙

方選到對方，該就…」 

 

（華語） 

富：「阿興哥啊，三天前講的，你考慮好了嗎？」 

興：「什麼大事情？」（笑意頗濃） 

富：「要為你牽紅線…大事啊！」 

龍：「（搶下話頭）我講，阿興啊，就你的家世身份，廿四歲，該討個老婆了

呢！」 

興：「阿龍叔，有家累，生父又跑走。…成家，會怕呢！」 

龍：「唉！閒話一句，頭份黃家，你嫌棄嗎？」 

興：「阿龍叔，這話怎麼講？」 

龍：「我有三個女兒，成人長大了，阿興，隨你挑一個做妻子！」 

富：「阿興哥，我爸不是說笑的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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興：「…任我挑，不公平！…這樣好了，雙方互相挑選。」 

富：「怎麼個互挑？」 

興：「說笑的了－譬如說，我寫一個名字，千金也寫一名字，交給龍叔。假

如彼此都挑到對方，那就…」 

出處：「情歸大地」劇本，SA---8 

時：春日，早晨，回憶十年前。 

景：頭份「稻香樓」內私塾。賢妹娘家豪宅。 

人：賢妹三姊妹、興，賢妹父阿龍，兄阿富（體弱）。 

解釋：湯興對於父子兩的問題，雖然沒有拒絕，但是是以有條件的方式，來接受

這門婚姻，這也是一種「有條件接受」的策略。 

 

 拒絕策略（十九）：質疑請求的正當性（questioning the justification of the 

request） 

．鍾石妹背朴刀匆匆入 

（客語） 

鍾：「大條事故！大條事故！捱親眼看到，東洋蕃蕃王中槍咧！」 

眾：「吓！有影無？」 

鍾：「…係蕃王个馬仔啦！佢麼橫落去！」 

眾：「有傷無？傷重無？」 

鍾：「分人扶起來，左手分人捧等，恩！捧等。」 

 

（華語） 

鍾：「大事故！大事故！我親眼看到，東洋蕃蕃王中槍哩！」 

眾：「哦！真的嗎？」 

鍾：「…是蕃王的馬啦！他也倒下去了！」 

眾：「受傷嗎？傷重嗎？」 

鍾：「被人扶起來，左手由人捧著，恩！捧著。」 

出處：「情歸大地」劇本，SB---8 

時：午後近黃昏。 

景：竹林附近，二樓磚房外。 

人：姜紹祖所部一百多人，均配槍。鍾石妹。 

解釋：當鍾石妹報消息時，眾人還是質疑其消息的正確性，於是又再問仔細詳細

情形是如何，而這種方式也是一種回應策略。 

 

 拒絕策略（二十）：威脅（threat） 

．日軍開始逼供，殺人。 

（客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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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軍：「奈隻係姜紹祖？講！」 

俘一：「…毋知」 

日軍未待日譯，揮刀斬之。 

日軍：「姜紹祖在奈位？」 

俘二：（搖頭）「毋知在奈位！」 

日軍揮刀殺之。 

日軍：「姜紹祖在奈位？講出來！」 

俘三：「無… 毋知啦！」 

日軍怒斬之。 

日軍：「講！姜紹祖匟到奈位？」 

俘四：「毋使再問啦。捱就係姜紹祖！」 

俘四被架出以制式步槍殺之。 

 

（華語） 

日軍：「哪一個是姜紹祖？講！」 

俘一：「…不知道」 

日軍未待日譯，揮刀斬之。 

日軍：「姜紹祖在哪裡？」 

俘二：（搖頭）「不知道在哪裡！」 

日軍揮刀殺之。 

日軍：「姜紹祖在哪裡？說！」 

俘三：「不… 不知道啦！」 

日軍怒斬之。 

日軍：「講！姜紹祖一定藏到哪裡去了！」 

俘四：「不用再問了啦。我就是姜紹祖！」 

俘四被架出以制式步槍殺之。 

出處：「情歸大地」劇本，SB---9 

時：黃昏 

景：竹圍庄，黃谷如空屋，地下室，屋外廣場。甘蔗園。 

人：姜紹祖：所部七十餘人。日官兵二十人。譯者一。 

解釋：當日軍要逼供姜紹祖出來時，由於沒有人承認，所以以一種脅迫的方式，

來使人正視其問題，這種方式即是一種逼供人說出答案的威脅方法。 

 

 拒絕策略（二十一）：表面上拒絕，但實際上答應（external no, internal yes） 

（客語） 

阿清：「同年：佢唱麼？」 

Ｐ：「毋知咧。天地个神啊，人、男人女人，死，過去，未來…毋知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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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語） 

阿清：「同年：衪在唱什麼？」 

Ｐ：「不知道。天地的神啊，人、男人女人，死，過去，未來…再來就不知

道了…」 

出處：「情歸大地」劇本，SE---11 

時：近午夜（農曆九月五日） 

景：「鯉魚潭社」（pazeh）收穫祭場。 

人：吳阿清祖孫三人，社眾。尫姨「巴赫、阿娜」等。 

解釋：當阿清在提問時，雖然回答說不知道在唱什麼，但還是有解釋了其吟唱的

內容，所以這也是一種回應的方法。 

 

 拒絕策略（二十二）：原則聲明（statement of principle） 

．眾垂首落淚，洸靠向興耳語。 

（客語） 

洸：「興哥：糧食無囉！餉食、銃子，全無…遽遽去佬狗縣官打合一番？」 

興「唉！去幾擺咧，就差無跪下來…放心，捱會再去！」 

洸：「一斗米，困死英雄漢！該愛仰般？」 

興：「已派人稟告劉大人，捱麼向民間求援～～毋會困死啦！」 

 

（華語） 

洸：「興哥：糧食沒了！餉銀、槍枝，全無…，是不是要去狗縣官那裡商量

商量？」 

興「唉！不知道去過幾次了，就差點沒給他們跪下…，放心，我會再去的！」 

洸：「一斗米，困死英雄漢！這該怎麼辦？」 

興：「已經派人稟告劉永褔大人了，我會向民間求援～～決不會困死的！」 

出處：「情歸大地」劇本，SB---15 

時：曙光出現時刻 

景：接 SB-11。草叢中。 

人：同 SB-11。沙浪、哈用、吳鎮洸等。 

解釋：當吳鎮洸和湯興耳語時，湯興也只能以他能解決的方式，來回應吳鎮洸表

示他會透過這些方法來解決問題，因此也是一種聲明的策略方式。 

 

 拒絕策略（二十三）：說抱歉（saying I’m sorry） 

（客語） 

洸：「講到槍砲，捱想，銃子補充，還有軍餉、糧草，愛遽遽解決…」 

興：「知，者係吾責任。事務交代好別，愛趕轉苗栗，佬李烇知縣，開心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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腹打洽一番。」 

雲：「有兜風聲：李烇知縣毋肯…？」 

興：「唉！無相干。捱會盡力解決…」 

 

（華語） 

洸：「講到槍砲，我想，槍枝要補充，還有軍餉、糧草，要快點解決…」 

興：「知道了，這是我的責任。這裡事情交代好了，我要趕回苗栗，向李烇

知縣，開心剖腹和他商量一番。」 

雲：「有傳聞，李烇知縣並不肯…？」 

興：「唉！不要緊，我會盡力解決…」 

出處：「情歸大地」劇本，SB---2 

時：夜 

景：軍隊指軍部，營帳內。 

人：興、驤、姜、楊載雲、鍾石妹（男）、傅德星、陳澄波，吳鎮洸等。 

解釋：此處湯興對於戰友們相當的抱歉，想極力的解決問題，因此當戰友提出要

求時，湯興也只能直接以低姿態來回應他們。 

 

清：「祖先上代留下田地，你們要守護著！也要分享給子孫。有什麼人來搶，

就要跟他拼命！趕走他們！」 

出處：「情歸大地」劇本，SC---13 

時：辰時，日出東山。 

景：吳大宅，天墀坪上。 

人：將逝阿清，吳家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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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問卷調查中的客語拒絕策略 

 

 拒絕策略（一）：沉默、猶豫、表現出缺乏興致（silence, hesitation, lack of 

enthusiasm） 

 

問題二：妳/你的部門最近拿到一筆大案子，妳/你的上司邀請妳/你們部門的

所有員工參加聚餐，但是妳/你最近和同部門的同事相處的不是很愉快，所

以不想參加， 

妳/你會說： 

受訪者 45：「不用說什麼理由，不要去就不要去了，我會說我不要去，不爽

不想去！」 

 

解釋：在受訪者的回應中，可以發現到他的拒絕方式是採用沉默且負面的態度，

但他在上司面前也沒有明顯的表現出情緒，而是用了沉默表現出缺乏興致的方式

來拒絕。 

 

 拒絕策略（二）：提供其他選項（offering an alternative） 

 

問題四：妳/你大學畢業二十年了，同學打電話來邀請妳/你參加二十週年同

學會，但是同學會那天，妳/你恰好要接待國外來的重要客戶，而且當天要

與對方簽約， 

妳/你會說： 

受訪者 03：「很抱歉，剛剛好你回來的日子要開同學會，我另外又有重要事

情要處理，看改天再另外約時間」 

受訪者 05：「直接講我有事，我真的沒辦法參加，問他可以改天嗎？」 

 

解釋：在相同問題裡，我們可以發現其受訪者的回應，都是詢問同學是否可以改

天，表達出很想參與但由於時間上的問題無法參加，因此在拒絕方式裡都使用了

提供其他選項的拒絕方式。 

 

 拒絕策略（三）：延遲回覆（postponement） 

 

問題八：妳/你向同學請教該選甚麼課時，同學建議妳/你可以選一門課，但

是妳/你對那門課沒興趣， 

妳/你會說： 

受訪者 26：「這個課應該是很有趣，不過我要考慮一下，我再想看看，因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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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時間我也要看可以嗎」 

 

解釋：受訪者在這個問題裡，並沒有當下直接反應他對這門課沒興趣的反應，而

是使用了「我要考慮一下，我再想看看」這個方式來拒絕同學，這種方式並不會

太直接又婉轉。 

 

 拒絕策略（四）：怪罪第三者或自己所無法控制的事務（putting the blame on 

the third party or something over which you have no control） 

 

問題三：妳/你最近連續加班一個月，好不容易明天請了休假，朋友卻打電

話請妳/你幫忙照顧小孩，因為她/他的褓姆臨時生病，而她/他又要趕著完成

一件緊急的案子，但是妳/你實在太累，不想幫忙照顧小孩，妳/你會說： 

受訪者 19：「這樣的事情，請我帶小孩，我自己的小孩我都沒有什麼在帶，

我也不知道怎麼帶，因為我是教授的老師，退休，這樣好了，我再問我老婆，

看她有辦法帶，我老婆他做很多義工，衛生所、議會啦、宮廟啦，還有除了

義工外，還有參加很多合唱隊、舞蹈隊、陶笛隊，我老婆這次的合唱隊，這

次拿到苗栗縣客家話語的合唱隊裡的第一名，所以他也沒空，他也沒辦法帶，

抱歉啦！對不起啦！」 

 

解釋：在問題三中其受訪者的回應我們可以看到，他並不是不想帶，而是他根本

不知道如何帶小孩，又還牽拖到了太太，因此可以發現到受訪者使用了怪罪第三

者或自己所無法控制的事務這個拒絕方式。 

 

 拒絕策略（五）：避開話題（avoidance） 

 

問題七：妳/你要去應徵工作，妳/你的姐姐建議妳/你要穿西裝外套，但是妳

/你不喜歡穿西裝外套， 

妳/你會說： 

受訪者 28：「我會跟他說每個人都說我穿洋裝比較好看」 

受訪者 36：「還是輕便的衣服比較習慣，穿輕便的就好。」 

 

解釋：在受訪者中我們可以看到他們所回應的方式，都避開了談論「西裝外套」，

而是避開了這個話題而是討論「每個人都說我穿洋裝比較好看」或是「輕便的衣

服比較習慣，穿輕便的就好」，因此受訪者其回應就是使用了避開話題這個拒絕

方式。 

 

 拒絕策略（六）：大致上接受但不討論細節（general acceptance without giv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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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tails） 

 

問題三：妳/你表弟（阿姨的兒子）要去台北參加朋友婚禮，正煩惱要搭誰

的車去，妳/你正好打電話給表姐，告訴她妳/你要去台北，妳/你表姐請妳/

你載表弟去台北，但是因為你們兩位要去的地方距離有點遠，所以妳/你不

想答應， 

妳/你會說： 

受訪者 12：「我可以順便載他，不順路可以繞去」 

 

解釋：受訪者僅簡短的回應說可以載他，但並沒有和表姐討論其細節，沒有詢問

表弟是要去什麼地方、時間等等，而是直接接受了請求但不討論細節。 

 

 拒絕策略（七）：談論其他話題（divert and distract the addressee） 

 

問題五：妳/你最近連續加班一個月，好不容易明天請了休假，朋友卻打電

話請妳/你幫忙照顧小孩，因為她/他的褓姆臨時生病，而她/他又要趕著完成

一件緊急的案子，但是妳/你實在太累，不想幫忙照顧小孩， 

妳/你會說： 

受訪者 09：「剛好我要去旅行，我放假我要去旅行，我車票也買好，飯店也

訂好，抱歉，請他早點和我講就好」 

 

解釋：受訪者在這個回應中談論了他要去旅行的事，直接跳過請求照顧小孩這個

請求，因此我們可以發現，受訪者使用了談論其他話題這個拒絕方式。 

 

 拒絕策略（八）：大致上接受但使用藉口（general acceptance with excuse） 

 

問題六：妳/你的舅舅要過七十大壽，邀請妳/你參加生日宴會，但是妳/你已

經答應參加非常要好同學的婚禮，而且要擔任伴娘，所以無法參加舅舅的生

日宴會， 

妳/你會說： 

受訪者 48：「因為我已經先答應我的好同學了，去做伴娘了，所以我沒辦法

去參加舅舅的生日，不過我看晚一點的話，婚禮結束我會去舅舅那邊和他這

樣說」 

 

解釋：受訪者並沒有直接拒絕舅舅，而是大致上接受了請求，但是使用了藉口，

說明他無法第一時間趕到生日宴會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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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拒絕策略（九）：告知對方的請求是不適當的（saying what is offered or 

requested is inappropriate） 

問題十一：住在妳/你家隔壁的叔公的孫子邀請妳/你參加平安戲宴會，但是妳/

你最近很忙，必須每天加班，所以無法參加， 

妳/你會說： 

受訪者 19：「我要參加的事情很多，每天都要加班很忙，你做什麼事情，為什麼

不早點跟我說呢，日期啊、時間啊，你先跟我說我就會安排，你這樣突然和我說，

我怎麼會有辦法去？」 

 

解釋：受訪者回應其請求時直接說了「你做什麼事情，為什麼不早點跟我說呢，

日期啊、時間啊，你先跟我說我就會安排」，這種方式就是直接告訴了對方他的

請求是不適當的拒絕他。 

 

 拒絕策略（十）：表面上答應但其實是拒絕（external yes, intimal no） 

 

問題七：妳/你要去應徵工作，妳/你的姐姐建議妳/你要穿西裝外套，但是妳

/你不喜歡穿西裝外套， 

妳/你會說： 

受訪者 24：「雖然說我不喜歡，但那天為了我的工作，就算我不喜歡，我會

跟隨大眾，如果認為有加分，我會穿，如果是被人家認為很作做，我當然不

會穿。」 

受訪者 72：「遇到這麼剛好的事情，就忍耐一下，畢竟如果是要有禮貌的場

合，不然就要穿好一點，熱是沒關係，盡量給你有面子，讓別人覺得有禮貌。」 

 

解釋：在這個建議中二位受訪者的回應，都是接受了姐姐的建議，其實心中是不

喜歡的，因此我們可以將這個回應分類為是表面上答應但其實是拒絕的方式。 

 

 拒絕策略（十一）：使用哲學聲明（statement of philosophy） 

 

問題一：妳/你想買一輛新車，當妳/你在思考該買何種新車時，妳/你的父親

建議你可以買福斯的車，但是你不想買褔斯的車， 

妳/你會說： 

受訪者 20：「第一是價錢，第二是性能，我有需要用到這麼好的車嗎？我只

是代步的工具而已，這方面我就考量經濟上的問題，也會跟爸爸說不想買這

台車」 

 

解釋：對於父親的建議，其受訪者將實際上就價錢、性能、經濟上的考量分析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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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親聽，因此我們可以發現到受訪者的回應是使用了哲學的聲明來拒絕父親。 

 

 拒絕策略（十二）：直接說不（direct no） 

 

問題八：妳/你向同學請教該選甚麼課時，同學建議妳/你可以選一門課，但

是妳/你對那門課沒興趣， 

妳/你會說： 

受訪者 09：「我的課和他建議的課有衝突，會直接跟他說我沒興趣」 

 

解釋：受訪者對於同學的建議，直接表明了自己對這門課並無興趣，因此這個拒

絕方式我們可以分類為直接說不。 

 

 拒絕策略（十三）：使用藉口或解釋原因（excuse of explanation） 

 

問題三：妳/你表弟（阿姨的兒子）要去台北參加朋友婚禮，正煩惱要搭誰

的車去，妳/你正好打電話給表姐，告訴她妳/你要去台北，妳/你表姐請妳/

你載表弟去台北，但是因為你們兩位要去的地方距離有點遠，所以妳/你不

想答應， 

妳/你會說： 

受訪者 01：「我要去台北的中間還要去桃園辦事，沒辦法和弟弟去參加婚禮

的時間趕到，實在很抱歉」 

 

解釋：受訪者解釋了為何不能順路去載表弟的原因，並不是無故拒絕他，也並沒

有說明自己是因為距離遠所以不想答應的想法，而是使用了藉口和解釋原因這個

拒絕方式。 

 

 拒絕策略（十四）：抱怨或動之以情（complaining or appealing to feelings） 

 

問題五：妳/你最近連續加班一個月，好不容易明天請了休假，朋友卻打電

話請妳/你幫忙照顧小孩，因為她/他的褓姆臨時生病，而她/他又要趕著完成

一件緊急的案子，但是妳/你實在太累，不想幫忙照顧小孩，妳/你會說： 

受訪者 17：「自己身體精神狀況不好，這不會答應，因為照顧小孩子的花時

間，會說實話，說我精神狀況不好，我怕我睡著，小孩子自己在玩什麼東西，

會危險」 

 

解釋：對於照顧小孩的請求，受訪者也考量到自己精神狀況不好，因此向朋友直

接說明了自己的狀況，因此這個拒絕方式，就是向對方訴說自身的狀況且動之以



64 
 

 

情無法接受朋友的請求。 

 

 拒絕策略（十五）：說理（rationale） 

 

問題七：妳/你要去應徵工作，妳/你的姐姐建議妳/你要穿西裝外套，但是妳

/你不喜歡穿西裝外套， 

妳/你會說： 

受訪者 19：「要找工作的人，穿西裝外套，這樣怎麼會可以嗎，你要去找工

作，你穿西裝，還有外套，結領帶，這樣去，那個要給你工作的老闆，會說

你就穿這麼正式了，你找這樣的工作，你怎麼會合適呢？我想你啊，找過別

樣的工作，穿西裝打領帶的工作比較好啦！」 

 

解釋：對於姐姐的建議，受訪者沒提到是因為自己不喜歡西裝外套的原因，而是

使用了說理的方式來拒絕姐姐。 

 

 拒絕策略（十六）：開玩笑（joke） 

 

問題十：妳/你上司的摩托車壞了，所以請妳/你借她/他摩托車，但是妳/你

不想借給她/他，因為她/他時常借了摩托車要拖很久才願意歸還，妳/你會

說： 

受訪者 74：「老闆我沒摩托車，我怎麼借你」 

 

解釋：對於受訪者的回應，很明顯的是對上司開玩笑，因為上司會提出請求，一

定是對方有摩托車，因此我們可以發現到，受訪者對於這個請求是使用了開玩笑

的方式來拒絕上司，並沒有直接的說明不借摩托車的原因。 

 

 拒絕策略（十七）：批評（criticism） 

 

問題七：妳/你要去應徵工作，妳/你的姐姐建議妳/你要穿西裝外套，但是妳

/你不喜歡穿西裝外套， 

妳/你會說： 

受訪者 10：「我應該不會接受他意見，因為你很沒有眼光，你眼睛可能有問

題我不會這樣穿」 

 

解釋：受訪者直接批評姐姐的建議，說「你很沒有眼光，你眼睛可能有問題」來

拒絕姐姐的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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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拒絕策略（十八）：有條件的接受（conditional yes） 

 

問題十二：妳/你剛下班要離開公司，急著去處理一件重要的事情，妳/你的

上司卻突然出現要求你加班處理不是很重要的公文，妳/你不想加班， 

妳/你會說： 

受訪者 14：「我會和他說，我加班一小時要一千元，看他要給我嗎？沒有要

給的話，我就走」 

 

解釋：在這個要求中受訪者直接了說明自己的條件，來接受上司的請求，向上司

提出條件看上司是否能接受，他才能接受這個請求。 

 

 拒絕策略（十九）：質疑請求的正當性（questioning the justification of the 

request） 

 

問題十二：妳/你剛下班要離開公司，急著去處理一件重要的事情，妳/你的

上司卻突然出現要求你加班處理不是很重要的公文，妳/你不想加班， 

妳/你會說： 

受訪者 02：「公司是我自己一個人的嗎？這不重要的事情可以叫別的人做？

我這樣我要去做很要緊的事情，你叫我做這個？你是怎樣？是找我麻煩嗎？」 

 

解釋：受訪者對於上司的要求，直接質疑了其請求的正當性，受訪者對上司也並

沒有使用婉轉的拒絕方式，而是提出了疑問來質問上司。 

 

 拒絕策略（二十）：威脅（threat） 

 

問題十：妳/你上司的摩托車壞了，所以請妳/你借她/他摩托車，但是妳/你

不想借給她/他，因為她/他時常借了摩托車要拖很久才願意歸還， 

妳/你會說： 

受訪者 02：「我摩托車哦，最近那個煞車可能一些問題，你不怕你騎摩托車

出車禍你就借去，我會拿去俢啦! 我這二天會拿去修，怕你騎一騎該煞車會

失靈啊! 不怕你就借去，沒有的話我就要拿去修」 

 

解釋：在問題中對於上司的請求，受訪者使用了威脅的口氣來回應上司「那個煞

車可能一些問題，你不怕你騎摩托車出車禍你就借去」，看上司是否會知難而退

而改求助於其他人。 

 

 拒絕策略（二十一）：表面上拒絕，但實際上答應（external no, internal y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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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十二：妳/你剛下班要離開公司，急著去處理一件重要的事情，妳/你的

上司卻突然出現要求你加班處理不是很重要的公文，妳/你不想加班， 

妳/你會說： 

受訪者 76：「明早上七點我會做好可以，可以嗎?」 

 

解釋：受訪者對於上司要加班的請求，雖然表面上無沒加班，但實際上還是會把

事情處理好，因此我們可以將這個回應分類為表面上拒絕，但實際上答應的拒絕

方式。 

 

 拒絕策略（二十二）：原則聲明（statement of principle） 

 

問題十：妳/你上司的摩托車壞了，所以請妳/你借她/他摩托車，但是妳/你

不想借給她/他，因為她/他時常借了摩托車要拖很久才願意歸還， 

妳/你會說： 

受訪者 09：「說我摩托車我有事情我要用，現在沒辦法借你，是要的話你借

馬上要還我，先和他講好聲明」 

 

解釋：受訪者先和上司聲明自己的原則「要的話你借馬上要還我」，因此這個拒

絕方式就是原則聲明。 

 

 拒絕策略（二十三）：說抱歉（saying I’m sorry） 

 

問題六：妳/你的舅舅要過七十大壽，邀請妳/你參加生日宴會，但是妳/你已

經答應參加非常要好同學的婚禮，而且要擔任伴娘，所以無法參加舅舅的生

日宴會， 

妳/你會說： 

受訪者 19：「舅舅，我沒辦法去參加，我另外比舅舅的生日還更重要的事情

要辦，我朋友全部早就都講好了，你現在才講，來不急了，所以舅舅對不起，

我參加不得，拜托你原諒，我為什麼這樣講呢，因為舅舅每年的生日，我都

有參加，所以今年就特別，拜托原諒我，參加不得」 

 

解釋：對於舅舅的生日宴會，受訪者使用了說抱歉的方式來拒絕舅舅，請舅舅諒

解自己無法出席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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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ice Onset Time of Syllable-Initial Stops in Hakka 
 

Ming-chung Cheng 

National United University 

 

This study was concerned with the variation of voice onset time (VOT) of Hakka 

syllable-initial stops conditioned by factors, like place of articulation (PoA), following 

vowel context, and speakers’ age and gender. Thirty-six subjects participated in speech 

recordings. They were asked to repeat a list of 36 CV speech stimuli constructed by six 

syllable-initial stops [p, t, k, p
h
, t

h
, k

h
] followed by three corner vowels [i, u, a] in two 

high-level tones [55, 55]. A total of 3888 samples were measured for VOT values in 

PRAAT. Research results showed that, except gender, all remaining factors affected the 

VOT production of Hakka syllable-initial stops. Special discussion was directed to the 

factorial interaction between PoA and following vowel context. This study contributed 

to further understanding of the VOT issue in Hakka. 

 

Keywords: voice onset time, VOT, stop, Hakka, place of articulation, age, gender 

 

1. Introduction 

Due to the universal existence of stops and due to the convenient assess and great 

progress of modern technology and acoustic instruments, a rich body of literature has 

been conducted to explore the VOT issues in recent decades, such as cross-linguistic 

surveys (e.g. Cho & Ladefoged, 1999; Keating, Linker, & Huffman, 1983; Shimizu, 

1996), language-specific investigations (e.g. Cho, Jun, & Ladefoged, 2002; Docherty, 

1992; Gósy, 2001; Han & Weitzman, 1970; Helgason & Ringen, 2008; Öğüt, Kiliç, 

Engin, & Midilli, 2006; Riney, Takagi, Ota, & Uchida, 2007; Rosner, López-Bascuas, 

García-Albea, & Fahey, 2000; Williams, 1977), second/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learning (e.g. Chao & Chen, 2008; Chao, Khattab, & Chen, 2006; Flege & Eefting, 

1987; Hazan & Boulakia, 1993; Kang & Guion, 2006; Kehoe, Lleó, & Rakow, 2004; 

Khattab, 2000; Liao, 2005; Riney & Takagi, 1999; Ogasawara, 2011; Simon, 2010; 

Thornburgh & Ryalls, 1998; Yavaş & Wildermuth, 2006), and clinical/pathological 

practice (e.g. Auzou, Ozsancak, Morris, Jan, Eustache, & Hannequin, 2000; Fischer & 

Goberman, 2010; Jäncke, 1994; Khouw & Ciocca, 2007; Liu, Ng, Wan, & Zhang, 

2007, 2008; Ng & Wong, 2009; Tseng, 1994; Tsui & Ciocca, 2000). Despite the wide 

interests and fruitful results in previous VOT research, most of the literature focused 

on western languages (e.g. English and French). Comparatively, less attention is given 

to Chinese dialects.
1
 For this reason, this study intends to examine the VOT variation 

                                                      
1
 Mandarin Chinese seems to be an exception. A considerable amount of research (Rochet & Fei, 1991; 

Liao, 2005; Peng, 2009; Ran, 2008; Wu, 2004; Wu & Lin, 1989; among others) has explored the VOT 

issue in Mandarin Chinese, irrespective of the small number of participants in most of these studies. In 

addition, on account of the worldwise popularity of learning Mandarin Chinese as a foreign or second 

language, there are more and more studies examining production problems of stops by comparing VOT 

between Mandarin Chinese and these learners’ native languages, like English (Chao & Chen, 2008; Sh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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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syllable-initial stops in Hakka, a Chinese dialect rarely addressed in this dimension. 

Hakka is one Chinese dialect that is mainly distributed in southeastern China. In 

Taiwan, Hakka is the third largest Chinese dialect, and has five geographical/regional 

varieties (Sixian, Hailu, Dapu, Zhaoan and Raoping), in which Sixian Hakka is the 

most widely-used variety, and is the target of this study.
2
 There are six voiceless stops 

in Sixian Hakka, appearing in three places (bilabial [p, p
h
], alveolar [t, t

h
], and velar [k, 

k
h
]) and two manners (unaspirated vs. aspirated). Though the stops in Sixian Hakka 

are cross-linguistically common, a systematic, large-scale investigation of their VOT 

variation is still required for the following reasons. First, it is widely documented that 

VOT varies under a lot of affecting factors (see section 2 for a review). Nonetheless, 

how these factors affect the VOT production of Hakka stops is scarcely studied, much 

less their extent and interaction.
3
 Second, VOT varies across languages, and falls into 

different categories along the VOT continuum on a language-particular basis (Cho & 

Ladefoged, 1999). To illustrate, Mandarin Chinese, English and Russian contrast their 

VOT lengths of voiceless short-lag stops, with Mandarin Chinese the longest, Russian 

the shortest, and English intermediate (Lin & Wang, 2005:106). Still, the categories to 

which Hakka stops belong have been uncertain. Obviously, both issues await detailed 

explorations, motivating this study. It is in the hope that this study will not only offer 

a comprehensive understanding of the VOT variation of Hakka stops, but also erect a 

solid foundation for future studies in relevant topics in Hakka, like speech recognition 

                                                                                                                                                        
& Liao, 1986; Wang, Chen, & Tsai, 2006), German (Wen, Ran, & Shi, 2009), Japanese (Wang & 

Shangguan, 2004), Korean (Gao, 2001), Indonesian (Lin & Wang, 2005), and so forth. 
2
. The first two largest Chinese dialects spoken in Taiwan are Mandarin Chinese and Southern Min. For 

the geographic distribution of these Hakka varieties in Taiwan, please see Chung (2004) and Lo (2007). 

Moreover, due to different geographic locations and some minor linguistic differences, Sixian Hakka 

can be further divided into northern Sixian Hakka and southern Sixian Hakka. The former is distributed 

in Miaoli County and Taoyuan County, while the latter is in Kaohsiung City and Pingtong County. This 

study is based on northern Sixian Hakka in Miaoli County. 
3
 To my knowledge, few studies investigated the VOT production of Hakka stops, except Liang (2005) 

and Peng (2008). On the basis of southern Sixian Hakka, Liang (2005) probed the VOT production of 

syllable-initial stops by 20 participants (10 males and 10 females) with their ages ranging from 27 to 72. 

Not aiming specifically at stops’ VOT, he simply provided a general VOT exploration of Hakka stops 

of different places of articulation, without taking other affecting factors into consideration. Peng (2009) 

collected 11 males’ and 10 females’ production of six syllable-initial stops in Sixian Hakka followed by 

[i, a, u], and examined the VOT variation under such factors as place of articulation, vowel context, 

tone and speakers’ gender. In comparison with Liang (2005), she offered more detailed accounts of the 

VOT variation in Hakka stops, but there are some weaknesses waiting for improvements. First, similar 

to Liang (2005), the age ranges of her participants were extremely wide (36-80), so she was unable to 

take the age factor into concern. Next, there were only 21 subjects (10 males and 11 females) joined her 

study. Undoubtedly, more participants should be included. Third, she claimed that the participants were 

all native speakers of Sixian Hakka, but their residences were not clearly stated. It is well-known that 

Hakka is always in linguistic contact with, and is influenced by, Southern Min and Mandarin Chinese 

in Taiwan. This may give rise to a negative impact upon VOT. For this reason, this study will recruit 

participants inhabiting in Miaoli County, the most intensely populated area by speakers of (northern) 

Sixian Hakka. As a result, the homogeneity of the participants can be ensured, and the reliability of the 

study can be further promo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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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synthesis, pathological treatment and Hakka language teaching. 

    The present study will proceed as follows. Section 2 provides a concise review of 

the factors that affect VOT. Section 3 introduces the methodology used in this study, 

including participants, speech stimuli, speech recording procedure, and acoustic and 

statistical analysis. Section 4 presents the results of the impacts upon VOT caused by 

the factors under investigation. Section 5 offers general discussion of the results, with 

special concerns on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stops’ place of articulation and following 

vowel context. Section 6 concludes this study, with suggestions for future research.  

 

2. Affecting Factors for Voice Onset Time 

As a temporal-acoustic measure, VOT is contextually sensitive, and is influenced 

by numerous factors. For example, studies in VOT have indicated that speaking rate is 

decisive to the production of VOT in voiceless long-lag plosives (Kessinger & 

Blumstein, 1997, 1998; Magloire & Green, 1999; Ping, 1995, 1996), with faster 

speaking rate leading to shorter VOT values. Nonetheless, the effect of speaking rate 

upon VOT is not obvious in voiceless short-lag and voiced plosives. Besides, 

utterance type is reported to affect VOT (Baran, Laufer, & Daniloff, 1977; Lisker & 

Abramson, 1967), with VOT longer in isolated words than in phrases and sentences. 

In what follows, this study will review some affecting factors of VOT crucial to the 

subsequent discussion.  

Place of articulation is by far the most-studied factor for VOT variation. With all 

else equal, there is a general pattern existing between stops’ articulatory positions and 

VOT lengths. Specifically, the more posterior the point of occlusion is, the longer the 

VOT will be. Being attributed to universal phonetic implementation rules conditioned 

by physiological constraints, this pattern has been broadly supported from 

cross-linguistic or language-specific explorations (e.g. Abdelli-Beruh, 2009; Helgason 

& Ringen, 2008; Jessen & Ringen, 2002;). Lisker and Abramson (1964) and Cho and 

Ladefoged (1999), for instance, investigated the stops in 11 and 18 languages 

respectively, indicating that the commonest sequence is velars>alveolars>bilabials. 

Further, Cho and Ladefoged (1999) summarized six physiological or aerodynamic 

characteristics of speech production to account for VOT variation resulting from 

different articulatory positions of plosives. However, not all languages conform to this 

pattern. For example, in (1), bilabial stops have longer VOT than alveolar stops in 

aspiration (Cantonese, Eastern Armenian and Mandarin Chinese) or non-aspiration 

(Tamil, Navajo, Hungarian and Japanese). In (1), Dahalo seems to be the most 

unusual language in which alveolar stops come out with the longest VOT. The 

existence of the deviant patterns from the general one suggests language specificity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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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T. 

 

(1) Language [p] [t] [k] [p
h
] [t

h
] [k

h
] 

Lisker & Abramson 

(1964) 

Cantonese 9 14 34 77 75 87 

Tamil 12 8 24 * * * 

Eastern Armenian 3 15 30 78 59 98 

Cho & Ladefoged 

(1999) 

Navajo 12 6 45 * * * 

Dahalo 20 42 27 * * * 

Gósy (2001) Hungarian 24.6 23.3 50.2 * * * 

Riney et al. (2007) Japanese 30 28.5 56.7 * * * 

Chao & Chen (2008) 
Mandarin Chinese 14 16 27 82 81 92 

All values are in milliseconds (ms). 

 

VOT is also known to vary in different vowel contexts (Docherty, 1992; Esposito, 

2002; Gósy, 2001; Higgins, Netsell, & Schulte, 1998; Klatt, 1975). In terms of vowel 

height, it has been generally agreed that stops before high vowels have longer VOT 

than those before low ones (Klatt, 1975; Thornburg & Ryalls, 1998). For example, 

analyzing 40 males’ and 40 females’ production of English CV syllables constructed 

by [p, t, k, b, d, g] in combination with [i, a, u], Morris, McCrea and Herring (2008) 

illustrated that VOT is significantly shorter before [a] than before [i, u].
4
 This varying 

phenomenon results from the different opening degrees of the oral cavity (stricture) in 

the production of different vowels and the changes in laryngeal cartilage positioning 

and vocal fold and vocal tract tension. Moreover, even if the number of studies is not 

as many as those associated to vowel height, vowel frontness is also reported to affect 

VOT.
5
 For instance, Gósy (2001) explored five females’ production of Hungarian 

voiceless stops [p, t, k] before fourteen vowels in CV syllables, discovering that [t, k] 

has longer VOT when preceding front vowels than back vowels, but [p] reverses the 

order.  

In addition, nonlinguistic factors, such as age and gender, are also manipulated to 

test whether they affect stops’ VOT. As far as the age factor is concerned, the findings 

are inconsistent. Some studies (Neiman, Klich, & Shuey, 1983; Petrosino, Colcord, 

Kurcz, & Youker, 1993) manifested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different age groups, 

but old adults produce larger VOT variability and longer syllable duration than young 

                                                      
4
 A minority of studies did not follow this generally-accepted VOT/vowel pattern. For example, in his 

investigation of Swedish stops, Fant (1973) reported that aspirated stops have longer VOT in front of [a] 

than before [i, u].  
5
 Contradictorily, some studies, like Chao, Khattab, and Chen (2006) and Chen, Chao, and Peng 

(2007), indicated that vowel frontness did not play a role in VOT vari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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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ults. Others (Morris & Brown, 1994; Sweeting & Baken, 1982) found that the age 

effect emerged merely in voiceless stops, with the aged producing shortened VOT in 

specific stop consonants ([p, t] in M&B; [p] in S&B). Still others (Liss, Weismer, & 

Rosenbek, 1990; Torre & Barlow, 2009; Yao, 2007) reported that age is a 

considerable factor of VOT, with a general tendency that VOT produced by the young 

is longer than by the old. In terms of the gender factor, massive literature has shed 

light on this factor, and the common pattern is that females exhibit longer VOT than 

males. This pattern has been supported by various studies of voiceless stops in 

English (Robb, Gilbert, & Lerman, 2005; Ryalls, Zipprer, & Baldauff, 1997; 

Whiteside & Irving, 1997, 1998; Whiteside & Marshall, 2001). Smith (1978) and 

Swartz (1992) reported that females produced longer VOT than males in English 

voiced stops, too. There are also a small number of studies demonstrating no 

male/female difference in VOT (Morris, McCrea, & Herring, 2008; Öğüt, Kiliç, 

Engin, & Midilli, 2006), or even longer VOT in males than in females (Oh, 2011). 

Apparently, previous research in consideration of the impact of speakers’ age and 

gender on VOT variation has not arrived at a consensus.  

In a summary, despite a large size of literature relevant to these factors of VOT, 

little is managed specifically to the VOT variation in Hakka. How the aforementioned 

factors perform to affect Hakka stops’ VOT is rarely explored, and, undoubtedly, are 

worth further investigation. The current study intends to achieve this goal and 

enhance the comprehension of the VOT issue of the plosives in Hakka. 

 

3. Methodology 

3.1 Participants 

    36 Hakka people (18 males and 18 females) in Miaoli County, with Sixian Hakka 

as their mother tongue, joined this study. They were divided into six gender-balanced 

groups with obvious separation in age (old: over 55, middle-aged: 35-55 and young: 

15-35). The mean ages were 25.33/46.67/59.67 years for males and 24.67/41.83/68.17 

years for females. The participants were randomly selected for speech recordings, but 

they still matched the following criteria. First, they speak (northern) Sixian Hakka at 

home and in daily conversation with Hakka people. Second, they have been living in 

Miaoli County for more than fifteen years. Third, they are non-smokers, and are free 

from speech, language, hearing or pathological disorders.  

 

3.2 Speech Stimuli 

    This study targets at exploring the VOT variation of Hakka syllable-initial stops. 

A list of 36 syllables was used as speech stimuli, as listed in (2). These syllables we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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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tructed by six syllable-initial stops [p, t, k, p
h
, t

h
, k

h
] in combination with three 

corner vowels [i, u, a] and two high-level tones [55, 55].
6
 Excluding [t

h
a

55
] and [ki

55
] 

which are lexical gaps, all remaining 34 syllables are real words.  

 

(2) Speech Stimuli Utilized in This Study 

 

[p] 

[i] [pi
55

] [pit
55

]  

[p
h
] 

[i] [p
h
i
55

] [p
h
it

55
] 

[u] [pu] [put
55

] [u] [p
h
u

55
] [p

h
uk

55
] 

[a] [pa] [pat
55

] [a] [p
h
a

55
] [p

h
ak

55
] 

 

[t] 

[i] [ti
55

] [tit
55

]  

[t
h
] 

[i] [t
h
i
55

] [t
h
it

55
] 

[u] [tu
55

] [tuk
55

] [u] [t
h
u

55
] [t

h
uk

55
] 

[a] [ta
55

] [tak
55

] [a] [t
h
a

55
] [t

h
ak

55
] 

 

[k] 

[i] [ki
55

] [kit
55

]  

[k
h
] 

[i] [k
h
i
55

] [k
h
ip

55
] 

[u] [ku
55

] [kut
55

] [u] [k
h
u

55
] [k

h
uk

55
] 

[a] [ka
55

] [kap
55

] [a] [k
h
a

55
] [k

h
ap

55
] 

 

    The stimuli in (2) can be sorted into two types, checked-tone and unchecked-tone 

syllables, depending on whether there are [p, t, k] codas. Appearing with unreleased 

[p, t, k] codas, checked-tone syllables are always produced more rapidly, and have 

shorter syllable duration than unckecked-tone ones, accordingly. This length 

difference also gives rise to different VOT variation, with VOT in checked-tone 

syllables shorter than that in unchecked-tone syllables (Peng, 2009).
7
 To remove 

possible biases, this study takes both types of syllables into consideration. 

 

3.3 Recording Procedure 

    Speech recording was performed in a sound-proof room in order that high voice 

qualities could be guaranteed. A unidirectional microphone (PHILIPS SBC-ME470), 

with sensitive frequencies ranging from 50 Hz to 18 KHz, was linked to a notebook 

computer (ACER TravelMate 6252, with a 2.13G Hz CPU and a 1G SDRAM), and 

were placed ten centimeters away from the subjects’ mouths at the chest level. Speech 

samples were recorded directly and digitalized into the computer by means of PRAAT 

(Boersma & Weenink, 2011), together with a default sampling frequency of 44.1K Hz. 

The samples were then segmented and transformed into Wav files for further analysis.  

                                                      
6
 Hakka is a tone language, so every syllable bears a citation tone. On the basis of Lo (2007), there are 

six citation tones in northern Sixian Hakka: Yinping [24], Yangping [11], Shangsheng [31], Qusheng 

[55], Yinru [32] and Yangru [55], where the numbers in square brackets represent pitch values in terms 

of Chao’s (1930) five-point scale. 
7
 The VOT lengths between checked tones and non-checked tones were compared in Peng (2009), but 

whether or not there were significant VOT differences among the four non-checked tones in Hakka was 

not mention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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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or subjects to be familiar with the stimuli, the word list had been given to them 

a week before sound recording was conducted. In the recording session, subjects were 

instructed to pronounce each stimulus with the same pace and intensity. Each stimulus 

was pronounced five successive times, and the middle three were taken out for VOT 

measurements. Each subject produced 108 speech tokens (36 stimuli multiplied by 3 

times), and the total number of tokens for acoustic analysis was 3888 (108 x 36). 

 

3.4 Acoustic and Statistical Analysis 

    The collected speech tokens were measured for VOT values in all cases by visual 

inspection and auditory perception and with the help of oscillograms and (wideband) 

spectrograms. The beginning of VOT was defined by the burst of release. The start of 

waveform periodicity decided the ending of VOT (Francis, Ciocca, & Yu, 2003), with 

relevant acoustic cues, like the onset of the first and second formants of the following 

vowels, functioning as supplementary reference.
8
 To assess intra-rater and inter-rater 

reliability, one-tenth speech samples were randomly selected and re-measured by the 

author and a research assistant. Pearson’s correlation coefficients displayed that both 

measurements were positively correlated (r = .98 and r = .96 respectively, p < .001). 

SPSS PASW 18.0 was utilized for statistical analysis, with a significance level set as p 

< .05 for all of the tests. 

 

4. Results and Discussion 

This section illustrates the statistical results of the effects on VOT caused by the 

factors under investigation. The discussion will appear in the following order: place of 

articulation, following vowel context, age and gender.  

 

4.1 Effect of Place of Articulation 

The mean of VOT for every Hakka stop, averaging over following vowel context, 

speakers’ age and gender, are tabluated in (3), together with standard deviations (SD), 

minimums (Min) and maximums (Max). As previously stated, VOT tends to correlate 

with stops’ place of articulation (PoA). The more posterior a stop’s PoA is, the longer 

the intrinsic VOT will be. This tendency is confirmed in this study. On the basis of (3), 

velar stops were longer than alveolar stops in VOT; alveolar stops, in turn, had longer 

VOT than bilabial stops. When the place of oral constriction moves from the anterior 

                                                      
8
 Different positioning references were adopted to demarcate the ending of VOT, such as the onset of 

formant 1 (Chao & Chen, 2008), of formant 2 (Cho & Keating, 2001), or of waveform periodicity (Port 

& Rotunno, 1979; Whalen, Levitt, & Goldstein, 2007). Comparing the VOT measurements on the basis 

of these positioning references, Francis et al. (2003) claimed that it is the most reliable to measure VOT 

by reference to acoustic wavefor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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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the posterior within the oral cavity, the variability of VOT also increases gradually. 

This can be straightly supported by the larger and larger SD values from bilabials to 

velars.
9
 Furthermore, according to Cho and Ladefoged’s (1999) classification, Hakka 

stops belong to the unaspirated and slightly aspirated categories.  

 

(3) Means, Standard Deviations, Minimums and Maximums of VOT for Individual Hakka Stops (All 

values are in milliseconds.) 

Place of Articulation 

(PoA) 

Mean 

(ms) 

SD 

(ms) 

Min/Max 

(ms) 

 

Non- 

aspiration 

[p] 11.1 3.0 5/23 

[t] 12.1 3.5 5/26 

[k] 21.7 6.4 8/40 

 

Aspiration 

[p
h
] 52.8 13.7 21/92 

[t
h
] 55.0 13.7 24/96 

[k
h
] 72.4 18.3 39/130 

 

Separate one-way analyses of variance (ANOVAs) exhibited that the PoA impact 

on stops’ VOT was significant in either non-aspiration (F (2, 645) = 361.834, p = .000 

< .05) or aspiration (F (2, 645) = 106.101, p = .000 < .05). Post hoc least significant 

difference (LSD) multiple comparisons indicated that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appeared 

in [k-t], [k-p], [k
h
-t

h
], [k

h
-p

h
] (p = .000 < .05 for all cases) and [t

h
-p

h
] (p = .041 < .05). 

No significant VOT difference was found in [t-p] (p = .362 > .05). The lack of length 

difference in [t-p] may result from both the shortness of VOT and the approximacy of 

their articulatory positions.  

 

4.2 Effect of Following Vowel Context 

    The data in (4), averaging over stops uttered in different PoAs, speakers’ age and 

gender, are the means and standard deviations of VOT for all Hakka stops followed by 

[i, a, u]. As far as the VOT averages are concerned, VOT is the longest before [i], the 

shortest before [a], and in-between before [u] (i.e. [i] > [u] > [a]). Similarly, the longer 

the mean VOT is, the larger VOT variability there will be.  

 

 

                                                      
9
 The VOT values of Hakka stops in Peng (2009) were 12.64 ms for [p], 15.06 ms for [t], 27.2 ms for 

[k], 74.22 ms for [p
h
], 74.28 ms for [t

h
], and 89.94 ms for [k

h
]. Comparatively, the VOT values obtained 

in this study were shorter. This difference comes from the number of tones that were taken into concern, 

Peng (2009) collected speech samples of six tones, four non-checked tones and two checked tones. As 

is known, VOT in non-checked-tone syllables is longer than that in checked-tone syllables. Thus, more 

non-checked-tone speech samples analyzed will definitely result in longer V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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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Means, Standard Deviations, Minimums and Maximums of Stops’ VOT before [i, u, a] (All values 

are in milliseconds.) 

Vowels 
Mean 

(ms) 

SD 

(ms) 

Min/Max 

(ms) 

 

[i] 43.9 29.6 5/130 

[u] 37.1 24.8 5/98 

[a] 32.3 22.9 5/107 

 

A one-way ANOVA was used to test the effect of following vowel context on the 

VOT production. This factor was verified to show a highly significant effect on VOT 

(F (2, 1293) = 18.776, p = .000 < .05). A post hoc LSD multiple comparison indicated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all vowel pairs (i.e. [i-u], p = .001 < .05; [i-a], p = .000 < .05; 

[u-a], p = .007 < .05). The magnitude of VOT changes with the factor of following 

vowel context, with an affecting hierarchy of [i] > [u] > [a].  

Additionally,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following vowel context and stops’ PoAs 

was explored. The VOT means and standard deviations are arranged in (5), and (6) is 

the schematic representation. A two-factor repeated measures ANOVA was utilized to 

examine the interaction of the two factors, displaying high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VOT in following vowel context (F (2, 1278) = 124.642, p = .000 < .05), stops’ PoA 

(F (5, 1278) = 1437.164, p = .000 < .05), and their interaction (F (10, 1278) = 11.945, 

p = .000 < .05). Clearly, according to the statistical results, stops with more posterior 

PoAs in combination with higher vowels will result in longer VOT.  

 

(5) Means and Standard Deviations of VOT for Individual Hakka Stops Followed by [i, u, a] (All 

values are in milliseconds.) 

 Vow Mn SD  Vow Mn SD  Vow Mn SD 

 

[p] 

[i] 12.3 2.5  

[t] 

[i] 14.3 3.0  

[k] 

[i] 26.1 6.1 

[u] 12.0 3.0 [u] 11.8 3.3 [u] 21.8 5.1 

[a] 8.9 2.0 [a] 10.2 2.9 [a] 17.2 4.6 

 [i] 57.7 13.9  [i] 62.1 14.0  [i] 86.1 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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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h
] [u] 53.3 12.7 [t

h
] [u] 53.6 12.2 [k

h
] [u] 70.2 13.6 

[a] 47.3 12.5 [a] 49.3 11.6 [a] 61.0 14.5 

 

(6) 

 

 

The following discussion is divided into two parts, vowels and stops. For vowels, 

the influencing hierarchy of velars>alveolars>bilabials was mostly remained stable in 

non-aspiration and aspiration (i.e. ki>ti>pi, k
h
i>t

h
i>p

h
i, etc.). The only exception was 

the [pu-tu] pair in which [p] had slightly longer VOT than [t] in (5). A post hoc LSD 

multiple comparison also revealed that, excluding [pu-tu] (p = .303 > .05), there were 

significant VOT differences in all remaining stop pairs for each vowel (p < .05 for all 

cases). For stops, the hierarchy of [i]>[u]>[a] was also maintained with reference to 

the VOT means (i.e. ti>tu>ta, p
h
i>p

h
u>p

h
a, etc.). A post hoc LSD multiple 

comparison pointed out that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existed in all vowel pairs ([i-u], 

[i-a], [u-a]) for [t, k, p
h
, t

h
, k

h
] (p < .05 for all cases). For [p], there existed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the pairs of [i-a] and [i-u] (p = .000 < .05), but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VOT was observed in the pair of [i-u] (p = .471 > .05).  

 

4.3 Effect of Age  

The means and standard deviations of stops’ VOT made by speakers of different 

age groups, averaging over PoA, following vowel context and gender, are listed in (7). 

Clearly, VOT tends to negatively correlate with speakers’ ages. The older the speakers 

are, the longer the VOT will be. A one-way ANOVA showed that the age factor had a 

significant effect on VOT (F (2, 1293) = 4.128, p = .016 < .05 ). A follow-up post hoc 

LDS comparison demonstrated that significant VOT differences were found betwe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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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old and the middle-aged (p = .007 < .05), and between the old and the young (p 

= .031 < .05).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VOT was found between the young and the 

middle-aged (p = .580 > .05). 

 

 

(7) Means, Standard Deviations, Minimums and Maximums of Stops’ VOT Produced by Different Age 

Groups (All values are in milliseconds.) 

 
Mean 

(ms) 

SD 

(ms) 

Min/Max 

(ms) 

 

Young (Y) 34.6 24.2 5/113 

Middle-aged 

(M) 
38.5 27.5 6/130 

Old (O) 39.5 26.6 6/120 

 

    To further understand the age effect on stops’ VOT, its interaction with PoAs was 

investigated. The means and standard deviations of VOT are arranged in (8), and the 

corresponding figure is shown in (9). In terms of the VOT means in (8), the hierarchy 

of age (i.e. Y>M>O) was maintained in either Hakka stop.  

 

(8) Means and Standard Deviations of VOT for Individual Hakka Stops Produced by Speakers of 

Different Age Groups (All values are in milliseconds.) 

 Age Mn SD  Age Mn SD  Age Mn SD 

 O 10.8 3.4  O 11.6 3.5  O 19.7 5.7 

[p] M 10.9 2.5 [t] M 12.1 3.4 [k] M 21.3 6.6 

 Y 11.6 2.9  Y 12.6 3.5  Y 24.2 6.1 

 O 48.4 13.4  O 49.9 12.1  O 67.3 17.8 

[p
h
] M 53.9 15.0 [t

h
] M 57.7 13.8 [k

h
] M 75.0 19.6 

 Y 56.0 11.4  Y 57.3 13.7  Y 75.0 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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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A two-factor repeated measures ANOVA was used to test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age and stops’ PoA, and to examine whether or not this hierarchy, Y>M>O, in Hakka 

stop was significant. The result manifested significant VOT differences in age (F (2, 

1278) = 22.938, p = .000 < .05), stops’ PoAs (F (5, 1278) = 1176.545, p = .000 < .05), 

and their interaction (F (10, 1278) = 2.424, p = .007 < .05). Moreover, for individual 

stops, the p values resulting from follow-up post hoc LSD multiple comparisons are in 

(10). In non-aspiration, significant VOT differences only appeared in [k] between the 

old and the young and between the middle-aged and the young. As for [p] and [t],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were found between any age groups. In other words, the young 

produced [k] with longer VOT than the other two age groups. In aspiration, significant 

VOT differences appear between the old and the middle-aged and between the old and 

the young (p < .05 for all cases) in all stops. No significant VOT difference was found 

between the middle-aged and the young.  

 

(10) Age Group p  Age Group p  Age Group p 

 

 

[p] 

O 
M .800  

 

[t] 

O 
M .364  

 

[k] 

O 
M .134 

Y .093 Y .086 Y .000 

M 
O .800 

M 
O .364 

M 
O .134 

Y .153 Y .416 Y .004 

Y 
O .093 

Y 
O .086 

Y 
O .000 

M .153 M .416 M .004 

 

 
O 

M .011  

 
O 

M .001  

 
O 

M .011 

Y .001 Y .001 Y .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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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h
] M 

O .011 
[t

h
] M 

O .001 
[k

h
] M 

O .011 

Y .344 Y .870 Y .996 

Y 
O .001 

Y 
O .001 

Y 
O .011 

M .344 M .870 M .996 

 

4.4 Effect of Gender 

    For the gender factor, the means and standard deviations of stops’ VOT made by 

speakers of different genders are displayed in (11). The VOT averages and SD values 

were quite similar in both genders. A one-way ANOVA was conducted to examine the 

effect of gender upon stops’ VOT, but no significant VOT difference was observed (F 

(1, 1293) = 0.021, p = .864 > .05). To be specific, the gender factor played no role in 

the production of VOT.  

 

(11) Means, Standard Deviations, Minimums and Maximums of VOT Produced by Speakers of 

Different Genders 

 Mean 

(ms) 

SD 

(ms) 

Min/Max 

(ms) 

 

Males (M) 37.3 25.9 6/120 

Females (F) 37.7 26.5 5/130 

 

    Irrespective of the non-significant differences on stops’ VOT as a whole, how the 

gender factor interacts with stops of different PoAs is still unknown, awaiting further 

investigation. The VOT values of individual stops made by both genders are arranged 

in (12), and (13) gives the corresponding bar chart. In terms of the VOT means, males 

produced longer and shorter VOT means than females in non-aspirated and aspirated 

stops respectively, but all the differences were slight. A two-factor repeated measures 

ANOVA confirmed the non-significant VOT differences in gender (F (1, 1284) = .284, 

p = .594 > .05) and in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gender and PoA (F (5, 1284) = 0.587, p 

= .710 > .05). On the contrary, the factor of PoA presented a significant main effect on 

VOT (F (5, 1284) = 0.587, p = .000 <.05) in both genders’ production of stops with 

different PoAs.  

 

(12) Means and Standard Deviations of VOT for Individual Hakka Stops Produced by Speakers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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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fferent Genders (All values are in milliseconds.) 

PoA Gender Mean SD PoA Gender Mean SD 

[p] 
Female 11.0 3.3 

[p
h
] 

Female 53.4 13.5 

Male 11.2 2.6 Male 52.1 13.9 

[t] 
Female 11.9 3.8 

[t
h
] 

Female 55.1 13.0 

Male 12.3 3.2 Male 54.9 14.3 

[k] 
Female 21.2 6.8 

[k
h
] 

Female 73.5 17.5 

Male 22.2 3.1 Male 71.4 19.2 

 

(13) 

 

 

5. Conclusion 

To come to a conclusion, this study examined the effect of PoA, following vowel 

context, speakers’ age and gender upon the VOT production of Hakka syllable-initial 

stops. Results indicated that, except gender, all remaining factors influenced the VOT 

production of Hakka stops. This indicated that controlling subjects’ gender in the 

VOT production, at least in isolated syllables, is unnecessary in future related research. 

This study provides a general comprehension of the VOT issue in Hakka stops, 

represents an endeavor to bridge the gap in the VOT studies of Hakka stops, and 

places Hakka into the VOT array of world languages.  

    As already mentioned, VOT has been shown to be affected by complex factors. 

Besides the factors explored in this study, future investigation should examine other 

factors, including word/non-word alternation, syllable position, utterance type (Baran, 

Laufer, & Daniloff, 1977), speech tempo (Kessinger & Blumstein, 1997, 1998), race 

(Ryalls, Zipper, & Baldauff, 1997), dialectal background (Schmidt & Flege, 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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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dal, 1996), language experience (Flege & Eefting, 1986), study design difference 

(Ryalls, Zipper, & Baldauff, 1997) and the like, so that a further understanding of the 

VOT issue in Hakka stops can be achieved, and a comparative foundation of VOT can 

be established between Hakka and other langu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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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endix A: Background Information of the Subjects in This Study 
 

No. of Subject Gender Age (years) Career 

1 Female 25 Nurse 

2 Female 24 Student 

3 Female 24 Teacher  

4 Female 24 Student 

5 Female 24 Student 

6 Female 27 Student 

7 Female 42 Nurse 

8 Female 43 Teacher 

9 Female 46 Housekeeper 

10 Female 36 Teacher 

11 Female 40 Public official 

12 Female 44 Teacher 

13 Female 84 Housekeeper 

14 Female 61 Office worker 

15 Female 79 Housekeeper 

16 Female 56 Public official 

17 Female 56 Housekeeper 

18 Female 73 Housekeeper 

19 Male 26 Farmer 

20 Male 26 Student 

21 Male 25 Student 

22 Male 29 Office worker 

23 Male 27 Teacher 

24 Male 19 Student 

25 Male 51 Office worker 

26 Male 53 Office worker 

27 Male 45 Office worker 

28 Male 52 Safety guard 

29 Male 44 Office worker 

30 Male 35 Teacher 

31 Male 59 Housekeeper 

32 Male 56 Public official 

33 Male 57 Housekeeper 

34 Male 72 Housekeeper 

35 Male 58 Housekeeper 

36 Male 56 Office work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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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endix B: The VOT Values of the Six Hakka Stops Produced by All Subjects 

Subject 1 

Qu [55] [a] [i] [u] YR [55] [a] [i] [u] 

[p] 

0.0143 0.0181 0.0164 

[p] 

0.0095 0.0137 0.0219 

0.0099 0.0164 0.0167 0.0096 0.0123 0.0154 

0.0156 0.0159 0.0223 0.0094 0.0159 0.0189 

Mean 0.013267 0.0168 0.018467 Mean 0.0095 0.013967 0.018733 

ms 13 17 18 ms 10 14 19 

[p
h
] 

0.0799 0.0691 0.087 

[p
h
] 

0.0757 0.0686 0.0572 

0.0793 0.0868 0.0855 0.0747 0.0617 0.0656 

0.0702 0.0897 0.0709 0.0704 0.0514 0.0815 

Mean 0.076467 0.081867 0.081133 Mean 0.0736 0.060567 0.0681 

ms 76 82 81 ms 74 61 68 

[t] 

0.0176 0.0208 0.0072 

[t] 

0.0077 0.0107 0.0083 

0.0143 0.0225 0.0068 0.0106 0.0105 0.0099 

0.0111 0.0167 0.0125 0.0132 0.0132 0.0092 

Mean 0.014333 0.02 0.008833 Mean 0.0105 0.011467 0.009133 

ms 14 20 9 ms 11 11 9 

[t
h
] 

0.0684 0.0929 0.091 

[t
h
] 

0.0618 0.0644 0.0554 

0.0727 0.0774 0.0814 0.0615 0.0844 0.0678 

0.0769 0.0859 0.0851 0.0477 0.0696 0.0685 

Mean 0.072667 0.0854 0.085833 Mean 0.057 0.0728 0.0639 

ms 73 85 86 ms 57 73 64 

[k] 

0.0211 0.0395 0.0266 

[k] 

0.0236 0.0198 0.0243 

0.0235 0.0437 0.0225 0.0106 0.0297 0.0219 

0.0205 0.0334 0.0282 0.0169 0.0264 0.0282 

Mean 0.0217 0.038867 0.025767 Mean 0.017033 0.0253 0.0248 

ms 22 39 26 ms 17 25 25 

[k
h
] 

0.1026 0.1015 0.0852 

[k
h
] 

0.0905 0.0932 0.0776 

0.0869 0.1187 0.1197 0.0949 0.1045 0.0957 

0.1005 0.0996 0.0877 0.0928 0.0992 0.0979 

Mean 0.096667 0.1066 0.097533 Mean 0.092733 0.098967 0.0904 

ms 97 107 98 ms 93 99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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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bject 2 

Qu [55] [a] [i] [u] YR [55] [a] [i] [u] 

[p] 

0.0067 0.0112 0.0114 

[p] 

0.0052 0.0127 0.0102 

0.0122 0.0148 0.0136 0.0062 0.0118 0.0139 

0.0055 0.0147 0.0127 0.0063 0.0116 0.0119 

Mean 0.008133 0.013567 0.012567 Mean 0.0059 0.012033 0.012 

ms 8 14 13 ms 6 12 12 

[p
h
] 

0.0519 0.0684 0.0673 

[p
h
] 

0.0396 0.0479 0.0571 

0.0569 0.0663 0.0587 0.0447 0.0447 0.0554 

0.0619 0.0751 0.0685 0.0393 0.0585 0.0599 

Mean 0.0569 0.069933 0.064833 Mean 0.0412 0.050367 0.057467 

ms 57 70 65 ms 41 50 57 

[t] 

0.0167 0.0144 0.0106 

[t] 

0.0075 0.0148 0.0132 

0.0171 0.0167 0.0164 0.0076 0.0142 0.0118 

0.0086 0.0202 0.0166 0.0076 0.0171 0.0092 

Mean 0.014133 0.0171 0.014533 Mean 0.007567 0.015367 0.0114 

ms 14 17 15 ms 8 15 11 

[t
h
] 

0.0578 0.0829 0.0632 

[t
h
] 

0.0617 0.0543 0.0573 

0.0643 0.0823 0.0645 0.0512 0.0524 0.0444 

0.0443 0.0821 0.0656 0.0528 0.0613 0.0593 

Mean 0.055467 0.082433 0.064433 Mean 0.055233 0.056 0.053667 

ms 55 82 64 ms 55 56 54 

[k] 

0.022 0.0247 0.0232 

[k] 

0.022 0.0264 0.0267 

0.0271 0.0276 0.0353 0.0209 0.0237 0.0227 

0.025 0.0261 0.0379 0.0201 0.0265 0.0254 

Mean 0.0247 0.026133 0.032133 Mean 0.021 0.025533 0.024933 

ms 25 26 32 ms 21 26 25 

[k
h
] 

0.0976 0.1138 0.0888 

[k
h
] 

0.0742 0.1139 0.0671 

0.0966 0.1139 0.0974 0.0752 0.0965 0.0515 

0.1153 0.1327 0.106 0.0539 0.0961 0.0806 

Mean 0.103167 0.120133 0.0974 Mean 0.067767 0.102167 0.0664 

ms 103 120 97 ms 68 102 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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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bject 3 

Qu [55] [a] [i] [u] YR [55] [a] [i] [u] 

[p] 

0.0068 0.0129 0.0125 

[p] 

0.0086 0.0063 0.0137 

0.0081 0.0118 0.0164 0.0096 0.0098 0.0144 

0.0117 0.0141 0.0144 0.0076 0.0117 0.0109 

Mean 0.008867 0.012933 0.014433 Mean 0.0086 0.009267 0.013 

ms 9 13 14 ms 9 9 13 

[p
h
] 

0.0634 0.0757 0.0467 

[p
h
] 

0.0526 0.0439 0.0358 

0.0612 0.0742 0.0552 0.0554 0.0313 0.0401 

0.0671 0.0534 0.044 0.0576 0.0459 0.0412 

Mean 0.0639 0.067767 0.048633 Mean 0.0552 0.040367 0.039033 

ms 64 68 49 ms 55 40 39 

[t] 

0.0091 0.0156 0.0099 

[t] 

0.0092 0.0117 0.0067 

0.0103 0.0142 0.0139 0.0128 0.0151 0.0085 

0.0138 0.0161 0.0116 0.0091 0.0108 0.0092 

Mean 0.011067 0.0153 0.0118 Mean 0.010367 0.012533 0.008133 

ms 11 15 12 ms 10 13 8 

[t
h
] 

0.0691 0.078 0.0611 

[t
h
] 

0.0436 0.0671 0.0825 

0.0535 0.0847 0.0667 0.0623 0.0643 0.0706 

0.0711 0.0978 0.0781 0.0491 0.0685 0.0632 

Mean 0.064567 0.086833 0.068633 Mean 0.051667 0.066633 0.0721 

ms 65 87 69 ms 52 67 72 

[k] 

0.0215 0.038 0.0296 

[k] 

0.0267 0.0219 0.0277 

0.0217 0.0353 0.0264 0.0224 0.0267 0.0241 

0.0211 0.0369 0.0276 0.0219 0.0237 0.0233 

Mean 0.021433 0.036733 0.027867 Mean 0.023667 0.0241 0.025033 

ms 21 37 28 ms 24 24 25 

[k
h
] 

0.076 0.1038 0.0715 

[k
h
] 

0.0735 0.0751 0.0598 

0.0797 0.0979 0.0861 0.0721 0.0796 0.0731 

0.0806 0.1027 0.0838 0.076 0.081 0.0732 

Mean 0.078767 0.101467 0.080467 Mean 0.073867 0.078567 0.0687 

ms 79 101 80 ms 74 79 69 

 

 



95 
 

 

Subject 4 

Qu [55] [a] [i] [u] YR [55] [a] [i] [u] 

[p] 

0.0059 0.0114 0.0091 

[p] 

0.0084 0.0105 0.0112 

0.0088 0.0105 0.0119 0.0093 0.0088 0.0069 

0.0063 0.0092 0.0093 0.0076 0.0112 0.0083 

Mean 0.007 0.010367 0.0101 Mean 0.008433 0.010167 0.0088 

ms 7 10 10 ms 8 10 9 

[p
h
] 

0.0488 0.0745 0.0689 

[p
h
] 

0.0535 0.0609 0.0617 

0.0641 0.0698 0.0599 0.0371 0.0761 0.0556 

0.0649 0.0767 0.0618 0.0456 0.0522 0.0591 

Mean 0.059267 0.073667 0.063533 Mean 0.0454 0.063067 0.0588 

ms 59 74 64 ms 45 63 59 

[t] 

0.008 0.0101 0.0117 

[t] 

0.0054 0.0151 0.0109 

0.0089 0.0084 0.0142 0.0049 0.0095 0.0112 

0.0112 0.0191 0.0158 0.0067 0.0106 0.0093 

Mean 0.009367 0.012533 0.0139 Mean 0.005667 0.011733 0.010467 

ms 9 13 14 ms 6 12 10 

[t
h
] 

0.0472 0.0676 0.0693 

[t
h
] 

0.0464 0.0359 0.049 

0.0526 0.0665 0.0761 0.0443 0.0584 0.046 

0.0552 0.0591 0.0523 0.0539 0.0577 0.0456 

Mean 0.051667 0.0644 0.0659 Mean 0.0482 0.050667 0.046867 

ms 52 64 66 ms 48 51 47 

[k] 

0.0141 0.0395 0.0273 

[k] 

0.0129 0.0231 0.0219 

0.0175 0.0355 0.0258 0.0116 0.0276 0.0168 

0.0172 0.0458 0.0195 0.0148 0.0371 0.0157 

Mean 0.016267 0.040267 0.0242 Mean 0.0131 0.029267 0.018133 

ms 16 40 24 ms 13 29 18 

[k
h
] 

0.0462 0.0808 0.0753 

[k
h
] 

0.0523 0.0686 0.0532 

0.0579 0.0911 0.0699 0.0492 0.0759 0.0576 

0.0658 0.1041 0.0751 0.0429 0.0845 0.0723 

Mean 0.056633 0.092 0.073433 Mean 0.048133 0.076333 0.061033 

ms 57 92 73 ms 48 76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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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bject 5 

Qu [55] [a] [i] [u] YR [55] [a] [i] [u] 

[p] 

0.0067 0.0112 0.0114 

[p] 

0.0093 0.0128 0.0098 

0.0122 0.0148 0.0136 0.0086 0.0198 0.0185 

0.0055 0.0147 0.0127 0.0149 0.0163 0.0117 

Mean 0.008133 0.013567 0.012567 Mean 0.010933 0.0163 0.013333 

ms 8 14 13 ms 11 16 13 

[p
h
] 

0.0619 0.0645 0.0643 

[p
h
] 

0.0503 0.0444 0.0367 

0.0409 0.0762 0.0591 0.0554 0.0675 0.0406 

0.0464 0.0674 0.0628 0.0672 0.0619 0.0551 

Mean 0.049733 0.069367 0.062067 Mean 0.057633 0.057933 0.044133 

ms 50 69 62 ms 58 58 44 

[t] 

0.0126 0.0135 0.0273 

[t] 

0.0082 0.0154 0.0104 

0.0109 0.0149 0.0243 0.0139 0.0157 0.0103 

0.0119 0.0242 0.0259 0.0126 0.0187 0.0149 

Mean 0.0118 0.017533 0.025833 Mean 0.011567 0.0166 0.011867 

ms 12 18 26 ms 12 17 12 

[t
h
] 

0.0405 0.0686 0.0439 

[t
h
] 

0.0365 0.0426 0.0421 

0.0481 0.0679 0.0603 0.0401 0.0445 0.0391 

0.0356 0.0773 0.0586 0.0539 0.0628 0.0411 

Mean 0.0414 0.071267 0.054267 Mean 0.0435 0.049967 0.040767 

ms 41 71 54 ms 44 50 41 

[k] 

0.0228 0.0327 0.0333 

[k] 

0.0167 0.0279 0.0317 

0.0211 0.0365 0.0299 0.0178 0.0298 0.0216 

0.0263 0.0426 0.0323 0.0133 0.0258 0.0262 

Mean 0.0234 0.037267 0.031833 Mean 0.015933 0.027833 0.0265 

ms 23 37 32 ms 16 28 27 

[k
h
] 

0.0575 0.0762 0.0793 

[k
h
] 

0.0542 0.0785 0.0592 

0.0587 0.0939 0.0866 0.0586 0.0821 0.0588 

0.0671 0.1005 0.0848 0.0529 0.0819 0.0699 

Mean 0.0611 0.0902 0.083567 Mean 0.055233 0.080833 0.062633 

ms 61 90 84 ms 55 81 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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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bject 6 

Qu [55] [a] [i] [u] YR [55] [a] [i] [u] 

[p] 

0.0066 0.0129 0.0131 

[p] 

0.0104 0.0145 0.0134 

0.0064 0.0146 0.0047 0.0062 0.0157 0.0082 

0.0068 0.0162 0.0171 0.0093 0.0075 0.0122 

Mean 0.0066 0.014567 0.011633 Mean 0.008633 0.012567 0.011267 

ms 7 15 12 ms 9 13 11 

[p
h
] 

0.0758 0.0845 0.0686 

[p
h
] 

0.0409 0.0526 0.064 

0.0668 0.0662 0.0626 0.0704 0.0638 0.0405 

0.0515 0.0737 0.0624 0.0577 0.0838 0.0489 

Mean 0.0647 0.0748 0.064533 Mean 0.056333 0.066733 0.051133 

ms 65 75 65 ms 56 67 51 

[t] 

0.0119 0.0163 0.0119 

[t] 

0.0085 0.0124 0.0086 

0.0186 0.0164 0.009 0.00108 0.0135 0.0112 

0.0106 0.0194 0.0104 0.0183 0.0152 0.0106 

Mean 0.0137 0.017367 0.010433 Mean 0.009293 0.0137 0.010133 

ms 14 17 10 ms 9 14 10 

[t
h
] 

0.0733 0.0855 0.0525 

[t
h
] 

0.0531 0.0581 0.0584 

0.0903 0.0762 0.0643 0.0619 0.0582 0.0591 

0.0859 0.1083 0.0719 0.0648 0.0643 0.0519 

Mean 0.083167 0.09 0.0629 Mean 0.059933 0.0602 0.056467 

ms 83 90 63 ms 60 60 56 

[k] 

0.0192 0.0352 0.0191 

[k] 

0.0162 0.0247 0.0209 

0.0173 0.0322 0.0307 0.0137 0.0328 0.0189 

0.0193 0.0358 0.0281 0.0153 0.0299 0.0211 

Mean 0.0186 0.0344 0.025967 Mean 0.015067 0.029133 0.0203 

ms 19 34 26 ms 15 29 20 

[k
h
] 

0.0908 0.075 0.0752 

[k
h
] 

0.0793 0.0697 0.0664 

0.0613 0.0934 0.0743 0.0672 0.0869 0.0602 

0.0689 0.1107 0.0755 0.0662 0.0695 0.0889 

Mean 0.073667 0.093033 0.075 Mean 0.0709 0.075367 0.071833 

ms 74 93 75 ms 71 75 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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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bject 7 

Qu [55] [a] [i] [u] YR [55] [a] [i] [u] 

[p] 

0.0134 0.016 0.0122 

[p] 

0.005 0.0083 0.0158 

0.0094 0.0105 0.0114 0.0076 0.0102 0.0189 

0.0089 0.0128 0.0109 0.0103 0.0115 0.0121 

Mean 0.010567 0.0131 0.0115 Mean 0.007633 0.01 0.0156 

ms 11 13 12 ms 8 10 16 

[p
h
] 

0.0481 0.0712 0.0794 

[p
h
] 

0.0304 0.076 0.0448 

0.0292 0.0858 0.0713 0.0197 0.0738 0.0497 

0.0457 0.1052 0.0712 0.0365 0.0475 0.0471 

Mean 0.041 0.0874 0.073967 Mean 0.028867 0.065767 0.0472 

ms 41 87 74 ms 29 66 47 

[t] 

0.0169 0.0166 0.0071 

[t] 

0.0101 0.0148 0.0098 

0.0133 0.0181 0.0058 0.0105 0.0147 0.0097 

0.0162 0.0172 0.0062 0.0104 0.0146 0.0086 

Mean 0.015467 0.0173 0.006367 Mean 0.010333 0.0147 0.009367 

ms 15 17 6 ms 10 15 9 

[t
h
] 

0.0384 0.0573 0.0632 

[t
h
] 

0.0299 0.0602 0.0435 

0.0272 0.0677 0.0463 0.0217 0.0443 0.0517 

0.0269 0.0687 0.0598 0.0192 0.0559 0.0518 

Mean 0.030833 0.064567 0.056433 Mean 0.0236 0.053467 0.049 

ms 31 65 56 ms 24 53 49 

[k] 

0.0168 0.0205 0.027 

[k] 

0.0178 0.0244 0.0151 

0.0205 0.0271 0.0197 0.0276 0.0195 0.0236 

0.0208 0.0303 0.0221 0.0188 0.0176 0.0186 

Mean 0.019367 0.025967 0.022933 Mean 0.0214 0.0205 0.0191 

ms 19 26 23 ms 21 21 19 

[k
h
] 

0.0528 0.0879 0.0729 

[k
h
] 

0.0582 0.0713 0.0702 

0.0569 0.0823 0.0918 0.0589 0.0723 0.0904 

0.0636 0.108 0.0899 0.0571 0.0691 0.0888 

Mean 0.057767 0.092733 0.084867 Mean 0.058067 0.0709 0.083133 

ms 58 93 85 ms 58 71 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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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bject 8 

Qu [55] [a] [i] [u] YR [55] [a] [i] [u] 

[p] 

0.0063 0.0132 0.0145 

[p] 

0.0087 0.0129 0.0138 

0.0052 0.0105 0.0078 0.0031 0.0082 0.0108 

0.0081 0.0098 0.0117 0.0056 0.0108 0.0104 

Mean 0.006533 0.011167 0.011333 Mean 0.0058 0.010633 0.011667 

ms 7 11 11 ms 6 11 12 

[p
h
] 

0.0428 0.0289 0.0286 

[p
h
] 

0.0264 0.0208 0.0223 

0.0335 0.0429 0.0421 0.0336 0.0241 0.0213 

0.0296 0.0468 0.0392 0.0309 0.0222 0.0265 

Mean 0.0353 0.039533 0.036633 Mean 0.0303 0.022367 0.023367 

ms 35 40 37 ms 30 22 23 

[t] 

0.0095 0.0147 0.0104 

[t] 

0.0052 0.0078 0.0064 

0.0106 0.0096 0.0105 0.0051 0.0071 0.0071 

0.0051 0.0105 0.0086 0.0075 0.0117 0.0083 

Mean 0.0084 0.0116 0.009833 Mean 0.005933 0.008867 0.007267 

ms 8 12 10 ms 6 9 7 

[t
h
] 

0.0447 0.0471 0.0443 

[t
h
] 

0.0289 0.0381 0.0291 

0.0459 0.0526 0.0404 0.0312 0.0318 0.0261 

0.0407 0.0439 0.0361 0.0392 0.0317 0.0336 

Mean 0.043767 0.047867 0.040267 Mean 0.0331 0.033867 0.0296 

ms 44 48 40 ms 33 34 30 

[k] 

0.0106 0.0182 0.0169 

[k] 

0.0073 0.0156 0.009 

0.0103 0.0251 0.0174 0.0076 0.0208 0.0121 

0.0137 0.0234 0.0141 0.0087 0.0149 0.0136 

Mean 0.011533 0.022233 0.016133 Mean 0.007867 0.0171 0.011567 

ms 12 22 16 ms 8 17 12 

[k
h
] 

0.0657 0.0721 0.0493 

[k
h
] 

0.0501 0.0479 0.0394 

0.0513 0.0685 0.056 0.0339 0.0544 0.0392 

0.0611 0.0547 0.0627 0.0397 0.0434 0.0428 

Mean 0.059367 0.0651 0.056 Mean 0.041233 0.048567 0.040467 

ms 59 65 56 ms 41 49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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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bject 9 

Qu [55] [a] [i] [u] YR [55] [a] [i] [u] 

[p] 

0.009 0.0106 0.0124 

[p] 

0.0053 0.0134 0.0093 

0.0092 0.0138 0.0125 0.006 0.0094 0.0148 

0.0095 0.0105 0.0108 0.0062 0.0105 0.0094 

Mean 0.009233 0.011633 0.0119 Mean 0.005833 0.0111 0.011167 

ms 9 12 12 ms 6 11 11 

[p
h
] 

0.0629 0.0651 0.0395 

[p
h
] 

0.0538 0.0633 0.0248 

0.0507 0.0689 0.0454 0.0528 0.0757 0.0249 

0.0578 0.0701 0.0404 0.0468 0.0514 0.0332 

Mean 0.057133 0.068033 0.041767 Mean 0.051133 0.063467 0.027633 

ms 57 68 42 ms 51 63 28 

[t] 

0.0102 0.0179 0.0108 

[t] 

0.0089 0.0176 0.0074 

0.0099 0.0144 0.0093 0.0119 0.0132 0.0092 

0.0072 0.0243 0.0093 0.0104 0.0142 0.0079 

Mean 0.0091 0.018867 0.0098 Mean 0.0104 0.015 0.008167 

ms 9 19 10 ms 10 15 8 

[t
h
] 

0.0723 0.0719 0.0464 

[t
h
] 

0.0447 0.0507 0.0446 

0.0496 0.0713 0.0568 0.0399 0.0521 0.0389 

0.0426 0.0681 0.0492 0.0499 0.0512 0.0395 

Mean 0.054833 0.070433 0.0508 Mean 0.044833 0.051333 0.041 

ms 55 70 51 ms 45 51 41 

[k] 

0.0096 0.0233 0.0241 

[k] 

0.0089 0.0201 0.0166 

0.0126 0.0291 0.0196 0.0102 0.0181 0.0204 

0.0103 0.0253 0.0268 0.0074 0.0189 0.0164 

Mean 0.010833 0.0259 0.0235 Mean 0.008833 0.019033 0.0178 

ms 11 26 24 ms 9 19 18 

[k
h
] 

0.0795 0.0667 0.077 

[k
h
] 

0.0572 0.0571 0.0486 

0.0678 0.0671 0.0682 0.0512 0.0566 0.0526 

0.0715 0.0757 0.0589 0.0407 0.0574 0.0597 

Mean 0.072933 0.069833 0.068033 Mean 0.0497 0.057033 0.053633 

ms 73 70 68 ms 50 57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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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bject 10 

Qu [55] [a] [i] [u] YR [55] [a] [i] [u] 

[p] 

0.0083 0.0168 0.0089 

[p] 

0.0102 0.0128 0.0124 

0.0091 0.0156 0.0127 0.0087 0.0132 0.0117 

0.0105 0.0161 0.0098 0.0078 0.0176 0.0089 

Mean 0.0093 0.016167 0.010467 Mean 0.0089 0.014533 0.011 

ms 9 16 10 ms 9 15 11 

[p
h
] 

0.0538 0.0623 0.0653 

[p
h
] 

0.0493 0.0465 0.0566 

0.0699 0.0556 0.0688 0.0399 0.0602 0.0484 

0.0572 0.0628 0.0709 0.0576 0.053 0.0696 

Mean 0.0603 0.060233 0.068333 Mean 0.048933 0.053233 0.0582 

ms 60 60 68 ms 49 53 58 

[t] 

0.0059 0.0132 0.0112 

[t] 

0.0086 0.0097 0.0082 

0.0068 0.0125 0.008 0.0107 0.0123 0.0116 

0.0065 0.0105 0.0118 0.0103 0.0129 0.0089 

Mean 0.0064 0.012067 0.010333 Mean 0.009867 0.011633 0.009567 

ms 6 12 10 ms 10 12 10 

[t
h
] 

0.0595 0.0681 0.0536 

[t
h
] 

0.0615 0.0552 0.0453 

0.0592 0.0645 0.0519 0.0343 0.0651 0.0493 

0.0613 0.0598 0.0492 0.0564 0.0551 0.0516 

Mean 0.06 0.064133 0.051567 Mean 0.050733 0.058467 0.048733 

ms 60 64 52 ms 51 58 49 

[k] 

0.0132 0.0224 0.0187 

[k] 

0.0112 0.0174 0.0127 

0.0132 0.0226 0.0197 0.0108 0.0166 0.0183 

0.0114 0.0208 0.0209 0.0123 0.0172 0.0153 

Mean 0.0126 0.021933 0.019767 Mean 0.011433 0.017067 0.015433 

ms 13 22 20 ms 11 17 15 

[k
h
] 

0.0883 0.0904 0.0793 

[k
h
] 

0.0644 0.0705 0.0719 

0.0924 0.1046 0.0706 0.0752 0.0746 0.0671 

0.0685 0.0905 0.0736 0.0689 0.0713 0.052 

Mean 0.083067 0.095167 0.0745 Mean 0.0695 0.072133 0.063667 

ms 83 95 75 ms 70 72 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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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bject 11 

Qu [55] [a] [i] [u] YR [55] [a] [i] [u] 

[p] 

0.0108 0.0167 0.0173 

[p] 

0.0089 0.0102 0.0082 

0.0098 0.0181 0.0131 0.0079 0.0144 0.0149 

0.0105 0.0093 0.0132 0.0059 0.0134 0.0136 

Mean 0.010367 0.0147 0.014533 Mean 0.007567 0.012667 0.012233 

ms 10 15 15 ms 8 13 12 

[p
h
] 

0.0611 0.0646 0.0564 

[p
h
] 

0.0357 0.0542 0.0386 

0.0599 0.0628 0.0789 0.0503 0.0492 0.0338 

0.0618 0.0605 0.0685 0.0413 0.0534 0.0265 

Mean 0.060933 0.062633 0.067933 Mean 0.042433 0.052267 0.032967 

ms 61 63 68 ms 42 52 33 

[t] 

0.0163 0.0169 0.0163 

[t] 

0.0083 0.0108 0.0143 

0.0171 0.0191 0.0144 0.0091 0.0152 0.0142 

0.0179 0.0172 0.0136 0.0068 0.0165 0.0109 

Mean 0.0171 0.017733 0.014767 Mean 0.008067 0.014167 0.013133 

ms 17 18 15 ms 8 14 13 

[t
h
] 

0.0501 0.0924 0.0637 

[t
h
] 

0.0489 0.0535 0.0494 

0.0667 0.0782 0.0763 0.0431 0.0574 0.0555 

0.0632 0.0769 0.0676 0.0561 0.0503 0.0486 

Mean 0.06 0.0825 0.0692 Mean 0.049367 0.053733 0.051167 

ms 60 83 69 ms 49 54 51 

[k] 

0.0163 0.0268 0.0361 

[k] 

0.0171 0.0216 0.0214 

0.0172 0.0271 0.0256 0.0144 0.0251 0.0184 

0.0192 0.0266 0.0301 0.0124 0.0186 0.0194 

Mean 0.017567 0.026833 0.0306 Mean 0.014633 0.021767 0.019733 

ms 18 27 31 ms 15 22 20 

[k
h
] 

0.0671 0.1147 0.0961 

[k
h
] 

0.0623 0.1109 0.0774 

0.0753 0.1101 0.0879 0.0699 0.0941 0.0964 

0.0772 0.1129 0.0861 0.0752 0.0909 0.0771 

Mean 0.0732 0.112567 0.090033 Mean 0.069133 0.098633 0.083633 

ms 73 113 90 ms 69 99 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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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bject 12 

Qu [55] [a] [i] [u] YR [55] [a] [i] [u] 

[p] 

0.0112 0.0115 0.0094 

[p] 

0.0099 0.0141 0.0074 

0.0127 0.0156 0.0087 0.0101 0.0128 0.0153 

0.0098 0.0101 0.0071 0.0109 0.0104 0.0061 

Mean 0.011233 0.0124 0.0084 Mean 0.0103 0.012433 0.0096 

ms 11 12 8 ms 10 12 10 

[p
h
] 

0.0504 0.0566 0.0599 

[p
h
] 

0.0311 0.0668 0.0392 

0.0448 0.0689 0.0652 0.0422 0.0407 0.0369 

0.0725 0.0557 0.0615 0.0299 0.0368 0.0402 

Mean 0.0559 0.0604 0.0622 Mean 0.0344 0.0481 0.038767 

ms 56 60 62 ms 34 48 39 

[t] 

0.0092 0.0112 0.0093 

[t] 

0.0059 0.0121 0.0084 

0.0086 0.0104 0.0113 0.0068 0.0105 0.0139 

0.0065 0.0114 0.0116 0.0087 0.0093 0.0081 

Mean 0.0081 0.011 0.010733 Mean 0.007133 0.010633 0.010133 

ms 8 11 11 ms 7 11 10 

[t
h
] 

0.0666 0.0624 0.0609 

[t
h
] 

0.0464 0.0503 0.0502 

0.0612 0.0659 0.0508 0.0376 0.0602 0.0624 

0.0554 0.0609 0.0701 0.0425 0.0565 0.0648 

Mean 0.061067 0.063067 0.0606 Mean 0.042167 0.055667 0.059133 

ms 61 63 61 ms 42 56 59 

[k] 

0.0147 0.0307 0.0215 

[k] 

0.013 0.0273 0.0184 

0.0139 0.0341 0.0191 0.0122 0.0243 0.0165 

0.0196 0.0249 0.0267 0.0109 0.0209 0.0158 

Mean 0.016067 0.0299 0.022433 Mean 0.012033 0.024167 0.0169 

ms 16 30 22 ms 12 24 17 

[k
h
] 

0.0541 0.0927 0.0794 

[k
h
] 

0.0499 0.0688 0.0659 

0.0486 0.1012 0.1006 0.0627 0.0691 0.0739 

0.0668 0.1048 0.0719 0.0468 0.0878 0.0701 

Mean 0.0565 0.099567 0.083967 Mean 0.053133 0.075233 0.069967 

ms 57 100 84 ms 53 75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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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bject 13 

Qu [55] [a] [i] [u] YR [55] [a] [i] [u] 

[p] 

0.0087 0.0142 0.0106 

[p] 

0.0102 0.0129 0.0132 

0.0119 0.0091 0.0116 0.0102 0.0138 0.0089 

0.0082 0.0194 0.0102 0.0105 0.0082 0.0087 

Mean 0.0096 0.014233 0.0108 Mean 0.0103 0.011633 0.010267 

ms 10 14 11 ms 10 12 10 

[p
h
] 

0.0443 0.0485 0.0529 

[p
h
] 

0.0381 0.0481 0.0475 

0.0374 0.0625 0.0517 0.0451 0.0429 0.0517 

0.0428 0.0501 0.0469 0.0457 0.0555 0.0564 

Mean 0.0415 0.0537 0.0505 Mean 0.042967 0.048833 0.051867 

ms 42 54 51 ms 43 49 52 

[t] 

0.0108 0.0107 0.0107 

[t] 

0.0114 0.0107 0.0164 

0.0092 0.0166 0.0179 0.0107 0.0176 0.0101 

0.0132 0.0182 0.0203 0.0068 0.0145 0.0135 

Mean 0.011067 0.015167 0.0163 Mean 0.009633 0.014267 0.013333 

ms 11 15 16 ms 10 14 13 

[t
h
] 

0.0374 0.0675 0.0647 

[t
h
] 

0.0534 0.0541 0.0647 

0.0434 0.0487 0.0647 0.0469 0.0554 0.0565 

0.0459 0.0644 0.0667 0.0419 0.0541 0.0613 

Mean 0.042233 0.0602 0.065367 Mean 0.0474 0.054533 0.060833 

ms 42 60 65 ms 47 55 61 

[k] 

0.0116 0.0309 0.0209 

[k] 

0.0115 0.0316 0.0198 

0.0144 0.0264 0.0228 0.0121 0.0194 0.0181 

0.0109 0.0348 0.0247 0.0126 0.0302 0.0177 

Mean 0.0123 0.0307 0.0228 Mean 0.012067 0.027067 0.018533 

ms 12 31 23 ms 12 27 19 

[k
h
] 

0.0659 0.0968 0.0712 

[k
h
] 

0.0547 0.0996 0.0799 

0.0567 0.1104 0.0867 0.0713 0.0877 0.0893 

0.0756 0.0856 0.0802 0.0669 0.0913 0.0828 

Mean 0.066067 0.0976 0.079367 Mean 0.0643 0.092867 0.084 

ms 66 98 79 ms 64 93 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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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bject 14 

Qu [55] [a] [i] [u] YR [55] [a] [i] [u] 

[p] 

0.0091 0.0121 0.0215 

[p] 

0.0079 0.0104 0.0135 

0.0067 0.0163 0.0235 0.0076 0.0174 0.0127 

0.0079 0.0167 0.0252 0.0091 0.0118 0.0104 

Mean 0.0079 0.015033 0.0234 Mean 0.0082 0.0132 0.0122 

ms 8 15 23 ms 8 13 12 

[p
h
] 

0.0405 0.0534 0.0448 

[p
h
] 

0.0338 0.0354 0.0375 

0.0463 0.0598 0.0529 0.0344 0.0341 0.0349 

0.051 0.0466 0.0575 0.0362 0.0381 0.0418 

Mean 0.045933 0.053267 0.051733 Mean 0.0348 0.035867 0.038067 

ms 46 53 52 ms 35 36 38 

[t] 

0.0071 0.0114 0.0091 

[t] 

0.0058 0.0122 0.0049 

0.0065 0.0101 0.0083 0.005 0.0157 0.0067 

0.0106 0.0155 0.0093 0.0105 0.0085 0.0066 

Mean 0.008067 0.012333 0.0089 Mean 0.0071 0.012133 0.006067 

ms 8 12 9 ms 7 12 6 

[t
h
] 

0.0579 0.0692 0.0578 

[t
h
] 

0.0529 0.0587 0.0337 

0.0509 0.0544 0.0519 0.0439 0.0581 0.0494 

0.0474 0.0506 0.0486 0.0395 0.0495 0.0409 

Mean 0.052067 0.058067 0.052767 Mean 0.045433 0.055433 0.041333 

ms 52 58 53 ms 45 55 41 

[k] 

0.0141 0.0272 0.0238 

[k] 

0.0188 0.0211 0.0191 

0.0209 0.0157 0.0203 0.0142 0.016 0.0212 

0.0238 0.0175 0.0262 0.0124 0.0198 0.0135 

Mean 0.0196 0.020133 0.023433 Mean 0.015133 0.018967 0.017933 

ms 20 20 23 ms 15 19 18 

[k
h
] 

0.0611 0.0799 0.0649 

[k
h
] 

0.0635 0.0605 0.0631 

0.0448 0.0734 0.0707 0.0371 0.0665 0.0468 

0.0487 0.0885 0.0672 0.0455 0.0633 0.0428 

Mean 0.051533 0.0806 0.0676 Mean 0.0487 0.063433 0.0509 

ms 52 81 68 ms 49 63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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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bject 15 

Qu [55] [a] [i] [u] YR [55] [a] [i] [u] 

[p] 

0.0079 0.0153 0.0106 

[p] 

0.0062 0.0097 0.0094 

0.0064 0.0107 0.0108 0.0051 0.0098 0.0131 

0.0099 0.0123 0.0147 0.0049 0.009 0.0091 

Mean 0.008067 0.012767 0.012033 Mean 0.0054 0.0095 0.010533 

ms 8 13 12 ms 5 10 11 

[p
h
] 

0.0573 0.0819 0.0685 

[p
h
] 

0.0389 0.0469 0.0529 

0.0488 0.0793 0.066 0.0398 0.0649 0.0644 

0.0542 0.0609 0.0646 0.044 0.0504 0.0478 

Mean 0.053433 0.074033 0.066367 Mean 0.0409 0.054067 0.055033 

ms 53 74 66 ms 41 54 55 

[t] 

0.0091 0.027 0.0157 

[t] 

0.0071 0.0162 0.0153 

0.0109 0.0257 0.014 0.0089 0.0147 0.0095 

0.0084 0.0155 0.0145 0.0075 0.0069 0.0133 

Mean 0.009467 0.022733 0.014733 Mean 0.007833 0.0126 0.0127 

ms 9 23 15 ms 8 13 13 

[t
h
] 

0.0619 0.063 0.0607 

[t
h
] 

0.0412 0.0553 0.0539 

0.0457 0.0656 0.0613 0.0522 0.0476 0.0578 

0.0661 0.0667 0.0641 0.0485 0.0553 0.062 

Mean 0.0579 0.0651 0.062033 Mean 0.0473 0.052733 0.0579 

ms 58 65 62 ms 47 53 58 

[k] 

0.014 0.0291 0.0294 

[k] 

0.0124 0.0192 0.0253 

0.0139 0.0306 0.0263 0.0144 0.0166 0.0229 

0.0138 0.0231 0.02 0.0115 0.0247 0.0226 

Mean 0.0139 0.0276 0.025233 Mean 0.012767 0.020167 0.0236 

ms 14 28 25 ms 13 20 24 

[k
h
] 

0.0766 0.0833 0.098 

[k
h
] 

0.0519 0.0707 0.0552 

0.0739 0.0834 0.0738 0.0522 0.0774 0.0585 

0.0786 0.0788 0.0649 0.0531 0.0731 0.0676 

Mean 0.076367 0.081833 0.0789 Mean 0.0524 0.073733 0.060433 

ms 76 82 79 ms 52 74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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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bject 16 

Qu [55] [a] [i] [u] YR [55] [a] [i] [u] 

[p] 

0.0075 0.0145 0.0188 

[p] 

0.0051 0.0073 0.0146 

0.0086 0.0097 0.0129 0.0058 0.0083 0.0178 

0.0076 0.011 0.0151 0.0067 0.0062 0.0184 

Mean 0.0079 0.011733 0.0156 Mean 0.005867 0.007267 0.016933 

ms 8 12 16 ms 6 7 17 

[p
h
] 

0.0464 0.0756 0.0463 

[p
h
] 

0.0447 0.0529 0.0422 

0.0574 0.0708 0.0456 0.0375 0.0563 0.0443 

0.0616 0.0623 0.0512 0.0434 0.0573 0.0356 

Mean 0.055133 0.069567 0.0477 Mean 0.041867 0.0555 0.0407 

ms 55 70 48 ms 42 56 41 

[t] 

0.0095 0.0116 0.0122 

[t] 

0.0061 0.0123 0.0115 

0.0084 0.0156 0.0105 0.0083 0.0099 0.009 

0.01 0.0136 0.0131 0.0113 0.0144 0.0094 

Mean 0.0093 0.0136 0.011933 Mean 0.008567 0.0122 0.009967 

ms 9 14 12 ms 9 12 10 

[t
h
] 

0.0428 0.0439 0.0453 

[t
h
] 

0.0448 0.0366 0.0394 

0.0486 0.0555 0.0581 0.0375 0.0393 0.0363 

0.0568 0.0533 0.0534 0.0411 0.0475 0.0351 

Mean 0.0494 0.0509 0.052267 Mean 0.041133 0.041133 0.036933 

ms 49 51 52 ms 41 41 37 

[k] 

0.0172 0.0309 0.0282 

[k] 

0.011 0.0191 0.024 

0.0168 0.0298 0.0286 0.0185 0.0159 0.0198 

0.0167 0.0261 0.0288 0.0189 0.0198 0.0251 

Mean 0.0169 0.028933 0.028533 Mean 0.016133 0.018267 0.022967 

ms 17 29 29 ms 16 18 23 

[k
h
] 

0.0531 0.0916 0.0849 

[k
h
] 

0.0471 0.0882 0.0744 

0.0647 0.0892 0.085 0.048 0.0828 0.0761 

0.0619 0.0948 0.0996 0.0529 0.0982 0.073 

Mean 0.0599 0.091867 0.089833 Mean 0.049333 0.089733 0.0745 

ms 60 92 90 ms 49 90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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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bject 17 

Qu [55] [a] [i] [u] YR [55] [a] [i] [u] 

[p] 

0.0086 0.0141 0.0079 

[p] 

0.0075 0.0095 0.0082 

0.0051 0.0062 0.0089 0.0063 0.0097 0.0091 

0.0089 0.0089 0.0093 0.0078 0.0079 0.0076 

Mean 0.007533 0.009733 0.0087 Mean 0.0072 0.009033 0.0083 

ms 8 10 9 ms 7 9 8 

[p
h
] 

0.0289 0.0478 0.0434 

[p
h
] 

0.0388 0.0379 0.0342 

0.0349 0.0538 0.0484 0.0262 0.0445 0.0385 

0.0442 0.0571 0.0483 0.0347 0.0466 0.0419 

Mean 0.036 0.0529 0.0467 Mean 0.033233 0.043 0.0382 

ms 36 53 47 ms 33 43 38 

[t] 

0.0093 0.011 0.0068 

[t] 

0.0084 0.0108 0.0082 

0.0088 0.0079 0.0067 0.0088 0.0079 0.0088 

0.0087 0.0097 0.0072 0.0084 0.0086 0.0071 

Mean 0.008933 0.009533 0.0069 Mean 0.008533 0.0091 0.008033 

ms 9 10 7 ms 9 9 8 

[t
h
] 

0.0355 0.0579 0.0323 

[t
h
] 

0.0301 0.0575 0.0372 

0.0309 0.0639 0.0337 0.0389 0.0499 0.0361 

0.0368 0.0611 0.0338 0.0316 0.054 0.0323 

Mean 0.0344 0.060967 0.033267 Mean 0.033533 0.0538 0.0352 

ms 34 61 33 ms 34 54 35 

[k] 

0.0167 0.0197 0.0132 

[k] 

0.0092 0.0202 0.0089 

0.0167 0.0187 0.0127 0.0118 0.0183 0.0109 

0.0106 0.0216 0.0127 0.0107 0.0122 0.0096 

Mean 0.014667 0.02 0.012867 Mean 0.010567 0.0169 0.0098 

ms 15 20 13 ms 11 17 10 

[k
h
] 

0.0538 0.0936 0.0553 

[k
h
] 

0.0467 0.0691 0.0466 

0.0484 0.0945 0.0628 0.0389 0.0718 0.0556 

0.0599 0.0926 0.0582 0.0392 0.0706 0.0481 

Mean 0.054033 0.093567 0.058767 Mean 0.0416 0.0705 0.0501 

ms 54 94 59 ms 42 71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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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bject 18 

Qu [55] [a] [i] [u] YR [55] [a] [i] [u] 

[p] 

0.0063 0.0061 0.0058 

[p] 

0.0098 0.0024 0.0049 

0.0083 0.0105 0.0061 0.0055 0.0059 0.0051 

0.0077 0.0065 0.0055 0.0066 0.0072 0.0064 

Mean 0.007433 0.0077 0.0058 Mean 0.0073 0.005167 0.005467 

ms 7 8 6 ms 7 5 5 

[p
h
] 

0.0431 0.0588 0.0583 

[p
h
] 

0.0396 0.0477 0.0389 

0.0437 0.0732 0.0647 0.0463 0.0381 0.0551 

0.0471 0.0592 0.0647 0.0403 0.0603 0.0662 

Mean 0.044633 0.063733 0.062567 Mean 0.042067 0.0487 0.0534 

ms 45 64 63 ms 42 49 53 

[t] 

0.0074 0.0138 0.0131 

[t] 

0.0063 0.0103 0.0123 

0.0086 0.0185 0.0108 0.0072 0.0116 0.0101 

0.0058 0.0151 0.0113 0.0079 0.0127 0.0099 

Mean 0.007267 0.0158 0.011733 Mean 0.007133 0.011533 0.010767 

ms 7 16 12 ms 7 12 11 

[t
h
] 

0.0521 0.0505 0.0512 

[t
h
] 

0.0545 0.0556 0.0443 

0.0592 0.0602 0.0484 0.053 0.0557 0.0334 

0.0512 0.0659 0.0606 0.0474 0.0644 0.0343 

Mean 0.054167 0.058867 0.0534 Mean 0.051633 0.058567 0.037333 

ms 54 59 53 ms 52 59 37 

[k] 

0.0092 0.0283 0.0251 

[k] 

0.0121 0.0282 0.0165 

0.0098 0.0344 0.0283 0.0084 0.0161 0.0164 

0.0119 0.0324 0.0167 0.0115 0.0235 0.0194 

Mean 0.0103 0.0317 0.023367 Mean 0.010667 0.0226 0.017433 

ms 10 32 23 ms 11 23 17 

[k
h
] 

0.057 0.0825 0.0623 

[k
h
] 

0.056 0.0533 0.0477 

0.0541 0.0994 0.0706 0.0479 0.0598 0.0461 

0.0479 0.0992 0.0721 0.0413 0.0746 0.0449 

Mean 0.053 0.0937 0.068333 Mean 0.0484 0.062567 0.046233 

ms 53 94 68 ms 48 63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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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bject 19 

Qu [55] [a] [i] [u] YR [55] [a] [i] [u] 

[p] 

0.0071 0.0129 0.0138 

[p] 

0.0072 0.0139 0.0083 

0.0098 0.0094 0.011 0.0051 0.0099 0.0099 

0.0079 0.0132 0.0106 0.0097 0.0102 0.0112 

Mean 0.008267 0.011833 0.0118 Mean 0.007333 0.011333 0.0098 

ms 8 12 12 ms 7 11 10 

[p
h
] 

0.0482 0.0638 0.0604 

[p
h
] 

0.0494 0.0422 0.0695 

0.0764 0.0733 0.0596 0.0378 0.0484 0.0686 

0.0576 0.0741 0.0465 0.0393 0.0508 0.0497 

Mean 0.060733 0.0704 0.0555 Mean 0.042167 0.047133 0.0626 

ms 61 70 56 ms 42 47 63 

[t] 

0.0095 0.0127 0.0121 

[t] 

0.0074 0.0116 0.0094 

0.0096 0.0158 0.0109 0.0099 0.0151 0.011 

0.0074 0.0156 0.0109 0.0088 0.0087 0.0083 

Mean 0.008833 0.0147 0.0113 Mean 0.0087 0.0118 0.009567 

ms 9 15 11 ms 9 12 10 

[t
h
] 

0.0515 0.0704 0.0535 

[t
h
] 

0.0392 0.0485 0.0399 

0.0312 0.0506 0.0456 0.0402 0.046 0.0456 

0.0327 0.0707 0.0787 0.0393 0.0513 0.0467 

Mean 0.038467 0.0639 0.059267 Mean 0.039567 0.0486 0.044067 

ms 38 64 59 ms 40 49 44 

[k] 

0.0172 0.0272 0.0209 

[k] 

0.0151 0.0225 0.0193 

0.0238 0.0256 0.0209 0.0134 0.0154 0.0122 

0.0181 0.0231 0.0231 0.0228 0.0228 0.0173 

Mean 0.0197 0.0253 0.021633 Mean 0.0171 0.020233 0.016267 

ms 20 25 22 ms 17 20 16 

[k
h
] 

0.053 0.0908 0.0597 

[k
h
] 

0.0458 0.0599 0.0559 

0.0606 0.0881 0.0689 0.0581 0.0619 0.0623 

0.0619 0.0847 0.0907 0.057 0.058 0.0567 

Mean 0.0585 0.087867 0.0731 Mean 0.053633 0.059933 0.0583 

ms 59 88 73 ms 54 60 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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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bject 20 

Qu [55] [a] [i] [u] YR [55] [a] [i] [u] 

[p] 

0.0086 0.0211 0.0187 

[p] 

0.0068 0.0104 0.0126 

0.0073 0.0252 0.0208 0.0088 0.0186 0.0101 

0.0099 0.0185 0.0277 0.0092 0.0176 0.0105 

Mean 0.0086 0.0216 0.0224 Mean 0.008267 0.015533 0.011067 

ms 9 22 22 ms 8 16 11 

[p
h
] 

0.0726 0.0428 0.0634 

[p
h
] 

0.03 0.0388 0.0409 

0.0439 0.0454 0.0629 0.0425 0.0401 0.0276 

0.0422 0.0415 0.05 0.0426 0.0411 0.0329 

Mean 0.0529 0.043233 0.058767 Mean 0.038367 0.04 0.0338 

ms 53 43 59 ms 38 40 34 

[t] 

0.0142 0.0113 0.0165 

[t] 

0.0087 0.0101 0.0103 

0.0199 0.0209 0.0174 0.0152 0.0113 0.0104 

0.0126 0.0218 0.0103 0.0098 0.0125 0.0113 

Mean 0.015567 0.018 0.014733 Mean 0.011233 0.0113 0.010667 

ms 16 18 15 ms 11 11 11 

[t
h
] 

0.0499 0.0581 0.0575 

[t
h
] 

0.0365 0.0541 0.0477 

0.0508 0.0557 0.0697 0.0261 0.048 0.0481 

0.0403 0.0659 0.0674 0.0445 0.0485 0.0503 

Mean 0.047 0.0599 0.064867 Mean 0.0357 0.0502 0.0487 

ms 47 60 65 ms 36 50 49 

[k] 

0.0141 0.0234 0.0238 

[k] 

0.0169 0.0253 0.0168 

0.0173 0.0234 0.0274 0.018 0.0194 0.0247 

0.0192 0.0201 0.0219 0.0151 0.0242 0.0229 

Mean 0.016867 0.0223 0.024367 Mean 0.016667 0.022967 0.021467 

ms 17 22 24 ms 17 23 21 

[k
h
] 

0.0553 0.0867 0.0878 

[k
h
] 

0.0534 0.0679 0.0663 

0.0473 0.1033 0.0697 0.0675 0.0546 0.0694 

0.0489 0.085 0.0776 0.0552 0.0683 0.0595 

Mean 0.0505 0.091667 0.078367 Mean 0.0587 0.0636 0.065067 

ms 51 92 78 ms 59 64 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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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bject 21 

Qu [55] [a] [i] [u] YR [55] [a] [i] [u] 

[p] 

0.0093 0.0122 0.0122 

[p] 

0.0075 0.0115 0.0122 

0.0106 0.0135 0.0114 0.0095 0.0085 0.0081 

0.0084 0.0154 0.0139 0.0095 0.0117 0.0145 

Mean 0.009433 0.0137 0.0125 Mean 0.008833 0.010567 0.0116 

ms 9 14 13 ms 9 11 12 

[p
h
] 

0.0429 0.0634 0.0499 

[p
h
] 

0.0489 0.0489 0.0477 

0.0471 0.0638 0.0638 0.0474 0.0612 0.0401 

0.0574 0.0668 0.0613 0.0385 0.0524 0.0489 

Mean 0.049133 0.064667 0.058333 Mean 0.044933 0.054167 0.045567 

ms 49 65 58 ms 45 54 46 

[t] 

0.0087 0.0164 0.0147 

[t] 

0.0091 0.0133 0.0133 

0.0089 0.0166 0.0211 0.0086 0.0146 0.0102 

0.0145 0.0163 0.016 0.0098 0.0152 0.0168 

Mean 0.0107 0.016433 0.017267 Mean 0.009167 0.014367 0.013433 

ms 11 16 17 ms 9 14 13 

[t
h
] 

0.0383 0.0519 0.0429 

[t
h
] 

0.0413 0.0502 0.0467 

0.0512 0.0431 0.0454 0.0403 0.0533 0.0533 

0.0356 0.0539 0.0522 0.0379 0 0.0472 

Mean 0.0417 0.049633 0.046833 Mean 0.039833 0.0511 0.049067 

ms 42 50 47 ms 40 51 49 

[k] 

0.0249 0.0249 0.0227 

[k] 

0.0159 0.02 0.0189 

0.0166 0.0257 0.0233 0.0173 0.0196 0.0218 

0.0258 0.0295 0.0203 0.0229 0.0245 0.0196 

Mean 0.022433 0.0267 0.0221 Mean 0.0187 0.021367 0.0201 

ms 22 27 22 ms 19 21 20 

[k
h
] 

0.0509 0.0944 0.0513 

[k
h
] 

0.0516 0.0589 0.0447 

0.0595 0.0823 0.0715 0.0589 0.0526 0.0527 

0.0787 0.062 0.0818 0.0386 0.0508 0.0507 

Mean 0.063033 0.079567 0.0682 Mean 0.0497 0.0541 0.049367 

ms 63 80 68 ms 50 54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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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bject 22 

Qu [55] [a] [i] [u] YR [55] [a] [i] [u] 

[p] 

0.0058 0.0066 0.0091 

[p] 

0.0056 0.0092 0.0102 

0.0061 0.0109 0.0102 0.0068 0.0106 0.0103 

0.0125 0.0118 0.0101 0.0071 0.0112 0.0112 

Mean 0.008133 0.009767 0.0098 Mean 0.0065 0.010333 0.010567 

ms 8 10 10 ms 7 10 11 

[p
h
] 

0.0451 0.0678 0.0475 

[p
h
] 

0.0464 0.0406 0.0461 

0.0551 0.047 0.0466 0.0313 0.0308 0.0407 

0.0579 0.0592 0.0639 0.0403 0.0512 0.0445 

Mean 0.0527 0.058 0.052667 Mean 0.039333 0.040867 0.043767 

ms 53 58 53 ms 39 41 44 

[t] 

0.0098 0.0125 0.0096 

[t] 

0.0073 0.0086 0.0089 

0.0109 0.0199 0.0075 0.0087 0.0111 0.007 

0.0066 0.0193 0.0097 0.0064 0.0137 0.0079 

Mean 0.0091 0.017233 0.008933 Mean 0.007467 0.011133 0.007933 

ms 9 17 9 ms 7 11 8 

[t
h
] 

0.0479 0.0502 0.0479 

[t
h
] 

0.0381 0.0483 0.0377 

0.0477 0.0522 0.0501 0.0386 0.051 0.0412 

0.0362 0.0624 0.05 0.0391 0.0569 0.0387 

Mean 0.043933 0.054933 0.049333 Mean 0.0386 0.052067 0.0392 

ms 44 55 49 ms 39 52 39 

[k] 

0.0133 0.0264 0.0209 

[k] 

0.0137 0.0199 0.0208 

0.0145 0.0282 0.0232 0.0123 0.0184 0.0228 

0.0104 0.0249 0.0125 0.0126 0.0324 0.0109 

Mean 0.012733 0.0265 0.018867 Mean 0.012867 0.023567 0.018167 

ms 13 27 19 ms 13 24 18 

[k
h
] 

0.0602 0.0867 0.0862 

[k
h
] 

0.0367 0.0965 0.0604 

0.0464 0.0709 0.0849 0.0409 0.0945 0.0534 

0.0467 0.1085 0.0881 0.0475 0.0811 0.0425 

Mean 0.0511 0.0887 0.0864 Mean 0.0417 0.0907 0.0521 

ms 51 89 86 ms 42 91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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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bject 23 

Qu [55] [a] [i] [u] YR [55] [a] [i] [u] 

[p] 

0.0113 0.0127 0.0161 

[p] 

0.0109 0.0094 0.0134 

0.0106 0.0127 0.0209 0.0129 0.0147 0.0128 

0.0103 0.0161 0.0279 0.0097 0.0116 0.0161 

Mean 0.010733 0.013833 0.021633 Mean 0.011167 0.0119 0.0141 

ms 11 14 22 ms 11 12 14 

[p
h
] 

0.0666 0.0724 0.0611 

[p
h
] 

0.0555 0.0639 0.0544 

0.0681 0.0629 0.0581 0.0403 0.0451 0.0461 

0.0562 0.0756 0.0673 0.0537 0.0476 0.0485 

Mean 0.063633 0.0703 0.062167 Mean 0.049833 0.0522 0.049667 

ms 64 70 62 ms 50 52 50 

[t] 

0.0122 0.0203 0.0115 

[t] 

0.0096 0.0128 0.0107 

0.0166 0.0176 0.0111 0.0156 0.0106 0.0094 

0.0127 0.0113 0.0137 0.0119 0.0161 0.0148 

Mean 0.013833 0.0164 0.0121 Mean 0.012367 0.013167 0.011633 

ms 14 16 12 ms 12 13 12 

[t
h
] 

0.0463 0.0758 0.0483 

[t
h
] 

0.0368 0.0527 0.0429 

0.0619 0.0865 0.0514 0.0423 0.0674 0.0505 

0.0412 0.089 0.0573 0.0623 0.0694 0.0638 

Mean 0.0498 0.083767 0.052333 Mean 0.047133 0.063167 0.0524 

ms 50 84 52 ms 47 63 52 

[k] 

0.0255 0.0336 0.0321 

[k] 

0.0244 0.0265 0.0191 

0.0261 0.0338 0.0383 0.0219 0.0291 0.0263 

0.0255 0.0309 0.0304 0.0222 0.0307 0.0308 

Mean 0.0257 0.032767 0.0336 Mean 0.022833 0.028767 0.0254 

ms 26 33 34 ms 23 29 25 

[k
h
] 

0.0728 0.0829 0.0866 

[k
h
] 

0.067 0.0698 0.0615 

0.0665 0.0695 0.086 0.0603 0.0651 0.0644 

0.0766 0.072 0.0852 0.0621 0.0719 0.0729 

Mean 0.071967 0.0748 0.085933 Mean 0.063133 0.068933 0.066267 

ms 72 75 86 ms 63 69 66 

 

 



115 
 

 

Subject 24 

Qu [55] [a] [i] [u] YR [55] [a] [i] [u] 

[p] 

0.0127 0.012 0.0247 

[p] 

0.0081 0.0105 0.0132 

0.011 0.0153 0.0203 0.0094 0.0137 0.0107 

0.0133 0.0124 0.0163 0.0109 0.0062 0.0125 

Mean 0.012333 0.013233 0.020433 Mean 0.009467 0.010133 0.012133 

ms 12 13 20 ms 9 10 12 

[p
h
] 

0.0431 0.0481 0.0543 

[p
h
] 

0.0372 0.0371 0.051 

0.059 0.0448 0.0501 0.0489 0.0371 0.0428 

0.0517 0.0423 0.06 0.0441 0.0307 0.0527 

Mean 0.051267 0.045067 0.0548 Mean 0.0434 0.034967 0.048833 

ms 51 45 55 ms 43 35 49 

[t] 

0.0086 0.0102 0.0121 

[t] 

0.0092 0.0126 0.0081 

0.0091 0.0138 0.0095 0.0096 0.0134 0.0089 

0.0089 0.0141 0.0122 0.0086 0.0101 0.0092 

Mean 0.008867 0.0127 0.011267 Mean 0.009133 0.012033 0.008733 

ms 9 13 11 ms 9 12 9 

[t
h
] 

0.0428 0.0742 0.0446 

[t
h
] 

0.0522 0.0809 0.0448 

0.0548 0.0747 0.0467 0.0389 0.0638 0.0531 

0.0544 0.0901 0.0576 0.0445 0.0938 0.0328 

Mean 0.050667 0.079667 0.049633 Mean 0.0452 0.0795 0.043567 

ms 51 80 50 ms 45 80 44 

[k] 

0.0207 0.0186 0.0256 

[k] 

0.0244 0.0217 0.0197 

0.0249 0.0427 0.0314 0.0206 0.0224 0.0274 

0.0229 0.0388 0.0352 0.0309 0.0243 0.0309 

Mean 0.022833 0.033367 0.030733 Mean 0.0253 0.0228 0.026 

ms 23 33 31 ms 25 23 26 

[k
h
] 

0.0762 0.0903 0.0822 

[k
h
] 

0.0621 0.0869 0.0554 

0.0711 0.1127 0.0927 0.0575 0.0949 0.0764 

0.0768 0.0876 0.0753 0.0553 0.0811 0.0821 

Mean 0.0747 0.096867 0.0834 Mean 0.0583 0.087633 0.0713 

ms 75 97 83 ms 58 88 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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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bject 25 

Qu [55] [a] [i] [u] YR [55] [a] [i] [u] 

[p] 

0.0082 0.0093 0.0112 

[p] 

0.0069 0.0105 0.0092 

0.0075 0.0113 0.0119 0.0042 0.0088 0.0058 

0.0072 0.0144 0.0132 0.0077 0.0119 0.0119 

Mean 0.007633 0.011667 0.0121 Mean 0.006267 0.0104 0.008967 

ms 8 12 12 ms 6 10 9 

[p
h
] 

0.0524 0.0465 0.0599 

[p
h
] 

0.0215 0.0485 0.0528 

0.0563 0.0515 0.0505 0.0369 0.0431 0.0294 

0.0334 0.0578 0.0408 0.0528 0.0487 0.0332 

Mean 0.047367 0.051933 0.0504 Mean 0.037067 0.046767 0.038467 

ms 47 52 50 ms 37 47 38 

[t] 

0.0087 0.0118 0.0113 

[t] 

0.0137 0.0092 0.0103 

0.0119 0.0129 0.0106 0.0092 0.0124 0.0073 

0.0137 0.0112 0.0106 0.0068 0.0106 0.0101 

Mean 0.011433 0.011967 0.010833 Mean 0.0099 0.010733 0.009233 

ms 11 12 11 ms 10 11 9 

[t
h
] 

0.0641 0.0753 0.0541 

[t
h
] 

0.0511 0.0606 0.0488 

0.0557 0.0576 0.0499 0.0621 0.0512 0.0427 

0.0661 0.0559 0.0411 0.0345 0.0509 0.0396 

Mean 0.061967 0.062933 0.048367 Mean 0.049233 0.054233 0.0437 

ms 62 63 48 ms 49 54 44 

[k] 

0.0124 0.0406 0.0298 

[k] 

0.0126 0.0221 0.0213 

0.0173 0.0332 0.0271 0.0132 0.0201 0.0158 

0.0143 0.0274 0.0259 0.0145 0.0277 0.0227 

Mean 0.014667 0.033733 0.0276 Mean 0.013433 0.0233 0.019933 

ms 15 34 28 ms 13 23 20 

[k
h
] 

0.0485 0.1067 0.0745 

[k
h
] 

0.0524 0.1132 0.0647 

0.0929 0.1119 0.0533 0.0606 0.1218 0.0634 

0.0452 0.1037 0.0527 0.0705 0.0978 0.0627 

Mean 0.0622 0.107433 0.060167 Mean 0.061167 0.110933 0.0636 

ms 62 107 60 ms 61 111 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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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bject 26 

Qu [55] [a] [i] [u] YR [55] [a] [i] [u] 

[p] 

0.0124 0.0161 0.0158 

[p] 

0.0116 0.0128 0.0095 

0.0103 0.0172 0.0172 0.0121 0.0088 0.0146 

0.0109 0.0149 0.0122 0.0111 0.0149 0.0187 

Mean 0.0112 0.016067 0.015067 Mean 0.0116 0.012167 0.014267 

ms 11 16 15 ms 12 12 14 

[p
h
] 

0.0441 0.0592 0.0552 

[p
h
] 

0.0419 0.0578 0.0401 

0.0426 0.05 0.0514 0.0506 0.0425 0.0571 

0.0504 0.0543 0.0595 0.0435 0.0528 0.0439 

Mean 0.0457 0.0545 0.055367 Mean 0.045333 0.051033 0.047033 

ms 46 55 55 ms 45 51 47 

[t] 

0.0138 0.0169 0.0122 

[t] 

0.0145 0.0192 0.0173 

0.0145 0.0188 0.0169 0.0114 0.0159 0.0111 

0.0165 0.0178 0.0198 0.0124 0.0158 0.0151 

Mean 0.014933 0.017833 0.0163 Mean 0.012767 0.016967 0.0145 

ms 15 18 16 ms 13 17 15 

[t
h
] 

0.0577 0.0761 0.0642 

[t
h
] 

0.0774 0.0734 0.062 

0.0647 0.0799 0.0549 0.0681 0.0511 0.0428 

0.0595 0.0787 0.0525 0.0364 0.0734 0.0651 

Mean 0.060633 0.078233 0.0572 Mean 0.060633 0.065967 0.056633 

ms 61 78 57 ms 61 66 57 

[k] 

0.0193 0.0323 0.0316 

[k] 

0.0194 0.0202 0.0189 

0.0199 0.0349 0.0209 0.0196 0.0325 0.0156 

0.0214 0.0443 0.0318 0.0144 0.0288 0.0269 

Mean 0.0202 0.037167 0.0281 Mean 0.0178 0.027167 0.020467 

ms 20 37 28 ms 18 27 20 

[k
h
] 

0.0537 0.1087 0.0828 

[k
h
] 

0.0505 0.0961 0.0793 

0.0502 0.1052 0.0922 0.0493 0.0734 0.0946 

0.0651 0.1251 0.0872 0.0491 0.0856 0.0617 

Mean 0.056333 0.113 0.0874 Mean 0.049633 0.085033 0.078533 

ms 56 113 87 ms 50 85 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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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bject 27 

Qu [55] [a] [i] [u] YR [55] [a] [i] [u] 

[p] 

0.008 0.0187 0.0225 

[p] 

0.0073 0.0151 0.0094 

0.0078 0.0222 0.0274 0.0071 0.0111 0.0075 

0.0089 0.0207 0.0254 0.0086 0.0123 0.0189 

Mean 0.008233 0.020533 0.0251 Mean 0.007667 0.012833 0.011933 

ms 8 21 25 ms 8 13 12 

[p
h
] 

0.0448 0.0849 0.0572 

[p
h
] 

0.0633 0.0536 0.0728 

0.0618 0.077 0.0615 0.0618 0.0619 0.0449 

0.0532 0.0759 0.0674 0.0545 0.0707 0.0692 

Mean 0.053267 0.079267 0.062033 Mean 0.059867 0.062067 0.0623 

ms 53 79 62 ms 60 62 62 

[t] 

0.0161 0.0151 0.0082 

[t] 

0.0102 0.0177 0.0059 

0.0098 0.0205 0.0119 0.0107 0.0154 0.0113 

0.0107 0.0132 0.0139 0.0075 0.0176 0.0096 

Mean 0.0122 0.016267 0.011333 Mean 0.009467 0.0169 0.008933 

ms 12 16 11 ms 9 17 9 

[t
h
] 

0.0867 0.0936 0.0771 

[t
h
] 

0.0644 0.0605 0.0744 

0.0541 0.0787 0.078 0.0678 0.0684 0.0679 

0.0712 0.0765 0.0888 0.0335 0.0575 0.0389 

Mean 0.070667 0.082933 0.0813 Mean 0.055233 0.062133 0.0604 

ms 71 83 81 ms 55 62 60 

[k] 

0.0244 0.0344 0.0238 

[k] 

0.0234 0.0361 0.0215 

0.0286 0.0361 0.0271 0.0245 0.0249 0.0196 

0.0262 0.0376 0.0285 0.0174 0.0393 0.0275 

Mean 0.0264 0.036033 0.026467 Mean 0.021767 0.033433 0.022867 

ms 26 36 26 ms 22 33 23 

[k
h
] 

0.1082 0.1135 0.0893 

[k
h
] 

0.1075 0.1015 0.0621 

0.095 0.1428 0.0901 0.0927 0.1135 0.059 

0.119 0.1324 0.1021 0.0825 0.1157 0.0591 

Mean 0.1074 0.129567 0.093833 Mean 0.094233 0.110233 0.060067 

ms 107 130 94 ms 94 110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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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bject 28 

Qu [55] [a] [i] [u] YR [55] [a] [i] [u] 

[p] 

0.0123 0.0162 0.0173 

[p] 

0.0125 0.0162 0.01515 

0.0139 0.0205 0.0154 0.0111 0.0151 0.0122 

0.0151 0.0211 0.0253 0.0162 0.0136 0.0136 

Mean 0.013767 0.019267 0.019333 Mean 0.013267 0.014967 0.01365 

ms 14 19 19 ms 13 15 14 

[p
h
] 

0.0479 0.0797 0.0531 

[p
h
] 

0.0414 0.0579 0.0461 

0.0379 0.0801 0.0497 0.0298 0.0479 0.0546 

0.0369 0.0772 0.0477 0.0281 0.0493 0.0442 

Mean 0.0409 0.079 0.050167 Mean 0.0331 0.0517 0.0483 

ms 41 79 50 ms 33 52 48 

[t] 

0.0129 0.0268 0.0165 

[t] 

0.0109 0.0219 0.0175 

0.0156 0.0169 0.0143 0.0134 0.0168 0.0153 

0.0128 0.0178 0.0263 0.0124 0.0161 0.0167 

Mean 0.013767 0.0205 0.019033 Mean 0.012233 0.018267 0.0165 

ms 14 21 19 ms 12 18 17 

[t
h
] 

0.0476 0.0747 0.0488 

[t
h
] 

0.0513 0.0672 0.0474 

0.0383 0.0589 0.0425 0.0447 0.0458 0.0544 

0.0407 0.0664 0.0566 0.0456 0.0503 0.0511 

Mean 0.0422 0.066667 0.0493 Mean 0.0472 0.054433 0.050967 

ms 42 67 49 ms 47 54 51 

[k] 

0.0227 0.0343 0.0264 

[k] 

0.0195 0.0358 0.0214 

0.0256 0.0431 0.0292 0.0244 0.0343 0.026 

0.0295 0.0337 0.0315 0.0218 0.0364 0.0149 

Mean 0.025933 0.037033 0.029033 Mean 0.0219 0.0355 0.020767 

ms 26 37 29 ms 22 36 21 

[k
h
] 

0.0643 0.0881 0.0532 

[k
h
] 

0.0563 0.085 0.0458 

0.0622 0.0888 0.0665 0.0586 0.0703 0.0522 

0.0582 0.0905 0.0785 0.0678 0.0656 0.063 

Mean 0.061567 0.089133 0.066067 Mean 0.0609 0.073633 0.053667 

ms 62 89 66 ms 61 74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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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bject 29 

Qu [55] [a] [i] [u] YR [55] [a] [i] [u] 

[p] 

0.0083 0.0117 0.0118 

[p] 

0.0065 0.0109 0.0114 

0.0078 0.0172 0.0155 0.0081 0.0121 0.0101 

0.0073 0.0269 0.0105 0.0065 0.0126 0.0123 

Mean 0.0078 0.0186 0.0126 Mean 0.007033 0.011867 0.011267 

ms 8 19 13 ms 7 12 11 

[p
h
] 

0.0625 0.0582 0.0545 

[p
h
] 

0.0475 0.0665 0.0568 

0.0625 0.0681 0.0666 0.0437 0.0556 0.0659 

0.0468 0.075 0.0778 0.0474 0.0652 0.0605 

Mean 0.057267 0.0671 0.0663 Mean 0.0462 0.062433 0.061067 

ms 57 67 66 ms 46 62 61 

[t] 

0.0072 0.0102 0.0093 

[t] 

0.0065 0.0115 0.0077 

0.0109 0.0109 0.0116 0.0082 0.0103 0.0106 

0.0133 0.0179 0.0114 0.0113 0.0153 0.0108 

Mean 0.010467 0.013 0.010767 Mean 0.008667 0.012367 0.0097 

ms 10 13 11 ms 9 12 10 

[t
h
] 

0.0668 0.0839 0.0521 

[t
h
] 

0.0512 0.0741 0.0673 

0.0615 0.0797 0.058 0.0601 0.0561 0.0602 

0.0463 0.0649 0.061 0.0533 0.0751 0.0672 

Mean 0.0582 0.076167 0.057033 Mean 0.054867 0.068433 0.0649 

ms 58 76 57 ms 55 68 65 

[k] 

0.0179 0.0234 0.0157 

[k] 

0.0179 0.0126 0.0195 

0.0136 0.0226 0.0214 0.0165 0.0241 0.0142 

0.0173 0.0207 0.0183 0.0168 0.0199 0.0139 

Mean 0.016267 0.022233 0.018467 Mean 0.017067 0.018867 0.015867 

ms 16 22 18 ms 17 19 16 

[k
h
] 

0.0766 0.0939 0.0691 

[k
h
] 

0.0558 0.1108 0.0866 

0.0698 0.1067 0.0934 0.0638 0.0847 0.0766 

0.0867 0.1074 0.0693 0.0561 0.0809 0.0651 

Mean 0.0777 0.102667 0.077267 Mean 0.058567 0.092133 0.0761 

ms 78 103 77 ms 59 92 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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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bject 30 

Qu [55] [a] [i] [u] YR [55] [a] [i] [u] 

[p] 

0.0088 0.0134 0.006 

[p] 

0.0065 0.0074 0.0082 

0.0074 0.015 0.0089 0.0079 0.0174 0.009 

0.009 0.0188 0.0156 0.0089 0.0126 0.0089 

Mean 0.0084 0.015733 0.010167 Mean 0.007767 0.012467 0.0087 

ms 8 16 10 ms 8 12 9 

[p
h
] 

0.0625 0.0945 0.0805 

[p
h
] 

0.057 0.0705 0.0649 

0.0957 0.0808 0.0903 0.069 0.073 0.0681 

0.0828 0.0782 0.0816 0.0835 0.0786 0.0727 

Mean 0.080333 0.0845 0.084133 Mean 0.069833 0.074033 0.068567 

ms 80 85 84 ms 70 74 69 

[t] 

0.0132 0.0111 0.0137 

[t] 

0.0086 0.0104 0.0084 

0.0105 0.0149 0.0129 0.0088 0.0078 0.0121 

0.0096 0.0173 0.0159 0.0097 0.0158 0.0086 

Mean 0.0111 0.014433 0.014167 Mean 0.009033 0.011333 0.0097 

ms 11 14 14 ms 9 11 10 

[t
h
] 

0.0887 0.0992 0.0829 

[t
h
] 

0.0558 0.0899 0.0649 

0.0852 0.0945 0.0985 0.0716 0.0749 0.0781 

0.0645 0.0932 0.0879 0.0766 0.0745 0.0709 

Mean 0.079467 0.095633 0.089767 Mean 0.068 0.079767 0.0713 

ms 79 96 90 ms 68 80 71 

[k] 

0.0208 0.0208 0.0189 

[k] 

0.0153 0.0251 0.0139 

0.0231 0.0255 0.0133 0.0205 0.0269 0.0152 

0.0223 0.0254 0.0212 0.0193 0.0172 0.0198 

Mean 0.022067 0.0239 0.0178 Mean 0.018367 0.023067 0.0163 

ms 22 24 18 ms 18 23 16 

[k
h
] 

0.0889 0.1002 0.0785 

[k
h
] 

0.062 0.0667 0.0645 

0.0787 0.1026 0.0957 0.076 0.0687 0.0795 

0.0845 0.1224 0.0834 0.0647 0.0722 0.0787 

Mean 0.084033 0.1084 0.085867 Mean 0.067567 0.0692 0.074233 

ms 84 108 86 ms 68 69 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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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bject 31 

Qu [55] [a] [i] [u] YR [55] [a] [i] [u] 

[p] 

0.0114 0.0112 0.0184 

[p] 

0.0095 0.0097 0.0132 

0.012 0.0103 0.016 0.0083 0.0053 0.0156 

0.0099 0.0154 0.018 0.0092 0.0139 0.0145 

Mean 0.0111 0.0123 0.017467 Mean 0.009 0.009633 0.014433 

ms 11 12 17 ms 9 10 14 

[p
h
] 

0.0449 0.0467 0.0406 

[p
h
] 

0.0308 0.027 0.0479 

0.0426 0.0525 0.0544 0.0289 0.0283 0.0359 

0.0395 0.0421 0.0573 0.0292 0.0281 0.0357 

Mean 0.042333 0.0471 0.050767 Mean 0.029633 0.0278 0.039833 

ms 42 47 51 ms 30 28 40 

[t] 

0.0081 0.0156 0.0146 

[t] 

0.0088 0.0175 0.0112 

0.0083 0.0119 0.0193 0.0077 0.0161 0.0122 

0.0099 0.0245 0.0138 0.0092 0.0193 0.0111 

Mean 0.008767 0.017333 0.0159 Mean 0.008567 0.017633 0.0115 

ms 9 17 16 ms 9 18 12 

[t
h
] 

0.0567 0.0412 0.0469 

[t
h
] 

0.0278 0.0333 0.0431 

0.0499 0.0378 0.0342 0.0443 0.0239 0.0313 

0.0311 0.0347 0.0313 0.0321 0.0386 0.0365 

Mean 0.0459 0.0379 0.037467 Mean 0.034733 0.031933 0.036967 

ms 46 38 37 ms 35 32 37 

[k] 

0.0181 0.0145 0.0286 

[k] 

0.0185 0.0187 0.021 

0.0153 0.0284 0.0242 0.0193 0.0184 0.0193 

0.0183 0.0325 0.0147 0.0191 0.0301 0.0223 

Mean 0.017233 0.025133 0.0225 Mean 0.018967 0.0224 0.020867 

ms 17 25 23 ms 19 22 21 

[k
h
] 

0.0483 0.0988 0.0567 

[k
h
] 

0.0437 0.0541 0.0443 

0.0575 0.0887 0.0529 0.0376 0.0751 0.0451 

0.0493 0.0893 0.0499 0.0364 0.0515 0.0493 

Mean 0.0517 0.092267 0.053167 Mean 0.039233 0.060233 0.046233 

ms 52 92 53 ms 39 60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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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bject 32 

Qu [55] [a] [i] [u] YR [55] [a] [i] [u] 

[p] 

0.0094 0.0147 0.0157 

[p] 

0.0071 0.0129 0.0091 

0.0151 0.0131 0.0097 0.0099 0.0168 0.0086 

0.0078 0.0156 0.00995 0.0096 0.0099 0.0113 

Mean 0.010767 0.014467 0.011783 Mean 0.008867 0.0132 0.009667 

ms 11 14 12 ms 9 13 10 

[p
h
] 

0.0312 0.0631 0.0533 

[p
h
] 

0.0209 0.0451 0.0359 

0.0335 0.0451 0.0655 0.0312 0.0394 0.0413 

0.0303 0.0578 0.0613 0.0326 0.0388 0.0536 

Mean 0.031667 0.055333 0.060033 Mean 0.028233 0.0411 0.0436 

ms 32 55 60 ms 28 41 44 

[t] 

0.0066 0.0128 0.0089 

[t] 

0.0056 0.0068 0.0099 

0.0077 0.0081 0.0102 0.0074 0.0075 0.0089 

0.0081 0.0103 0.0097 0.0082 0.0094 0.0063 

Mean 0.007467 0.0104 0.0096 Mean 0.007067 0.0079 0.008367 

ms 7 10 10 ms 7 8 8 

[t
h
] 

0.051 0.043 0.0507 

[t
h
] 

0.0473 0.0388 0.0417 

0.0445 0.0503 0.0556 0.0455 0.0379 0.0451 

0.0399 0.0512 0.0488 0.0346 0.047 0.0424 

Mean 0.045133 0.048167 0.0517 Mean 0.042467 0.041233 0.043067 

ms 45 48 52 ms 42 41 43 

[k] 

0.0139 0.0148 0.0136 

[k] 

0.014 0.0166 0.0103 

0.0116 0.0132 0.0139 0.0122 0.0146 0.0123 

0.0124 0.0189 0.0144 0.0129 0 0.0116 

Mean 0.012633 0.015633 0.013967 Mean 0.013033 0.015433 0.0114 

ms 13 16 14 ms 13 15 11 

[k
h
] 

0.0499 0.09595 0.0722 

[k
h
] 

0.0419 0.0612 0.0636 

0.0378 0.0741 0.0727 0.0447 0.0651 0.0607 

0.0566 0.0683 0.0584 0.0496 0.0605 0.0531 

Mean 0.0481 0.07945 0.067767 Mean 0.0454 0.062267 0.059133 

ms 48 79 68 ms 45 62 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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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bject 33 

Qu [55] [a] [i] [u] YR [55] [a] [i] [u] 

[p] 

0.0082 0.0195 0.0195 

[p] 

0.0132 0.0087 0.0171 

0.0125 0.0187 0.0174 0.0143 0.0128 0.0134 

0.0085 0.0215 0.0182 0.0009 0.0098 0.0126 

Mean 0.009733 0.0199 0.018367 Mean 0.009467 0.010433 0.014367 

ms 10 20 18 ms 9 10 14 

[p
h
] 

0.0443 0.0908 0.0517 

[p
h
] 

0.0224 0.0573 0.0508 

0.0494 0.0723 0.0528 0.0197 0.0643 0.0434 

0.0301 0.0686 0.0619 0.0218 0.0603 0.0418 

Mean 0.041267 0.077233 0.055467 Mean 0.0213 0.060633 0.045333 

ms 41 77 55 ms 21 61 45 

[t] 

0.0161 0.0177 0.0186 

[t] 

0.0099 0.0117 0.0106 

0.0172 0.0183 0.0138 0.001 0.0164 0.0138 

0.0156 0.0173 0.0174 0.0123 0.0095 0.0074 

Mean 0.0163 0.017767 0.0166 Mean 0.007733 0.012533 0.0106 

ms 16 18 17 ms 8 13 11 

[t
h
] 

0.0479 0.0709 0.0585 

[t
h
] 

0.0309 0.0631 0.0469 

0.0408 0.0693 0.0541 0.0263 0.0686 0.0381 

0.0436 0.0688 0.0686 0.0231 0.0569 0.0395 

Mean 0.0441 0.069667 0.0604 Mean 0.026767 0.062867 0.0415 

ms 44 70 60 ms 27 63 42 

[k] 

0.0163 0.0197 0.0165 

[k] 

0.0217 0.0171 0.0167 

0.0245 0.03 0.0189 0.0231 0.0251 0.0213 

0.0192 0.0336 0.0211 0.0226 0.0296 0.0171 

Mean 0.02 0.027767 0.018833 Mean 0.022467 0.023933 0.018367 

ms 20 28 19 ms 22 24 18 

[k
h
] 

0.0582 0.1058 0.0731 

[k
h
] 

0.0494 0.0806 0.0464 

0.0494 0.1033 0.075 0.0445 0.0809 0.0589 

0.0468 0.0969 0.0671 0.0543 0.0745 0.0478 

Mean 0.051467 0.102 0.071733 Mean 0.0494 0.078667 0.051033 

ms 51 102 72 ms 49 79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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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bject 34 

Qu [55] [a] [i] [u] YR [55] [a] [i] [u] 

[p] 

0.007 0.0138 0.022 

[p] 

0.0058 0.0152 0.0127 

0.0098 0.0214 0.0086 0.0053 0.0166 0.0099 

0.0092 0.0232 0.0184 0.0129 0.0141 0.0202 

Mean 0.008667 0.019467 0.016333 Mean 0.008 0.0153 0.014267 

ms 9 19 16 ms 8 15 14 

[p
h
] 

0.0656 0.0889 0.0718 

[p
h
] 

0.0563 0.0565 0.0576 

0.0481 0.0876 0.1005 0.0529 0.0549 0.0588 

0.0552 0.0876 0.1025 0.0458 0.0738 0.0674 

Mean 0.0563 0.088033 0.0916 Mean 0.051667 0.061733 0.061267 

ms 56 88 92 ms 52 62 61 

[t] 

0.0096 0.0158 0.0135 

[t] 

0.0114 0.015 0.0096 

0.0097 0.0168 0.0088 0.0091 0.0134 0.0095 

0.0098 0.0151 0.0122 0.0052 0.0139 0.0137 

Mean 0.0097 0.0159 0.0115 Mean 0.008567 0.0141 0.010933 

ms 10 16 12 ms 9 14 11 

[t
h
] 

0.0527 0.0994 0.0753 

[t
h
] 

0.0599 0.0859 0.0634 

0.0599 0.0888 0.0802 0.0693 0.0704 0.0536 

0.0611 0.0885 0.0619 0.0578 0.0917 0.0577 

Mean 0.0579 0.092233 0.072467 Mean 0.062333 0.082667 0.058233 

ms 58 92 72 ms 62 83 58 

[k] 

0.0147 0.0238 0.0281 

[k] 

0.0101 0.0258 0.0188 

0.0214 0.0404 0.0261 0.0128 0.0253 0.0219 

0.0121 0.0342 0.0246 0.0124 0.0273 0.0183 

Mean 0.016067 0.0328 0.026267 Mean 0.011767 0.026133 0.019667 

ms 16 33 26 ms 12 26 20 

[k
h
] 

0.0756 0.1067 0.0832 

[k
h
] 

0.0755 0.1129 0.0947 

0.0656 0.1146 0.0699 0.0736 0.09736 0.0762 

0.0723 0.1172 0.1132 0.061 0.0919 0.0786 

Mean 0.071167 0.112833 0.088767 Mean 0.070033 0.10072 0.083167 

ms 71 113 89 ms 70 101 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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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bject 35 

Qu [55] [a] [i] [u] YR [55] [a] [i] [u] 

[p] 

0.0113 0.0168 0.0133 

[p] 

0.0081 0.0112 0.0078 

0.0101 0.0168 0.0237 0.0079 0.0086 0.0054 

0.0124 0.0158 0.0144 0.0093 0.0136 0.0093 

Mean 0.011267 0.016467 0.017133 Mean 0.008433 0.011133 0.0075 

ms 11 16 17 ms 8 11 8 

[p
h
] 

0.0453 0.0533 0.0568 

[p
h
] 

0.0289 0.0539 0.0423 

0.0464 0.0527 0.0509 0.0303 0.064 0.0557 

0.0377 0.0575 0.0622 0.0235 0.0481 0.0378 

Mean 0.043133 0.0545 0.056633 Mean 0.027567 0.055333 0.045267 

ms 43 55 57 ms 28 55 45 

[t] 

0.0101 0.0097 0.0122 

[t] 

0.0059 0.0135 0.0098 

0.0078 0.0137 0.0087 0.0103 0.015 0.0111 

0.0084 0.0142 0.0084 0.0061 0.0094 0.0124 

Mean 0.008767 0.012533 0.009767 Mean 0.007433 0.012633 0.0111 

ms 9 13 10 ms 7 13 11 

[t
h
] 

0.0484 0.0571 0.0511 

[t
h
] 

0.0572 0.0619 0.0646 

0.0417 0.0438 0.0562 0.0365 0.0513 0.0568 

0.0454 0.0694 0.0529 0.0496 0.0582 0.0389 

Mean 0.045167 0.056767 0.0534 Mean 0.047767 0.057133 0.053433 

ms 45 57 53 ms 48 57 53 

[k] 

0.0133 0.0343 0.0279 

[k] 

0.0155 0.0282 0.0233 

0.0169 0.0284 0.0183 0.0168 0.0261 0.0207 

0.0202 0.0218 0.0209 0.0148 0.0301 0.0187 

Mean 0.0168 0.028167 0.022367 Mean 0.0157 0.028133 0.0209 

ms 17 28 22 ms 16 28 21 

[k
h
] 

0.0561 0.1052 0.0956 

[k
h
] 

0.0542 0.1006 0.0495 

0.0705 0.0946 0.0593 0.0369 0.0921 0.0522 

0.0701 0.0925 0.0639 0.0446 0.0998 0.0661 

Mean 0.065567 0.097433 0.072933 Mean 0.045233 0.0975 0.055933 

ms 66 97 73 ms 45 98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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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bject 36 

Qu [55] [a] [i] [u] YR [55] [a] [i] [u] 

[p] 

0.0065 0.0127 0.0083 

[p] 

0.0085 0.0106 0.0127 

0.0078 0.0143 0.0189 0.0087 0.0168 0.0141 

0.0089 0.0103 0.0184 0.0099 0.0153 0.0159 

Mean 0.007733 0.012433 0.0152 Mean 0.009033 0.014233 0.014233 

ms 8 12 15 ms 9 14 14 

[p
h
] 

0.0411 0.0529 0.0448 

[p
h
] 

0.0231 0.0286 0.0346 

0.0407 0.0396 0.0433 0.0184 0.0406 0.0406 

0.043 0.0438 0.0385 0.0314 0.0285 0.0334 

Mean 0.0416 0.045433 0.0422 Mean 0.0243 0.032567 0.0362 

ms 42 45 42 ms 24 33 36 

[t] 

0.0145 0.0184 0.0151 

[t] 

0.0129 0.0093 0.0117 

0.0129 0.0228 0.0159 0.0128 0.0221 0.0088 

0.0151 0.0227 0.0161 0.0118 0.0197 0.0121 

Mean 0.014167 0.0213 0.0157 Mean 0.0125 0.017033 0.010867 

ms 14 21 16 ms 13 17 11 

[t
h
] 

0.0388 0.0587 0.0409 

[t
h
] 

0.0319 0.0505 0.0383 

0.0445 0.05252 0.039 0.0268 0.0422 0.0346 

0.0292 0.0504 0.0537 0.0299 0.0424 0.0302 

Mean 0.0375 0.053873 0.044533 Mean 0.029533 0.045033 0.034367 

ms 38 54 45 ms 30 45 34 

[k] 

0.0184 0.0246 0.0267 

[k] 

0.0173 0.0194 0.0189 

0.0142 0.0201 0.0235 0.0133 0.0185 0.0227 

0.0194 0.0301 0.0221 0.0139 0.0158 0.0136 

Mean 0.017333 0.024933 0.0241 Mean 0.014833 0.0179 0.0173 

ms 17 25 24 ms 15 18 17 

[k
h
] 

0.0381 0.0704 0.0551 

[k
h
] 

0.0322 0.0624 0.0494 

0.0422 0.0773 0.0675 0.0453 0.0554 0.0539 

0.0397 0.0847 0.0554 0.0444 0.055 0.0559 

Mean 0.04 0.077467 0.059333 Mean 0.040633 0.0576 0.053067 

ms 40 77 59 ms 41 58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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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路新聞中客家新聞圖像論述及客家再現之研究 
 

（摘要） 

  本計畫研究網路新聞中客家新聞圖像，擬從「Yahoo!奇摩新聞」

及「Google 新聞」收集客家新聞圖像資料，運用符號矩形分析及論述

分析探討新聞圖像對客家的影像論述及再現。 

  影像新聞一直是重要的新聞媒介，近來由於數位媒體發達而造成

新聞圖像產製與傳播更多樣發展，並促成對影像新聞專業的省思，另

一方面新聞網站亦讓新聞圖像在近用上出現異於傳統媒體的可能性，

本研究觀察當前主要新聞網站的網路新聞，針對客家新聞圖像進行分

析。探討網路新聞提供客家新聞圖像的範圍與種類，分析客家新聞運

用圖像以呈現新聞事件與客家主題的方式。其次研究網路客家新聞圖

像的報導內容，探討客家新聞的圖像訊息如何報導客家，並分析客家

新聞圖像包含的事件、人物、活動、場景以何種方式呈現於新聞圖像

內。本研究利用符號矩形分析，探討網路新聞中客家新聞圖像的論述

形式。瞭解圖像文本的影像敘事，以及新聞圖像採用何種符號表意而

界說客家。本計畫旨在分析網路客家新聞圖像對客家的再現與建構，

以嚐試說明新聞圖像中的客家形象如何被建構，新聞如何圖示客家，

進而呈現客家的面貌。 

  本研究將新聞像進行分類，為了能夠聚焦於客家，且能涵蓋客家

各領域，因此將新聞圖像分成十一類：客家美食、客家空間聚落、客

家節慶、客家桐花祭、客家音樂戲劇、客家休閒產業、客家學術活動、

客家語言、客家政治、客家藝文（非戲劇音樂）、全國客家日。並針對

這些圖像類別分別進行符號矩形分析，研究發現客家新聞圖像出現連

結關係與不連結關係的混合，以及著重矩形分析的複合項，這種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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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由於傳統創新是這些圖像的敘事主軸，透過論述分析進一步討論

這些現象的意涵後，本研究對新聞媒體及客家相關單位提出以下幾點

建議：一、提供多樣的影像敘事框架。二、提供促成相互了解的影像。

三、提供促使反省的影像。四、提供促使行動的影像。 

 

關鍵詞：客家(Hakka)、新聞攝影(photojornalism)、線上新聞(online news)、

論述(discourse)、媒介真實(media re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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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路新聞中客家新聞圖像論述及客家再現之研究 

第一章 研究背景及目的 

  本研究探討網路新聞中的客家新聞圖像，旨在分析客家新聞圖像對客家的影

像論述與再現。研究對象主要從「Yahoo!奇摩新聞」及「Google 新聞」蒐集客家

新聞圖像資料，以瞭解當前客家新聞圖像的種類與範圍，以及新聞圖像再現客家

的形式及內容。 

第一節 研究背景 

  2010 年 2 月國內專業媒體新聞從業人員共同制訂「新聞圖像使用原則」，並

召開記者會呼籲國內媒體機構訂定媒體自律公約，以維護新聞圖像的真實性，也

同時讓新聞媒體從業人員在運用新聞圖片時有所依據（台灣新聞攝影研究會、台

灣記者協會、財團法人卓越新聞獎基金會，2010）。之所以有此一舉，主要是因

為近年來數位媒體蓬勃發展，影像的合成與變造日益氾濫。由於數位影像具有高

度擬真性，已讓一般人難以辨識真偽，更由於發生幾件變造新聞照片的事件（例

如，美聯社記者造假西安暴雨照片、路透社黎巴嫩藉攝影記者發出合成濃煙與誘

導彈軌跡的造假照片、中國《大慶晚報》攝影記者被揭發提供青藏鐵路與藏羚羊

的合成照片、國內《自由時報》以合成照片示意馬英九總統車隊與民爭道。）因

此促使國內新聞媒體工作人員進一步省思新聞攝影的專業與倫理，試圖藉由制訂

公約來維護新聞影像的公信力及閱聽人權益。 

  上述發展突顯新聞攝影已由於數位科技之發達而同時面臨契機與挑戰，在新

聞產製過程中，新聞攝影一直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不可否認的，影像在當前媒

體與社會中愈來愈具有重要影響力，影像有時比文字更能快速傳達訊息並更具衝

擊性，是一種創造視覺真實的重要媒介（Kenney，2010）。由於眼見為真的常識

心理，新聞照片常被視為提供新聞真相的重要證據，能讓閱聽人如臨現場，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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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新聞照片也往往更能獲取閱聽人的注意力，在閱聽人腦海中形塑鮮明印象。然

而新聞照片究竟能夠提供怎樣的真實？應該如何瞭解新聞攝影的功能？特別是

在數位媒體時代，新聞攝影應有怎樣的影像倫理（Lester，2005；Newton，2001；

Wheeler，2002），這些都已成為有待關注及探討的課題。 

  在新聞業發展中，新聞圖片的角色與地位有其特殊轉變過程，傳統新聞學中

通常以文字新聞為主，相較於圖片，文字被認為較能清楚交待事件，所謂新聞報

導也多側重對事件進行文字敘述，也由於早期攝影技術尚未成熟，影像的產製、

呈現與傳送相對來說較為不易，新聞文字對新聞真實的建構上扮演大部分角色。

隨著影像科技日趨發達，雖然影像工作者在產製及傳輸影像方面已更便利，但新

聞圖像卻仍處於一種尷尬地位，這其中又和媒體商業化導致的現象有關。眾所周

知，七Ｏ年代以降，新自由主義風潮大興，解除管制成為主要趨勢，媒體併購與

競爭日益嚴重，在此過程中，新聞媒體為擴大市場，爭取更多閱聽率，而將新聞

價值轉向更強調地方性及軟性化，以期藉此引起人們的閱聽興趣（McManus，

1994），而其中運用更多圖片便成為一種市場策略，因此過去傳統上區分質報與

量報的界線日漸模糊。一般而言，小報會以更多與更具感官主義的報導來吸引閱

聽人，或許此類新聞對瞭解事件的效果雖非肯定（王泰俐，2006），但所產生的

吸引力是存在的，因而質報面對市場壓力，也往往必須注意這種圖像傳播的影響

力，不得不跟進這種趨勢，例如香港壹傳媒進駐台灣後，國內幾家大報也相應採

取更重視版面與圖片的因應措施，顯然，新聞圖像的重要性與影響力毋庸置疑。

但值得注意的是，在另一方面，圖像又被認為是一種引導認知或是操弄知覺的手

段。雖然照片或攝影曾被視為負載著提供記錄、證據、真相的功能，因而可被當

成一種監看的工具（Tagg，1999），但攝影也代表觀看方式及其背後的觀視位置，

影像並非真實而無辜（Barthes，1999；Bourdieu，1999），而是蘊含價值判斷與

意識形態，新聞照片具有新聞框架的作用，是一種經過特殊處理的再現（Griffin，

2004；Trivundza，2004），因此新聞攝影並非完全呈現客觀真實，而與美學、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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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政治之間產生密切關係。 

  當前的影像產製與流通拜數位科技之賜而大幅成長，包括新聞圖像的製造及

使用也同樣超越過去階段，特別是網路新聞已漸成為許多人獲取新聞的重要管道

以來，平面新聞與電視新聞所能提供的訊息量遠不如網路媒體，後者不受版面與

時間之限制，而能夠容納更多的新聞資訊與圖像資料，使得網路新聞日益與傳統

新聞媒體分庭抗禮。尤有甚者，晚近因金融風暴導致若干傳統媒體亦陷入困境，

例如論壇公司(Tribune)聲請破產保護、《紐約時報》擬抵押曼哈頓中城的總部大

樓以應付信用緊縮與獲利下滑雙重打擊、美國國家廣播公司(NBC)計畫縮減播出

時數以節省成本、美國的《今日美國報》及日本的《朝日新聞》都出現鉅額虧損

與裁員，英國《衛報》及法國報業（包括《解放報》、《費加洛報》、《人道報》、《世

界報》等）都進行改版以力圖抵抗日益嚴重萎縮的讀者市場。 

  在這波媒體危機中，不少人都認為網路媒體的興起，使閱聽人改變媒體使用

習慣是造成傳統媒體經營問題的主要原因之一，因此一些受困媒體便積極透過研

發與另覓市場來找尋解決辦法，例如《紐約時報》研究部門針對未來數位新聞的

趨勢，努力開闢數位新聞流通管道。並有媒體認為傳統平面媒體特別是報紙已愈

來愈難適應當前數位科技時代的需求，當閱聽人及廣告市場都逐漸離開這種媒體，

則很難不讓人以為需要用紙張印刷的媒體早已經是上個世紀的產物，現在是網路

新聞與手機新聞的時代，平面新聞媒體似乎正面臨被淘汰的命運（王良芬，

2009.03.16；郭崇倫，2009.02.03）。 

  網路新聞作為一種產製及使用新聞之趨勢不僅關乎新聞傳播，也由於資訊近

用過程的轉變而產生社會與政治之影響（Allan，2006；Salwen, Garrison & Driscoll，

2005），此不僅在於閱聽人對新聞取得形式及瞭解範圍的變化，也由於閱聽角色

的轉變（Kaye，2007；Lin, Salwen & Abdulla，2005；Papacharissi，2007），進而

形塑對世界的認識及想像，也影響社會參與的機會和參與形式。另一方面亦促成

新聞人員的工作方式與專業角色的改變，從而引發對數位時代新聞專業的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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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如何符膺多媒體趨勢來重新定位新聞媒體或者重新解讀新聞場域運作等

（Deuze，2004；Russell，2007）。 

  網路及數位媒體對圖像傳播是一大利器，新聞圖像也隨之獲得不同以往的發

展空間。對閱聽人而言，在新聞文字之外出現更多接觸新聞影像的機會，並能同

時進行包括觀看、儲存、彙整、比較等動作，特別是在搜索引擎強大功能下，人

們得以快速瀏覽許多不同新聞媒體的資訊，跳脫單一媒體對新聞事件的有限解讀，

而能擁有更多量多樣的新聞選擇，也能夠同時接觸不同新聞媒體對新聞事件的圖

像再現。此一發展對客家新聞傳播有其值得觀察之處，近幾年來國內客家研究相

當重視客家形象之探討，在新聞領域之相關研究包括報紙、雜誌、電視皆有若干

研究（e.g., 李美華、劉恩綺，2008；林信丞，2008；姜如珮，2003），但少有針

對新聞圖像之分析，然而誠如前述，影像相較於文字有其特殊的影響，影像論述

的作用不亞於文字論述，客家形象不僅經由文字而呈現，也藉由圖像而再現與被

形塑，新聞圖像更由於其屬於新聞資訊的之性質而容易被視為趨近真實，因此新

聞圖像中的客家更值得留意。 

  本計畫擬探討網路新聞中客家新聞的新聞圖像論述，研究者在去年10及今年

11的客委會計畫案中皆進行平面媒體之客家新聞研究，去年係針對國內四大報分

析苗栗地方節慶新聞，今年則探討四大報中苗栗客家地方新聞的公共性，前兩項

研究都著重文字新聞的表現，尚未能處理圖像新聞部分，本研究將從新聞圖像及

影像論述的角度來探討客家新聞，瞭解客家新聞圖像作為一種再現客家真實的方

式。 

第二節 研究目的 

  基於前述說明，本研究將針對網路新聞中的客家新聞進行新聞圖像之研究，

                                                      
10「策略框架中苗栗地方/族群的新聞再現及論述效應之研究」（執行期間：2009.01.01-2009.11.30）

（計畫編號：98-03-01-09）。 

11「客家新聞的公共性再現及閱聽人論述：以苗栗地方新聞為例」（執行期間：2010.01.01-2010.11.30）

（計畫編號：99-03-0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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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將從兩大入口網站的「Yahoo!奇摩新聞」與「Google 新聞」進行探討（相關

理由請見下面研究方法之說明），分析一年內的網路新聞。本計畫之研究目的如

下： 

（一）探討網路新聞呈現客家新聞圖像的範圍與種類。包括照片、圖表、漫畫等

新聞圖像，觀察相關新聞運用哪些圖像以呈現新聞事件與客家主題。 

（二）瞭解網路客家新聞圖像的報導內容。本研究將探討客家新聞的圖像訊息如

何報導客家，相關新聞圖像包含哪些事件、人物、活動、場景，它們以何種方式

呈現於新聞圖像內。 

（三）分析網路新聞中客家新聞圖像的論述形式。透過系統研析新聞圖像，以探

討圖像文本的影像敘事，包括新聞圖像以何種符號表意而界說客家。 

（四）研究網路客家新聞圖像對客家的再現與建構。從新聞圖像瞭解客家形象如

何被建構，新聞如何以圖示客家，進而呈現客家的面貌。 

第三節 研究重要性 

  影像新聞傳達訊息與意義的方式異於文字新聞，新聞攝影可以透過拍攝角度、

位置、燈光等運用一些視覺傳達策略而建構意義，然而新聞照片又易讓人相信其

真實性，因此新聞攝影的重要性不言而喻（Finkelstein，2009；Newton，2009）。

相較於文字，圖像解讀中包含更多的非線性過程，而這種情形又因為放置於網路

媒體，後者亦具有非線性特性而使網路新聞圖像的傳播更具複雜性。對客家新聞

而言，本研究包含兩項研究重點，其一，針對新聞圖像的探討得以瞭解客家新聞

在文字之外對客家的呈現及論述情形。其二，對網路新聞的觀察得以從媒體普及

性及近用角度而分析網路使用者能夠從網路獲得的客家新聞資訊，特別是新聞圖

像訊息所帶來的客家影像如何協同文字而建構現代客家的社會世界。 

  鑑於視覺文化及影像論述已成為當前大眾文化重要的一部分，新聞不管是做

為一種資訊種類或是通俗文化，都因為在社會過程及日常生活中扮演重要角色而

無法被忽略，所謂新聞能夠建構腦中圖像（Lippmann，1960），新聞圖像更是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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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的為社會事件提供有力的線索，它們和新聞標題一樣，能為新聞內容產生定錨

與框架作用，許多閱聽人對新聞匆忙流覽或隨意掃瞄，便多是針對標題與照片，

因而它們成為躍入閱聽人眼睛及腦海的首要印象，特別是具有視覺衝擊性的圖像，

可能成為閱聽人讀完新聞後即使忘記大部分內容，但仍能保有新聞照片給予的印

象及感受，新聞圖像的重要性可見一斑。 

  而由於網路媒體的興起，匯流傳播已是必須面對的媒體趨勢，網路新聞挾其

數位優勢而獲得日益提高的使用度，在傳統媒體之外成為愈來愈多人閱讀新聞的

途徑，就此而言，網路新聞雖還不至於取代傳統媒體新聞，但已屬重要新聞媒體，

事實上，在網路檢索及搜尋功能下，網路新聞成為一種能大量接合與並置新聞內

容的空間，並可因應網路使用者的需求而發展多種新聞閱讀模式，因而探討網路

新聞中的客家新聞將能更擴大瞭解客家新聞的傳播過程。對客家新聞之新聞圖像

的研究從網路新聞著手將有助於瞭解客家在網路世界中的族群展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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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本計畫旨在研究網路新聞中客家新聞圖像之論述及再現，以下先說明圖像傳

播及影像文化的重要性，包括影像產製技術對傳播的影響，並分析新聞攝影在建

構媒介真實中的角色與功能。其次探討新聞圖像的影像邏輯與意義表述形式，亦

檢討新聞攝影的相關問題及主要反應策略。接續討論網路新聞崛起在新聞傳播上

的意義，以及新聞影像在網路新聞中的發展及特性。最後探討新聞圖像對客家影

像的形塑效果，包括新聞圖像對再現客家的可能影響。 

第一節 圖像傳播與新聞攝影 

一、圖像傳播與影像文化 

  圖像與視覺傳播之發展涉及圖像創作的歷史，以西方世界而言，人們熟悉的

一些早期圖像包括文藝復興時期的藝術作品，例如羅馬西斯汀教堂的壁畫「可拉

之受罰」、米開蘭基羅的「最後的審判」、提多瑞多的「聖馬可拯救奴隸」等，類

似這些宗教性畫作多放在教堂中，被許多人觀看，而成為宗教傳播的重要媒介。

當時也出現一些私人委託創作的非宗教性畫作，這些作品大多為私人收藏，社會

大眾無緣看到這些作品。但不管是宗教性或非宗教性作品，它們大多是創作者接

受委託或贊助，依照委託人的要求而創作，直到近代初期（十六世紀的荷蘭、十

八世紀的英國與法國），藝術家才開始為了市場而創作，發展出先產製後銷售的

產製形式。 

  市場的出現與複製圖像的機器有關，也就是印刷術的發明。從十五世紀古騰

堡印刷聖經、十六與十七世紀出現蝕刻技術、十八世紀出現網線銅版術，到 1796

年發明石版印刷，至此方能生產成本低廉的彩色圖像。印刷的發明及普及使得圖

像更容易產製與流通，並影響了許多藝術創作，締造視覺傳播的重要革命。也由

於印刷品在生產與傳輸上的便利性，讓創作者能將作品快速傳遞給許多人，因而

進一步促成跨文化的傳播，例如十七世紀西歐的印刷圖像被傳播至其他世界，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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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國東正教的宗教畫家視為典範，也同時影響了波斯、印度、中國、墨西哥、秘

魯等地的創作風格（Briggs & Burke，2002）。 

  圖像印刷也影響了人民的政治意識，例如一些刊有諷刺圖像的印刷品在美國

與法國的革命時期都大為暢銷，這些政治諷刺圖像增強了民眾的批判與反抗心理。

圖像印刷也提高人們對世界的認識與控制，例如印刷地圖的出現讓一些擁有地圖

的人更能掌握世界，包括在軍事、政治、商業、意識形態方面的控制。另一方面，

地圖從平面到立體的轉變，也讓人們益將地球視為一個整體，助長全球意識。在

圖像傳播發展史中，攝影的影響力扮演重要角色，從 1802 年出現以硝酸銀的光

影效果在玻璃上複製圖案、1827 年發明彩色平版印刷，製作出永久性照片、1839

年銀版照相法與珂羅版實驗完成、1851 年發展出濕式底片照相術、1877 年出現

乾式底片照相術、1888 年將賽璐珞應用於照相術上、1929 年柯達十七釐米膠卷

問世、1935 年出現三十五釐米柯達無色底片。這些技術的一再突破，推動攝影

成為更精巧及實用的圖像工具。同樣的，也隨著價格下降、操作便利、市場擴大，

攝影成為普及的消費活動。而在新聞媒體中，也由於印刷技術益發成熟，以及線

纜及電信傳播的興起，促使新聞圖像的產製更為便利（Briggs & Burke，2002）。 

  隨著圖像技術的發展，現代社會的影像文化也愈加豐富，對影像的思辨也日

益繁複，影像世界充滿複雜的修辭與多重意義，涉及影像創造者及觀看者之間的

相對關係（Barthes，1999；Sontag，1999），從影像修辭與論述得以反映影像所

屬環境之社會、文化、政治等發展脈絡，而在影像再現的形式及內容中，也同時

包含了對權力關係、文化價值、意識形態等的再生產或批判。以此而言，新聞攝

影也同樣可能以特定角度去說明及再現新聞事件，近來對新聞攝影的研究已一再

指出新聞圖像包含了某些詮釋，並反映出文化差異（Major & Perlmutter，2005；

Kim & Kelly，2008）。換言之，圖像技術之「使用」是問題關鍵之一，必須從影

像科技之發明與運用來瞭解視覺文化及影像論述之發展。 

二、 影像的科技複製與傳播 



139 
 

 

  在 W. Benjamin（1968）著名之"The work of art in the age of mechanical 

reproduction"一文中，提出對影像辯證的說明。他以為人類的知覺標準具有一種

歷史演化過程，也就是人類知覺並非固定的，而是受到歷史與社會的制約。人類

的知覺模式與描述模式之間具有互動關係，後者又和生產方式有關，例如從過去

的手工製造轉變到機械製造，新的生產方式影響了知覺模式的變化，並在此轉變

過程中伴隨著價值的轉換。過去手工創作的藝術品具有原真性與不可複製性，因

此使觀賞者產生知覺獨特性，讓作品擁有一種靈光(aura)，這是源自創作者及其

作品之原創與獨一無二的性質，使之具有一種原典的權威。然而隨著機械複製時

代來臨，作品可被大量複製，干擾了原來的靈光，也對原典權威提出質疑與挑戰。

過去人類知覺是屬於自然的知覺，而在機械與科技介入社會生活後，人類的知覺

轉變成科技引導的知覺，經常借助與透過科技而去觀看世界，影像的製造及複製

便呈現出一種以科技看世界的發展傾向。 

  Benjamin 區別出兩種經驗，其一，被體驗的經驗（只能意會的經驗）；其二，

能被累積、反省、溝通的經驗（可言傳的經驗）。然而現代生活出現一種現象，

便是意會的經驗不再能被轉化成言傳的經驗。人們擁有許多意會經驗，但在理解

層面上被阻斷與封閉，也就是人們的意會經驗未能進入言傳經驗的意義性中，亦

即無法被反省與批判。此乃因為那些溝通、意識與再現的形式並未被進一步改造

與提升。Benjamin 認為現代生活的特徵是震撼(shock)，但這些震撼經驗無法進

入共享的經驗與論述中，因而無法進行批判性注意與批判實踐。而若要重整言傳

經驗以溝通現代經驗並挽救現代性的沉默，Benjamin 認為可追求一種對現代經

驗可能提供政治接合的再現形式，他以為蒙太奇的超現實主義可為現代文化形式

及生活經驗賦予聲音。易言之，他認為電影科技設計可成為替意會經驗提供具溝

通形式之言傳經驗的管道（Highmore，2002：60-74）。 

  Benjamin 與他同世代批判學者的不同之處在於，其他學者往往偏好文字媒

體，對影像媒體懷有敵意，認為文字具有理性思維邏輯，而影像則傾向非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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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 Benjamin 較不排斥影像及電子媒介的文化產物，至少他並未將質疑或批評轉

換成對阻礙性歷史條件的說明。他探討媒介時並未提出理性主體的看法，雖然他

也關心民眾抗拒霸權結構的能力，但他在分析媒介對普羅大眾的影響時，避免走

入自律∕他律的二分法，另外也儘量避開科技決定論的論點。最重要的是，

Benjamin 承認影像媒介可以具有平等主義之潛能，例如他強調當藝術品被多次

重製並傳播於廣大社會時，則藝術原本高不可及攀的權威便逐漸消失。另外，科

技中介能使閱聽人跳脫展演者的支配，進而將認同轉向科技，他以為如果觀眾採

取攝影機的位置，而非演員的位置，會有助於處於一種批判地位。而在媒介的原

則中，當作者與閱聽人處於可互換的位置，而非固定與階層的位置，則可拆解藝

術的權威政治。另一方面，他認為集體的與同時的觀看處境能促成批判的收訊態

度。他還認為電影影像有助於培養分析習慣，因為影像內容可分割而有助於詳細

解讀（Poster，1995：3-22）。簡言之，Benjamin 認為影像媒介有助於朝向平等與

自由，這不只是由於科技的屬性，更是因為科技在文化中之實際應用形式所展現

出來的現象。對他而言，媒介不會有對特定政治方向的自動保證，而必須依據權

力作用之脈絡來檢視自由的可能性。媒介既非屬於布爾喬亞，亦非烏托邦。 

  固然 Benjamin 的觀點有時被認為對傳播科技存有樂觀傾向或高估民主潛能，

但他指出影像媒介在使用上的更多可能性，對以圖像追求進步力量以及影像實踐

之影響提出可嚐試的方向。 

三、圖像新聞與媒介真實 

  一般來說，影像傳播其實有其兩難困境，一方面，猶如前述影像科技可被運

用於實現自由平等，使人們擁有更多方式去記錄世界與表達對社會的瞭解；但另

一方面，影像也可能被濫用，影像的濫用也代表著視覺的濫用，影像轉變成奇觀

(spectacle)，視覺發展為監看。在奇觀式的影像中，影像中介了社會關係，企圖

以部分代替全部，並朝向專門化、科層化、分離與異化，終至造成一種奇觀社會。

在這種社會裡，個體被各式各樣的包裝、展示、商品消費、媒介事件等穿透，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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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出現代消費主義的破壞性與支配形式（Debord，1995，1998），在此，影像扭

曲了真實，再而遮掩真實，又進一步取代真實。在影像氾濫成災的環境裡，真實

與擬像既無法區分，也不具區分意義（Baudrillard，1995）。若干學者認為目前影

像發展已處於奇觀階段，影像奇觀殖民了政治及大部分日常生活，電腦經由網際

網路把膨脹的資訊及多媒體的絢麗內容帶到家庭與職場，也造成政治、文化、意

識的奇觀化。這種現象創造了一種新型的資訊娛樂社會，也使社會進入一種新型

的科技資本主義，其特徵便是資本與科技的合併、資訊產業及娛樂產業的整合，

所有這些支配了人們的品味、希望、恐懼與幻想（Kellner，2003）。 

  另外，在監視社會中，觀看與被看成為一種權力關係的展現，影像是凝視權

力與物化對象的結果，並在規訓過程中使監視之眼由他者轉向自身，形成個體的

自我監看（Foucault，1995）。觀視經由各種知識與科技而更為廣泛、細微、深入，

與此同時伴生著權力網絡之綿密蔓延。這些反映於現代社會的各種資訊監控機制，

包括傳播媒體也成為一種社會監視。例如一些報紙揭露個人隱私，八卦媒體跟拍

與入侵日常生活，相機與針孔攝影隨處拍照並傳至網路及其他媒體予以公開。 

  從上述說明可以瞭解為何對新聞攝影的討論一直是重要的新聞理論與實務

課題（Swan，2008；Kenney，2010），人們也愈來愈清楚地認識到新聞影像的複

雜結構與影響，例如前面提及影像奇觀對政治的影響，由此而注意到新聞攝影與

奇觀政治的關係（Lyford & Payne，2005），包括新聞照片對政治人物形象的型塑

（Keller，2005）、新聞照片反映政治人物的權力消長（寇健文、梁書媛，2008），

可見新聞圖像既可呈現人物部分真實面貌，但也具有印象整飾之效能，影像並非

中性之物。另外，相關研究亦指出，在美國反恐戰爭的新聞中，新聞圖像具有新

聞框架的作用，得以確立事件的主題，影響對事件的認知（Griffin，2004）；而

在美伊戰爭中，不少新聞影像猶如東方主義，呈現出一種面對他者的態度

（Trivundza，2004）。因此，新聞攝影一直存在著定義、詮釋、判斷的作用，和

文字訊息一同參與了建構真實的工作。亦有研究透過比較新聞圖像在戰爭及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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災難中再現人民行動的方式，指出新聞攝影對不同情境之人民的差異處置所蘊含

的倫理意義（Lester，2005）。新聞影像的選擇不只是讓特定對象入鏡與曝光，其

實也反映某些立場與不同的關懷。例如新聞照片能夠反映性別關係與性別意識

（簡秋暖，1997），也能夠經由新聞攝影而再現國族歷史，以特定方式去敘說國

家神話（陳志賢，2004）。可以說，這些研究皆反復強調新聞圖像的影響力與重

要性。 

第二節 新聞圖像的影像邏輯與意義建構 

  影像的傳播效能除了具體形象具有吸引力及說服力之外，也由於影像能夠突

破文字的限制，雖然影像與文字各有不同功能，影像有時並不能如同文字進行抽

象及邏輯敘述，不過影像能夠表達出純粹藉由文字無法說明的某些性質。當然，

最基本的是，影像提供了清楚具體的形象，令人宛如目睹真人實物，也可讓目不

識丁者能從影像獲知部分訊息。新聞媒體運用圖像來傳遞資訊已有很長歷史，並

留下許多寶貴資料如同歷史見證，這些新聞圖像包括照片、影片、圖畫、漫畫、

各種圖表，有些更成為有價值的史料，例如中國清末的《點石齋畫報》與民初上

海的《良友畫報》。《點石齋畫報》係在 1884 年由上海《申報》刊行，是隨報附

送的一種新聞畫報，畫報內容都是選取當時報紙新聞的報導事件，運用插圖形式

來描繪新聞，範圍極為範泛，舉凡國際關係、朝廷要聞、官場動態、社會案件、

風土民俗皆屬畫報的內容，甚至包括一些國外事件也都成為繪畫的對象（吳友如

等，2005）。《良友畫報》是 1926 年在上海創刊的雜誌，集合新聞、藝術、時尚、

娛樂等，融合大量圖片，展現當時上海消費文化的代表性刊物。內容包羅萬象，

從戰火前線的現場目擊、好萊塢明星的中國之行到西北婦女的服飾民俗都有（林

欣誼，2010.09.06a，2010.09.06b）。這些畫報猶如當時的社會寫真，呈現人間百

態及世界風情。 

  新聞圖像如同社會快照，藉由影像敘述重要事件，也因此能夠反映特定歷史

與社會的文化，同時新聞圖像的表現形式本身也反映了特定社會的文化特質，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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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有人對美國及韓國的新聞攝影進行跨文化比較，指出新聞影像有其表現上的文

化差異（Kim & Kelly，2008）。事實上對於攝影是否必須全然接收西方觀點，攝

影如何貼近在地以及建立與現代都市的關係已有討論（郭力昕，2003，2008）。

通常在探討影像時，總會針對影像的空間組織與時間組織進行觀察。例如在場面

調度方面，可瞭解畫格、鏡頭、剪輯。畫格包括比例、框架、平面、多重影像、

疊影。鏡頭包括距離、焦點、角度、觀點。剪輯包括連續剪接、跳接、節奏等。

它們各有其意義傳達功能，藉由相關理論而得以解讀出影像產製、內容、效果、

接收等各層面的意義，例如俯角與仰角，長景、中景、特寫的不同作用。影像探

討可藉由分析影像的種類、展現的對象、影像的組成部分、安排方式、吸引觀者

目光的地方、影像的刺點、影像運用的知識、所包含的評論、是否自身矛盾等來

解析影像邏輯之運作（Rose，2001）。然而不可諱言，由於攝影常被視為一種技

藝操作，許多經常攝影的人甚或專業人士，未必嫻熟或關心影像理論。一些人能

夠產製影像，他們可能是透過經驗累積或因襲慣例，但不太瞭解影像論述過程，

因此可能無法更清楚的判斷影像的效果與影響。 

  除了認識問題外，新聞影像也常由於無法更明確地從新聞專業角度來釐清與

深化新聞圖像的發展，以致不時出現新聞圖像的誤用與濫用。特別是在數位科技

日益成熟後，這種影像問題更為嚴重。有鑑於此，國內幾個新聞團體包括台灣新

聞攝影研究會、台灣記者協會與卓越新聞獎基金會共同提出「新聞圖像使用原則」

以做為新聞攝影與圖像運用的參考依據。該原則內容指出：「讀者信賴新聞照片

乃基於事實的真實呈現，新聞圖像的拍攝、編輯與版面呈現不能背叛此信賴；今

天，新聞圖像數位化，但維護新聞的真實性及可信度仍是新聞攝影永遠不變的原

則。」（台灣新聞攝影研究會、台灣記者協會、財團法人卓越新聞獎基金會，2010），

這些組織並進一步提出八項要求如下：  

1. 新聞照片：在新聞事件中，拍攝者不指使、引導被攝者至特定位置拍照；影

像、圖說（詮釋）以及編輯過程以不違背真實呈現為原則，包括不改變影像之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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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背景、顏色，亦不能以合成、拼接的手法虛構或重建新聞事件。  

2. 擺拍照片：在做人物訪問、圖片專題時，可能會以導演方式（擺拍 setup picture）

拍攝環境肖像或特寫等照片，但這也是以表達受訪者工作或生活特色、個人特質

的真實面向為原則，不能傷害新聞的可信度，因此，擺拍的目的是創造一張具視

覺性但絕不會讓讀者誤讀的照片。  

3. 設計性圖像（photo illustration）：在新聞編輯過程中，可以創造性地使用影像

來表達、說明抽象或未發生的議題。但其表現的手法必須以明顯、誇張或足以辨

識為「人為產生」為原則，以避免讀者誤認其為真實發生之新聞照片。 

  若使用數位影像處理軟體（photoshop）製作設計性圖像（photo illustration），

必須讓讀者即使在缺乏圖說的情況下也能明顯地感受其虛構性。如果必須使用圖

片說明才能讓讀者明白此圖片已經過數位技術處理，那麼這張圖片就不應被採

用。 

  另外，每張設計性圖像（photo illustration）的圖說，一定要說明這是設計性

圖像（photo illustration），以和新聞照片有所區隔。  

4. 資料照片：應說明拍攝日期、場景與攝影者，以真實地呈現新聞事實，維護

新聞的可信度。  

5. 修圖原則：過去，新聞攝影使用傳統暗房技巧的原則，是以維護讀者對新聞

照片之信賴度為基石。今天，圖像數位化後亦同，數位影像處理軟體可用於照片

的明暗、反差、色溫之調整或因相機鏡頭及感光元件汙損而產生污點的修飾，但

調修原則仍應力求忠於事實，不可竄改、増刪照片內容。  

6. 圖片說明：其功用在提供影像不能提供的基本事實（例如人、事、時、地、

物等）、背景資料（例如為什麼或是意義何在…等），以及影像欣賞與解讀的角度，

進而凸顯影像的視覺語言。因此圖說不應夾帶攝影者的揣測、想像以及無法驗證

之情緒、狀況與對白。例如一張主體面帶微笑的照片，應僅描述被攝者為「微笑」，

而非「高興」；一個流淚的母親，應僅描述「流淚」而非「傷心」。憤怒、傷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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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興、愉快...等情緒應以圖片元素表現，由讀者解讀，而非由攝影者或編輯以圖

說文字進行主觀詮釋或暗示。  

7. 若是在採訪新聞事件中，因需要而採用擺拍手法時，請在圖說中揭示，以維

護新聞照片的可信度。  

8. 新聞圖像的完整性：為避免新聞圖像訊息的漏失，應尊重並堅持新聞圖像的

完整性至最後的版面呈現，故標題壓圖片或去背之做法應力求節制，如有必要為

之，建議與攝影單位和圖片編輯等視覺相關工作人員共同討論（台灣新聞攝影研

究會、台灣記者協會、財團法人卓越新聞獎基金會，2010）。 

  這些原則與說明對新聞圖像與攝影賦予更清楚的操作範圍，然而也還必須相

關媒體組織及主管的共識與配合，方能在高度市場競爭的環境中仍能維持新聞專

業。 

第三節 網路新聞與新聞影像 

  新聞圖像藉由網路媒體而有更大的存在空間與流通範圍，最主要的自然是網

路媒體一直呈現成長現象，閱聽人對網路及網路新聞的使用率亦持續增加。依據

台灣網路資訊中心公布 2010 年「台灣寬頻網路使用調查」報告（台灣網路資訊

中心，2010），截至 2010 年 2 月 12 日止，台灣地區上網人口約有 1,622 萬，共

計有 16,217,009 人曾上網，比 2009 年 1,582 萬人，增加約 40 萬人。其中 12 歲

以上曾經上網人口有 14,669,915 人，曾經上網比例為 72.56%，比 2009 年增加

1.61%。另外曾經使用寬頻網路人數為 13,590,123人，寛頻使用普及率為67.21%，

比 2009 年增加 0.74%。台灣地區 12 歲以上民眾曾經上網率為 72.56%。在性別

上，男性 74.16%、女性 70.93%。12 至 34 歲民眾曾經上網比例在九成五以上，

而 55 歲以上民眾上網比例也有些微成長，達 25.39%。個人曾經使用寬頻網路方

面，台灣地區 12 歲以上民眾有 67.21%使用寛頻上網。 

  該調查亦指出，在所有寬頻網路使用者（個人）中，最常上網的地點以「家

中」最多，其次為「工作場所」。平日平均一天使用寬頻時數以「2 小時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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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滿 3 小時」為最多，占 18.32%，整體而言，合計平日一天使用寬頻時數「未

滿 4 小時」已占 59.92%，幾近六成。假日平均一天使用寬頻數也是以「2 小時以

上，未滿 3 小時」為最多，占 15.02%，整體而言，合計假日一天使用寬頻時數

「未滿 4 小時」已占 49.75%，幾近五成。最常使用之寬頻上網功能依序是「搜

尋資訊」(52.70%)、「看新聞氣象」(31.39%)、再其次是「瀏覽資訊、網頁」(28.09%)。

最常使用寬頻上網的網站類型以「入口網站類」(56.24%)為最多，其次為「新聞

媒體」(23.78%)，再其次為「購物網站」(22.72%)（台灣網路資訊中心，2010）。

顯見台灣民眾上網情形有日益普及之趨勢，同時在網路使用中，閱讀新聞是屬於

主要目的之一。 

  另外，根據創市際市場研究顧問的網路使用基礎調查報告，指出 2009 年 1-6

月台灣地區 10 歲以上民眾之不同網路使用情形的媒體使用行為，近一個月有上

網者看電視的有 76.80%、看雜誌或期刊的有 44.10%、看報紙的有 25.70%、聽廣

播的有 22.70%。而再比較 2008 年同期（1-6 月），看電視的有 77.8%、看雜誌或

期刊的有 45.1%、看報紙的有 30.1%、聽廣播的有 22.8%（創市際市場研究顧問，

2009a, 2009b）。顯示出上網者除了廣播媒體外，在其他媒體的使用上皆略為減少，

似乎網路媒體使用者已漸離開其他傳統媒體。 

  再者，從該公司公佈台灣地區 2009 年新聞類別網站發展概況的資料來看，

特別是 ARO(Access Rating Online)從 2008 年 10 月到 2009 年 3 月的統計數據，

新聞類別網站停留時間及到達率都呈現緩慢上升趨勢，顯示有越來越多網友造訪

新聞網站，也花更多時間去閱讀網路新聞（創市際市場研究顧問，2009c）。 

  另一方面，創市際於 2009 年 6 月下旬針對台灣網友進行報紙調查，執行日

期為 2009 年 6 月 22 日至 2009 年 6 月 23 日，共回收 7,706 份有效樣本。研究分

析發現，網路新聞和報紙間存有相當的替代性。三成受訪者以瀏覽新聞網站取代

看報紙，統計受訪者在一週內曾經瀏覽過的新聞網站，以「Yahoo!奇摩新聞」佔

80.6%遠高於其他新聞網站，「MSN 新聞」(16.9%)與「聯合新聞網」(16.8%)次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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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從交叉分析發現，有看網路新聞的受訪者，近一週內未購報或從不購報的比

率都有三成左右，而受訪者近一週內沒有看報紙的原因以「看網路新聞」(62.6%)

為最多，其次為「看電視新聞」(49.2%)。「看網路新聞」的受訪者以 35-39 歲的

傾向較高。此結果顯示實體報紙和網路新聞有部份的替代性存在，使得受訪者以

瀏覽網路新聞的方式取代看報紙（創市際市場研究顧問，2009d）。   

  以上資料都指出網路新聞將成為未來趨勢，網路的便利性讓閱聽人改變閱讀

新聞的習慣，也將傳統媒體生存命脈之一—廣告—吸引至網路，這種情形對新聞

產業的衝擊已無法避免，因此許多新聞媒體紛紛朝網路另闢市場，以追求生存空

間。在歷經網路泡沫化之後，網路新聞媒體已有進一步發展，不少傳統新聞媒體

都會在實體報之外，另行發展網路版新聞，這些新聞雖然大多只是實體媒體內容

的電子版，但藉助網路媒體的多種功能，依然有其超越實體媒體的地方。另外亦

有新聞媒體捨棄實體媒體，以網路作為發佈新聞的管道，以節省經營實體媒體的

龐大成本；或有的採多媒體匯流形式，同時跨足多種實體與網路媒體，試圖找尋

不同的媒體發展路徑。 

  當然，網路之興起對新聞業的影響不止於選擇何種平台的問題，一些個人化

及微型化網路媒體的普及亦對新聞專業造成威脅，例如部落格、推特、噗浪等提

供更多方便的網路發聲管道，讓一般人皆可成為新聞資訊提供者，新聞產製不再

必然從屬於大型的新聞媒體組織，記者也不然一定是特定新聞機構的受雇者，包

括晚近流行的公民記者，都在在挑戰了傳統新聞記者的角色以及新聞專業意理

（Barlow，2007；Tremayne，2007；施盈廷，2007）。但以目前階段來看，專業

記者的功能尚未完全被取代，其中主要在於新聞畢竟是一種專業活動的產物，新

聞必須追求正確，因此必須有其專業判斷、確實查證與深入調查，而這些大多須

仰賴專業記者才可能投入大量時間、精力、資源。然而網路媒體出現後，記者也

必須適應網路新聞的特性，例如在多媒體新聞之發展中，由於網路能夠提供許多

連結與非線性過程，包括如何呈現重要資訊、背景資料、新聞價值判斷、如何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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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好的新聞網站等都必須因應網路特性而重新思考與調整（Deuze，2004；Beyers，

2006）。 

  不過，一般而言，網路媒體對閱聽人及新聞的傳播是有益處的，尤其目前許

多新聞網站為了吸引更多人造訪及點閱，所提供的近期新聞仍是屬於免費使用，

網路使用者可同時使用多種新聞媒體，不再受限於擁有實體媒體的數量，更重要

的是，使用者還能藉由新聞網站的檢索功能而找尋自己想要閱讀的資訊，相較於

傳統新聞媒體，新聞網站讓使用者的自主性大為提升，能夠擁有更多的新聞接觸

量及範圍。同樣的，新聞網站不只強化新聞文字的搜尋與流通，對新聞圖像也同

樣賦予更大的可近用性，這些圖像能夠被下載、儲存、複製、傳送、轉貼。如果

說新聞圖像具有提供資訊、詮釋、框架等作用，則透過新聞網站的多種功能，新

聞圖像可能產生的影像傳播不可忽視。 

第四節 從新聞圖像到客家影像 

  本研究將探討新聞網站中的客家新聞圖像，分析客家新聞圖像的符號再現及

論述，以及它們如何建構客家形象。一般來看，客家意像中包含許多具有視覺吸

引力的地方，例如花布、藍衫、紙傘、桐花、圓樓、美食等，這些都帶有鮮明形

象及色彩，很容易在視覺上抓住人們的注意力。事實上，這些客家意像以圖像表

達更勝於文字，文字有時無法傳達出花布的豔麗、圓樓的雄偉、桐花的浪漫，所

謂百聞不如一見，透過照片則能更清楚的將它們展示出來。近來有一些客家形像

與意象之研究（李美華、劉恩綺，2008；林信丞，2008；林彥亨，2003），但最

根本上的形像或意象之呈現可能就是透過圖像直接表現出客家的形貌，一張照片

所說明的東西可能勝過千言萬語，一些特殊的氣氛、美感、氣質等無論使用如何

優秀語詞都很難傳神地表現，但往往透過圖像就讓人心領神會，且能夠在腦海中

停留更長時間，甚或成為重要的記憶線索。 

  客家新聞的報導中也常以新聞照片呈現客家人事物，例如每年義民祭與桐花

祭新聞，總是會有祭典儀式及桐花盛開的攝影相片，讓讀者即使無法親臨現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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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能通過照片而認識與瞭解這些活動的部分現況。新聞圖像能夠輔助文字說明，

以具象方式呈現新聞事件，這種圖像傳播有助於傳遞更鮮明的人物與場景，對客

家而言，也能傳達更多關於客家的資訊，但也同時會形塑客家印象。一方面，讓

讀者透過視覺去領會客家人事物的各種姿態樣貌，以更具體的方式認識客家社會

文化的現象。但另一方面，這種圖像也可能成為刻板印象，對客家賦予固定甚或

僵化的形象。 

  行政院客委會舉辦的「客家新聞獎」設有新聞攝影獎，從歷屆得獎作品中可

看到客家新聞攝影多著重於客家文化特色與彰顯客家精神，例如第一屆：「步步

高昇的校園客語教學」、「聞見客家香：銅鑼鄉杭菊雪祭」、「客家耆老跌三烏」。

第二屆：「末代菸農，何去何從」、「柿子紅了」。第三屆：「洗衣場是消息傳播站」、

「創意好樣客」、「美濃菸農奏起晚安曲」。第四屆：「豐收季節」、「好客闖天下」、

「採茶美嬌娘」。第五屆：「遇見潮客」、「好柿來了」（行政院客委會，2010）。然

而這些只是眾多客家新聞圖像中極少數的新聞攝影，在時下許多新聞媒體特別是

網路媒體裡，還有更多客家新聞圖像正在不斷呈現與流傳。 

  客家的新聞圖像與其他圖像（例如廣告、文宣）不同之處在於，後者有更多

的設計，廣告文宣由於其媒介屬性，本來就易讓人警覺其真實性與誇大性；然而

新聞圖像雖然也有其選擇及框架，卻因被視為新聞的一部分，受到追求新聞正確

與真實之規範，有其操作上的限制，也因而傾向被視為更接近真實，也就是易突

破讀者的戒心而被認為呈現真相，遂因此產生特殊影響力，就此而言，客家新聞

圖像更有其研究的重要性。但也誠如前述，新聞照片只是形似和逼真，卻非完全

的真實，新聞攝影其實隱藏著權力與偏見（Drew，2009；Trivundza，2004），總

是蘊含著觀視者從特定位置的特殊凝視，從而進行著某種界說及判讀。因此本計

畫將分析在當前客家新聞的新聞圖像中，包含著怎樣的解讀及論述，這些客家新

聞圖像如何詮釋及再現客家。 

  行政院客委會「客家新聞獎頒給要點」（中華民國 99 年 1 月 7 日客會傳字



150 
 

 

第 0990000336 號令修正）指出客家新聞的範圍為「有關客家事務或以客家主體

觀點為主之新聞作品」，而所謂「客家事務」，則包括「客家之語言、音樂、戲曲、

信仰、民俗、教育、藝術、美食、服飾、建築，或與客家人之政治地位、社會權

益、經濟營生、社區發展、產業創新等族群相關議題」（行政院客委會，2011）。

本計畫參照客家新聞獎的說明，舉凡屬於上述範圍皆視為客家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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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方法 

  針對客家新聞圖像之探討，本計畫主要使用符號矩形分析與論述分析進行研

究，以下說明研究對象、範圍及分析方法。 

第一節 研究對象 

  由於本計畫旨在探討網路新聞的客家新聞圖像，因此本研究主要從「Yahoo!

奇摩新聞」與「Google 新聞」蒐集客家新聞圖像資料，之所以選擇此二新聞網

站是因為依據前述網路使用調查，「Yahoo!奇摩新聞」是台灣最常被使用之新聞

網站的第一名（創市際市場研究顧問，2009d），而之所以選擇「Google 新聞」

而非排名第二的「MSN 新聞」，是因為「Yahoo!奇摩新聞」與「MSN 新聞」的

新聞來源大多以國內新聞媒體為主，而「Google 新聞」則包含更多中國新聞媒

體的新聞資料。例如筆者在「Yahoo!奇摩新聞」與「Google 新聞」同樣檢索 2010

年 7 月 18 日至 8 月 17 日的客家新聞圖片，「Yahoo!奇摩新聞」共有 39 張圖片，

全部都是出自台灣新聞媒體的資料；但「Google 新聞」則有 370 張圖片，其中

227 張圖片來自中國媒體的資料，143 張圖片源自台灣媒體。因此為了能更廣泛

瞭解兩岸客家在新聞圖像上的呈現，因此選擇以「Google 新聞」及「Yahoo!奇摩

新聞」做為搜尋新聞圖像的對象。 

  「Yahoo!奇摩新聞」的新聞來源包括：中央社、中時電子報、自由時報、TVBS

新聞、聯合新聞網、民視、華視、公共電視、NOWnews、Yahoo!奇摩、客家電

視、中廣新聞網、旺報、卡優新聞網、韓星網、新頭殼 newtalk、壹蘋果、台灣

新生報、軍聞社、中央廣播電台、法新社、教育廣播電台、台灣立報、YourNews、

中央日報、原視、台灣醒報、愛爾達電視、麗台運動報、羅開 Golf 頻道、蓬勃

網球、旅遊經、美通社、大台灣旅遊網、路透社、富比世、商業周刊、天下雜誌、

全國廣播、芝麻開門、環境資訊中心、韓國中央日報、朝鮮日報、以及數種國內

雜誌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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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ogle 新聞」在網站說明中指出該新聞網站是一個利用電腦技術產生新

聞的網站，匯集全球 350 個以上的中文新聞資源，將類似的報導歸類在一起，可

根據讀者的個人化興趣進行顯示。網站上收錄的新聞係經由電腦選取及排序，選

取及排序的依據是各種評估，特別是各報導在線上出現的頻率及出現的網站等。

因此所有報導並不會針對政治觀點或意識型態進行排序。 

  以上兩個新聞網站的新聞資料保留時間最長為一個月，兩個網站皆具有圖片

檢索的功能，本研究從此二網站逐月蒐集一年的客家新聞圖像資料。 

  網路客家新聞圖像的檢索方式如下：逐月（從 2010 年 8 月至 2011 年 7 月）

固定一日（目前為止皆於每月的 17 日）從「Yahoo!奇摩新聞」與「Google 新聞」

收集新聞圖像。檢索時在此二網站的「新聞」項目下透過「進階搜尋」功能，輸

入「客家」關鍵字、時間範圍一個月、並設定「圖片」、以「相關性」及「關聯

性」為排序，搜集客家新聞圖像資料，全部予以下載存檔。 

  抽樣方面以兩部分進行：第一，每月選取排序前十位的圖像資料（因為檢索

時已設定相關性排序）。第二，配合客庄十二節慶（1 月：美濃「迎聖蹟‧字紙

祭」、2 月：苗栗(火旁)龍、東勢新丁粄節、六堆嘉年華、3 月：六堆祈福‧攻炮

城文化祭、「天穿日」台灣客家山歌比賽、4 月：客家桐花祭、5 月：頭份四月八

客家文化節、6 月：雲火龍奇遇記‧三義雲火龍節、高雄市夜合客家文化藝術季、

7 月：歡喜鑼鼓滿客情、8 月：新竹縣義民文化祭、9 月：平鎮客家踩街嘉年華

會、10 月：雲林好客-詔安客家文化節、彰化縣三山國王客家文化節、新竹縣國

際花鼓藝術節、11 月：國姓搶成功、12 月：台東好米收冬祭、客家傳統戲曲收

冬戲。）進行立意取樣。 

  經過一年時間的逐月檢索，發現兩大入口網站的新聞圖像數量很大，特別是

Google 新聞包含大陸客家新聞，因此數量更多。12 個月的新聞圖像數量資料請

見表 3-1。 

 



153 
 

 

 

 

 

 

 

表 3- 1：兩大入口網站客家新聞圖像數量(2010 年 8 月～2011 年 7 月) 

 月份 

 

入口 

網站 

2010/ 

8 

9 10 11 12 2011/ 

1 

2 3 4 5 6 7 小計 總計 

Yahoo!

奇 摩

新聞 

39 42 53 58 55 29 23 45 26 42 16 10 438 

6227 

Google

新聞 
370 408 378 591 571 437 465 524 486 513 449 497 5689 

 

  由於搜尋引擎的檢索機制乃依據新聞內文包含客家兩字，因此這些新聞圖像

中有許多和客家的關聯性並不明顯，可暫不納入本計畫的分析範圍。例如，

2011/7/18 檢索 Google 新聞，有一張圖像（圖 3-1）。該張新聞圖像的內容是警察

在一屋內搜索檢查。這張照片之所以被檢索出來，乃因為該則新聞內文提及這樁

案件的四名死者中有一人是客家人。12
 

 

圖 3- 1：米酒馬錢子釀禍？4 死疑案待查 

（資料來源：中央通訊社 -  2011 年 7 月 6 日） 

  又例如，同樣 2011/7/18 檢索 Google 新聞，有一張新聞照片（圖 3-2），內容

                                                      
12

 該則新聞的內文為：「南投縣警察局信義分局偵查隊也表示，4 名死者除林敬儀是客家人外，

林的妻子王美永及田福容、伍曉珍夫婦都是原住民，原住民並不喝藥酒，警方初步已排除 4 人有

喝藥酒的說法…。」（中央通訊社， 2011.07.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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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一西方女子（TLC 旅遊生活頻道主持人珊曼莎布朗）正在品嘗食物。同理，

此張照片之所以被檢索出來，係因為新聞內文提及珊曼莎收到客家花布包包禮物。

13
 

 

圖 3- 2：珊曼莎嘗皮蛋 「一點也不難吃」 

（資料來源：聯合報 2011 年 7 月 11 日） 

 

  嚴格而言，類似這種新聞照片並非完全不具研究價值，因為它們在新聞文字

與圖像之間建立了與客家的某種連結。從閱聽人的經驗角度來看，在閱讀新聞時

由於新聞事件的性質與人物形象都可能帶給閱聽人特定經驗與潛在影響，因此藏

身於這些新聞內的「客家」，也可能受到這些新聞性質之影響而連帶讓閱聽人產

生特定觀感。不過這些是屬於間接也較隱晦的效果，不若新聞圖片更具有直接與

清楚的影響。再者，如果閱聽人只是瀏覽圖片，而並未進一步去閱讀新聞內文，

則可能也無法注意到其中涉及客家的部分。因此，本計畫將暫時擱置這類新聞圖

像，先針對內容更清楚指涉客家的新聞照片進行分析。 

  其次，由於資料數量龐大，為求分析聚焦，本計畫先針對報導台灣客家的新

聞進行處理，以便更清楚呈現國內客家在新聞圖像中的再現情形。再者，一般閱

聽人面對大量的網路資訊時，常常只能注意初始及明顯的資訊，亦即除非有特定

的興趣與目的，否則閱聽人多注意第一頁與第一層的網頁內容，可能不再進一點

點進第二層以上的網頁。因此，在網頁設計原則上，常要求重要與關鍵資訊，應

該在第一層便出現，以掌握閱聽人的注意力。本計畫為兼顧閱聽人使用網路媒體

的習慣及注意力，亦將優先探討第一頁及第一層次的網頁內容。依據上述說明，

                                                      
13

 該則新聞的內文為：「TLC 旅遊生活頻道主持一姐珊曼莎布朗首度來台，展開北市大街小巷壓

馬路初體驗。她覺得被 CNN 汙名化的皮蛋『一點也不難吃』，但腳底按摩讓她痛得哇哇叫，令

她不敢恭維。……昨天珊曼莎收到花生醬、客家花布包包等禮物……。」（聯合報，2011.07.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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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計畫先選取 133 張新聞圖像進行分析。 

第二節 符號矩形分析 

  本研究主要對家客家新聞中的新聞圖片進行圖像探討，在圖像文本分析部分

主要使用 A. J. Greimas 的符號矩形結構(semiotic square or semantic rectangle)進行

研究。Greimas 的符號矩形係透過文本中符號結構的多重二元關係以解析文本敘

事以及探掘文本蘊含的意義（Greimas，1983，1987）。基本上，必須經由觀察文

本內的符號矩形結構（見圖 3-3）而進行探討。 

 

圖 3- 3：符號矩形 

                

圖 3-3 代表最基本的符號矩形，裡面包含四個要素，各自代表之作用如后：

S1 =肯定項、-S2 =否定項、Ś1 = S1 的矛盾項、-Ś2 = -S2 的矛盾項。分析時必須

探討其中各元素的關係，它們包括以下的關係形態： 

S1—― -S2 與-Ś2—―Ś1 屬於對立關係 

S1—― Ś1 與-S2—―-Ś2 屬於矛盾關係 

S1—―-Ś2 與-S2—―Ś1 屬於含意關係 

  這些關係可以進一步發展成圖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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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4：符號矩形分析架構 

              

  換言之，在符號矩形的理論中，S1 + -S2的對立關係屬於複合項；-Ś2 + Ś1 的

對立關係則屬於中立項；S1 + Ś1 與-S2 + -Ś2 皆屬矛盾關係被稱為基模項；而-Ś2 + 

S1 與 Ś1 + -S2 同屬含意關係被視為指示項。以上是符號矩形的基本運作邏輯，在

實際進行分析時，可以不斷發展而解說文本內更多層次的意義。  

  在分析探討符號矩形之際，還可以對敘事結構內的主體及其壯態轉變進行探

討（Greimas，1983；林志明，2004），Greimas 提出敘事中三種二元對立的行動

位置(actant)模型：主體∕客體、發者∕受者、助手∕對手。主體包含四個模態：

願意、應該、能夠、知道。其次，敘事可包含兩種過程：第一，(E1→T→E2)，

指由狀態 1（E1）轉變（T）成狀態 2（E2）。這種敘事代表某種世界觀，從一個

既定的初始狀態為起點，轉變及發展而達到另一個終點狀態。第二，(T1→E→

T2)，指從轉變 1（T1）經由狀態（E）再達到轉變 2（T2）。這種敘事著重一種

不斷變化流轉的世界觀。在敘事狀態方面，陳述可以從主體和客體的連結關係

(junction)（或不連結關係(disjonction)），發展成主體和客體的不連結關係（或連

結關係）。連結關係(conjunction)以 S∩O 表示，不連結關係(disjunction)以 S∪O

表示。再者，當陳述轉變功能(F transformation)時（也就是造成主客體間關係轉

變）則以 F transformation(S, O)表示。因此對連結與不連結狀態的陳述分別為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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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兩種：(1)相連結狀態：PN＝F｛S1→(S2∩O)｝，(2)不連結狀態：PN＝F｛S1

→(S2∪O)｝。 

  第四章將從客家新聞圖像去進行上述分析，探討圖像敘事中所隱含的矩形結

構以及相關主體的狀態轉變。 

 

第三節 圖像論述分析 

  圖像論述關注影像多層次的意涵，在影像的表面訊息之下解讀各項圖像組成

部分之間的關係以及圖像內部脈絡與外部脈絡的關聯性，因此著重圖像構成、視

覺意義及視覺效果之間的聯繫，並以文本、互文性、脈絡逐步分析圖像意義的建

構及發展過程（Rose，2001）。因此除了符號矩形分析外，本計畫將輔以論述分

析(discourse analysis)（Fairclough，1995；Gamson，1992；Gamson & Modigliani，

1989），以協同說明新聞影像的內含意義。 

  本研究所探討之新聞圖像不僅限於攝影，包括漫畫及圖表皆屬之，多數新聞

圖像有其圖說，以簡要說明圖像內容及重點，這些圖說有其提示功能，對圖像意

義之形成產生認知及判斷上的影響，本研究以分析新聞圖像為主，但也會參照圖

說來分析新聞圖像之論述，探討圖像及圖說之互動對新聞圖像敘事的形塑。 

  本研究先從前述新聞網站檢索客家新聞圖像，將所有圖像進行分類，區分所

有類別之新聞圖像主題，並歸納每一類別新聞圖像的主要構成，探討各組成之間

的關係，以及所提供的觀看位置。圖像的意義不僅限於表面結構，必須深入不同

層次之訊息成分及其形成的網絡以瞭解圖像的意義與指涉，並透過相關圖像的對

比及參照而分析圖像文本的意義產製策略，以呈現新聞圖像之影像實踐的主要方

式。  

  以下第四章先進行符號矩形分析，第五章再進一步從符號矩形分析結果，進

行圖像論述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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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客家新聞圖像的符號矩形 

  為便於分析，本研究將新聞像進行分類，為了能夠聚焦於客家，且能涵蓋客

家各領域，因此將新聞圖像分成十一類：客家美食、客家空間聚落、客家節慶、

客家桐花祭、客家音樂戲劇、客家休閒產業、客家學術活動、客家語言、客家政

治、客家藝文（非戲劇音樂）、全國客家日。以下各節分別針對十一項種類進行

符號矩形分析，先列出主要新聞圖片，包括資料來源及網頁上的圖說文字。再進

一步解讀圖像內容，描述圖像意涵，最後依據 Greimas 的符號矩形分析原則，繪

出每一類新聞圖像的矩形結構。並說明其內容。 

第一節 客家美食新聞圖像符號矩形分析 

  由於客家美食新聞圖像數量很多，並且包含不同主題，本研究將客家美食進

一步區分為三小類：一般的客家美食、天穿日∕千斤大甜粄、美食競賽。其中「天

穿日∕千斤大甜粄」係屬於客家重大節日的重要美食，因此予以獨立分析。下面

的表 4-1 分析一般客家美食。 

 

表 4-1：客家美食（一）新聞圖像

編

號 

新聞圖像 資料來源 圖說14
 圖像意涵 

1 

 

Yahoo 

News 

【好吃大樹下】

芒果樹下客家

菜！薑絲大腸 

酸脆夠味 

TVBS - 7 月 31

日 07:24 下午 

薑絲大腸 

傳統 

美味 

庶民飲食 

字幕顯示作工繁複（還要

炊還要讓它蒸過），意味

                                                      
14

 圖說指新聞圖像外的文字說明，此處僅列出網頁第一層的文字說明，此係基於第一層的顯著

性及最大觸及性。如新聞圖像內包含字幕，則在此欄內以「影像字幕」標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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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像字幕： 

上：好吃大樹下 

右：芒果樹下客

家美味 

下：還要炊還要

讓它蒸過） 

著精緻化，並非簡易作

法。 

2 

 

Yahoo 

News 

客家味年菜 

「燉圓蹄」圓滿

又長壽 

東森新聞 - 1 月

22 日 上午

11:30 

（影像字幕：蹄

膀肉鮮嫩 豬

皮多膠質口感

Q） 

肥腴的豬蹄膀 

豐饒、富足 

傳統 

庶民美食 

美味 

油膩 

有礙健康 

字幕以「多膠質」突顯健

康價值，減弱其高脂、不

健康食物的形象。 

3 

 

Yahoo 

News 

【一步一腳印】

硬頸老爹拚經

濟 客家米食享

譽國際 

TVBS - 3 月 06

日 下午 10:46 

（影像字幕： 

右：硬頸老闆拚

經濟。 

竹篾上放置米食製品，各

式麻糬、發糕。 

傳統 

庶民 

創新 

美味 

多樣（外觀與顏色） 

字幕突顯與客家「硬頸」

精神的關聯。強調食品內

http://tw.wrs.yahoo.com/_ylt=A3eg.8gIfIFNqWUAUSiG1gt.;_ylu=X3oDMTB2M3M0NDBkBHBvcwMxMgRzZWMDaW1hZ2UEY29sbwN0dzEEdnRpZAM-/SIG=13gpc0e2h/EXP=1300360328/**http:/tw.news.yahoo.com/photo/url/d/i/110122/142/20110122_4284301/20110122_4284301.jpg.html
http://tw.wrs.yahoo.com/_ylt=A3eg.8gIfIFNqWUASyiG1gt.;_ylu=X3oDMTB1MGI5NjA4BHBvcwM2BHNlYwNpbWFnZQRjb2xvA3R3MQR2dGlkAw--/SIG=13e1e4cvb/EXP=1300360328/**http:/tw.news.yahoo.com/photo/url/d/i/110306/8/20110306_4378707/20110306_4378707.jpg.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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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生產東西都

包含在裡面。） 

容豐富（生產東西都包含

在裡面） 

4 

 

Yahoo 

News 

客家菜變口味 

不失傳統勤儉

風 

中央社 - 3月 24

日 下午 05:09 

客家封肉（搭配綠色蔬

菜） 

傳統 

庶民 

豐饒 

肥腴 

美味 

以綠色蔬菜降低油膩感 

5 

 

Yahoo 

News 

濃濃客家味！

木瓜粄當早餐 

內行人愛 

TVBS - 4 月 05

日 上午 11:44 

（影像字幕： 

上：內行美食 

下：濃濃客家

味！木瓜粄當

早餐 內行人

愛） 

煎木瓜粄 

傳統 

庶民 

罕見 

新奇 

節儉 

必須靠字幕提示。「內行

人愛」可能意味並非屬於

大眾口味。 

6 

 

Yahoo 

News 

〈獨家〉客家麵

日賣 500 碗 座

位需抽號碼牌 

TVBS - 5 月 16

客家麵 

傳統 

庶民 

樸素（食物外觀與碗的樣

http://tw.wrs.yahoo.com/_ylt=A3eg.nWhYapNDwUAeh.G1gt.;_ylu=X3oDMTB1aTI0cDNrBHBvcwM5BHNlYwNpbWFnZQRjb2xvA3R3MQR2dGlkAw--/SIG=13enj3f0c/EXP=1303040545/**http:/tw.news.yahoo.com/photo/url/d/i/110324/5/20110324_4421495/20110324_4421495.jpg.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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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下午 06:52 

（影像字幕：客

家麵日賣 500 碗 

座位需抽號碼

牌） 

式） 

字幕突顯該食物廣受歡

迎，意味屬於美食。 

7 

 

Google 

News 

六月到高雄做

「客… 

自立晚報- 

一桌豐盛的美食料理 

美食奇觀（高度視覺吸引

力） 

美味 

精緻 

盛宴 

價格不斐 

8 

 

Google 

News 

玉里客家美食 

來 

 

大台灣旅遊網 

客家鑲豆腐 

傳統 

精緻 

美味 

庶民 

 

 

Google 

News 

客家年菜宅配

到家 客家料理

菜脯雞 

大台灣旅遊網 

- 2011 年 1 月 28

日 

客家菜脯雞 

傳統 

美味 

庶民 

豐饒 

左側一根調羹從碗內撈

起一塊雞肉，似欲邀請讀

者品嘗。 

http://tw.tranews.com/Show/Style1/News/c1_News.asp?SItemId=0271030&ProgramNo=A000001000005&SubjectNo=3237530
http://tw.tranews.com/Show/Style1/News/c1_News.asp?SItemId=0271030&ProgramNo=A000001000005&SubjectNo=32448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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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Google 

News 

中科道地的客

家美... 

大台灣旅遊網 

客家桔醬白斬雞 

傳統 

美味 

庶民 

豐饒 

圖

像

敘

事 

各式客家料理，包含傳統的、創新的、新奇的、一部分著重養生與精緻的發

展。客家料理從節儉務實到美食走向，成為具特殊風格及魅力的一種美食。 

  

http://tw.tranews.com/Show/Style1/News/c1_News.asp?SItemId=0271030&ProgramNo=A000001000005&SubjectNo=32468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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矩

形

分

析 

(1) 

   

                              

                        

 

 

 

 

 

 

                

客家料理本屬庶民取向的平常

飲食，又因族群特殊歷史（遷

徙、山居、農耕、勤儉）而在食

物上著重鹹肥香、易醃製保存之

傾向。這些特性隨著時代變遷、

經濟條件改善、健康概念盛行，

已有配合時代的轉變發展。一方

面，仍強調傳統的特殊風格，另

一方面，則加入現代飲食的觀念

與作法。同時，也為了推廣及提

高家料理的地位及形象，部分也

轉而突顯精緻與華麗的料理潛

能。 

說

明 

敘事模態： 

（S∩O）→（S∪O）（S∩O） 

S：客家 O：節儉飲食。 

 

  這裡的狀態轉變是客家從過去著重節儉飲食（客家與節儉飲食的連結

關係）轉變成追求豐盛美饌（客家與節儉飲食的不連結關係），但又同時保

留一些傳統料理特色（客家與節儉飲食的連結關係）。 

  從符號矩形來看，這裡呈現客家飲食追求豐儉合宜的適度發展，既非

過去被認為過度節儉的慳吝，亦非講究鋪張排場的浪費，也不是奢儉無度、

亂無章法。 

  客家客家飲食之當代發展足以反映現代消費文化的影響，其中涉及地

方產業發展、客家族群地位轉變、以及文化中介者的策略運用，已開發出

S1 and 2

−S2 and 

儉 奢

非奢 非儉

無度

慳吝

適度

浪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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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種台灣地方食品的文化經濟（賴守誠，2008a，2008b，2008c，2010a，2010b；

賴守誠、林明，2010），在媒體報導中，有關客家美食之新聞也有顯著發展，

反映出客家飲食晚近演變所著重的面向（賴守誠，2008c，2008d；賴守誠、

謝宜秦，2010）。整體而言，可認為客家飲食朝向一種現代化與精緻化的消

費文化，在強調文化特色之餘，力圖開發及提高其中的經濟價值。因此，

客家飲食必須不能完全遵循傳統；雖然有時仍以古早味或原汁原味為號

召，但必須迎合現代人的口味與飲食觀念，進行某些調整。然而又不能失

去據以號召的客家特色，因而融合了簡單與豐盛的飲食風格。   

矩

形

分

析 

(2) 

 

 

 

 

 

 

 

 

 

貧窮→富足  粗陋→精緻 

客家料理的圖像中呈現出食材

豐富多樣、菜色琳瑯滿目，料理

方法部分強調依循古法，堅持傳

統；另有些則著重靈活變化、時

尚創新。 

說

明 

敘事模態： 

（S∪O）→（S∩O） 

S：客家 O：精緻養生飲食。 

 

從另一方面來看，這些美食圖像也反映出客家族群已從過去貧窮轉而更為

富足，因此飲食也從過去的粗陋轉變成精緻，所以狀態轉變是從不連結關

係（客家飲食不屬於精緻養生飲食）轉變成連結關係（客家飲食能發展出

精緻養生飲食）。而在這種轉變下，客家飲食已擺脫貧窮階級的飲食消費，

S1 and 2

−S2 and 

簡樸 豐美

粗陋 豪華

中產階級

貧窮

暴發戶

富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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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也未變成暴發戶式的浪費無度；而是走向中產階級化，並有部分轉化成

富豪階級的品味，例如表 4-1 圖像 7 便呈現一桌豐盛的美食料理，成為一種

美食奇觀（具有高度視覺吸引力），令人覺得屬於多種美味佳餚的盛宴，且

應價格不斐。 

 

   2011 年的天穿日，新聞報導南投客庄居民製作出特大型甜粄，並要申請金

氏世界紀錄。甜粄作為一種客家食物並不新奇，但以超大型甜粄面世便具有特殊

意義，特別能夠吸引媒體的注意，也意味著想要傳達特殊訊息。因此表 4-2 分析

千斤大甜粄的一系列新聞圖像。 

 

表 4-2：客家美食（二）天穿日∕千斤大甜粄新聞圖像  

編

號 

新聞圖像 資料來源 圖說 圖像意涵 

1  

 

Yahoo 

News 

千斤客家大甜粄 

中央社 - 2 月 19

日 下午 07:59 

多人調製巨大客家

甜粄 

客家美食的奇觀化

（強化視覺刺激） 

非凡的 

熱鬧的 

慶典的 

合作的 

2  

 

Yahoo 

News 

客家千斤大甜粄 

申請金氏紀錄 

民視 - 2月 20日 

下午 02:01 

多人調製巨大客家

甜粄 

客家美食的奇觀化

（強化視覺刺激） 

http://tw.wrs.yahoo.com/_ylt=A3eg.8qqe4FN028ATX2G1gt.;_ylu=X3oDMTB2N2phbXU5BHBvcwMxMQRzZWMDaW1hZ2UEY29sbwN0dzEEdnRpZAM-/SIG=13eon156u/EXP=1300360234/**http:/tw.news.yahoo.com/photo/url/d/i/110219/5/20110219_4343871/20110219_4343871.jpg.html
http://tw.wrs.yahoo.com/_ylt=A3eg.8qqe4FN028AU32G1gt.;_ylu=X3oDMTB2OWN2anZtBHBvcwMxNwRzZWMDaW1hZ2UEY29sbwN0dzEEdnRpZAM-/SIG=13f380co0/EXP=1300360234/**http:/tw.news.yahoo.com/photo/url/d/i/110220/11/20110220_4344966/20110220_4344966.jpg.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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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像字幕：客

家 天穿日 感念

女媧補天奉獻） 

非凡的 

慶典的 

熱鬧的 

合作的 

字幕提示甜粄與女

媧補天的關係。 

3  

 

Yahoo 

News 

國姓全國客家日

千斤大甜粄揭粄 

中廣 - 2月 22日 

下午 06:35 

多人圍觀巨大客家

甜粄 

客家美食的奇觀化

（強化視覺刺激） 

非凡的 

慶典的 

熱鬧的 

裝甜粄之圓型器具

外圍以花布，強化

客家意象。 

4  

 

Yahoo 

News 

吃平安！千斤客

家甜粄 申請金

氏紀錄 

TVBS - 2 月 22

日 下午 02:19 

（影像字幕：吃

平安！千斤客家

甜粄 申請金氏

紀錄） 

眾人圍觀巨大客家

甜粄 

客家美食的奇觀化

（強化視覺刺激） 

非凡的 

慶典的 

熱鬧的 

舉世無雙的（金氏

紀錄） 

http://tw.wrs.yahoo.com/_ylt=A3eg.8qqe4FN028AXn2G1gt.;_ylu=X3oDMTB2YTR0YjdqBHBvcwMyOARzZWMDaW1hZ2UEY29sbwN0dzEEdnRpZAM-/SIG=13eiap9r7/EXP=1300360234/**http:/tw.news.yahoo.com/photo/url/d/i/110222/1/20110222_4350348/20110222_4350348.jpg.html
http://tw.wrs.yahoo.com/_ylt=A3eg.8qqe4FN028AYH2G1gt.;_ylu=X3oDMTB2dHQxZ2tjBHBvcwMzMARzZWMDaW1hZ2UEY29sbwN0dzEEdnRpZAM-/SIG=13egs0955/EXP=1300360234/**http:/tw.news.yahoo.com/photo/url/d/i/110222/8/20110222_4349834/20110222_4349834.jpg.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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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Yahoo 

News 

千斤大甜粄 慶

祝客家「天穿日」 

蘋果日報 - 2 月

23日 上午 06:30 

眾人圍觀巨大客家

甜粄 

客家美食的奇觀化

（強化視覺刺激） 

非凡的 

慶典的 

熱鬧的 

6  

 

Google 

News 

南投 千斤客家

甜... 

華夏經緯 

多人調製巨大客家

甜粄 

客家美食的奇觀化

（強化視覺刺激） 

非凡的 

慶典的 

熱鬧的 

合作的 

裝甜粄之圓型器具

外圍以花布，強化

客家意象。 

圖

像

敘

事 

天穿日，客家人將傳統客家甜粄製作成超大型、具有視覺震撼性的甜粄。並

申請金氏記錄，創造客家美食的世界性記錄。把傳統平常的客家食品轉變成

具有吸引力、著重視覺效果的美食展示。 

http://tw.wrs.yahoo.com/_ylt=A3eg.8qqe4FN028ATH2G1gt.;_ylu=X3oDMTB2OWpnM3A5BHBvcwMxMARzZWMDaW1hZ2UEY29sbwN0dzEEdnRpZAM-/SIG=13gq1ikf6/EXP=1300360234/**http:/tw.news.yahoo.com/photo/url/d/i/110223/143/20110223_4351707/20110223_4351707.jpg.html
http://huaxia.com/jjtw/dnsh/2011/02/230416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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矩

形

分

析

(1) 

S1 and 2

and 

普通/常態 巨大/世界紀錄

微不足道 特殊/異常

追求奇觀

不被注意

無價值

引人注目

 

小→大  

不只是特大，而且大到能夠

申請金氏紀錄，其代表首屈

一指，引人注目。客家甜粄

（美食）除了是尋常食物之

外，也可轉變成令人驚歎稱

奇、不得不注意的事物。 

 

說

明 

敘事模態： 

（S∪O）→（S∩O） 

S：客家 O：世界紀錄的食物 

 

客家傳統飲食是屬於庶民的家常飲食，不需競逐世界紀錄，如果過去存在世

屬於世界紀錄的飲食，也是在族群文化中自然生成。但在千斤大甜粄的新聞

圖像中，明顯可見刻意製造出令人驚奇的效果，特別是表 4-2 圖像 4 的字幕

「千斤客家甜粄 申請金氏紀錄」清楚指出製造這個甜粄的意圖。因此這項

敘事的狀態轉變是從不連結關係（客家並未追求世界紀錄的食物）轉變成連

結關係（客家追求世界紀錄的食物）。從過去只是日常普通飲食，轉變可能

成世界紀錄的巨大食物，當然其目的是在引起社會注意，如此一來，客家甜

粄不再只是微不足道或不受注意的東西，而是特殊的、異常的，甚至屬於奇

觀的龐然大物，製造吸引注意力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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矩

形

分

析

(2) 

S1 and 2

−S2 and 

傳統 現代

非現代 非傳統

創新

守舊

另類

革命

 

傳統→現代 

申請金氏世界紀錄。 

客家選擇創新，而非其他三

種，意味著客家追求（欲求）

被肯認、地位∕利益的提

升。 

說

明 

敘事模態： 

（S∪O）→（S∩O）（S∪O） 

S：客家 O：傳統 

 

另一方面，申請金氏世界紀錄可視為一種現代主義的思維與行動，追求舉世

無雙、獨步全球的壯舉，具有睥睨世界、超越一切的非凡心態。這應該是傳

統農村居民少有的心理。因此狀態轉變是從客家與傳統的連結關係轉變成不

連結關係。而在符號矩形中，亦反映出客家不再只是守舊，但也沒有走向革

命，而是追求創新。在創新裡，必須適度揚棄某些老舊思維，但也不能全然

拋開傳統，而是揉雜著傳統與現代，也就是符號矩形中傳統與現代的複合項。 

 

   客家料理的新聞中有一類是美食競賽新聞，這類新聞顯示客家飲食試圖走

向活絡創新，表 4-3 分析相關新聞圖像建構的意義。 

表 4-3：客家美食（三）美食競賽新聞圖像  

編

號 

新聞圖像 資料來源 圖說 圖像意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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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Yahoo 

News 

客家美食冠軍婆媳檔 

全家美食通 

民視 - 12 月 06 日 上

午 12:01 

（影像字幕：客家美

食冠軍婆媳檔 全家

美食通） 

婆媳二人著白廚袍，婆婆手

持獎座。媳婦一手持食物，

另一手豎起大拇指。後方海

報寫有料理故事。 

技藝傳承 

榮譽 

穿著西式廚袍，意味接受西

式觀念。 

2  

 

Yahoo 

News 

客家料理廚王大賽 

88 歲阿婆拿亞軍 

TVBS - 12 月 18 日 

下午 07:21 

（影像字幕： 

上：食況轉播 

下：亞軍廚王 廖劉桃

鑾 客家料理廚王爭

奪賽 88 歲阿婆拿亞

軍） 

一老婦著白袍白帽，接受媒

體訪問。 

字幕顯示該主角為客家料理

比賽亞軍，且已 88 高齡。 

老輩傳統手藝 

榮譽 

穿著西式廚袍、廚帽，意味

接受西式觀念。 

 

3  

 

Yahoo 

News 

高雄客家美食比賽 

冠軍手藝六合夜市邀

您嚐 

大台灣 - 6 月 19 日 

11:31 下午 

五位身著白袍的廚師或評審

列站於各式食物及烹飪器具

的鋪著白布的長桌前。 

左下方桌面有一筆記及筆

（意謂著詳細記錄、嚴謹）。 

四位廚師後方有一類似飯店

侍者或工作人員（意味慎

重、正式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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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內、右上方天花板有吊

燈、後方牆上有壁燈。後方

海報呈現活動主題。右側有

一手持攝影機（意味正式、

公開）。 

精益求精 

進步 

推陳出新 

精緻化 

時尚化 

現代化 

改造傳統 

改良 

創新 

4  

 

Yahoo 

News 

2010全國客家美食選

拔賽即將展開 

大台灣 - 7 月 17 日 

10:14 下午 

數位人士正在進行說明。背

後海報呈現活動主題。 

客家花布（桌面、後牆） 

下方有一明顯人頭背影（顯

示拍攝者可能非專業人士） 

人物穿著及整體氣氛有種半

正式性。 

5  

 

Yahoo 

News 

2010全國客家美食比

賽情形熱烈 

大台灣 - 8 月 12 日 

05:25 下午 

室外帳蓬下。 

五人並列而立桌前，中間一

人帶手套持一盤食物。 

右下方桌上有一小型瓦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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爐。 

右上方有一牌示「客家創意

組」。 

穿著及情境有休閒意味。 

6   

 

 

 

Yahoo 

News 

全國客家美食比賽成

績揭曉 媽媽味道奪

冠 

NOWnews - 8月11日 

04:18 下午 

三位著白袍男士立於擺放食

物的桌前、手持筆記低頭討

論與試吃。 

桌上各盤食物皆有號碼牌

示。 

後方情景顯示該地為寺廟。 

後方人群中數人頭戴客家花

布。 

左邊男士後面有一女義交。 

競賽場合，正式隆重。 

評審們認真評審。 

7  

 

Yahoo 

News 

客家美食大賽 52 隊

拚廚藝 

自由 - 8 月 12 日 

04:11 上午 

四位戴花布頭巾與著花布圍

裙的女士正在製做客家豬籠

粄。 

前方竹篾擺滿豬籠粄。 

後上方海報寫著客家美食。 

後方情景顯示該地為寺廟。 

四位主角顯示應為中年媽媽

級人士。 

傳統手藝 

媽媽的味道 

http://iservice.libertytimes.com.tw/IService3/newspic.php?pic=http://www.libertytimes.com.tw/2010/new/aug/12/images/bigPic/84.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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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切 

自然（手工製作） 

合作（四人一起工作） 

8  

 

Yahoo 

News 

客家廚王爭霸戰 百

萬獎金有請高手 

台灣醒報 - 11 月 10

日 下午 06:22 

左方為客委會主委及一位戴

白高帽廚師。 

右方為去年「客家創意美食

大賽」國際組冠軍 88 歲的廖

劉桃鑾及其媳婦。二人身著

白色廚袍。 

前方三位年輕少女，身穿小

可愛，著客家花布裙。手持

活動海報，海報上寫有比賽

總獎金 100 萬元。 

圖片中間為一架，上置數盤

食物。 

全國客家盛事 

隆重 

精采 

流行時尚 

傳承（婆媳） 

圖

像

敘

事 

客家料理經由競賽而催發出符合時代潮流的轉變，介中因素（客委會及相關主辦單

位）使客家料理由過去簡樸的小吃型態轉變為較豪華精緻的高級宴席，或在傳統料

理中加入創新元素。這些美食競賽活動促使客家料理精益求精，也符合當代的流行

時尚走向，意圖在客家料理上面增加更多精緻性與現代性的符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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矩

形

分

析 

S1 and 2

−S2 and 

改良 守舊

非守舊 非改良

傳統再造

求新求變

自由發揮

墨守成規

                     

傳統→現代 

簡樸→精緻 

比賽：進步、活絡、能見度增加。 

客家美食的發展藉由競賽而注入

更多動能，包括添加外來元素與

轉變料理方式，在內容與形式上

都不只是全然複製既有模式。 

說

明 

敘事模態： 

（S∩O）→（S∪O）（S∩O） 

S：客家 O：傳統作法 

 

在美食競賽的圖像敘事中，相當清楚地傳達出一種追求創新與改良的訊息，競賽活

動使得參與者必須推陳出新，不能固守老舊思維與做法，所以是從客家與傳統作法

的連結關係，過渡到不連結關係，但由於客家料理要維持族群特色，並以之作為訴

求之一，便不能完全推翻以前的方法，因為在追求改良中仍要保有某些傳統特徵，

所以在過渡為不連結關係之際，又維持著連結關係。反映於符號矩形中，便是朝向

求新求變與傳統再造，而非墨守成規或自由發揮（此處意指完全揚棄傳統）。 

  

第二節 客家空間聚落新聞圖像符號矩形分析 

  雖然本計畫主要分析的新聞圖像為國台灣客家，但由於部分國外客家圖像可

做為對比國內客家發展，因此表 4-4 包含幾張國外客家照片，編號 5, 10, 11 照片

分別是大陸、馬來西亞及印度的客家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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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4：客家空間聚落新聞圖像 

編

號 

新聞圖像 資料來

源 

圖說 圖像意涵 

1 

 

Yahoo 

News 

高雄市新客家文化

園區 即日起招租 

NOWnews - 8 月 24

日 07:21 下午 

文化園區 

仿圓樓建築 

突顯傳統意象 

仿古 

創新 

現代化 

旅遊景點 

現場無人，予人一種

僻靜之感。 

2 

 

Yahoo 

News 

都會客家園區 高雄

風光開幕 

民視 - 11 月 02 日 

下午 03:01 

（影像字幕：全國首

座都會型客家園區 

高雄開幕） 

仿圓樓建築的遠景 

突顯傳統意象 

字幕顯示該建築為

全國首座都會型客

家園區。 

仿古 

現場無人 

創新 

現代化 

旅遊景點 

3 

 

Google 

News 

佳冬楊氏宗祠 太極

池修復 

聯合新聞網 

傳統建築的遠景，一

叢灌木遮注該建築

的正門。建築型式顯

http://tw.news.yahoo.com/photo/url/d/i/101102/11/20101102_4078968/20101102_4078968.jpg.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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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其具有地位與重

要性。 

前為太極圖樣的荷

花池。 

有一些遊客在建築

物前面。 

傳統 

古蹟 

歷史光榮 

農村 

旅遊景點  

4  

 

 

 

Yahoo 

News 

東勢客家文化園區

附近凌亂 影響園區

觀瞻 

NOWnews - 7 月 30

日 04:01 下午 

路旁雜草叢生 

欠缺管理 

不受重視 

不被歡迎 

5 

 

Google 

News 

客家風貌的形成與... 

新浪網 

圓樓遠景 

傳統 

雄壯 

穩固 

古蹟 

歷史光榮 

農村 

旅遊景點  

http://book.sina.com.cn/news/c/2010-12-01/1149280633.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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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Google 

News 

苗栗客家文化園

區… 

大紀元時報-澳洲版 

一男士在室內對著

玻璃櫃內園區建築

模型。建築模型為現

代型式。 

創新 

現代 

7 

 

Google 

News 

苗栗「客家大院」… 

聯合新聞網 

園區道路，兩旁樹木

林立。 

郊區 

旅遊景點  

8 

 

Google 

News 

暢遊舊山線及三

義… 

自立晚報 

仰角。一棟小屋座落

於山林間。 

鄉野 

清新 

化外之境 

遠離塵囂 

遊憩 

9 

  

Google 

News 

新竹／水岸地中

海… 

聯合新聞網   

俯角。一棟小屋座落

於山林間。 

屋外小路圍繞 

鄉野 

清新 

化外之境 

遠離塵囂 

遊憩 

http://udn.com/NEWS/DOMESTIC/DOM3/5745900.shtml
http://www.idn.com.tw/news/news_content.php?catid=4&catsid=5&catdid=7&artid=20100727rich001
http://money.udn.com/house/storypage.jsp?f_MAIN_ID=415&f_SUB_ID=4059&f_ART_ID=2152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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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Yahoo 

News 

馬國客家大伯公墓

地 

中央社 - 5 月 07 日 

上午 11:19 

三座伯公墓地 

傳統 

鄉野 

作古前人 

緬懷祖先 

11 

 

Yahoo 

News 

印度客家 展望將來 

中央社 - 5 月 08 日 

下午 12:39 

遠景。殘破屋頂 

傳統 

老舊 

落後 

貧困 

不被重視 

12 

 

Yahoo 

News 

營造客家聚落 新豐

拚觀光 

自由 - 12 月 02 日 

上午 04:11 

傳統三合院前廣場 

前方為新竹縣新豐

鄉長徐茂淦，一手抬

起指向背後三合

院，似有邀請之意。 

傳統 

古蹟 

農村 

旅遊景點  

圖

像

敘

事 

  客家聚落多處於農村地區，目前傳統建築與居住空間成為一種文化遺

產，著重維修保存與開放觀光。一部分強調維持傳統原貌，另一部分則加入

現代元素、發展新風貌。二者皆強調建構出對空間美感體驗的消費意義。 

一、對既有鄉村型空間的改造與轉化，使其在保有傳統之餘，也增加旅遊價

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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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創造一個原本不存在的新模擬空間，結合仿古與現代科技，建構一種觀

賞價值大於實用價值、但兼具典藏功能與休閒功能的旅遊消費空間。 

日常生活→遊憩 

住宅→觀光景點 

真實→模擬 

矩

形

分

析

(1) 

S1 and 2

−S2 and 

住宅 景點

非景點 非住宅

對他者生活
的凝視/消費

日常生活

不被侵擾的
空間

旅遊觀光

 

   

原本屬於人們日常生活

的居宅成為觀光景點。

客家聚落及建築空間從

日常生活領域轉變成具

有美學意義及文化保存

價值的對象，並被賦予

觀賞遊憩的功能。 

說

明 

敘事模態： 

（S∩O）→（S∪O） 

S：客家 O：純民宅 

 

在晚近的客家文化推動中，客家傳統建築風格已成為表彰客家文化的重要核

心要素之一，因此傳統民居不再只是功能性的建築，轉而成為具有文化象徵

的空間展演，也進一步成為蘊含觀光價值的地方，在此展示客家人與土地、

建築、空間之間的互動，據以傳達客家文化內涵。這些傳統建築或許部分仍

有人居住，但更重要的是它們可作為被觀光凝視的對象，已成為一種旅遊消

費中的客體（Urry，1990），因此，這裡的狀態轉變是從客家與純民宅的連

結關係變成不連結關係。既然已成為觀光旅遊的凝視及賞玩對象，便免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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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須接受遊客及一些文化中介人士的品頭論足及侵擾，或被要求進行維護與

保存，被期待展演出符合人們對客家的想像。 

矩

形

分

析

(2) 

S1 and 2

−S2 and 

實際生活空間
（傳統聚落）

仿古/模擬空間
（文化園區）

非模擬 非實際生活

真實與擬像
界線模糊

真實

異類空間

擬像

 

   

  從屬於實際生活空

間的傳統聚落，到建構

結合仿古及現代科技的

文化園區。過去日常生

活的空間與建築（歷經

長時間的演變）被擬

仿、改造、裝修，意圖

成為一種類似時空膠囊

的文化保存空間，也有

如客家的諾亞方舟。 

說

明 

敘事模態： 

（S∩O）→（S∪O） 

S：客家 O：實際生活空間 

 

在台灣的客家新聞圖像中，在空間聚落方面，最具奇觀效果的應屬一些客家

文化園區，這些園區之興建所費不貲，通常佔地廣闊、精心規劃，也強調文

化展示的經濟價值，希望能夠吸引遊客到訪。文化園區主要模擬客家生活文

化，設計出一種能夠演說客家的空間文化，然而這種模擬並非全然仿古，還

必須添加現代美學與科技元素，以使園區得以能滿足現代消費者的品味。因

此這些空間看似再現傳統客家生活空間，實則是一個現代化的展演空間，因

此狀態轉變是從客家與實際生活空間的連結關係（S∩O）轉變成不連結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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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S∪O）。文化園區作為一個文化保存與展示空間，是一種真實與擬像的

結合。 

 

第三節 客家節慶新聞圖像符號矩形分析 

  近年來客家相關節慶日益增加，表 4-5 針對較重大的節慶（例如，客家嘉年

華、火旁龍、攻炮城、義民祭、桐花祭等）進行分析。 

 

表 4-5：客家節慶新聞圖像 

編

號 

新聞圖像 資料來源 圖說 圖像意涵 

1  

 

 

Yahoo 

News 

泰安客家美食

文化節 11 月 6

日清安豆腐街

登場 

大台灣 - 11 月

04 日 上午

09:34 

前排蹲著一群戴面具

者，手持彩球。（從新聞

內文來看，應是當地縣

府舉辦豆腐代言娃娃創

意秀） 

後排幾個人（似政治人

物或在地重要人士）舉

起大姆指。 

後面海報呈現活動主題

「泰安客家美食文化

節」 

創意 

趣味性 

活潑 

官方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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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Yahoo 

News 

2010 客家踩街

嘉年華 平鎮

市民全員動起

來 

大台灣 - 9 月

25 日 下午

11:44 

群眾簇擁著大型麒麟偶

像行走於街頭。 

麒麟偶像前有人敲鑼打

鼓。 

（新聞內文說明桃園縣

平鎮的地圖像是麒麟） 

熱鬧 

趣味 

創意 

（圖像內容與客家無

關） 

3  

 

Yahoo 

News 

台北客家嘉年

華（1） 

中央社 - 10 月

24 日 下午

04:39 

一群兒童著花布圍裙及

頭巾、肩挑扁擔行走於

街頭。 

熱鬧 

創意 

可愛 

純真（兒童） 

傳統 

傳承 

4  

 

Yahoo 

News 

台北客家嘉年

華（3） 

中央社 - 10 月

24 日 下午

04:39 

兩隻神豬，前面堆滿祭

祀用品。民眾在一旁活

動。 

傳統 

奇觀 

http://tw.wrs.yahoo.com/_ylt=A3eg.8l.JeNMXVEAnb6G1gt.;_ylu=X3oDMTE3bDkwbXExBHBvcwMxNQRzZWMDaW1hZ2UEY29sbwN0dzEEdnRpZANUVzAwMDFfMg--/SIG=13ebu0vua/EXP=1289983486/**http:/tw.news.yahoo.com/photo/url/d/i/101024/5/20101024_4058292/20101024_4058292.jpg.html
http://tw.wrs.yahoo.com/_ylt=A3eg.8l.JeNMXVEAnL6G1gt.;_ylu=X3oDMTE3cHZkOG5yBHBvcwMxNARzZWMDaW1hZ2UEY29sbwN0dzEEdnRpZANUVzAwMDFfMg--/SIG=13e5fo9t3/EXP=1289983486/**http:/tw.news.yahoo.com/photo/url/d/i/101024/5/20101024_4058294/20101024_4058294.jpg.html


183 
 

 

儀式 

熱鬧 

虐待動物？ 

5  

 

Yahoo 

News 

台北客家義民

祭 郝推銷花

博 

自由 - 10 月 25

日 上午 04:11 

台北市長郝龍斌和一群

人肩挑扁擔行走於街

頭。 

傳統 

儀式 

熱鬧 

團結 

官方人物參與 

6  

 

Yahoo 

News 

客家義民嘉年

華 濃厚異國

風 

YourNews - 10

月 29 日 下午

12:17 

一群身著少數民族傳統

服飾者遊行於街頭。 

邊疆民族 

東方的 

傳統的 

熱鬧 

（圖像內容與義民節無

關） 

7  

 

 

Yahoo 

News 

客家文化嘉年

華 傘海迎接

新北市 

TVBS - 11 月

01 日 上午

08:56 

一群撐著客家花布傘的

群眾行走於街頭。 

壯麗 

奇觀 

熱鬧 

創意 

http://tw.wrs.yahoo.com/_ylt=A3eg.8l.JeNMXVEAl76G1gt.;_ylu=X3oDMTE2Y2djMHQ4BHBvcwM5BHNlYwNpbWFnZQRjb2xvA3R3MQR2dGlkA1RXMDAwMV8y/SIG=13fbjv1i7/EXP=1289983486/**http:/tw.news.yahoo.com/photo/url/d/i/101025/78/20101025_4059581/20101025_4059581.jpg.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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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像字幕：

客家文化嘉年

華 傘海迎接

新北市） 

集體行動 

團結 

8  

 

Google 

News 

苗栗祥龍點睛

在玉清宮廣場

盛大舉行 

自立晚報 

-  2011 年 2 月

11 日 

數條巨龍盤行街頭 

人群眾多 

熱鬧 

儀式 

傳統 

9   

 

Google 

News 

「2011 六堆祈

福祭伯公、攻

炮城活動」熱

鬧展開 

壹凸新聞 

-  2011 年 2 月

13 日 

數人於筏上面對紅色炮

城。 

現場炮煙瀰漫 

儀式 

傳統 

10  

 

Yahoo 

News 

百年燈會首度

引入客家土樓

建築和意象 

中廣 - 2 月 19

日 上午 07:35 

遠景。傍晚，兩棟圓樓

外牆覆滿紅色光影。 

路旁置放數個生肖花

燈。 

三三兩兩遊人邊行邊

看。 

浪漫 

創新 

http://www.idn-news.com/productimage/2011/20110211su001.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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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 

傳統 

11  

 

Google 

News 

拜拜一百年_

客家 

中時電子報 

廟宇內，四人雙手高抬

捧著神祇牌位。 

後方匾額寫有「義風廣

溥」。 

現場香煙裊繞。 

宗教性 

傳統 

儀式 

神聖 

莊嚴 

祖先崇拜 

12  

 

Google 

News 

苗栗》雲火龍 

中時電子報 

幾位婦女正利用稻草編

織雲火龍 

社區參與 

集體合作、認同 

傳統 

13  

 

Yahoo 

News 

客家桐花祭－

八卦山遊桐趣

悠揚樂聲中拉

開序幕 

中廣 - 4 月 09

日 下午 07:25 

一群兒童演奏小提琴 

西方的 

文化的 

藝術的 

熱鬧 

圖 客家群族透過節慶活動的集體參去展現族群文化特性、強化族群認同、製造

../../../../../news/url
http://tw.wrs.yahoo.com/_ylt=A3eg.nWhYapNDwUAch.G1gt.;_ylu=X3oDMTB1cThhMmpqBHBvcwMxBHNlYwNpbWFnZQRjb2xvA3R3MQR2dGlkAw--/SIG=13e8e75u9/EXP=1303040545/**http:/tw.news.yahoo.com/photo/url/d/i/110409/1/20110409_4458225/20110409_4458225.jpg.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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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

敘

事 

歡樂氣氛。活動設計一方面維持部分的傳統儀式，另一方面發揮想像與創

意，結合現代與其他文化元素。節慶活動不僅止於增強族群內部凝聚，也試

圖引發其他人的注意與興趣。 

矩

形

分

析

(1) 

S1 and 2

−S2 and 

神聖莊嚴 輕鬆歡樂

拘謹嚴肅 平凡世俗

嘉年華

崇高、不可褻瀆

刻板規範

平易近人

 

在保留傳統儀式中也追

求現代趨勢。 

在建構集體認同之際也

提供集體愉悅。 

以嘉年華式節慶的親和

力創造更多人參與的熱

鬧情境。 

 

說

明 

敘事模態： 

（S∩O）→（S∪O）（S∩O） 

S：客家 O：神聖 

 

客家節慶包括原本較嚴肅的義民祭都已發展成具熱鬧氣氛的嘉年華式節

慶，透過節慶而集結更多的人力與物力、凝聚族群意識，放大族群文化的某

些面向、吸引社會注意，也同時創造文化消費的市場。節慶的儀式有的源自

過去的傳統，例如火旁龍、義民祭、攻炮城等，但都進行精緻化的設計包裝，

使其更具可看性；另有很多節慶則是後來的創造，例如文化嘉年華、美食嘉

年華，其中的文化消費及娛樂功能相當明顯。整體而言，節慶已從原本的神

聖儀式轉變成歡樂情境，因此狀態轉變是從客家與神聖的連結關係轉變成不

連結關係，但由於又保有某些傳統儀式，因此也存在著連結關係。這些節慶

活動的嘉年華取向，因而必須捨去過於神聖莊嚴及拘謹嚴肅的部分，以免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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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覺得崇高、不可褻瀆，或拘泥於刻板規範，而是屬於平易近人且輕鬆歡樂

的場合。 

矩

形

分

析

(2) 

S1 and 2

and 

維持傳統 創新變化

固定不變 揚棄傳統

老幹新枝

復辟

建立新規範

革新

 

創意設計使節慶展現

活潑性、流行性、現代

感。讓節慶具有新舊接

合的氣象，也產生新舊

傳承的意味。 

 

說

明 

敘事模態： 

（S∩O）→（S∪O）（S∩O） 

S：客家 O：傳統 

 

在節慶部分，前述現象也可視為傳統與現代之間的轉變，客家與傳統之間的

連結關係變成不連結關係。從符號矩形來看，節慶中有些儀式遵循傳統，但

並非走向復辟式的回歸過去文化，亦非要求堅守固定不變的形式。所謂創新

也是在傳統的基礎上加入新的元素，而非揚棄傳統、另建新典範，因此這些

節慶的創新與變化有著革新的味道，也有著老幹新枝的意味。在狀態轉變

上，仍是從連結關係走向不連結與連結並存的現象。例如表 4-5 的圖 3，一

群兒童著花布圍裙及頭巾、肩挑扁擔行走於街頭。呈現出熱鬧、可愛、傳統、

傳承等意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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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客家桐花祭新聞圖像符號矩形分析 

  桐花祭是客家節慶中最具知名度的一個，也是台灣客家的重要象徵，表 4-6

從桐花祭的新聞圖像探討其中的結構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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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6：客家桐花祭新聞圖像 

編

號 

新聞圖像 資料來

源 

圖說 圖像意涵 

1 

 

Google 

News 

客家桐花祭 

馬總統客串出

題笑果足 

聯合新聞網 

-  2011 年 4 月

23 日 

總統彎腰逗弄小孩 

背後有客家花布圖樣 

童趣 

純真（兒童） 

輕鬆 

隆重（國家最高元首） 

2 

 

Yahoo 

News 

2011 客家桐花

祭開幕 

中央社 - 4 月

23 日 下午

08:39 

總統與客委會主委等人站

在桐花祭主題意象「桐慶

100 花舞客庄」兩旁。 

正式 

隆重（最國家高元首） 

輕鬆（總統與客委會主委皆

穿牛仔褲） 

3 

 

Yahoo 

News 

臺中客家桐花

祭熱鬧開幕 

教育廣播 - 4

月 23 日 下午

06:06 

一群人坐於大型桐花之前 

創意 

親近大自然 

大型桐花相當醒目，有吸引

注意力的奇觀效果。 

4 

 

Yahoo 

News 

新北市客家桐

花祭 三峽鳶

山親子同遊 

教育廣播 - 4

一小群人（包含男女老幼）

並排合影。 

兩名兒童頭戴花冠與造型

帽。 

http://udn.com/NEWS/NATIONAL/NAT5/6292918.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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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28 日 下午

06:15 

前有一桐花飾品畫框。 

後面有桐花圖像及「桐慶

100 花舞客庄」文字。 

親情 

童趣 

5 

 

 

 

 

Google 

News 

桃園桐花祭開

幕 訂為客家

感恩日 

聯合新聞網 

-  2011 年 4 月

30 日 

圍著客家花布的舞台，背景

有「桐飛花舞 樂揚桃園」

文字。台上一小群人身著古

裝演戲。台下亦有二人進行

傳統民間表演。地上有幾朵

桐花。 

傳統 

庶民 

趣味 

6 

 

Google 

News 

桐花公園樂音

響宴 苗栗桐

花祭開跑 

大紀元時報-

澳洲版 -  2011

年 4 月 30 日 

背景為一片林木。 

一群兒童穿花布背心在台

上表演國樂。後面布幕寫著

「2011 苗栗客家桐花祭開

幕音樂會 好客山城 桐

樂派對」。台下有許多觀眾

觀看。 

傳統 

親近大自然 

藝術文化 

純真（兒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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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式 

7 

 

Google 

News 

雨都 5 月雪 

桐花盛開了 

聯合新聞網 

-  2011年 5月3

日 

落滿桐花的道路 

浪漫 

鄉間 

親近自然 

 

8 

 

Yahoo 

News 

客家桐花祭 

青山美 龍門

谷賞花 專車

送 

自由 - 5 月 05

日 上午 

桐花開滿樹 

大自然 

美麗 

9 

 

Google 

News 

藤坪古道賞桐

花 看綠山林

飄落雪 

臺灣新浪網 

-  2011年 5月5

日 

兩人走於落滿桐花的小道。 

浪漫 

自然 

 

10 

 

Google 

News 

春夏秋冬桐花

祭 繽紛花漾

嘉年華 

自立晚報 

-  2011年 5月7

日 

一人站於桐花祭布條之前 

背後主題突顯桐慶 100 花

舞客庄 

醒目設計意圖吸引注意 

慶典 

繽紛亮麗 

http://udn.com/NEWS/DOMESTIC/DOM7/6314207.shtml
http://tw.wrs.yahoo.com/_ylt=A3eg.8hww9FNymsAOXKG1gt.;_ylu=X3oDMTE3aGl2MGd0BHBvcwMxNwRzZWMDaW1hZ2UEY29sbwN0dzEEdnRpZANUV05DMDFfMQ--/SIG=13f1bp6gi/EXP=1305621488/**http:/tw.news.yahoo.com/photo/url/d/i/110505/78/20110505_4515225/20110505_4515225.jpg.html
http://news.sina.com.tw/article/20110506/4391780.html
http://www.idn.com.tw/news/news_content.php?catid=4&catsid=2&catdid=0&artid=20110507abcd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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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Google 

News 

桐花下 今天

我要嫁給你 

聯合新聞網 

-  2011年 5月7

日 

廣場上許多對新人擁吻 

背後為一些傳統建築 

傳統 

浪漫 

熱鬧 

趣味 

開創、開展（結婚建立新家

庭有起點的意味） 

12 

 

 

Yahoo 

News 

桐花開了！ 

客家桐花婚禮

百對新人完婚 

TVBS - 5月07

日 下午 12:47 

（影像字幕：

桐花開了！客

家桐花婚禮 

百對新人完

婚） 

一對新人在桐花樹下接吻 

浪漫 

親近自然 

開創、開展（結婚建立新家

庭有起點的意味） 

 

圖

像

敘

事 

桐花時節，花開花落，各具風華。相關單位（主要為官方力量的影響）舉辦

活動（穿插傳統與現代、精緻與流行化、老少咸宜），帶動人們旅遊，親近

大自然，創造浪漫、歡樂的氣氛。 

桐花祭一系列活動意圖凝聚族群意識，強化我族認同，但也突顯桐花圖騰

化、連結國家慶典、政治人物出場代言的政治化、以及促銷觀光旅遊的消費

主義。 

http://udn.com/NEWS/DOMESTIC/DOM3/6322816.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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矩

形

分

析

(1) 

 

 

 

 

 

 

 

 

過去屬於中北部客家

人種植桐油樹的農業

活動沒落後，改造成

訴求觀光旅遊及族群

特色的全國性大型活

動。新聞圖像突顯活

動設計呈現出浪漫、

活潑、具有文化氣息

的熱鬧景象。 

說

明 

敘事模態： 

（S∩O1）→（S∪O1）→（S∩O2） 

S：客家  

O1：傳統地方農業活動 

O2：全國大型休閒活動 

 

姑不論桐花祭作為代表客家的大型活動是否適當，也不管應如何回應桐花祭

至今存在的爭議（王麒鈞，2008；池永歆，2005），它事實上已成為最具知

名度的客家重要活動。桐花祭是一個典型的混合傳統與創新的設計，並成功

地將油桐花轉化成鮮明有力的客家符號。然而油桐花做為客家符號並非憑空

而來，它有其歷史典故，經過精細的操作及轉化，油桐花從過去屬於部分客

家族群的地方農業活動的配角，之後油桐產業沒落，再一變為充滿浪漫氣氛

之全國大型活動中的主角。因此在狀態轉變上是從客家與傳統地方農業活動

的連結關係（S∩O1），變成客家與傳統地方農業活動的不連結關係（S∪

O1），再變成客家與全國大型休閒活動的連結關係（S∩O2）。在此過程中，

S1 and 2

and 

意圖打造熱鬧與質感
兼具的全國知名活動

原本屬於傳統的與地
方性的族群及其活動

品質不佳且
與默默無聞

現代的與全
國性的活動

對傳統文化
的重新包裝

不加雕琢的地
方文化

炒作、行銷

精緻盛大與備受
矚目的展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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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本屬於傳統的與地方性的族群產業活動，只是默默無聞且不加雕琢的地方

文化，如今藉由相關單位的及文化中介者的設計與規劃，將傳統重新包裝，

使之一躍而為全國性知名活動，試圖型塑出熱鬧及質感兼具的展演場面。 

矩

形

分

析

(2) 

 桐油樹的經濟價值與

族群意義透過活動設

計而被改造。原本屬

於農業經濟價值轉變

成文化經濟價值，從

地域性的客家族群活

動轉變成全國性知名

節慶活動。 

說

明 

敘事模態： 

（S∩O1）→（S∪O1）→（S∩O2） 

S：客家  

O1：傳統油桐農業經濟 

O2：現代桐花文化經濟 

 

經過幾年來桐花祭的洗禮後，桐花經濟已蔚然成形，每年桐花祭相關活動及

產品已提供可觀的經濟效益，也同時帶動社會去注意客家族群文化，因此油

桐花已擺脫過去傳統油桐農業經濟的階段，即（S∩O1）→（S∪O1），蛻變

為具有族群象徵的現代桐花文化經濟，即（S∪O1）→（S∩O2）。油桐樹及

油桐花不再只是屬於地域性客家的農業經濟，而成為全國性的文化經濟，但

也因為如此，桐花祭的商品化性質日益明顯，而這點與許多探討文化經濟時

S1 and 2

and 

全國客家、桐花、
文化經濟

地域性客家、桐油樹、
農業經濟

不具普遍性與
文化經濟價值

不具地方意義與
農業經濟價值

兼具地方與全國意義；
提高桐油樹的附加價值

傳統產業
式微

文化與經濟沙漠化

失落傳統與在地
性；商品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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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面臨的問題有其類似性（Garnham，2005；Gibson & Kong，2005），雖然

桐花祭藉由油桐樹及其產業傳統所帶來的故事與族群意涵使活動具有文化

價值，但實際操作上更必須因應市場力量而去加強商品文化的引導，利弊得

失互見。 

 

第五節 客家音樂戲劇新聞圖像符號矩形分析 

  客家音樂戲劇包含傳統與現代兩個領域，表 4-7 的新聞圖像描繪二者的雙向

發展。 

表 4-7：客家音樂戲劇新聞圖像 

編

號 

新聞圖像 資料來源 圖說 圖像意涵 

1  

 

Yahoo 

News 

南投民族舞團 

【客家風情舞國

姓】新作發表 

大台灣 - 9 月 30

日 下午 06:12 

一群演員表演

歌舞，演員們著

傳統服裝。 

傳統 

藝術 

壯盛演出 

精緻 

2  

 

Yahoo 

News 

重溫兒時記憶 客

家收冬戲巡演 5

日起跑 

新頭殼 - 11 月 03

日 下午 03:57 

幾位演員著傳

統戲劇服裝，背

後有平安 收冬

戲等字樣。 

傳統 

藝術 

http://tw.wrs.yahoo.com/_ylt=A3eg.8l.JeNMXVEAo76G1gt.;_ylu=X3oDMTE3OGYzc2U4BHBvcwMyMQRzZWMDaW1hZ2UEY29sbwN0dzEEdnRpZANUVzAwMDFfMg--/SIG=13f8i3gc6/EXP=1289983486/**http:/tw.news.yahoo.com/photo/url/d/i/100930/62/20100930_3999432/20100930_3999432.jpg.html
http://tw.wrs.yahoo.com/_ylt=A3eg.8l.JeNMXVEApL6G1gt.;_ylu=X3oDMTE3NGtpamNlBHBvcwMyMgRzZWMDaW1hZ2UEY29sbwN0dzEEdnRpZANUVzAwMDFfMg--/SIG=13g6flhkf/EXP=1289983486/**http:/tw.news.yahoo.com/photo/url/d/i/101103/135/20101103_4082871/20101103_4082871.jpg.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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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緻 

3  

 

Yahoo 

News 

三腳採茶戲 宜蘭

傳藝重現客家傳

統風 

中廣 - 11月 19日 

上午 10:35 

數人穿著傳統

服飾進行表演。 

傳統 

藝術 

精緻 

4   

 

Yahoo 

News 

客家兒童音樂劇 

全球首部 

民視 - 11月 23日 

下午 03:01 

（影像字幕：客家

兒童音樂劇 2011

年國巡演） 

一群兒童著傳

統服裝與造型

服飾進行表演。 

傳統 

創新 

趣味 

活潑 

純真 

藝術 

傳承 

5  

 

Yahoo 

News 

金曲歌王謝宇威 

傳唱濃濃客家味 

中廣 - 11月 26日 

上午 10:35 

客家流行音樂

歌手謝宇威彈

著吉他。 

藝術 

現代（吉他樂

器、歌手髮型外

觀） 

創新 

http://tw.wrs.yahoo.com/_ylt=A3eg.8mHGQtNmkwAlFCG1gt.;_ylu=X3oDMTB2dXB1azVnBHBvcwMxNARzZWMDaW1hZ2UEY29sbwN0dzEEdnRpZAM-/SIG=13eo552m4/EXP=1292601863/**http:/tw.news.yahoo.com/photo/url/d/i/101119/1/20101119_4129395/20101119_4129395.jpg.html
http://tw.wrs.yahoo.com/_ylt=A3eg.8mHGQtNmkwAjFCG1gt.;_ylu=X3oDMTB1MGI5NjA4BHBvcwM2BHNlYwNpbWFnZQRjb2xvA3R3MQR2dGlkAw--/SIG=13efmbmj7/EXP=1292601863/**http:/tw.news.yahoo.com/photo/url/d/i/101126/1/20101126_4147139/20101126_4147139.jpg.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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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Yahoo 

News 

客家歌謠比賽 參

賽者最老 90 歲，

最小 4 歲 

NOWnews - 12 月

04 日 下午 09:21 

兩位女性一老

一年輕，手持麥

克風。 

庶民 

親切 

傳承 

7  

 

Google 

News 

客家山歌劇《桃

花... 

中國評論 

一群人著傳統

改良服裝於台

上表演。 

舞台背景為鄉

間。 

傳統 

藝術 

創新（改良服

裝） 

8  

 

Google 

News 

客家大戲「楊家心

臼」聯合新聞網 

一群人著傳統

服裝擺出姿勢。 

傳統 

藝術 

9  

 

Google 

News 

客家戲曲／新秀

挑大梁  

聯合新聞網 

一少女於戶外

草地邊擺弄長

袖呈現傳統舞

姿。 

傳統 

藝術 

http://tw.wrs.yahoo.com/_ylt=A3eg.8kzGQtNbk0A2jSG1gt.;_ylu=X3oDMTB2OWN2anZtBHBvcwMxNwRzZWMDaW1hZ2UEY29sbwN0dzEEdnRpZAM-/SIG=13fvjkcnq/EXP=1292601779/**http:/tw.news.yahoo.com/photo/url/d/i/101204/17/20101204_4168331/20101204_4168331.jpg.html
../../../../../news/url


198 
 

 

傳承 

10  

 

Yahoo 

News 

客家音樂無國界 

中央社 - 2 月 22

日 下午 09:19 

一西方少女彈

著琵琶。 

跨文化 

藝術 

傳承 

東方文化受西

方人歡迎 

圖

像

敘

事 

傳統戲曲的傳承與創新，透過精緻化、大眾化的改造設計，提供雅俗共賞，

老少咸宜的藝術文化，也提高客家族群的藝術文化內涵。使原本屬於庶民文

化的戲曲表演，轉變成舞台上的精緻藝術。使原本屬於傳統社會的餘興活動

成為代表族群形象與召喚認同的文化象徵。使原本屬於東方人的音樂也能夠

被西方人接受，使傳統文化走向跨文化傳播。 

矩

形

分

析 

S1 and 2

and 

屬於小眾的與非主
流的傳統音樂戲劇

傳統音樂戲劇的精
緻化與現代化

粗糙與簡陋 大眾流行文化

傳統的創新

老舊的傳統

流行品味下降

傳統的主流化

 

客家傳統音樂戲劇

走向精緻化與現代

化，一方面深化族

群文化的厚度，豐

富族群文化的內

涵；另一方面，也

企圖提高藝術文化

的美學價值，以及

擴大流行廣度，以

便使更多人得以認

識與欣賞。整體而

言，皆反映追求族

http://tw.wrs.yahoo.com/_ylt=A3eg.8qqe4FN028ARn2G1gt.;_ylu=X3oDMTB1N29ncnJiBHBvcwM0BHNlYwNpbWFnZQRjb2xvA3R3MQR2dGlkAw--/SIG=13e1rpolf/EXP=1300360234/**http:/tw.news.yahoo.com/photo/url/d/i/110222/5/20110222_4350684/20110222_4350684.jpg.html


199 
 

 

群地位提升之趨

勢。 

說

明 

敘事模態： 

（S∩O1）→（S∪O1）→（S∩O2）（S∩O1） 

S：客家  

O1：傳統音樂戲劇 

O2：音樂戲劇現代精緻化 

 

新聞圖像中的客家戲劇音樂包括不同年齡層的參與者，不管個人或集體皆試

圖呈現賞心悅目的景像，透過精緻化、現代化（現代藝術風格）、競賽、年

輕世代及外國人士的參與，使得傳統戲曲展現出更符合現代人能接受的表演

形式，整體而言，主要是屬於一種傳統戲曲的改良及創新，也就是不再固守

傳統，因此狀態轉變是從客家與傳統音樂戲劇的連結關係便成不連結關係，

即（S∩O1）→（S∪O1），再轉而成為客家與音樂戲劇現代精緻化的連結關

係，但又同時保有與傳統音樂戲劇的連結關係，即（S∩O2）（S∩O1）。再

從符號矩形來看，客家傳統音樂戲劇的轉變，包括精緻化與現代化不只是藝

術文化與時俱變的文化轉型，也包括藉此使藝術觸及更多社會群眾，擴大客

家族群文化的傳播範圍，意圖使之成為流行文化之一，進而提升客家文化的

地位。 

 

第六節 客家休閒產業新聞圖像符號矩形分析 

  所謂客家休閒產業包羅萬象，休閒旅遊、農業觀光、特色產品、文創商品等

皆屬於之，此處不再分出細項，表4-8分析相關新聞圖像的影像意義與符號矩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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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8：客家休閒產業新聞圖像 

編

號 

新聞圖像 資料來源 圖說 圖像意涵 

1  

 

Yahoo 

News 

2010 客家特色產

業展 高市連續九

天盛大豋場 

大台灣 - 10 月 02

日 01:12 下午 

大廳內人群眾多，四

處都有客家花布的裝

飾。一廚師站於右側

台上，前面兩排長桌

似等待美食上場。左

側坐著一群人翹首以

待。 

熱鬧 

豔麗 

期待 

2  

 

Yahoo 

News 

2010 客家特色產

業展 體驗精彩客

家文化 

大台灣 - 10 月 02

日 上午 09:49 

以桐花為圖案的各種

藍染物品，包括手提

包、鉛筆盒、小布包

等。兩個繪有藍色桐

花的商品標籤。 

精美 

自然（藍染） 

傳統 

創意 

商品 



201 
 

 

3  

 

Yahoo 

News 

2010 客家特色產

業展 天然藍染衫 

抹草香皂 香椿茶 

大台灣 - 10 月 03

日 下午 01:08 

櫃台內放著琳瑯滿目

的商品（包括藍染衣

服，圖巾、各種小飾

品等）。櫃台上方貼著

「高雄市花木藍客家

藍染發展協會」的字

樣，最上方則有襯著

花布圖樣之「客家特

色商品區」文字標

誌。 

多樣 

豐富 

自然（藍染、手工） 

組織化（協會） 

促銷 

傳統 

創意 

小量生產 

商品 

4  

 

 

Yahoo 

News 

苗栗賞花之旅 賞

銅鑼杭菊嚐客家

美食 

大台灣 - 10 月 24

日 下午 05:14 

白色杭菊盛開，一戴

斗笠的農人正在採摘

杭菊。 

自然 

美麗 

旅遊景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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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村 

傳統 

辛苦 

5  

 

Yahoo 

News 

客家花布飾品創

意多 

中央社 - 12 月 08

日 下午 06:49 

一女性展示花布製

品，包括藍衫，手提

袋等。 

傳統 

創意 

自然（手工） 

小量生產 

6  

 

Yahoo 

News 

客家桃花源 拚國

際觀光 

自由 - 12月 08日 

上午 04:11 

苗栗出磺坑 

旅遊景點 

休閒 

大自然 

產業古跡的歷史感 

7  

 

Google 

News 

都會區客家商品

展... 

自立晚報 -  2010

年 9 月 13 日 

客委會主委，背後有

客家特色商品的字

樣。 

官方 

促銷 

商品化 

8  

 

Yahoo 

News 

客家拼布 現代感

十足 

中央社 - 3 月 30

日 下午 03:59 

各種拼布製品 

自然 

手工 

創意 

http://tw.wrs.yahoo.com/_ylt=A3eg.nWhYapNDwUAdB.G1gt.;_ylu=X3oDMTB1Y2dkaGNxBHBvcwMzBHNlYwNpbWFnZQRjb2xvA3R3MQR2dGlkAw--/SIG=13eob4k4a/EXP=1303040545/**http:/tw.news.yahoo.com/photo/url/d/i/110330/5/20110330_4435073/20110330_4435073.jpg.html


203 
 

 

漂亮可愛 

商品 

9  

 

Yahoo 

News 

六堆客家公仔 

中央社 - 3 月 31

日 下午 08:19 

一對義民玩偶 

可愛 

創意 

傳統 

商品 

圖

像

敘

事 

各種客家特色休閒產品相競出籠，透過組織性的力量推銷各色商品，產品種

類包羅萬象，涵蓋美食、衣飾、娛樂、旅遊等。結合傳統與創意，著重手工

製品與自然風格，將客家融入產品設計，以呈現富有特殊風格且具市場吸引

力的商品。  

矩

形

分

析 

S1 and 2

and 

傳統產業 文化創意產業

非文創產業 非傳統產業

融合傳統與現代的文化

原始的傳統
文化

非傳統產業與非文
創產業的其他文化

跳脫傳統的
創新文化

 

從傳統產業走向

文化創意產業。 

融合傳統文化元

素與現代創意概

念。 

強調客家文化可

與 產 業 發 展 結

合，彼此相輔相

成，並透過搭上文

創列車，因勢利

導，創造更大利

基。 

說

明 

敘事模態： 

（S∩O1）→（S∪O1）→（S∩O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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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客家  

O1：傳統產業 

O2：文化創意產業 

 

客家產業由於過去族群的歷史條件及生活地域，僅屬於農鄉的有限傳統產

業，而隨著社會晚近風行休閒及文創產業，客家的傳統產業出現轉機，也因

為相關單位的積極介入，客家休閒及文創產業成為當前台灣客家領域中重要

的一環。客家族群的文化得以融入商品，力圖在文化及經濟領域獲得雙重斬

獲。此一發展造成的狀態轉變是從客家與傳統產業的連結關係變成不連結關

係（S∩O1）→（S∪O1），以便和文化產業產生連結關係（S∩O2）。但事實

上，將傳統產業轉化成文創產業，已經包含傳統與現代的融合，表 4-8 的圖

2, 3, 5, 8, 9 皆有濃厚的傳統味，但也企圖表現出更具吸引力的一面，包括著

重美感、精緻、可愛、多樣式等特質，試圖成為廣受歡迎的商品。 

 

第七節 客家學術活動新聞圖像的符號矩形分析 

  學術活動的新聞及相關圖像偏少，似乎反映從新聞市場角度來看，其新聞價

值不大。表 4-9 整理出客家學術活動的新聞照片。 

  

表 4-9：客家學術活動新聞圖像 

編

號 

新聞圖像 資料來源 圖說 圖像意涵 

1  

 

Google 

News 

國際客家學研討

會... 

自立晚報 -  2010年

客委會主委手持麥克風講話，背

後海報有「國際客家學研討…」

等字樣。 

http://www.idn.com.tw/news/news_content.php?catid=4&catsid=2&catdid=0&artid=20101120abcd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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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 20 日 學術 

官方 

正式 

2  

 

 

 

 

 

Google 

News 

中大客家學院大

樓 啟用 

聯合新聞網 

遠景，校園內一棟大樓矗立。建

築為現代風格，除左下方有類似

圓樓造型的設計外，沒有明顯的

客家特色。 

前面幾株樹木，枝幹瘦小稀疏，

顯示為新栽之樹。 

現代 

新的 

建制化 

資源（力量） 

3  

 

Google 

News 

厚植客學 黃玉振

訪南部客家學術

單位 

自立晚報 -  2011年

5 月 11 日 

客委會主委與一群人立於桌前

合影。桌上有瓶裝水與點心，顯

示這些人在開會。 

會議 

協商 

官方 

4  

 

Google 

News 

黃玉振親訪南部

客家學術單位 籲

為厚植客家學基

礎共同努力 

壹凸新聞 -  2011年

5 月 11 日 

客委會主委與一群人立於階梯

前合影，許多人擺出 V 字手勢。 

集體 

官方 

活潑 

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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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Google 

News 

徐貴榮 為薪傳客

語拚上博士 

聯合新聞網 -  2011

年 2 月 13 日 

圖為客家學者徐貴榮博士。 

人物肖像 

學者 

增加知名度與重要性 

6  

 

Google 

News 

台灣客語文學概

述... 

中國評論 

圖為《台灣客語文學概述》一書

作者黃恆秋。 

人物肖像 

學者 

增加知名度與重要性 

7  

 

 

Google 

News 

聯大與嘉應 確認

交換生計畫聯合

新聞網 -  2011 年 7

月 1 日 

六人於會議桌後。背面牆上有

「客家青年與未來」字樣。會議

桌前有盆哉排列。（新聞內文指

兩岸客家青年論壇由嘉應學院

副校長劉明貴（左起）、台東縣

議長饒慶鈴主持，多名聯大研究

生發表論文。） 

正式 

精心布置 

傳承 

8  

 

 

Google 

News 

中央大學客家希

望工程 提供 10 萬

創業金聯合新聞

網 -  2011年 7月 14

日 

數人背書包舉出大姆指合影。 

後上方有「客家希望工程記者

會」布條。 

資源（提供資金） 

活潑（書包） 

宣傳（記者會） 

傳承 

http://udn.com/NEWS/DOMESTIC/DOM3/6149710.shtml
http://www.chinareviewnews.com/doc/0_0_101533042_1_120910441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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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像

敘

事 

學術化有助於提升重要性與形象，藉著學術力量，也可持續產生活化作用。客家藉

由集體（包括官方）力量，加強學術研究領域的發展，透過建制化而凝聚更多的人

力與物力資源，以取得更有利的發展位置，並提高客家研究的學術地位。 

矩

形

分

析 

S1 and 2

and 

常民生活 學術化

非學術化 非常民生活

具有意義與價值

無關緊要的、
可忽視的

無意義或無價值的

有距離的、不常
接觸或不易理解

 

客家作為一個研究領

域，將原本屬於族群的常

民生活轉變成具有學術

價值的對象，不僅增加人

們對該對象的認識，也為

族群賦予更多象徵。 

其次，建制化的族群研究

有利於獲取更多資源，扶

持學術發展，也創造出一

個權力場域。 

說

明 

敘事模態： 

（S∩O1）→（S∩O1）（S∩O2） 

S：客家  

O1：日常生活 

O2：學術化 

 

客家學術活動的新聞圖像不多，多以學者會議與集會為主題，官方人士（客委會主

委）的身影也在其中，顯示受到官方關注，學院建築的圖像（表 4-9 圖 2）亦透露

出客家學術的建制化。客家學術很大部分是將族群常民生活做為研究客體，客家的

學術化可對客族提高意義與價值，學術建制化後所吸納的各種資源有助於更有力地

將客家領域賦予更高的地位。但也可能因為部分學術研究的繁瑣概念與抽象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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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得客家研究成果不易為一般人理解與親近。這裡的狀態轉變是從客家族群的日常

生活（S∩O1），轉變成在日常生活之外，還被賦予學術意義（S∩O1）（S∩O2）。 

 

第八節 客家語言新聞圖像符號矩形分析 

  新聞中的客語相關報導，主要是推動客語的新聞議題，表 4-10 分析推動客

語發展的新聞照片。 

表 4-10：客家語言新聞圖像 

編

號 

新聞圖像 資料來源 圖說 圖像意涵 

1  

 

Google 

News 

99 年客語認證

初... 

自立晚報 

客委會主委（著粉紅上

衣，而不是西裝領帶）與

一群人（包括兒童）合

影，多人舉出大姆指。 

官方 

親切 

熱鬧 

活潑 

2  

 

Google 

News 

客語認證紮根 

獎... 

臺灣新浪網 

（影像字幕：客

語認證紮根 通

過認證領獎學

金） 

客委會主委在海報上粘

貼紙片。 

影像字幕指出活動主題。 

海報上有認證合格之學

校教職人員記功嘉獎、高

中職以上學生認證合格

獎金、輔導學員認證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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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客語薪傳師核發獎勵

金等字樣。 

資源（獎金） 

權威（資格認證） 

官方 

誘因 

3  

 

 

 

Google 

News  

客語檢定考 將

推... 

臺灣新浪網 

（影像字幕：客

語檢定考 10 歲

小朋友客語流利

說） 

一男童接受媒體採訪。 

影像字幕指出該男童的

客語能力。 

背景為一片林木，下面停

放許多自行車。 

純真 

新生代 

傳承 

大自然 

4  

 

Google 

News 

客語薪傳 中區

654 家庭受表揚 

聯合新聞網 

-  2011 年 4 月 10

日 

家庭成員並坐合影。 

和諧 

全家 

家庭價值 

5  

 

 

Google 

News 

2011 客語家庭... 

自立晚報 

客委會主委與數人頒獎

合影。 

背景為客家藍衫圖樣設

計，有「客家同心共享榮

耀 客語家庭表揚」等字

http://udn.com/NEWS/DOMESTIC/DOM3/6264874.shtml


210 
 

 

樣。 

官方人士在場 

正式場合 

榮譽 

6  

 

Google 

News 

全台第一所！只

說客語的幼稚園 

中央廣播電台 

-  2011 年 5 月 6

日 

圖為屏東縣客家事務處

長曾美玲，但圖說並未說

明。 

人物肖象 

親切 

7  

 

 

 

Google 

News 

夏克立客語溜_

學... 

中時電子報 

藝人夏克立和一群兒童

合影。背後海報寫有「臺

灣母語日」字樣。後面傘

紙。前有人戴斗笠。數人

手持五色繽紛的粽子。夏

克立做出誇張表情與姿

態。 

歡樂 

趣味 

純真 

傳統 

圖

像

敘

事 

政府大力推動，以獎金鼓勵與資格認證為訴求，致力於語言傳承，包括家庭

與個人皆成為語言推動的對象。在語言學習及傳承過程，加入趣味設計，創

造親和力，使語言學習過程也能產生歡樂氣氛。 

http://news.rti.org.tw/index_newsContent.aspx?nid=295397&id=6&id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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矩

形

分

析 

S1 and 2

and 

語言沒落 語言復甦

語言失傳 語言主流化

族群意識覺醒

族群文化
流失

族群追求新霸權

族群文化
興盛

 

客家族群及相關機構試圖

使客語跳脫以前被限制打

壓的處境，利用各種策略

（物質的與物質的）讓客

語重新回到族群生活，使

客語活化成為更多人能夠

使用的語言。 

說

明 

敘事模態： 

（S∪O）→（S∩O） 

S：客家 O：客語 

 

客家語言的新聞圖像中有著年輕活潑的取向，客語活動的訴求是希望年輕世

代也能學習與使用客語，因此相關活動中有不少年輕人。新聞圖像呈現年輕

人的參與，經由政府及相關單位的各種鼓勵措施，客語已逐漸回到客家年輕

人身上。因此在狀態轉變上，是從客家與客語的不連結關係轉變成連結關

係。在符號矩形上，是從語言沒落走向語言復甦，以避免語言失傳。由於語

言與族群文化關係密切，因此語言之傳承發展牽動著族群意識覺醒及族群文

化興盛。雖無意成為新霸權，但也要防止族群文化流失。 

 

第九節 客家政治新聞圖像符號矩形分析 

  在新聞報導中，與客家相關的政治新聞數量不少，主要因為每到選舉時期，

由於選票考量，許多政治人物爭相表態認同客家，也樂於為各種客家活動站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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曝光度不小。表 4-11 分析與客家相關的政治新聞圖像。 

表 4-11：客家政治新聞圖像 

編

號 

新聞圖像 資料來源 圖說 圖像意涵 

1  

 

Google 

News 

客家人掌司法院 賴

浩敏扛重任 

聯合新聞網 -  2010

年 8 月 25 日 

賴浩敏與一女性坐著合影 

政治人物 

客家人的政治成就 

 

2  

 

 

 

Yahoo 

News 

馬總統緬懷客家先

賢 

中央社 - 10月 22日 

下午 12:29 

總統馬英九高舉一紙（新聞內

文指該紙為印有客家先賢、已

故模里西斯總理朱梅麟肖像的

鈔票）。背後有二巨型人像，旁

有文字寫著張發奎、孫中山、

丘逢甲。 

國家元首 

官方 

傳統 

認同客家 

3  

 

Yahoo 

News 

蘇嘉全承諾 訂定大

台中客家日 

自由 - 10 月 25 日 

上午 04:11 

蘇嘉全與一人高舉結有紅彩的

大型菜頭。旁邊有一群人。 

政治 

選舉 

親民 

http://udn.com/NEWS/DOMESTIC/DOM3/5809443.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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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Yahoo 

News 

秀流利客語 朱立

倫、邱烽堯爭取客家

鄉親力挺 

NOWnews - 11月 06

日 下午 08:38 

朱立倫手持麥克風講話，左右

各有一民代。 

政治人物 

政治活動 

 

5  

 

Yahoo 

News 

郝龍斌成立客家後

援會 

自由 - 11 月 09 日 

上午 04:11 

台北市長郝龍斌與吳伯雄及饒

穎奇等人牽手合影。前面有一

群人高舉著手，似加油打氣。 

造勢 

團結 

政治活動 

拉攏客家 

6  

 

Yahoo 

News 

郝成立客家後援會 

客籍大老相挺 

東森新聞 - 11 月 09

日 上午 10:58 

（影像字幕：郝成立

客家後援會 客籍大

老相挺） 

台北市長郝龍斌與三人背影。

影像字幕提示右二應為客家大

老。 

官方 

政治人物 

運用客家族群力量 

 

 

7  

 

Yahoo 

News 

郭添財：大台南成為

國際客家文化交流

重鎮 

NOWnews - 11月 09

日 下午 06:51 

五都選舉時大台南市長郭添

財。 

人物肖像 

政治 

 

http://n.yam.com/ebcnews/politics/201011/20101109522109.html
http://tw.wrs.yahoo.com/_ylt=A3eg.8l.JeNMXVEApb6G1gt.;_ylu=X3oDMTE3dGlsbGFxBHBvcwMyMwRzZWMDaW1hZ2UEY29sbwN0dzEEdnRpZANUVzAwMDFfMg--/SIG=13fafiv5l/EXP=1289983486/**http:/tw.news.yahoo.com/photo/url/d/i/101109/17/20101109_4097382/20101109_4097382.jpg.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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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Yahoo 

News 

陳菊承諾客家事務

預算倍增 落實客家

文化保留與傳承 

NOWnews - 11月 15

日 下午 06:51 

陳菊面對鏡頭微笑，背後有一

海報，寫著「陳菊的客家政

策」。 

官方 

重視客家 

 

9  

 

Yahoo 

News 

客家後援會 客家大

老陪同陳菊在美濃

掃街拜票 

NOWnews - 11月 23

日 下午 06:29 

陳菊在吉普車上彎腰與一人握

手，後接著一排車隊。 

造勢 

熱鬧 

政治活動 

10  

 

 

Yahoo 

News 

全國客家會議 總統

客語嘛ㄟ通 

中央社 - 12月 12日 

下午 12:59 

總統馬英九 

背後有「客創新局」字樣。 

國家元首 

官方 

正式 

支持客家 

11  

 

Google 

News 

蔡英文：退黨沒想像

中嚴重 

中時電子報 -  2011

年 1 月 24 日 

民進黨主席蔡英文

廿四日替客家大老

鍾肇政祝壽賀年 

蔡英文與鍾肇政握手 

政治人物 

關心客家 

親切 

http://tw.wrs.yahoo.com/_ylt=A3eg.8kzGQtNbk0A0DSG1gt.;_ylu=X3oDMTB1cTNhZmI4BHBvcwM3BHNlYwNpbWFnZQRjb2xvA3R3MQR2dGlkAw--/SIG=13efrc4ev/EXP=1292601779/**http:/tw.news.yahoo.com/photo/url/d/i/101212/5/20101212_4187332/20101212_4187332.jpg.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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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Google 

News 

馬總統祭祖祈福 盼

打造黃金十年 

自立晚報 -  2011年2

月 5 日 

總統馬英九著唐裝與一群人合

影，前排坐著幾位老者。背景

為傳統房屋。（新聞內文指當地

為苗栗馬家庄） 

國家元首 

官方 

傳統 

親民 

客家認同 

13  

 

Yahoo 

News 

馬總統出席客家日

藝文晚會 

中央社 - 2 月 19 日 

下午 09:29 

總統馬英九與吳伯雄握手，另

有行政院長吳敦義與客委會主

委二人。吳敦義彎腰很深，狀

極恭敬。 

背後有「全國客家日」海報。 

官方 

政治 

支持客家 

14  

 

 

Yahoo 

News 

蔡英文尋求客家鄉

親支持（1） 

中央社 - 3 月 13 日 

下午 09:49 

蔡英文與民眾握手 

政治活動 

親切 

15  

  

Google 

News 

蔡英文訪竹縣 爭... 

聯合新聞網 

蔡英文觀看一些展品 

政治人物 

 

http://tw.wrs.yahoo.com/_ylt=A3eg.8qqe4FN028AX32G1gt.;_ylu=X3oDMTB2bnAxbDc4BHBvcwMyOQRzZWMDaW1hZ2UEY29sbwN0dzEEdnRpZAM-/SIG=13ehh2rs7/EXP=1300360234/**http:/tw.news.yahoo.com/photo/url/d/i/110313/5/20110313_4395558/20110313_4395558.jpg.html
http://udn.com/NEWS/NATIONAL/NAT1/6233258.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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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Google 

News 

監委巡察客委會 ... 

自立晚報 

客委會主委居中站立，一些人

坐於兩旁。 

政治 

正式 

17  

 

Google 

News 

黃玉振暢談客家事

務 與彰投諮詢委員

交換意見 

中央日報 -  2011年4

月 26 日 

客委會主委 

背景有國民黨徽的圖樣 

人物肖像 

官方 

 

18  

 

Google 

News 

范姜泰基 出任府發

言人 

聯合新聞網 -  2011

年 5 月 4 日 

范姜泰基 

人物肖像 

官方 

 

19  

 

 

Google 

News 

硬頸精神 蔡英文... 

自立晚報 

蔡英文與兩名持獎狀之男性合

影。（新聞內文指蔡英文新竹縣

新埔鎮出席褒忠義民節祭典活

動和獲得「神豬」競賽優勝的

飼主合影）背景顯示為廟宇。 

政治人物 

傳統 

親民 

20  

 

Google 

News 

邱榮舉：台灣大選 

客家票是藍綠勝負

關鍵中國評論 

-  2011 年 7 月 3 日 

客家學者邱榮舉 

人物肖像 

學者評論政治。 

圖像本身無法看出評論內容，

http://www.cdnews.com.tw/cdnews_site/docDetail.jsp?coluid=121&docid=101512902
http://udn.com/NEWS/NATIONAL/NAT2/6315447.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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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須參考圖說。 

圖

像

敘

事 

有些客家人士身居政治要職，顯示客家人的政治成就。政治人物表達對客家人事物

的關注，或表達客家認同。選舉時節，政治人士紛紛表示重視客家，以爭相贏取客

家人的認同與支持。 

矩

形

分

析

(1) 

S1 and 2

and 

非主流族群 具有政治影響力

不具政治影響力 主流族群

非主流族群掌握
政治權力

政治邊緣

主流族群不具
政治權力

主流族群掌握
政治權力

 

客家作為社會中的非主流族

群，但在政治領域也能展露頭

角。若干人士進入政治權力的

高層，發揮某程度的影響力。

另一方面，他們成為族群的代

表或代言人，也因此被視具有

影響選票流向的力量，進而增

加自身的重要性與籌碼。 

說

明 

敘事模態： 

（S∪O1）→（S∩O1） 

S：客家 O1：政治權力 

 

客家政治圖像中有一部分是突顯某些客家人士擠身政治高層，獲得政治權力。或是

強調客家人過去和現在於政治領域中的成就，如表 4-11 的圖 1, 2, 5, 18，以顯示客家

人雖屬於非主流族群（相較於閩南及外省而言），但仍有些位居要津，甚至屬於領袖

地位。這種現象打破一般人以為客家人低調隱形的印象，強調客家人的政治能力及

成就，因此，狀態轉變是從客家與政治權力的不連結關係變成連結關係。客家人不

再只是不具政治權力或處於政治邊緣，也能掌握權力及發揮政治影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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矩

形

分

析

(2) 

S1 and 2

and 

客家不受
重視

政治人物
拉攏客家

政治人物
排斥客家

客家受重視

政治人物
增加盟友

客家的政
治邊緣化

政治人物忽視
客家的影響力

客家具有政
治影響力

 

 

選舉時期，政治人物競相表達

對客家的重視，試圖獲得客家

選票。客家以其選票數量而能

獲得政治人物的青睞，進而得

以爭取更多資源。 

說

明 

敘事模態： 

{（S∩O1）→（S∩O2）}→{（S∪O2）→（S∩O2）} 

S：客家 O1：政治權力 O2：政治人物 

 

客家的政治化，每到選舉期間易被突顯，包括政治人物拜訪客家大老、客家人士為

政治人物站台、政治人物提出客家政策、表示重視客家等等，顯現出台灣特有的族

群政治（王甫昌，2008；施正鋒，2004）。由於選舉政治依賴選票，使得政治人物重

視客家族群的投票意向，所以必須有所拉攏，和客家族群之間產生合作關係，當然

也可能包含利益交換。在此過程中，客家族群因擁有了選票影響力與政治權力而受

到重視，狀態轉變是從客家與政治權力的不連結關係到連結關係{（S∩O1）→（S∩

O2）}，因此使得政治人物願意更親近與關心客家，客家與與政治人物之間從不連結

關係轉變成連結關係{（S∪O2）→（S∩O2）}。客家不再被忽視與邊緣化，能夠成

為特定政治人物的盟友，並擁有政治影響力。 

 

第十節 客家藝文新聞圖像符號矩形分析 

  除了前面的客家音樂戲劇外，客家在其他藝術文化領域也有新聞報導，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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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2 主要針對非戲劇音樂之藝文新聞圖像進行分析。 

 

表 4-12：客家藝文（非戲劇音樂）新聞圖像 

編

號 

新聞圖像 資料來源 圖說 圖像意涵 

1  

 

 

 

 

Yahoo 

News 

騷人墨客 暢談

客家文學 

台灣立報 - 11

月 16 日 上午

12:17 

三張照片並列，從左至右分別

為：甘耀明、賴碧霞、黃雪珠。 

（新聞內文指客家文學講座包含

此三人：新生代小說家甘耀明，

講授「人鬼神的悲歡世界：甘耀

明的鄉野寫作」。客家山歌歌后賴

碧霞「從客語歌謠看客家文學」、

客語薪傳教師黃雪珠老師「文

本．影像─鍾理和〈原鄉人〉導

讀」。） 

人物肖像 

增加知名度與重要性 

2  

 

 

Google 

News 

東華楊祐寧用

動畫 傳承客家

文化 

聯合新聞網 

-  2011年 5月 15

日 

一女生立於若干美術作品前。 

作品的背景為桐花花布。右下方

有一飾以客家花布的斗笠。 

（新聞內文指該女生為東華大學

學生楊祐寧） 

傳統 

創意 

活潑 

http://tw.wrs.yahoo.com/_ylt=A3eg.8mHGQtNmkwAllCG1gt.;_ylu=X3oDMTB2YmE4dXVrBHBvcwMxNgRzZWMDaW1hZ2UEY29sbwN0dzEEdnRpZAM-/SIG=13gk6g5u8/EXP=1292601863/**http:/tw.news.yahoo.com/photo/url/d/i/101116/131/20101116_4118732/20101116_4118732.jpg.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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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承 

後起之秀 

3  

 

 

 

 

Google 

News 

客家身影入畫 

醫專老師個展 

聯合新聞網 

-  2011年 5月 15

日 

一男士立於一畫作前，畫內為一

著藍衫女士的半身像。 

（新聞內文指新生醫專美術老師

范姜明華在中壢市萬能科技大學

舉辦「奮鬥與榮耀‧細讀客家身

影創作個展」。展出主題以 1895

電影劇照為主，加上個人想像、

童年片段記憶，展現客家聚落特

色與客家人文特質。） 

傳統 

藝術 

古典 

4  

 

Google 

News 

苗栗／余秀雄 

作畫無師自通 

聯合新聞網

-2011 年 07 月

05 日 

一男士立於一幅畫前。畫內景象

為一轎及一隊迎親人馬沿著田間

小路前進。遠方山巒起伏，小路

兩旁一片翠綠稻田。 

（新聞圖說指該男士為畫作主

人） 

傳統 

藝術 

純樸 

http://udn.com/NEWS/DOMESTIC/DOM3/6338376.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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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Google 

News 

國寶級藍衫師

傅_... 

中時電子報 

一老人（藍衫師傅謝景來）手持

古早熨斗在熨藍衫。 

（新聞內文報導謝景來去世消

息） 

傳統 

手工（老手藝） 

自然 

辛苦 

毅力與堅持 

6  

 

 

Google 

News 

藍衫師傅謝景

來 獲頒褒揚令 

2011-07-14中時

電子報 

客委會主委與二人合影。左立者

（新聞圖說指為藍衫師傅謝景來

的兒子謝國耀）手持一件藍衫。

右方女士亦著藍衫。右下方有一

排媒體麥克風，顯示正接受媒體

採訪。後方吊掛著一排衣服。 

傳統 

官方重視 

手工 

自然 

傳承 

圖

像

敘

事 

客家藝術文化具有多樣的領域，除音樂戲劇外，還包括文學創作、美術繪畫、服飾

工藝等。有的領域還保存著珍貴技藝，正期待老幹新枝，追求傳承與發展。 



222 
 

 

矩

形

分

析 

S1 and 2

and 

族群文化
沉寂

族群展現多樣
的藝術文化

乏善可陳 蓬勃發展

有待開發
逐漸發展

停滯低落

被炒作的空洞文
化及淺碟文化

大放異彩

 

 

客家族群擁有多樣的藝文傳

統，過去或許並未受到重視，

現在則各領域皆有人耕耘及獲

得某種成果；但有些珍貴技藝

的傳承仍須重視，以避免重要

文化流失。 

說

明 

敘事模態： 

（S∪O）→（S∩O） 

S：客家 O：藝文 

 

客家傳統中所擁有的藝術文化，由於族群地位的影響，過去並未受到高度重視，族

群對自身藝術傳統的肯認也不是很明顯。隨著客家族群的發展及官方的重視，客家

各種藝文成就也被關注與討論，因此狀態轉變是從客家與藝文的不連結關係到連結

關係。表 4-12 圖 5, 6 呈現高齡之藍衫國寶大師的辛苦工作，以及後繼有人的接班傳

承。從符號矩形來看，族群文化從沉寂走向多樣發展，不再是停滯低落或乏善可陳，

而是開始逐漸發展，似乎是想追求大放異彩的未來，但也須預防不當炒作而變成空

洞化及淺碟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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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節 全國客家日新聞圖像符號矩形分析 

  客委會訂天穿日為全國客家日，成為一個全國性的台灣客家節慶，關於這個

節日的新聞圖像於表 4-13 中說明與分析。 

表 4-13：全國客家日新聞圖像 

編

號 

新聞圖像 資料來源 圖說 圖像意涵 

1 

 

 

Yahoo 

News 

響應客家日 

中央社 - 2 月 18 日 

下午 04:09 

一群人圍著竹篾，上面放滿

各式粄仔。若干人身穿改良

式傳統服裝，手中拿著粄

仔。右方有一個杵臼。左後

方牆上有「伯公出巡 闖關

活動」字樣。 

傳統 

創意 

趣味 

2 

 

 

Yahoo 

News 

全國客家日 宜蘭植

樹補天 

中廣 - 2 月 18 日 下

午 05:05 

兩位兒童著傳統服裝、手持

麥克風。背景為女媧漫畫。 

傳統 

創意 

純真 

3 

 

Yahoo 

News 

百年歡度客家日 

中央社 - 2 月 22 日 

下午 06:19 

一群人立於三盤粄仔（形成

100 字樣）之前，眾人舉起

大姆指。背後為傳統住屋。 

http://tw.wrs.yahoo.com/_ylt=A3eg.8qqe4FN028ASX2G1gt.;_ylu=X3oDMTB1cTNhZmI4BHBvcwM3BHNlYwNpbWFnZQRjb2xvA3R3MQR2dGlkAw--/SIG=13eptkdrp/EXP=1300360234/**http:/tw.news.yahoo.com/photo/url/d/i/110222/5/20110222_4350330/20110222_4350330.jpg.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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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統 

農村 

美食 

熱鬧 

4 

 

Yahoo 

News 

全國客家日 嘉縣熱

鬧滾滾 

中央社 - 2 月 22 日 

下午 05:19 

嘉義縣長張花冠主持開幕，

旁有三人。前有一巨大竹

筒。下有「全國客家日」標

示。 

節慶 

正式 

官方 

傳統 

5 

 

Yahoo 

News 

客家天穿日 宜蘭獻

甜粄及樹苗補天 

中廣 - 2 月 22 日 下

午 07:35 

台上一群兒童表演。背景寫

有「2011 全國客家日」台下

一群觀眾。 

熱鬧 

正式 

6 

 

Yahoo 

News 

全國客家日 彰縣展

現客家文化振興農特

產業 

一群著傳統服裝的婦女表

演。 

背後牆上有「全國客家日」

字樣。 

傳統 

正式 

http://tw.wrs.yahoo.com/_ylt=A3eg.8qqe4FN028ATn2G1gt.;_ylu=X3oDMTB2M3M0NDBkBHBvcwMxMgRzZWMDaW1hZ2UEY29sbwN0dzEEdnRpZAM-/SIG=13erkfl4q/EXP=1300360234/**http:/tw.news.yahoo.com/photo/url/d/i/110216/1/20110216_4335990/20110216_4335990.jpg.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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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Yahoo 

News 

傳承客家文化 臺東

首次辦理全國客家日 

教育廣播 - 2 月 22 日 

下午 12:26 

一男士接受採訪（新聞內文

指該男士為台東縣桃竹苗同

鄉會總幹事劉昌榮介紹天穿

日）。背後有一傳統女士畫

像，右側壁上有「天穿日」

字樣。 

傳統 

傳播 

8 

 

Yahoo 

News 

全國客家日 美國、馬

來西亞也響應 

教育廣播 - 2 月 22 日 

下午 05:56 

一群身著戲服的兒童，後為

客委會主委及三人。背景有

「天穿日」及「客庄好樂活 

勤儉愛地球」字樣，並畫有

一地球，上有一隊人攜手。 

純真 

創意 

活潑 

官方 

9 

 

Yahoo 

News 

客家天穿日民俗多 

竹東山歌傳唱 47 年 

中廣 - 2 月 22 日 上

午 09:05 

一群人坐於帳篷內。 

熱鬧 

集體 

10 

 

Yahoo 

News 

新北市歡慶全國客家

日 

中央社 - 2 月 22 日 

下午 05:09 

三峽客家園區外一群人。前

有一著傳統服裝、戴斗笠者

正在表演。 

傳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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熱鬧 

11 

 

Yahoo 

News 

花蓮慶客家天穿日 

時代意義就是補臭氧

層 

中廣 - 2 月 22 日 上

午 11:05 

六人立於長桌後，三人合掌

狀似祈禱敬拜。長桌鋪著客

家花布，上有數種祭品。右

後方有一看板，上有「天穿

日」等字樣。 

儀式 

傳統 

12 

 

 

Yahoo 

News 

客家日 來去種蘭陽

樹 

自由 - 2 月 23 日 上

午 04:11 

兩人在植樹，右者穿西裝打

領帶，戴白手套。鋤頭柄上

裹以花布。（新聞內文指「全

國客家日‧百年蘭陽樹」昨

天在羅東鎮北成里舉行，縣

長林聰賢（右）帶頭種樹。） 

親近自然 

傳統 

正式 

圖

像

敘

事 

行政院客委會訂天穿日為全國客家日，以女媧補天傳說延伸為生態環保訴求，全國

各地客家族群舉辦慶祝活動，營造熱鬧團結氣氛。活動中盡顯客家文化特色，提高

客家的能見度。政治人物也出面站台，共襄盛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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矩

形

分

析 

S1 and 2

and 

族群文化失落
彰顯族群文化
及其存在價值

族群文化及
其價值消失

族群文化茁壯

重新建構
族群認同

族群消亡

族群文化之
保存與扶持

族群成長

 

客家族群從過去的隱形與低

調，轉變成極力表現自我，透過

全國客家日的制定與舉辦許多

活動，努力彰顯族群文化特性及

其存在價值，試圖擺脫從前不利

的族群處境，提升族群尊嚴與地

位。 

說

明 

敘事模態： 

（S∪O）→（S∩O） 

S：客家 O：認同族群文化∕地位 

 

全國客家日，許多人熱鬧慶祝，節日主題特別藉由天穿日女媧補天的傳說延伸成環

保愛地球的觀念，以便銜接當前主流價值。節日設定與慶祝彰顯出客家族群的團結

與積極展現族群自我，表達出一種對族群的光榮感與認同感。因此在狀態轉變上，

是從客家與認同族群文化∕地位的不連結關係轉變成連結關係。客家不再失落族群

文化，而是開始茁壯成長，彰顯族群文化的存在價值，努力提升族群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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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影像敘事及文化再現－客家新聞圖像的論述分析 

第一節 揉雜的族群文化 

  從前述的矩形分析發現，客家新聞圖像中的客家文化極力表現結合傳統與現

代的各種風格，因而呈現許多混雜(hybrid)的文化表演。以下探討這種文化混雜

的可能意義。 

一、非純粹的傳統再現 

  在晚近的台灣社會中，客家族群及其文化之興起，背後主要動力之一在於基

於多元文化之理念，保存處於相對弱勢的客家傳統文化，因此對「傳統」的關懷

及重視應是這股風潮的一個核心元素。然而從實際運作的觀點來看，欲使特定文

化受到肯認必須訴求相當比例之社會人群的接受，特別是在當前強調資本主義邏

輯的時代裡，難免必須從消費市場的方向加以考量，於是當前台灣客家在文化發

展之努力上，實際上是高度結合資本主義市場之運作模式來運作的，因而導致客

家傳統文化不可能完全複製傳統，而必須思考如何讓習慣於現代思維及品味的多

數人能夠願意接近一些看似傳統或包含著傳統成分的文化。所謂創新之演化總是

涉及社會變遷下市場力量之驅動或引導，也就是必須面對不斷更迭之新世代的需

求。 

  就此而言，每一個時代所再現的「傳統」文化必然揉雜著新元素，「傳統」

經常難以「純粹的」面貌出現，誠如 Walter Benjamin 所言，進步猶如一場風暴

摧毀了所有的傳統，人們只能在歷史的殘骸中緬懷失落的過去（Benjamin，2003：

389-411）。在時間推移過程裡，傳統持續吸納異質元素而逐漸轉化自身，特別是

在快速變遷的時代裡，隨時與時俱變遂成為逃離淘汰漩渦的方法。另一方面傳統

是透過被經歷(lived through)而得以持續存在，人們在其中提供各種詮釋、註記或

修改，有其動態生命過程，在每個階段中被重新賦予意義和價值，以及重新連結

與當下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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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台灣社會落地生根的客家，過去戒嚴時期由於官方對語言及族群的特殊想

像而沉寂相當一段時間；1980s「還我母語」運動及客家大遊行以來，客家日益

展露頭角，積極爭取發聲機會與族群權益（王甫昌，2008；施正鋒，2004），2001

年成立行政院客家委員會，2003 年設立客家電視台，2010 年通過「客家基本法」，

2011 年訂定「全國客家日」，此一系列發展反映台灣客家的地位轉變，客家文化

獲得較多發展機會。但在開拓發展空間之際，卻也必須尋思如何對客家與當前環

境之間進行較適當的連結，如何將客家鑲嵌於現代社會內，以便更有利地被認識

及接納。面對晚近普遍之文化消費現象與文化創意產業的趨勢，族群文化成為一

個可以被包裝、行銷、消費的對象，藉此獲取經濟利益與提高文化能見度，客家

遂也接合於這個趨勢，從此進入「晚期資本主義文化邏輯」（Jameson，1991）的

運作場域。 

  在消費主義的風潮下，人們對愉悅、新穎、刺激、奇觀的偏好有增無減，形

成一種強大的社會力量，各種產品及服務都必須面對這些力量的考驗。在這樣的

社會框架下，客家文化主要是作為一種文化產品來滿足人們對客家的消費想像，

因此所展演的族群文化也包含了市場思維，這種情形在許多相關研究中已一再指

出（例如，王俐容，2005；王麒鈞，2008；賴守誠，2008d，  2010b），傳統文

化在現代商業脈絡中的再現，已然有別於過去的傳統，在對傳統的重新詮釋中，

傳統再造或傳統創新都是常被使用的觀念。 

二、「不純」的意涵 

  上述討論旨在說明純種文化之觀念的問題，從歷史遞嬗的角度來看，不管願

意與否，都必須接受傳統轉變的現象。然而對當前台灣客家文化而言，除了前面

所指之外，還包含以下幾點： 

（一）改變的可能性與期待 

  在客家新聞圖像中，特別是一些具有商業色彩的圖像類別（例如文化休閒產

業或節慶），強調創新及創意是很重要的成分。固然變遷結果見仁見智，但對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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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相對弱勢的族群而言，文化轉型之中不無隱含著試圖超越以往的負面形象及不

利處境。過去的傳統客家有其消極灰暗的一面，由於客家背負著被迫遷徙的歷史

（房學嘉，2002；羅香林，1992），相應而生的生活模式與文化習俗雖有其功能，

但一部分在今日社會中已被視為不合時宜，也因此客家人常困擾於某些刻板印象。

台灣客家運動之發展，除了抗拒邊緣處境外，也包含著建構新的客家文化精神與

形象（鍾肇政，1991；鍾鐵民，1991）。這種在文化層面的追求，也在其他面向

上得到某種程度的相應發展，當前台灣的客家官方機構對客家發展的規畫著重於

追求現代化、流行化、年輕化、科技化，這些傾向也在前面的客家新聞圖像中清

楚呈現出來，表達出客家想要跳脫傳統文化一向予人陳舊、老氣的印象。 

（二）尋求變動的彈性 

  對台灣客家而言，族群文化的傳承是當務之急，然而人們不可能期待將傳統

複製在新世代身上，而必須某種程度去配合新的觀念與需求，以便在新的環境與

人群中找到紮根的機會。因此客家文化傳承不再只是訴求過去的歷史與傳統，這

些歷史傳統被轉譯成新生代的版本，以便尋求聯繫於現代社會各層面發展趨勢的

接觸與結合管道，包括強化與當前經濟面、政治面、消費娛樂面等的相容性，這

就使得傳統文化產生更多元的彈性變化。這裡反映的邏輯便是：台灣客家近年透

過許多政治經濟、教育文化、音樂戲劇等相關活動來展現客家追求新生的企圖心，

這種努力唯有能夠適度鬆動、調整傳統，才會有創新的可能，進而實現提升客家

的願景。不過這也帶出一個後果，也就是人們大多檢視的是彈性變化的策略及其

效果，例如是否在社會中吸引足夠的注意與興趣。 

（三）自我的重新詮釋 

  晚近的台灣客家發展出一種重新自我定義下的族群意識，藉由從過去的低調

隱形到現在試圖浮現地表，其中涉及族群對自己的重新詮釋，這種詮釋不再完全

依附於既存的傳統歷史，而是想從創新與實驗中找出新的自我價值。例如拼湊不

同文化、置換傳統元素，透過對傳統文化的改造及操作來演示當代客家異於過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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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生命，而且是屬於在地的、當前的、新生代的族群概念及經驗，而這些是已經

揉雜了多年來本土社會發展特性所形成的族群定位及認同（邱彥貴、吳中杰，2001；

黃子堯，2006），當前台灣客家的論述重點不在於如何堅持傳統，而在於如何與

時俱變和俱進、如何銜接時代潮流、如何贏取更多人的欣賞及認同，也就是在這

樣的脈絡底下去重建客家的自我意識與自我肯定。 

三、混雜後的差異建構 

  由於「純粹的」文化已少見，更多是文化混雜的結果，而這種具有時下混搭

風格的文化又如何去表現自己的認同∕身分？如何表現異於其他族群文化的差

異性？以下從三個方面說明。 

（一）如何重申獨特性 

  當界線模糊之後，族群文化的獨特性如何突顯出來？如何去劃定族群邊界？

客家除了語言之外，要如何表現出客家特性？目前在許多客家相關活動中，可以

清楚看到多數人採取的方式，也就是傳統不能全部揚棄，某些傳統元素被高度重

複作為象徵，例如花布、藍衫、油桐花、圓樓，這些元素一再被使用，試圖建立

起屬於客家的專有權，形同客家的識別標誌。這些客家圖像成為基本元素，以此

去進行變化與創造，在此反映一個簡淺易懂的訴求策略，也就是既要保留區隔因

素（一些讓多數人一望即知的顯著標示或象徵），但同時包裹著或聯結著其他的

流行元素，希望藉由後者的廣受歡迎而將前者也一併傳播出去。這種策略著重於

包裝及行銷，致力於將傳統予以流行化、時尚化、現代化，但還要能維持著特定

傳統元素的象徵力量。 

（二）如何展演 

  承續前述，對客家而言，提高能見度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因此客家文化必須

展演於社會眾人之前，而為達其效果，便出現以下三種操作方式： 

1.活動化與儀式化：從客家新聞圖像中可發現許多圖像都是屬於各種活動的照片，

例如美食競賽、歌舞表演、節慶活動、語言認證、會議討論等等，透過這些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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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客家烘託出來，讓世人注意到客家族群的存在與行動。 

2.經常性：上述活動並非偶一為之，而是定期舉辦，一年之中，有各種活動持續

讓客家處於不斷曝光狀態，不至被遺忘。 

3.奇觀化：為求能夠引起注意及興趣，這些活動的設計都會在內容與形式上特別

考量，以便讓觀者或參與者產生鮮明印象。 

（三）服膺主流媒體框架 

  上述的客家展演特性，其實是在迎合主流媒體的需求，配合主流媒體的框架，

以利於媒體的產製及運作，因而容易被媒體青睞（Fairclough，1995；Gamson & 

Modigliani，1989），許多活動之安排及設計，不只是提供給現場參與者，也是為

了配合媒體報導之所需，也就是在處理客家事務及規劃客家活動時接受媒介邏輯

(media logic)（Altheide & Snow，1979），藉由與媒體合作而共同創造媒介事件，

一方面符合媒體需要產製有傳播價值的內容，另一方面也透過媒體的聚焦、曝光

而形塑事件及活動的影響力和地位，進而牽動人們對相關人事物的認識（Couldry，

2003）。換言之，客家活動強調創造媒體知名度，以在媒介世界中的存在來強化

族群在社會中的存在。 

第二節 族群再現與想像 

  在前面的說明中，本研究強調客家文化的混雜性，以及在邊界模糊下的自我

展演策略，接下來將進一步探討這種混雜所內含的族群自我想像。  

一、認同的焦慮 

  在之前的矩形分析中，已可看到客家不斷在傳統與現代之間來回，在強化客

家文化特性以及吸納異質文化之間擺盪，這些現象皆涉及族群認同之建構。 

（一）說不清的過去，不明確的未來。 

  表面上來看，客家新聞圖像絕大部分呈現出正面形象，包括創新、傳承、團

結，然而這種不斷強調的背後也正反映一種隱憂及焦慮，換言之，之所以要極力

證明自己的存在，正是因為擔心被邊緣化，有著消失的危機感。固然一方面努力



233 
 

 

復興母語及文化，但另一方面又知道必須遷就年輕世代與新時代，因而必須改造

傳統、轉化自我、接合異質元素，因此同時也有著既有文化被稀釋、置換的危險。 

  在面對歷史時，客家族群的歷史起源，北方說與南方說各有主張。在定義客

家人時，嚴格定義及寬鬆定義兼而有之。此外，台灣透過桐花季與全國客家日打

造出屬於台灣客家特有的在地認同，但在建構「新客家」之時，如何界定現在與

過去的關係也並非易事，特別是台灣客家還因為統獨政治之影響而有著更複雜的

自我定位，包括處理台灣客家與大陸客家之間的關係。 

  面對不斷創新及混雜的趨勢，客家文化是什麼？應該為何？將可能為何？這

些問題一直存在許多人心中。  

（二）多重的「我們」 

  在客家新聞圖像中，可看到有些圖像包含異族文化的展現，彰顯客家意圖吸

納及融合更多不同文化來豐富自身，而這也意謂著客家的範圍將因此而改變或擴

大，也隨之影響族群的自我界定。客家不再是一元化的同質族群，姑不論既有的

腔調與地域差異，包括後來與福佬人、原住民的交流，以及近來外籍配偶進入客

庄，皆使客族及其文化具有某種程度的多元性。 

  不過這種發展雖然一方面擴大了自我，但另一方面，也造成難以劃清邊界。

如果過去認為客家屬於弱勢族群，因而極力突顯客家文化特性、傳承族群文化、

提升族群地位；但另一方面，卻又朝向混雜化、多樣化發展，則客家形象是否日

漸模糊、不易辨識，當「客家」不只用於特定群體身上，而還可以更廣泛含納不

同人、不同的混雜文化，則客家的定義如何產生作用。在面對客家文化的創新與

演變之際，這些現象或許會讓有些人感到某種不安。 

二、圖像中的密碼 

  從前面的客家新聞圖像來看，這些照片除了呈現混雜的文化風格之外，還出

現兩種傾向，而它們也隱含著族群認同的不同面向，以下分別說明： 

（一）典型或刻板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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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面提及客家文化的某些傳統元素一直被強調及重複使用，例如藍衫、花布、

圓樓等。這些元素雖然一方面搭配其他創新元素或異質文化元素，試圖表現出更

活潑亮麗的形象，但這些傳統元素由於高度重複使用，也造成圖騰化現象，以下

幾點進一步說明。 

1. 制式化的圖像 

  少數客家傳統元素的高度重複性，雖然建立起具代表性的象徵符碼，但也形

成制式化表現。對少數族群的媒體再現而言，呈現代表性象徵是一種常見的表達

與識別方式，也同時傳達出少數族群的特殊性與非主流性，然而這種一再強化與

主流社會的差異，也有可能增強這些族群所處的他者位置，因此這其中有其弔詭

之處。  

2. 族群自我框架＋主流社會框架 

  族群傳統圖像之呈現，在因應媒體當道的環境下，就不僅只是將過去的傳統

元素直接展示，還包含了主流媒體及其訴求之主流社會的思維邏輯，換言之，族

群圖像結合了族群自我框架與主流社會框架，例如花布、擔飯、客家粄、圓樓等

呈現出更為絢麗、壯觀、趣味、更具現代審美標準。 

3. 強化族群形象或弱化族群多元特質 

  從另外一個角度來看，這些典型的或刻板印象化的族群圖像元素可能窄化族

群再現空間，多數情境總是一再使用花布、藍衫、桐花為表徵，久了之後，難免

有千篇一律的感覺，似乎傾向以過於侷限的元素去從事轉化及創新。同時這些有

限元素的一再複製及增強，也有可能形成一種強迫性力量，將族群內部異質、另

類、多元的部分收攏於有限而固定的範圍內。 

 

（二）客家特色的代表性爭議 

  當客家族群積極運用若干傳統元素及圖像以做為客家象徵之際，這些元素的

代表性也產生一些不同聲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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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何謂客家特色 

  桐花、花布、藍衫、圓樓經常被做為客家的象徵，然而也有人質疑它們是否

真的屬於客家？特別是台灣客家？（池永歆，2005；陳板、李允斐，1991）油桐

花對台灣南部客家而言的代表性可能不夠15；花布及藍衫如何能算是專屬於客家；

圓樓是大陸客家的象徵。在一些客家文化館或文化園區所展示客家生活（特別是

農村生活）的勞動器具與生活習俗，有很多是一般漢文化及閩南文化皆有的現象，

似乎未能夠代表客家特色。以這些元素做為族群認同的媒體物及象徵物其適當性

可能值得討論。   

2. 文化元素的挪用 

  另一方面，一些被認為具有客家特色的事物，似乎是挪用了其他文化的元素，

例如近來常看到的客家藍染，藍染見於許多族群，並非客家專有，客家藍染成為

晚近新創的客家象徵16；或如神豬祭祀，也並非客家獨有的文化習俗，例如當神

豬飼養引發虐待動物爭議，並意指和客家文化的關聯時，便特別引起一些客家人

的不同看法。面對這些和其他族群共有的文化，如何釐清它們和客家族群特有的

關係，也是一個令人關心的問題。 

第三節 客家的鏡像 

  這些客家新聞圖像不僅呈現客家活動及人事物的樣貌，也成為客家的一種鏡

像17，反映出對客家的想像，如果從這些新聞圖像屬於媒體事件的角度來看，則

可以認為其中包含客家的自我想像、自我展演，也就是如同前述藉由活動化、奇

觀化去突顯客家的存在及其價值，因此這些新聞圖像雖然是媒體再現的客家，但

也是客家配合媒體框架而意欲展示的自我形象。以下說明其中主要的鏡像投射。 

一、理想的客家 

                                                      
15

 台灣南部客家多強調夜合花而非油桐花。 
16

 筆者接觸從事客家藍染的工作者亦認為所謂「客家」藍染和客家之間的關係是晚近刻意創造

出來的，並非過去存在客家藍染。 
17

 這裡借用 J. Lacan(1977)的鏡像階段理論來說明客家透過媒體作為鏡像而投射對自我的想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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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客家新聞圖像敘事反映出一種對理想客家的想像及期待，主要包括兩點： 

（一）美好的傳統，百花齊放的現在，光明的未來。 

  在許多傳統創新的敘事中，被反復指涉及援引的傳統，是族群認為美好及感

到光榮的傳統，並願意經由轉化及創新去延續這些傳統。而這些創造及轉化便發

展成當前對族群文化的多方經營，透過各種活動、節慶、會議，在政治、文化、

經濟、社會等各領域積極開展族群活動空間。藉由這些活動將可更大幅度去動員

族群、提高關注、世代傳承，開創出更理想的未來。 

（二）豐富的文化內容。 

  這些活動除了提振客家外，也同時試圖證明客家擁有豐富多樣的文化，雖然

然傳統客家多屬農村山林的生活範圍，但仍然在藝文方面發展出不錯的成果，舉

凡山歌戲曲、文學、工藝等皆已成為珍貴的文化資產。因此客家要極力向世人展

現這些文化內涵，強調客家文化的價值，以及提升族群文化的社會地位。 

二、和諧的客家 

  新聞圖像呈現的客家多屬互動良好、關係和諧的族群形象，僅在一些政治選

舉的相關圖像才隱然指涉因政治立場導致的對立。大體而言，都是正面的形象型

塑，主要包含以下兩種情形。 

（一）內部團結，對外敦睦。 

  一般來看，客家新聞圖像呈現不少活動舉辦情形，這些圖像描繪出客家族群

的集體行動、凝聚力，他們或集結於公共空間、或行走於大道，表現出一種集體

性、團結感和認同感，客家透過新聞圖像展示族群的存在與力量。其次，在這些

新聞圖像內，也有一些包含者非客族者，如外國人、異國文化，藉此表現客家文

化的包容性與開放性，和其他族群文化能夠和睦共處、接納多元文化。 

（二）上有領導，下有配合 

  客家新聞圖像包含不少客家相關活動的照片，一些照片都出現客家官方人士

的身影，且都在圖像中佔有主角的重要位置，顯得鮮明有力，一方面代表客家官



237 
 

 

方在族群發展中具有主導的力量，另一方面，也意喻著官方的領導獲得客家民間

的配合與支持。當然，這種圖像敘事亦是源於主流新聞媒體經常仰賴權威的新聞

消息來源所形成的結構性偏倚(structual bias)（McNair，1998），因此傾向以權威

及菁英作為圖像中心，而這種景象也間接建構出一種上下整合的秩序感，意謂著

相關群體及社會能夠被統合於某些領導力量的影響範圍內，也進一步強化一種集

體和團結意象。 

三、進步的客家 

  前面矩形分析所呈現的創新敘事，正代表著一種進步趨向，這種進步形象主

要透過現代化的相關方式而獲得，包括組織化、活動化、文創化。 

（一）組織化：首先依賴力量匯集，從中央到地方、官方到民間，成立相關機構，

藉以進行資源統籌、分配、運用，使客家事務能更有力推動。 

（二）活動化：不斷舉辦各種活動，以此動員相關資源與召喚族群意識，使族群

呈現活躍、醒目等充滿活力的特質，也藉此累積更多的行動能量。 

（三）文創化：配合文創趨勢，將族群的文化面與經濟面進行連結，例如推動客

庄十二大節慶、客家特色商品，促使客家文化與產業同時發展。 

  綜合言之，客家新聞圖像反映客家族群追求進步繁榮的企圖心，試圖擺脫過

去入山入林、低調沉默、逆來順受的邊緣姿態，轉而積極站上社會舞台，努力展

演族群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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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結論與建議 

  前面已逐一說明各類客家新聞圖像的矩形結構及論述意涵，本章將進一步探

討這些敘事模式的意義，並提出相關建議。 

第一節 討論   

一、客家新聞圖像的敘事模式 

  依據第四章的探討可發現客家新聞圖像出現連結關係與不連結關係的混合，

以及著重矩形分析的複合項。這種現象主要由於傳統創新是這些圖像的敘事主軸，

因此它們不會停留於單一定型狀態，而是不斷在對立項或矛盾項之間徘徊遊移，

換言之，是一種傾向跨界、混雜的趨向。而這種邊界模糊的現象對客家文化而言

有其特殊意義。首先，客家本是遷徙的移民族群，在其遷移過程中自然會吸納異

文化，因此所謂的「傳統」其實應已是混雜的結果。而如今後現代主義風潮大興，

強調越界、混搭、破格等風格比比皆是，客家也跟上這股風潮，對傳統文化進行

轉化與創造。其次，客家傳統包含著若干與現代文明不符的文化元素，譬如父權

主義、保守心態，這些是當代客家在欲振興傳統文化之時，卻也想加以改變的地

方，而藉著汲取現代精神、創新轉化，正可超越舊有不合時宜之處，也表現族群

的一種自省能力。 

  從敘事的角度來看，這些圖像係透過媒體而呈現的意義結構。在敘事學觀點

中，敘事本身即是一種獨立於媒體的深層結構，因此敘事可被傳譯而不會損及結

構的完整性，敘事可使用不同媒體而進行複製（朱元鴻，2000：114）。在歷史敘

事中，對歷史的建構以作為當前可據以連繫（對立或趨近）的一個對象，成為當

前之存在、行動及實踐之意義與正當性的一個參照或基礎。社會的每個階段都必

須重新一再述說「過去-現在」的關係，並藉由這些述說而定位現在。因此，客

家新聞圖像事實上也在客家影像中重複敘說客家的過去、現在及未來，表 6-1 說

明客家新聞圖像敘事的故事大綱、表層故事與底層故事。從前面的矩形分析及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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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分析來看，這些新聞圖像同時進行著傳統敘事與創新敘事，在表層故事上描述

客家傳統之美，流傳至今，仍然被一些人保存或予以改造創新，這些參與客家文

化的人大多表現出熱烈快樂的情感，或呈現團結向心的集體意識，意味著客家傳

統及文化後繼有人，正在持續開花結果。但如果進一步透視表層故事，則可認為

底層故事主要敘說的是對客家傳統的憂心，包括傳統失落危機之威脅，以及擔心

傳統能否符膺現代趨勢，背後反映的是族群認同焦慮，並極欲展演自己、放大自

己、肯定自己，希望跳脫弱勢處境與低落的社會地位，追求更強而有力且貼近主

流的位置。 

 

表 6-1：客家新聞圖像敘事 

故事大綱 傳統敘事（呈現傳統）：傳統民俗、傳統戲曲、傳統產業…。 

創新敘事（呈現創新）：文化創意、產業創新、新舊傳承…。 

表層故事 美好的傳統（擁有多樣的傳統文化）－傳統文化至今猶存（有些

人（老人、年輕人或其他人）仍參與這些活動）－在傳統中加入

創意－參與者很快樂、享受（有些則辛苦）－不忘本的客家人－

部分活動透過群體方式而展現一種凝聚與團結－客家族群及其

文化正在努力發展。 

底層故事 傳統的危機－族群認同焦慮－自我展演欲望－追求權力位置－

抗拒邊緣化 

   

  客家新聞圖像藉著述說美好的過去、進步中的現代、創新轉化、世代傳承，

其實亦反映一種焦慮、欲望，擔憂客家文化式微、客家地位低落、客家不被認識

及肯定。客家透過媒體事件呈現的客家多具有美化客家的意向，建構出客家族群

及文化的正面形象，似乎欠缺對客家社會底層、負面、邊緣的再現，這固然一方

面是主流媒體較少使用深入探討問題的框架，但另一方面，客家經由各種活動而

現身，這種客家再現具有呼應主流媒體的偏向性，總是某些圖像最常被再現，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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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權威的、熱鬧的、奇觀的情景，這些客家影像特別契合於主流媒體的喜好，符

合主流媒體的媒體形式。 

二、客家新聞圖像敘事之檢討 

  從以上客家新聞圖像的分析結果來看，我們可進一步思考，在台灣的主流社

會中，客家做為一種差異的存在，它被看成與想像成甚麼，而客家自我意識到差

異性及獨特性，又把自身想像成什麼。這些或可從新聞圖像敘事來觀察，以下從

幾個問題來思考。 

第一，客家新聞圖像說了哪些故事？ 

對此，我們要注意這些新聞照片闡述了客家族群的哪些生命故事？描述了哪

些人的哪些生活經驗？如果說傳統創新與族群認同是這些故事的主軸，則它們是

屬於族群全體的共同想望？抑或是某個階級或某些群體的經驗？或者應進一步

問，圖像所呈現的傳統是被哪些人認可的？被哪些人否斥的？這些問題可引導思

考族群內部異質性。 

第二，忽略了哪些故事？ 

延續前一個問題，在圖像敘事中，不只要看到故事所說出來的，還要留意故

事沒有說的，是誰的故事（經驗、意義、價值）不被談論？或者受到怎樣的扭曲？

客家社會內的主流與非主流分別受到怎樣的對待？ 

第三，這些故事的價值為何？功能為何？ 

客家新聞圖像能夠為客家提供何種族群及文化再現？能夠讓一般人獲得更

多的了解或反而窄化認識？能夠讓客家人對客族產生更強的認同或疏離？能夠

連繫客家與非客家的關係？促進多元文化之發展？ 

第四，誰從這些故事中獲利？說故事者的位置與觀視角度？ 

新聞圖像建構的故事讓哪些人獲得好處？例如對哪些人形塑正面形象？強

化哪些人的立場及觀點？敘事者佔在何種位置去進行觀察與陳述？他們的視角

使其看到什麼？以及無法看到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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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被凝視之客家混搭風格意味什麼？ 

在客家新聞圖像中，有一些照片呈現跨界、混雜的風格，這些混搭風格之圖

像作為被凝視的客家影像，能夠敘說怎樣的故事？除了轉型、過渡、多元等意義

外，是否可能還隱含著不確定感、機會主義、虛無主義，以至於形成過度迎合後

現代消費主義。 

  以上問題皆是第四、五章試圖說明的內容，此處藉問題形式再次提出以凝縮

及強調本研究對客家影像敘事的核心關懷。基本上，由於新聞圖像的敘事建構，

讓客家經由某些方式及側面而彰顯族群及其文化，也表達族群的某些希望及憂慮，

然而如果從族群異質多元的角度來看，則客家新聞圖像能否再現更多不同的觀點

及想像，是否呈現更多客家社會底層或邊緣的身影，是否顯現族群內部對話，以

及和其他族群互動的影像，這些皆值得注意。 

第二節 建議 

  依據前述說明及討論，本研究提出以下幾點建議： 

一、提供多樣的影像敘事框架。 

  大多數的客家新聞圖像屬於刻意安排之媒體事件的結果，帶有主流媒體新聞

價值考量的影像框架，突出權威、菁英、壯觀、強調視覺效果的影像產製。圖像

內容側重描繪客家的積極正面之發展，包括舉辦活動、製造產品、重要人物送迎

往來、和諧團結、傳承創新，但似乎遮掩及迴避了對更多面向的觀察、對更多問

題的關注，特別是缺乏令人印象深刻的、能激發社會意識的影像。這也反映客家

新聞的圖像框架仍有很大變化及發展空間。 

二、提供促成相互了解的影像。 

  以作為一種呈現特定族群的新聞圖像而言，它不僅是讓人們透過新聞圖像而

看見族群，還應該藉此促成族群之間的彼此理解，而此須透過將族群更完整與多

樣的面貌呈現出來，以便能提高跨文化傳播的功能。 

三、提供促使反省的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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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族群新聞圖像應避免負面刻板印象化、扭曲化；但另一方面，亦無須過於標

榜或放大特定成就，以免變成正面刻板印象，而同樣片面刻劃族群形象。或者應

對族群自身提供更多自我檢視，引導從多元的角度進行自我觀察。目前的客家新

聞圖像較多是以圖像來陳列既有活動成果，並多從表面績效來觀察，至於省思空

間並未清楚呈現。  

四、提供促使行動的影像。 

  奇觀文化被詬病之處在於它製造了一種炫麗奇景，讓觀者目不暇給，只能成

為被動的旁觀者，失去批判與行動的能力。然而主流媒體由於市場競爭壓力，傾

向於產製奇觀文本，以吸引更多閱聽眾的注意，因此這類媒體的多數文本框架是

企圖收編注意力與思考力，未必有益於閱聽人的反省與行動。客家新聞圖像中特

別是一些活動相關照片，其原本活動規劃便包含著配合媒體報導的設計，希望藉

以獲得媒體更大篇幅的報導，這樣的處理是否可能迎合奇觀文化之產製值得加以

留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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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b2.0 時代的口傳技藝文本： 

一個YouTube 站上客家山歌表演記錄的觀察 

 

中文摘要 

 

本文研究動機起自McLuhan(1964)和Ong(1982)對於電子文化所提出的「再部落化」

與「第二口語性」（second orality）概念。研究者想了解在YouTube 網站上，呈

現了什麼樣的台灣客家山歌表演樣貌？這些呈現方式，在哪些部分採用了文字/

印刷文化表演的傳統與思維？在哪些部分呈現了初始口語文化表演的傳統與思

維？這樣的電子文化環境，相較於文字/印刷文化，是否真能提供口傳技藝表演

文本一個更具口語性的再現環境？ 

研究結果發現，在表演者的部分，上傳於YouTube網站上山歌表演影片中的表演

者大半為年齡61歲以上的非名人女性，大多著的是現代服飾；在表演文本部分，

演奏的曲調以山歌子最多，大部分以獨唱呈現，伴唱樂器以卡拉OK最多，演唱

內容大半是既有歌詞；表演的情境則是極為多元；至於閱聽人部分，不論是影片

內或影片外網路平台所提供的閱聽人反應，都不太熱烈。影片內大半皆無閱聽人

鏡頭，而影片外的網站環境，雖設置了閱聽人互動的裝置(點擊次數和文字評論

區)，但使用者並不多。 

如由影片來源來看，在 YouTube 網站上的客家山歌表演影片，大部分是來自民

間自製的影片，而其來源也較為多元可說是較符應口語文化強調的俗民性和社群

參與性。但如從媒介文本組成來看，由統計資料顯示，YouTube 網站上山歌表演

影片的表演者，大部分為標出姓名但非名人的表演者；而在歌詞部分，不論是電

視台的節目或地方節慶的表演，大部分傳唱的皆是既有的詞曲；在樂器伴奏部分，

則以卡拉 OK 伴唱帶為主。在文本呈現上是較偏向文字文化強調的固定性與個人

性。 

至於在與閱聽人的互動部分，研究結果顯示，雖設置了閱聽人互動的裝置(點擊

次數和文字評論區)，但使用者並不多，且閱聽人並不涉入「文本的共創」，純粹

像是個旁觀者，疏離的提供一些個人意見，與口傳技藝強調的，透過閱聽人積極

參與、共創或改編文本，使文本產生「變異性」及「集體」創作的特質，仍有很

大的差距。 

 

 

 

關鍵字：第二口語性、口傳技藝文本、客家山歌、web 2.0、表演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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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study, Drawing on McLuhan’s “retribalization” and Ong’s  “secondary orality” 

concepts , aims to explore the presentation of verbal art in the Web 2.0 environment  

and examines that  the presentation of verbal art in the Web 2.0 environment  if can 

be fitted the concept of McLuhan’s “retribalization” and Ong’s  “secondary orality”. 

In this study, we choose Hakka Folksong’s performance archive in YouTube to be 

collected object from 2005 to 2010.And 287video archives were analyzed by content 

analysis method and iconography method.  

The research results revealed that the video archives can be roughly divided two 

categories. One is the professional video archives those  mostly are TV station 

programs that usually are  the famous Hakka folksong’s singer  performance ; the 

other one is amateur video archives those mostly are the community folksong class 

practice condition and local celebration folksong chorus performance.  

Compared with literate culture, we found that people indeed use more sound and ear 

to express themselves and understand outside world, even we can express opinion 

instantly for the performance through YouTube’s reply function  just like in the oral 

culture people can talk to each other instantly . There are more ordinary people can 

post their video for everyone from everywhere , and people can rewrite or revise the  

performance video just like the verbal art of oral cul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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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動機與目的 

 

1960 年代，McLuhan 提出了「媒介就是訊息」的說法，引發傳播學術圈廣泛注

意。也開啟了媒介效果研究另一新的思考角度。相較於一般傳統傳播學者強調傳

播「內容」對人認知、行為的影響(例如傳播理論中的議題設定、涵化等理論。

翁秀琪，1993)，McLuhan 在1964 年出版的《了解媒介：人的延伸》一書中，

就明確的指出，媒介內容雖然對人會產生影響，但更值得注意的是傳播「媒介」

本身的發明，對人類生活所造成的巨大改變（在此麥氏所說的媒介，並非狹義的

報紙、電視等大眾）傳播媒體，而是各種可供人類使用的工具和技術，例如文字、

桌椅、印刷術等。 

在《傳播工具新論》一書中，McLuhan（1964／葉明德譯，1978：3-17）並以傳

播媒介為標準，將西方歷史分為口語傳播時期、文字時代、印刷時期、電傳時期

等四個時期。McLuhan 對於人類發展史的畫分方式，主要即在強調，不同的媒

介使用，對於人類的感官知覺及思考路徑會產生不同的影響。所以在口語時代，

人的聽覺凌駕在其他感官之上，而進入文字時代，眼睛反成最重要感官工具。

McLuhan說法引發後續學者許多討論，也導引了學術圈對於媒介特質影響性的關

注，學者Ong 即進一步延伸其學說，並將之與環境中的各式因素結合，提出以

重要傳播媒介做為文化發展畫分依據的媒介文化觀，詮釋人類心靈組成與各式行

為，並將人類文化發展以口語、文字和電子文化稱之（Strate，2002: xi）。 

Ong(1982)指出，不同的媒介文化會形塑不同的生活樣態、藝術創作形式及慣性

思維方式。在口語文化中，社群和家庭為組成的初始單位，不強調個人，較重視

集體行動，自我認同透過社群定義而來。人們經常處於一種互動密切的交往模式

中，談話內容與所處情境緊密切結合，知識的取得源自於實作，知識內容與日常

生活緊密結合，非課堂上所傳授的抽象知識。至於在藝術創作部分，由於互動密

切及系統記憶工具缺乏，口語文化形塑了強調即興、共同創作、互動及內涵不斷

變化的表演戲劇、歌謠、說書等口傳技藝(Ong，1982；Finnegan，1988)。 

相較之下，在文字文化中，由於系統性記憶媒介澎渤發展，不需花費太多精神在

事物記憶上，也因識字教育的普及，人們不需透過他人協助，即可獨立完成許多

事，故而社會運作，較偏個人輕集體。正式教育機構林立，抽象的知識廣為流傳

且大量出現，也因文字將口語具象化的過程，使得事物可做精確比對與分析，再

加上印刷媒介的線性排列方式，促使具分析結構及線性思考的偵探小說文類(Ong，

1982:144-151)及強調精確符號書寫樂譜的古典音樂(Boorman，1986)出現。 

至於在電子文化部分，由於兩者著作出版之時，電子媒介尚不興盛，故而著墨皆

不多，兩者僅曾就電視、廣播等大眾媒介具資訊快速傳播特質做簡短說明。但對

於電子文化所造成的影響，McLuhan(1964)曾預言，電子媒體對聽覺、觸覺感官

的強調，將使人們再次經由聆聽、觀看方式認識外在世界，回復「口語文化」耳、

口、觸覺功能，我們亦將經歷「再部落化」過程，重回口語部落時代。Ong 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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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第二口語性」一詞，說明電子時代中口語文化特質充斥的現象。Ong(1982:136)

並進一步指出，這個新的口語性(即第二口語性)與舊的口語性(即前述所稱的口語

文化，Ong 又將其稱之為初始口語文化)在參與的神秘性上，有驚人相似之處，

它促進社區意識，將焦點集中在現下，甚至是套語公式的使用。 

對於電子文化的形容，不論兩者用詞如何，皆認為當代充斥各式影音媒介的電子

環境，使人們能重新獲得初始口語文化(primary oral culture)的感官性，而產生社

群共在感、現下參與感及文本共創性。 

雖然兩人提出此概念時，微電子環境尚未發展成熟，但當時序邁入1980 年代中

後期強調超文本形式的網際網路出現，甚而是2005 年後，強調互動、影音分享、

協同創作、流動文本、使用者中心概念的web2.0 出現後(王志仁，2006)，關於兩

人「再部落化」與「第二口語性」的說法，開始受到不少學者的檢視與驗證

（Bolter,1991; Lanham,1993; Landow,1992；沈錦惠，2007）。 

Bolter(1991：59)在《寫作空間：計算機、超文本和歷史寫作》一書中即明白指

出，電子文本，就像一個口語文本，處於動態多變狀態(dynamic)。透過電腦建

模和仿真的過程，可將我們帶回立即、親身經歷的溝通模式。而超文本流動、轉

移、結尾開放、易逝的傳播特質，也與初始口傳社會傳播方式，有著異曲同弓之

妙。Bolter 並進一步舉例說明，在口語時代中，荷馬聽眾透過掌聲鼓勵或噓聲反

對，影響口傳表演敘事組成，共享詩人表演的聽覺空間，並成為表演中的特定部

分，今日，電子文化的表演影音記錄亦同，觀眾的掌聲往往被保存在爵士音樂的

錄音中，成為表演的一部分。而Lanham(1993)的《電子文字：民主、科技和藝術》

和Landow(1992)的《超文本：當代批判理論與科技的聚合》等書，亦觀察到電子

環境中口語性的返回。 

至於在講究互動、影音分享、協同創作、流動文本、主動閱聽人概念的web 2.0 網

路環境，所展現出的口語文化特質，也同獲諸多學者的探討(李信漢、杜綺文，

2007)。以kuso 影片製作為例，透過擬仿、拼貼、集體創作，網路閱聽人可依自

身詮釋將原文本拆解、組合為自創文本，發布於網路空間，而後續的閱聽人又可

加上自己的解讀甚或再重新拆解、組合再自創新文本。在此，閱聽人身兼解碼者

與製碼者雙重角色，而文本則是處於不斷變異中(羅紓筠、林佳儀，2005)。這些

Kuso 文本與閱聽人間的互動模式，亦可進一步說明電子環境中社群集體共同創

作、文本不斷變異、作者政權消失等口語性返回特質。 

當然，電子文化的「再部落化」並非意謂著與「初始口語文化」組成成份相同。

Chesebro&Bertelsen(1996)即指出，電子文化雖同樣強調社群、社群認同等概念，

但其組成的社群已非實體社群，而是一種虛擬社群、社群中人的自我認同亦非單

一的社群認同，而是多重矛盾自我；而Ong(1982)雖以「第二口語性」稱之，但

他仍強調，第二口語文化仍需依靠文字和印刷術而生存，亦即，文字文化的各式

樣態和形式，仍殘存於電子文化中。 

如果電子文化環境真如前述學者所言深具口語文化特性，而第二口語性亦涵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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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文化的各式樣態和形式，那麼我們或可將其用來檢視深具口語性的口傳技藝

表演，看看電子文化環境呈現出什麼樣態的口傳技藝文本？這些呈現方式，在哪

些部分採用了文字文化表演的傳統與思維？在哪些部分呈現了初始口語文化表

演的傳統與思維？這樣的電子文化環境，相較於文字文化，是否真能提供口傳表

演記錄文本一個更精確、原初的再現環境？其與原初口傳表演間的異同為何？ 

關於口傳技藝文本的劇種研究部分，國內目前大半集中在歌仔戲、布袋劇、客家

三腳採茶戲等劇種表演的探討（陳龍廷，2005；莊美玲，2006），少部分探討原

住民歌謠的傳承(呂鈺秀、郭健平，2007)及其他民間技藝的研究。研究主題部分，

則是集中在劇種起源、發展史、曲調唱腔、表演方式、特殊藝人或團體的貢獻與

經驗的探討(曾永義，1997)。 

至於本文所探討的電子環境與口傳技藝的互動，目前僅有少數論文探究電視、廣

播、電影等大眾媒介對於口傳技藝的影響。像是李昀穎(2007)即探討布袋戲進入

廣播、電視與電影三種不同的傳播場域，所造成的音樂固定化、多元樂器進入、

強調聲光效果的影響。柯銘峰(2006)則探討電視對現代歌仔戲音樂所造成的卡拉

錄音帶及新調出現的影響。但這些研究焦點大半集中在某一特定技藝元素的探討，

例如後場音樂，而非針對整體表演做探討，與原初口傳技藝表演強調的整體性有

所違背。 

本文以客家口傳技藝-山歌數位影音記錄做為研究對象，選用web 2.0 中，廣受網

民歡迎的YouTube影音網站上，有關台灣客家山歌表演的相關影音資料做為分析

對象，研究者想了解在YouTube 網站上，網民是如何呈現台灣客家山歌表演樣

貌？這些呈現方式，在哪些部分採用了文字文化表演的傳統與思維？在哪些部分

呈現了初始口語文化表演的傳統與思維？這樣的電子文化環境，相較於文字文化，

是否真能提供台灣客家山歌表演文本一個更精確、原初的再現環境？其與原初口

傳表演間的異同為何？ 

之所以選用客家山歌表演為研究對象，是因為國內較少針對客家山歌進行學術性

研究。再加上客家山歌較其他劇種在分析上較為單純，主要以歌唱方式呈現，參

與人數較少，場景佈置亦不似各式口傳表演劇種複雜，故而本文選用客家山歌表

演文本做為研究對象。至於口傳表演文本呈現的媒體場域選擇部分，由於口傳技

藝為一動態的表演過程，而影音資料的呈現方式，又較強調動態與整體

(Foley,2005)，再加上web 2.0媒體環境，所強調互動、協同寫作、流動文本、主

動閱聽人等概念，與初始口語性及Ong所謂「第二口語性」較近似，故而本文選

用目前全球最大影音分享網站YouTube上的客家山歌表演文本，做為分析對象。 

本文為國內少數以第二口語性觀點檢視口傳技藝文本於web2.0網路環境的呈現

內涵，研究者希望透過對台灣當代口傳技藝表演文本的觀察和分析(包括傳播藝

術、觀眾參與與創作、表演情境、樂器使用等)，以更全觀的方式，檢視當代網

路影音互動環境、其與初始口語環境特質的異同，及口語和文字文化環境，對於

電子文化環境所造成的影響。並希望透過引入媒介文化及表演記錄相關研究，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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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演與傳播研究注入新的思考起點。 

 

二、文獻探討 

由於本研究將焦點集中於web2.0 電子文化環境中，口傳技藝記錄文本呈現的相

關探討，故而在文獻探討部分，研究者將就口傳技藝文本呈現的相關討論，及其

呈現的電子環境-網際網路與web2.0 的相關文獻做一說明。 

 

(一)口傳技藝相關文獻 

1.口傳技藝的定義與本質 

何謂口傳技藝(verbal art)？指的是沒有文字或雖有文字而不善於應用的民族，發

揮其智力所為之故事、歌謠、諺語、謎語等口語創作。在Bascom(1955:245)的經

典文章中，將其定義為民間故事、神話、傳說、諺語、謎語和其他形式的口傳文

學。國內外許多研究，即在此說明下進行，特別是民俗學研究者和人類學家，針

對各地的口傳技藝曾做了相當多的探討(Finnegan，1988；de vet，2008)。現今口

傳技藝一詞更被擴大使用，涵蓋說明口傳文化的詩、歌謠、辯論和繞口令等

(Finnegan，1992:10)。 

由於主要傳播工具為口語，致使口傳技藝有幾個不同於文字文本的特質：第一是

「變異性」，即文本在口頭流傳的過程中，由於口語相傳的緣故，常會有些添加、

刪減或改作的情形出現，故而文本一直處在變動的狀態中；其次是「集體性」特

色，創作者並非某一特定作者，通常是由眾人合作完成；第三為「匿名性」，也

由於通常為眾人所創作，故而並無所謂的「作者」概念出現，創作者的名字並不

重要（譚達先，1992:29-58；胡萬川，2010:203）。 

反之，文字文本則強調文本的「固定性」與「個人性」，另在印刷文化的薰陶下，

作者概念興起，作者姓名成了文本重要組成物，也產製了名人文化，這個名人文

化亦延續至電子文化中(Ong,1982)。 

過往，無論是人類學、語言學，或是在文學領域中，有關口傳技藝的學術研究，

大半探求的是文字文本內部的特殊用法，或形式特徵模式。主要關注的是訊息本

身內涵(Jakobson，1960:356)或表述的形式(Bascom，1955:247)。1970 年代，一

個新研究典範，對於文字文本中心的基本信條提出質疑，有關口傳技藝的研究，

開始受表演(performance)概念影響，研究焦點由詞曲的文字文本，轉至歌者的表

演，甚而是整個表演情境，表演者與聽/觀眾的互動過程，探討表演在某個特定

文化情境中的意義建構過程。有關口傳技藝的研究，也從過往單一架構解釋全部

(one-size-must-fit-all)的研究模式，轉向各部分皆有差異(all are different sizes)，強

調表演各面向取徑(Honko，2000:11-12)。 

Finnegan(1992)即指出，表演所依靠的，不只是書寫文本，同時還包括當代的表

演傳統、學習技巧或其他補充文字文本的事物。文字文本分析對於口語表現的分

析嚴重不足，因口傳技藝是種觀眾和表演者共同創造的作品。單就文字文本所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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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分析，是無法充分描繪出口語的藝術層次及其表演特質。研究者需進一步了解

表演發生的時空背景，及說聽者間的互動過程，方能掌握整個口傳技藝動態過程。

亦即，口傳技藝是一個深受情境與閱聽眾互動影響的表演，非單純的文字文本分

析可窺知全貌。故而要如何分析口傳技藝文本的呈現問題，需回到表演記錄的相

關討論中探尋。 

 

2. 表演記錄的問題 

Matthew (2003)指出，表演記錄和保存，主要源自於對於作品消逝(disappearance)

的焦慮。McAuley(1994:184)即談到，表演是一種現在時刻的藝術，不能重複，

它之所以使人迷惑，即在於它的獨特性和易逝性。害怕現場表演的立即消逝，導

致了表演藝術記錄的出現。這樣的焦慮導致一個結果，即許多組織開始成立處理

某些表演即將滅絕的問題。像是美國國家舞蹈保存組織（The National Initiative to 

Preserve America’s Dance）即於1993 年成立，隨之而來成立了舞蹈傳統保存協

會(Dance Heritage Coalition)，而國內亦有多個政府機關陸續成立數位影音典藏資

料庫，像是國科會每年均鼓勵研究者從事數位典藏國家型科技計畫的研究與建置，

客委會目前亦建置了台灣客庄文化數位典藏網站。 

從這些數位典藏設置的宗旨來看來看，其成立的主要目的非促成新藝術作品創作

的產生，而是要確保現存藝術作品的存在與保存。換言之，它們關注的是「過去」

和「未來」，而非「現在」 

（Matthew,2003)。也就因為其關注的是「過去」和「未來」，而非「現在」，

而表演又是個「現在時刻」與「流動性」的藝術，這使得表演記錄呈現了以下問

題(Phelan,1993)： 

 

（1）記錄本質與表演本質間的矛盾緊張 

 

表演的本質是在討論表演記錄時所有難處的根源（Jones, Abbott and Ross ,2009)。

就如同Stanislavski (1987)所述，表演是現場的事件，它無法跨時間(endure through 

time)存在。這使得許多學者宣稱，表演的主要特質即為它的稍縱即逝和動態性，

例如，Phelan(1993)就談到，表演是透過消逝而成就自己(performance becomes 

itself through disappearance)。在《未被注意：表演的政治》一書中，她所提出的

深具影響表演定義，更進一步將表演視為是「無法複製再現」(representation 

without reproduction)。並特別強調： 

 

表演不能被保存、記錄、建檔或是以其他再現方式發行，當它如此被處理時，

它就不再是表演了，而是比表演還多的事物(sothing other than performance)。

在某個程度來說，當表演試圖進入複製的經濟體系中，它就背叛且貶低了它

自己本體論承諾 (Phelan,1993: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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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演在此指的是現場表演：再現事物的傳播包含許多可能範圍，這些事物對於

Phelan 而言，都是次等、寄生於現場表演之中。這些次等的再現事物包括重要

記事、行銷、評論、相片及閱聽眾對於表演的看法和談話。 

表演的稍縱即逝性(transience)和動態特質引發與表演記錄間的緊張：即對於流失

的恐懼，導引人們意圖透過記錄方式解決問題，但記錄的「固定」特質，及與閱

聽人互動過程的消失，又留下了許多令人不滿意的結果。特別是當我們在記錄強

調互動、現下特質表演時，如何捕捉那些情境和互動氛圍，如何反映參與的真正

意義？當表演經驗本質為互動、感受和展演時，透過記錄創造和選擇過程，我們

能否提供一個有關表演較真實且可信賴的版本？這些問題都引發學者質疑

(Finnegan,1988;Phelan,1993) 

對於表演記錄「固定」特質的看法，在進入電子文化後，有了一個重要翻轉，尤

其是在強調強調互動、影音分享、協同創作、流動文本、使用者中心概念的web2.0 

環境中，表演文本的記錄不再是固定不動，透過使用者主動共創文本的過程，新

記錄文本不斷被上傳、更新，後續的閱聽人亦可加上自己的解讀甚或再重新拆解、

組合舊文本再自創新文本(王志仁，2006)，表演記錄文本的固定特質自此不再明

確。 

Foley(2005)即對於網路環境呈現口傳技藝的可能性，持正面態度，他提出了以下

三個理由說明： 

1.網路隨時能被編輯和更新，與口傳技藝的流動本質相符2.網路能夠支援許多不

同種類檔案的聯結， 

產生一個多面向的再現(或呈現)，與口傳技藝強調的整體、多面向呈現樣貌一致

3.網路能夠提供更民主的近用方式，並提供同步或非同步與閱聽人互動場域，與

口傳技藝強調閱聽人參與的概念相近。尤其是近來網路影音呈現技術的提昇，相

較於書寫媒介線性、單面向的呈現方式，更能有效傳遞口傳表演初始經驗中所強

調的整合再現。 

 

（2） 表演記錄無法呈現表演的「現場感」(liveness) 特質 

 

表演記錄的另一個爭議，是出現在研究者對表演「現場感」的強調，認為表演記

錄文本，無法捕捉現場參與的親身感受(Phelan,1993；Barba,1992)。Stanislavski 

(1987)指出，表演是「現場」事件，它無法跨時間(endure through time)存在。

Barba(1992)亦談到，表演是現下(present)的藝術，表演的現場(live)特質，是其主

要的價值。 

針對表演「現場感」特質說法，Auslander(1999)在《現場感》(liveness)一書中，

特別說明「現場感」概念的歷史建構過程，並對表演的「現場感」本質及其影響

提出一些質疑。他認為，「現場感」常被強調為表演的本質與前提，但這個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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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僅非為本質，且隱藏一些偏見和未經考慮的判斷，但它卻成為當代現場表演的

基礎文化知覺，特別是，它讓「現場表演」的價值「高於」非現場表演。 

Auslander(1999)透過歷史分析指出，「現場表演」這個詞彙最多只能回溯到1930 

年電子媒介不盛行的年代；近代中，「現場表演」這個詞彙，主要用在各個相對

要求高品質記錄和產製的電子媒介中，例如高音質現場表現重現的CD 唱片或影

音Live 秀的記錄。他並透過一連串有關現場(Live performance)和中介表演

(mediated performance)彼此牽連和糾葛的實際例子，系統性的質疑、侵蝕、最後

甚而揚棄在現場和非現場表演間，那些不相關、不重要且令人懷疑的殘存價值及

本體論上的差異。 

Auslander(1999)指出，當代節目中使用的合成版本鼓掌聲，經常被閱聽人視為比

真實掌聲還真實、更有現場感效果，有時更被認為是現場表演一部分。而我們在

運動賽事重播或觀看搖滾現場演唱會轉播時，大螢幕和特寫鏡頭的使用，呈現給

閱聽人的，常是一個比親臨現場更高的觀看品質，這些經驗對閱聽人而言，都比

遠距離觀看現場表演更「真實」與有「現場感」的經驗。另外，Disney 的舞台

秀，它最初是由非現場表演的模式而起(卡通、動畫)，其後再衍伸到現場的舞台

表演。換言之，我們知道，現場表演既不能宣稱其獨特性，亦不能說它是先於非

現場表演記錄。 

Auslander 在其對Phelan(1993)在《未被注意：表演的政治》一書所做的回應中更

進一步指出，表演「現場感」位階的形成，不只是種歷史的偶然，且是植基於「非

現場表演」這個特別概念建構而來。而近代所強調的「現場感」，非真為演員/

歌者/舞者現場的當下表演事物，而是種中介化(mediatization)產物，即透過記錄

物、非現場表演和其他再現物的傳播而來。這個中介化產物透過各式科技效果所

造成的現場感受，有時甚至超越了現場表演帶給閱聽眾的「現場感」。Bolter

（1991:155）亦指出，相當程度來說，透過電腦建模和仿真的過程，能將我們帶

回立即，親身經歷的溝通環境與共周圍世界共存的感受。 

故而，閱聽人現場參與或否，已與感受沒有太多關係，我們應該揚棄在現場和非

現場表演間，那些不相關、不重要且令人懷疑的殘存價值及本體論上的差異。 

 

(3) 表演記錄的政治性-誰的表演該被記錄 

 

雖然Auslander(1999)瓦解了「現場感」的神話，強調在電子媒介文化中，透過各

式科技效果，數位影音非現場表演記錄所產製的「現場感」，有時更勝於現場表

演，換言之，在原初與複本間的並不存在著真實感受差異。表演記錄由此取得了

其正當性，但隨之而來的，就是對於表演「記錄」政治性的探討。 

Matthew (2003)指出，記錄的精確(accuracy)和貯存（repository）特質與客觀性，

深深影響人們對記錄的理解，並透過它來檢視歷史的記錄和對象。這個對於記錄

的基本認知和期望，在表演文本記錄中同樣出現。當代許多表演藝術記錄，即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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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為是某種完整的歷史記錄。例如，紐約公共圖書館的Jerome Robbins Dance 

Division即宣稱自己是全世界最大和最綜合廣泛的舞蹈記錄保存單位。 

當記錄機構不斷宣稱，記錄的價值在於貯存過去和記錄過去的真實，許多記錄政

治性的相關議題 

就開始被討論(Velody,1998;Steedman,1998)。Steedman(1998)就指出有關各式表演

的本質、歷史和記憶，某部分即由此組成與建構。以其他話語來說，表演記錄資

料，成了我們的表演記憶、文化的遺跡、過往生活的現場演出。而我們對於口傳

技藝的理解與想像，亦透過記錄文本而來。 

如果說表演記錄代表著表演的真實和記憶，那麼誰的表演該被呈現，誰的演出該

被記憶，就成了一個值得爭議的問題。 

過去，在印刷文化的薰陶下，作者概念興起，作者姓名成了文本重要組成物，也

產製了名人文化(Ong,1982)，這個名人文化亦延續至電子文化中，目前國內外表

演藝術作品的記錄文本大半為官方保存，少部分由私人組織典藏，這些文本收集

標準亦是以傑出名人的表演、著名的祭典為記錄依據。記錄的內容包括節目表、

小冊子、單張、照片、錄影帶和聲音記錄，公關稿件和訪談片斷、票房圖表、場

景和服裝設計、舞台和燈光效果、製片筆記、腳本註解、與導演或演員的訪談、

實際的服裝和舞台特質等相關事物(Matthew,2003)。 

然而這樣的呈現方式，卻與口傳技藝所強調的文本共創、起源自社群互動等文化

特質相違背，呈現的只是少數人的表演樣態與歷史記憶，而非源自於俗民社群的

集體創作，為了避免山歌表演文本呈現只是少數名人的歷史或記憶，本研究不擬

採取官方或組織的口傳表演數位典藏記錄資料，而是採用更強調互動、影音分享、

協同創作、流動文本、俗民使用者中心概念的YouTube 網站，做為山歌表演影

音記錄分析資料的來源。 

 

3. 表演記錄的分析框架 

關於表演的研究如何進行？Schechner(1988)提出，我們可將表演事件畫分成幾個

互相關聯的不同分析框架(frames)進行分析。每個框架會引導特定的規則和期待，

透過不同框架的分析與說明，即能得出一個較完整的表演樣貌。 

Schechner(1988)提出的第一個和最大的框架是表演(performance itself)本身：指的

是整個表演重要組成元素，包含觀眾、表演者、演奏樂器等。第二個框架是空間：

指的演出場所。第三個框架是傳統(conventions)：是由其所處文化決定，它們再

現了觀眾對於表演者的期待，及在演出過程中什麼該做及什麼不該做的想像。第

四個框架是劇本(drama)，是由作者所書寫的文本內容。由於本文主要研究的是

山歌表演非戲劇內容的演出，故而在此部分，將其界定為演唱內容。第五個框架

是導演(director)，指的是那些將自己規則或想法加諸於表演者之上的人。

Schechner(1988:14)指出，每個框架都有其特定的一組規則，而每一組框架內部

的規則，同時亦受限其他框架所建立的規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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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試圖檢視web2 .0 環境中，呈現出什麼樣態的口傳技藝文本？這些呈現方式，

在哪些部分採用了文字文化表演的傳統與思維？在哪些部分採用了初始口語文

化表演的傳統與思維？這樣的電子文化環境，相較於文字文化，是否真能提供口

傳表演記錄文本一個更精確、原初的再現環境？其與原初口傳表演間的異同為何？

由於上述問題都與口語與文字文化的表演詮釋框架息息相關。故而研究者需先就

口語與文字文化表演的詮釋框架做一說明。 

在此，研究者綜合Schechner(1988)、Finnegan(1988)、de Vet (2008)等表演研究學

者的相關討論，分從前述談及的表演五大框架，針對兩者的差異，做一說明。 

A.表演 

a.觀眾 

首先是觀眾部分，基本上，在口傳技藝表演中，觀眾經常扮演重要的組成份子，

與表演者密切互動，甚而共同創造和參與演出，像是許多口傳文學的表演者，即

會以提問的方式，與聽眾共同創造故事(Finnegan，1988； Stone，1982:29-30)。

故而在口語文化情境中，觀眾不只被視為被動狀態的閱聽人，某個程度亦是表演

的參與者，與表演者共同合作創造演出內容。 

但在文字文化情境中，許多表演的最初起點，是觀眾會想付錢去看表演，表演者

在規畫表演時，確實會將觀眾的喜好納入考慮中，但觀眾卻不能控制與參與演出

內容。觀眾與表演者處於分離狀態， 

且甚少成為表演的一部分，大半時候只需安靜的坐在位子上，適時的給予表演者

掌聲或噓聲(Schieffelin，2005:81)。近代有些實驗性的演出會邀請觀眾加入表演，

但演出主角仍是表演者，觀眾在演出中仍被設定為協助者，表演主要是由演出者

完成，而非如許多口傳文學般，是由觀眾和表演者合力完成(Scheub，1971)。 

 

b.表演者 

在口語文化社會中，大半表演者經由口傳心授、作中學的方式，學得演奏或演唱

技巧(Finnegan，1988)；表演者的分工不固定，通常一個表演者可能身兼數職或

同時表演多項樂器的情形出現。像是唱山歌者可能同時也在拉胡琴。但在文字文

化社會中，大半表演者經由正式學校文字教育，學得演奏或演唱技巧；表演者的

分工較為細緻且固定，通常表演者各司其職，較少一人分飾數職或同時表演多項

樂器的情形出現。Brewer(1985:189)即談到，在文字和口語傳統中，一個最主要

的差異在於專精化。在口語傳統中，一項敘事同時會執行多項功能。但文字及印

刷媒介，其在西方社會所造成的專門化發展，使得一些特殊文類慢慢出現。 

 

c.樂器使用 

 

Finnegan(1988:127)指出，口語文化模式中，音樂創作大半與台前表演配合，共

同創造出演出的戲劇效果，樂師與表演者，基本上既是創作者，亦是表演者。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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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布袋戲為例，後場的樂手會在適當的時候配合前場的演出，調整音樂，即興

創作一些樂曲，炒熱表演氣氛(陳龍廷，2005)。在口語文化中，表演的樂器通常

較為單純，只有數樣，演奏者經常身兼數職，團體合奏時，並無一個獨立的指揮，

通常由某一樂手同時擔任領奏的工作。但在文字文化中，音樂作品大半與它的表

演分離，作曲家與演奏者沒有關聯，表演者只是個被動的演出者。樂器的分工越

趨細緻，各項樂器有自己分項的樂譜，由於樂器間的互動過於龐雜，通常需要有

個指揮者及不斷的彩排才能完成整個表演。 

 

B. 場地框架部分 

在口語文化中，表演的空間並不是那麼固定，可以是任何地方，一個熱鬧的節慶

場合、沙灘、社區、廟的庭院，甚而隨時隨地皆可進行演出，端賴表演者希望它

的演出是出現在什麼場合(de Vet， 

2008)。但在文字文化中，它通常指的是劇場建築、演奏廳、體育場或是舞台本

身。這些場地大半擁有具舞台、燈光、道具等劇場表演場域，表演者只能配合既

有的舞台燈光限制，並無法控制這個框架(Schechner，1988)。 

C. 傳統 

de Vet(2008)指出，在口傳文化中，這是非常強烈的，演出者必須使用特定的語

言、表達方式和動詞形式，像是姿勢、面部表情、眼睛動作、服裝、音樂、聲音、

聲調、歌詞的組成規則等，都有特定的規範，除此之外，還包括演員和情境的表

現方式、觀眾對演員表現的期待等，都有明確固定的框架，較難踰越。但在文字

文化中，由於強調個人主義、作者主義，表演的傳統變得較不被強調，一部作品，

可能因表演者的個人特質或訓練，同時有多種演繹方式，同樣一段曲目或劇本，

亦可以藉由不同的表演技藝、服裝、化妝、表情等呈現，達到不同演出效果(吳

明峰，2004)。 

D. 演唱內容 

de Vet(2008)談到，在口語文化中，沒有所謂的文字劇本存在，所有的劇本都是

必須被表演的，確實有些書寫的作品存在，但它們是情節大綱、腳本等。至於演

出的劇本，由於是以大綱的方式呈現，故需要演員填補其中的許多細節。也因需

填補的細節太多，致使表演內容經常改變。 

關於表演內容的可變性，Finnegan(1988:69)指出，有幾個因素會影響口語文化表

演的可變性。 

a.集體創作性：由於口傳技藝非逐字逐句的傳遞，再加上其作品通常為集體創作，

故而其內容會隨社會變遷而改變。 

b.演出情境：表演的場合也是影響其內容變異一個很重要因素，因表演者會隨著

聽者的要求，做出一些內容的調整，而非以固定的字句進行表演，而口傳表演經

常是與觀眾一起共同創作出來，不同的觀眾，可能創作出不同的故事和歌謠。 

c.表演者：即便在說相同的故事或演唱相同的曲調，表演者仍會以個人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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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既定的文化傳統框架下，組織歌詞或故事，補充一些細節，選擇性的使用某些

字詞，而非只是將過去聽到的東西做機械式的重複。 

 

在文字文化中，表演者的演出劇目或詞曲是固定的。他必須將劇本和詞曲記熟放

在心中，認真記憶且盡量不要改變它。就如同Boorman(1986)所言，演奏者得做

出較精準和一致的演出。 

 

E. 導演 

導演，在口傳技藝表演中，大半是消失不見的。整個演出的流程及內容，主要是

由表演者自己決定。吳明峰(2004:35)即指出，傳統的表演藝術，大多以表演者為

一切重心，表演者本身可能身兼「導演」、「設計者」甚至「編劇」等角色於一

身。在文字文化中，表演通常是屬於有計畫的事件，像是音樂會或嘉年華。這些

事件有其特色、流程、時空界限、程式，有結構的順序，為了怕演出未達預期效

果，演出者甚而會透過不斷的彩排，盡量減少不可預期的事件發生。而控制整個

表演的流程及內容，就是導演。導演會為了使得整個演出能夠如計畫進行，會控

制演員，甚而是其他相關事務，告訴演員該站在何處，何時該坐、該哭、該說等

(Schechner，1988) 。 

 

4.傳統客家山歌表演介紹 

 

由於本研究以客家山歌表演文本為研究對象，故在此，研究者亦針對其特質與表

演框架做一說明。 

(1)客家山歌源起及其特質 

 

何謂山歌？段寶林(1985：112)談到，山歌是我國南方各省對民歌的統稱，流傳

在西南、中南、江南等廣大地區。民俗學家認為，民歌所表現的，是人類初期的

推理、幻想、記憶、聯想、理想等，顯著的反映了其所生存時代的社會形態與生

活意識。 

根據洪惟助、孫致文等(2003:26)的說法，客家山歌的起源大致分為二類。一為農

業社會中，人們在勞動和活動時，配合情緒發出的自然哼唱。一為工作中的男女，

為了和遠山、對岸的人對話，傳達情意，在一來一往的唱和下，逐漸形成山歌。

不論其起源為何，皆可說是起自民間自發的口傳文學。傳統客家山歌，基本上可

分為三類(徐登志，1997)，一為老山歌，又稱大山歌或老調山歌，為台灣客家山

歌最早形成的一種曲調，以La、Do、Mi 三音構成基本旋律，曲調固定，可隨意

填詞而唱。由於山歌起源自山與山之間遙遙對唱，所以老山歌的曲調特別悠揚高

亢，節奏自由流暢，拍子拖得很長，難度最高，但韻味綿厚；二為山歌子或山歌

仔，由老山歌演變而來，節奏較快，不能隨意拉長，也是曲調固定，不限歌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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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為平板山歌，簡稱平板，也稱改良調，是由山歌子再演變而成，風格更為活潑

流暢，平板的曲調可用來表達各式內容的歌詞，它代表山歌從山水間的個人抒情，

走向市集廟會，變成大眾化的娛樂(胡泉雄，2003；賴碧霞，1983)。 

另有一些學者亦將小調納入客家山歌的說明中。所謂客家小調，主要源自於台灣

早年各地的流行歌曲，以官話為主要演唱語，被吸收入三腳採茶戲後，改唱客語，

現在許多表演場合亦有多人演唱(劉新圓，1999)。 

基本上山歌的演唱方式可分為三種，一為獨唱，此為客家山歌最常見的方法，多

半是抒發內心情感及當下感受，只要盡興了，便達到歌唱效果。其次為對唱，這

種演唱方法與山歌所處的情境有密切關係。農業社會的人們，在深山、田地採茶

及耕種時，會利用歌聲，與遠方友人一唱一和，藉此表達情意。第三種演唱方式

為齊唱，這種方式較常見於學校或機關表演，近年來，由於社區山歌班相繼成立，

有些演出會以齊唱的方式呈現(洪惟助、孫致文等，2003:28-29)。 

一般說來，傳統客家山歌的歌詞，通常由七言四句組成，相較於一般歌曲都有固

定旋律與歌詞， 

不能隨意刪改，客家山歌歌詞並不固定，可由表演者即興發揮，旋律進行則須配

合歌詞而變(胡泉雄，1970：6；洪惟助、孫致文等，2003:28)。之所以詞曲皆不

固定的原因，主要是因它是由有聲調的語言(tone language)所主導(劉新圓，

2003:11)。所謂有聲調語言，指的是聲調在該語言中，具有辨義的功能，即字義

會因聲調不同，而有不同意涵(Crystal，1997:390)。由於語言聲調在客語中具有

辨義的功能，故山歌旋律必須配合歌詞的聲調，才能使歌唱的內容被了解，以達

溝通目的。 

 

(二)表演記錄文本呈現的環境-網路特質說明 

 

由於本文研究焦點放在web2.0網路環境對於口傳技藝文本呈現的檢視，故而在此

我們有需要先就網路文本的特質做一說明。何謂網際網路？從字面意義詮釋，指

的是「相互連結的網絡」（Klopfenstein, 2000）。若從科技面向來看，指的是兩

個或兩個以上網站連接成的網路空間；但如要以更精確的話語說明，則可將其視

為一套全球的電腦透過數據機、線路和共同通訊協定相連且相互傳遞資料的系統

（汪琪、鍾蔚文，1998；Klopfenstein, 2000），由於網際網路構連了全球的電腦

資訊，故又被稱之為全球資訊網。簡言之，網際網路是透過一連串連接與資料交

換的過程，將全世界的電腦連結起來後，所形成的一種能讓所有資訊化為0/1數

字在其中流通的架構。 

至於網路文本的重要特質為何？Askehave and Nielsen(2005)指出網路文本的兩個

主要屬性，即多媒體和超文本(hypertext)。 

(1) 多媒體(multi-medianess) 

網路為可以將各種不同次媒介整合成單一共同形式的呈現。大多數網文路本即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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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這個巨大的潛力結合各式不同的的媒介，例如文字、圖像、聲音和動畫。在傳

統意義上，電視/影音媒介比文字文本，擁有更多與網路文本的共同點。網路提

供了使用者可同時或單獨閱讀各式影音、文字文本的可能性，故而多媒體的網站

往往促成整體和非序列(non- sequential)的網頁文本閱聽過程

（Landow,1992;Bolter,2001）。而這些特質，對於口傳技藝的呈現，有其優勢。 

Foley(2005)即曾提到，身為一個口傳表演的初始經驗，其再現的不同面向應該是

更整合，允許閱聽人能在第一眼即接觸到所有的寶石的面向，很明顯的，網路的

多媒體特質，相較於書籍這個媒介，更能提供一個整合的資訊給予使用者。 

 

(2) 超文本 

所謂超文本，是由不同節點或書面的空間所組成。透過點選現有的鏈結或創建一

個新的鏈結，使用者能從一個節點跳到另一節點，從而走出一條網路通道

（Landow,1992）。 

如從訊息傳遞者的角度來看，超文本指的是一個非階層的文本區塊系統，其中的

文本元素是以鏈結(link)做為聯繫。如從內容導向角度來看，超文本可視為一種

將焦點放置於形成網絡(network) 的文本結構(Askehave and Nielsen ,2005)。然而， 

對許多收訊者導向的超文本研究者來說（如Landow,1992;Bolter,2001），超文本

的研究重點並非放在其如何被生產和建構，而是它們如何進入讀者。 

因為，相對於書寫文本的線性序列閱讀程度，在超文本環境下，使用者可以選擇

從哪裡開始他們的閱讀和在哪裡結束它。而超文本的跳躍連結模式，也使得扁平

和非線性傳輸信息成為可能。故而Landow（1992）和Bolter（2001）認為，這些

普遍特質，影響和制約文本的生產和接收，使得網路文本的產製和和接收上，並

無明確區分。除此之外，超文本的出現，亦造成眾多傳統文本的產製與閱聽社群

產生質變。有關於超文本特質，及其對文本產製、詮釋與整個社群所造成的影響，

Fowler(1994) 做了以下說明: 

 

A. 要求主動的讀者，模糊作者和讀者的界線 

Landow(1992:184)、Lanham(1993)、Bolter(1991）等人指出，在超文本環境下，

讀者不可能是被動的。即使在最固定的超文本，讀者仍須從一個節點到節點挑選

她的路徑，從而確定被讀取的文本。而在更具互動性的超文本環境中，讀者甚而

可自由註釋現有文本，增加網絡中的新文本，並創造文本間的新聯繫，通過操縱

視窗和更改字體，讀者常常能以非凡的能力改變一切外觀。故而超文本讀者通常

亦是被閱讀文章的共同作者，有時讀者甚至是主要作者。就像Lanham(1993)所指

出： 

 

電子文本的互動讀者，體現了讀者的反應。電子環境使他們可自行添加文

字到文本或減去它、重新安排它、修改它，將自己的評注加在文本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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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創作者和評論家之間的界線簡單消失。（Lanham,1993:6） 

 

B. 超文本是流動、多層次、不斷變化、不固定或非單一 

Bolter(1991:31)指出，印刷頁面的位置是固定的，但電子文本總是不斷變化，在

電腦螢幕前開開關關。印刷文本是線性語言，鼓勵單一、明確的觀點；但超文本

提供的則是多線論點，甚至矛盾的意見。在網際網路環境中，沒有一個超文本是

獨唱，它總是合作、合唱與其他節點的網絡聯結(Lanha,1993)。 

故而電子文本本質為「不穩定」、「易變化」與「可能消失」，而其敘述序

列完全取決於讀者。我們可以說在超文本環境下，沒有一個普同故事，每個

閱讀都是一個新版本，因為每個讀者決定了它自己的故事組成。有的只是閱

讀動作(Bolter,1991) 。 

 

C. 超文本有沒有開始和結束，沒有中心或邊緣，沒有內部還是外部 

 

Landow(1992)談到，印刷書籍周圍環境的空白邊緣，很容易讓讀者辨別出中心頁

面，其封面及裝訂的形式，也容易讓讀者中區辨貨架上的書籍，但電子文本不再

擁有這些物理真實。在一個超文本網絡中，沒有開始和結束，沒有向上或向下，

沒有進入或離開，無中心或邊緣。當一個電子文本連接到另一個時，或當一個文

本被複製並貼上到另一個時，文本與文本間的界線，慢慢消失。 

 

D. 超文本是多重中心(multicentered)，無限制的更新(infinitely recenterable) 

 

Landow(1992)指出，印刷鼓勵單一，完整自我的概念，電子文本則鼓勵多種甚至

相互矛盾的聲音。超文本提供了轉移中心、「多重中心」或「無限更新文本」的

概念，在網際網路環境下，何謂文本中心，由主動閱聽人所確定。而所謂的文本

中心亦非固定，而是處於流動狀態。 

 

E. 超文本是網絡文本(network text) 

 

不像印刷媒介的線性或層次結構，超文本是一個多線性網絡，沒有明顯的開始或

結束，沒有頂部或底部（Bolter,1991:112-14）。其網絡特質，破壞了印刷文本建

立的階層性或中央性（Landow,1992:66- 67）。此外，超文本所促成的網絡典範，

對於整個文化亦提供了一個重新的定義：  

 

正如我們的文化正從印刷書籍到電腦，它也從一個階層社會秩序，轉到我們

稱之為“網絡文化”。幾十年來，各種階層形式已經解體，更多和更大的行動

自由被授予個人。 …政府、教會和家庭階層，將保留法律地位，但他們幾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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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任何道德上的權威……網絡已經取代了階層結構。（Bolter,1991:232）。 

 

F. 超文本是合作 

 

在電子環境中，所有寫作成為協同寫作。不論是在作者和讀者間，透過回應方式

共創文本，或是在作者與作者間的接力寫作方式，文本由多人共創，成了一種趨

勢，作者的重要性逐漸減弱（Barlow,1994：90）。 

 

由上述Fowler(1994) 所述的六大特質與影響，可看出相較於文字文化，超文本似

乎更能符應口傳技藝的共同創作、重視聽眾反應及內涵不斷變化等特質。 

 

參、研究方法 

本研究的研究方法，主要採用內容分析法。首先，先說明內容分析法內涵。根據

貝樂生的定義，指的是針對傳播明顯內容(manifest content) ，作客觀、系統、定

量的描述。此處客觀，指的是研究過程中每個步驟進行，都須釐訂明確規則和秩

序，以將主觀立場降至最少；系統指的是，內容或類目的採用和捨棄，必須符合

始終一致的原則；定量，則是將每一字句、段落形成獨立的單位，給予一單位化

意義，即在量化的過程中，將文意、字句、語氣之強弱看成一小單位(王石番，

1989:4-5)。 

在影片內容分析部分，本研究之所以採用內容分析法的原因，主要是因為本文分

析對象為口傳技藝影音文本。口傳技藝不同於文字文本的地方，即在於其為自發

於民間的俗民藝術，在此概念下，所有文本皆具同等的重要性，無所謂的作者或

名人、名作出現，而這個概念，與內容分析法強調每單位皆相等，不偏重哪個作

品的思維相同；另外，由於不偏重哪種文本，亦即所有文本都需納為研究對象，

這樣做的結果，導致研究文本數量相對上較多，不像在文字文化表演文本研究中，

通常只需針對幾個名人或代表性的表演文本做深度的意義解析即可完成，故而本

研究需採取量化的計算方式，一來方便處理龐大的資料，二來亦能透過此方法，

了解山歌表演文本所呈現的整體樣貌。 

在本研究中，研究者將利用SPSS 統計軟體，針對影音媒介特質中的鏡頭語言、

鏡頭語言、剪接特效、字幕、對話、旁白、音效、場收音、及山歌文本中表演者

的年齡、性別、聲望、觀眾的年齡層、參與程度、使用的樂器、表演者與樂器配

合情形、表演形式、表演時間、表演日期、表演場合、山歌曲調、歌詞類型、裝

化妝、首飾、道具、點閱次數、讀者評論等明顯內容，進行數據統計與分析。 

本文以每一影片做為一登錄單位，編碼主要採單選方式進行，即每一則影片在每

個項目中(item)，只登錄一個類目，若同一則影片在某一項目中同時出現兩個類

目，則取出現次數較多或影片長度較長的類目做為歸類對象。 

另為使研究歸類更為精確，研究者委請一位精通客家山歌詞曲的學生（聽唱山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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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有超過四十年的歷史）協助進行詞曲種類的歸類，至於其他較不涉入山歌內涵

的外顯項目(像是樂器、表演形式、場合等)，則委由兩位修過研究方法的學生和

研究者進行複合信度檢竅。本研究統整起來的複合信度為0.924。根據韋莫和多

明尼克(Wimmer & Dominick,1983，轉引自羅文輝，1991)的說法，複合信度只要

達到0.9以上即具有基本的可信度。 

 

2.研究樣本 

 

前文談到，口傳技藝不同於文字文本的地方，即在於其為自發於民間的俗民藝術，

在此概念下，所有文本皆具同等的重要性，故而本文將YOUTUBE 網站上所有

山歌表演文本皆納為研究對象。為了能搜尋到較全面的影音文本，研究者於

YouTube 網站上鍵入「客家山歌」關鍵字，再逐一檢視其內容是否為客家山歌

的表演。截至2010 年12月31 日為止，於YouTube 網站上共計出現612 部影片

於文字敘述中出現「客家山歌」字眼，剔除掉重複及與客家山歌表演無關(像吳

伯雄至大陸參訪時的新聞畫面，及某些文字敘述中有客家山歌字眼，但點進連結

後，並無客家山歌內涵)之影片，計有287則是純粹的「客家山歌表演」影片，其

長度大半介於2-5 分鐘。 

 

(二)研究問題 

 

本文以客家口傳技藝-山歌數位影音記錄做為研究對象，選用web 2.0 中，廣受網

民歡迎的YouTube影音網站上，有關台灣客家山歌表演的相關影音資料做為分析

對象，具體的研究問題如下： 

 

1.  在YouTube網站上，網民呈現的整體客家山歌影音表演樣貌為何？ 

2. 這些呈現方式，在哪些部分採用了文字文化表演的傳統與思維？ 

3. 在哪些部分呈現了初始口語文化表演的傳統與思維？ 

4. 這樣的電子文化環境，相較於文字刷文化，是否真能提供台灣客家山歌表演

文本一個更精確、原初的再現環境？ 

 

(三) YouTube網站簡介 

 

YouTube 網站上提供的影音內容，主要由網友自行錄製提供，在此影音平台上，

每人都可以上傳、觀看、評論、回應其他人的影片和訂閱他人的頻道，並且藉由

收藏喜歡的影片和撰寫影片日誌，建立自己的頻道。亦有許多使用者會上傳自己

創作的Kuso影片，或以各種意想不到創意重新創造影音文本，甚而透過此方式，

而成為網站社群的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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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YouTube 網站亦特鼓勵使用者互動與影音分享，讓使用者於觀看完影片

後，可以對影片「發表評論」和進行「影片回應」，並提供「E-mail 轉寄」、

「外部播放器」(影片可以嵌入個人網站) 等功能，讓網友方便分享喜歡的影音

資訊。 

 

四、研究結果 

前述文獻談到，Schechner(1988)提出，我們可將表演事件畫分成幾個互相關聯的

不同分析框架(frames)進行分析。每個框架會引導特定的規則和期待，透過不同

框架的分析與說明，即能得出一個較完整的表演樣貌。Schechner(1988)提出五大

分析框架，分別是表演(performance itself，包含觀眾、表演者、演奏樂器等)、空

間、傳統(conventions)、劇本(drama)和導演(director)。由於本文收集的文本，長

度大半介於2-5 分鐘，並無法看出導演的安排手法，故而在此不說明導演部分的

呈現。 

 

(一) 基本資料分析 

1.上傳來源  

本研究共計收得 287 部客家山歌表演影片，在上傳來源部分，本文將其區分為大

眾媒介與民間自製影片兩類，研究結果發現，源自於大眾媒體的計有 56 部，佔

所有表演影片的 19.5%，主要是客家電視台的歌唱節目，像是客家新樂園和十分

客家等，或是一些卡拉 OK 伴唱帶；其他的來源，則是來民間自製的影片，計有

231 部，佔所有表演影片的 80.5%，此部分影片主要為地方山歌班的練唱情形與

各地方政府的表演活動或歌唱競賽影片。亦即，在 YouTube 網站上的客家山歌

表演影片，大部分是來自民間自製的影片。 

 

2.上傳日期 

   雖然 YouTube 網站成立於 2005 年 2 月，但遲至 2007 年 10 月 18 日，台灣版

的 YouTube 才正式上線(維基百科，2011)。而本研究收集到的山歌表演影片，在

2007 年即有影片上傳，計有 4 部，佔所有影片的 1.4%，2008 年計有 111 部，佔

所有影片的 38.7%，2009 年計有 107 部，佔所有影片的 37.3%，2010 年計有 65

部，佔所有影片的 22.6%。看得出在 YouTube 網站成立後沒有多久，即陸續有人

將山歌表演的影片 po 上台灣的 YouTube 網站。這之中，最早 po 上台灣 YouTube

網站上的山歌表演是 2007 年 10 月 2 日的《客家山歌賀中秋 1》，是一位民間阿

婆在中秋慶祝晚會上，上台表演的片段。 

 

如由影片來源來看，在 YouTube 網站上的客家山歌表演影片，大部分是來自民

間自製的影片，可說是較符應口語文化強調的俗民性。 

 (二) 客家山歌文本分析框架 



272 
 

 

1.表演者部分 

(1)年齡 

 

 次數 百分比 

20 歲以下 3 1% 

21-40 歲 3 1% 

41-60 歲 129 44.9% 

61 歲以上 147 51.2% 

其他 5 1.7% 

總和 287 100% 

 

    由統計資料顯示，YouTube 網站上山歌表演影片的表演者，最多的年齡為

61 歲以上，計有 147 部影片中的表演者，佔全部影片的 51.2%，其次為 41-60 歲，

計有 129 部影片，佔全部影片的 44.9%，顯見在 YouTube 網站上所呈現的客家山

歌影片，其表演者的年齡層是偏大的。 

 

(2)性別 

 頻次 百分比 

男 82 28.6% 

女 164 57.1% 

混合 41 14.3% 

總和 287 100% 

 

    由統計資料顯示，YouTube 網站上山歌表演影片的表演者，大部分為女性，

計有 164 影片表演者為女性，佔全部影片的 57.1%，男性則為 82 部，為女性的

一半。 

(3)聲望 

 頻次 百分比 

名人 72 25.1% 

標出姓名 162 56.4% 

未標出姓名 53 18.5% 

總和  287 100% 

 

    由統計資料顯示，YouTube 網站上山歌表演影片的表演者，大部分為標出姓

名但非名人的表演者(像是古雪珍、賴淑華等)，計有 162 部影片，佔全部影片的

56.4%，這些影片有絕大部分為山歌班課程練習的表演影片，上傳者會將表演者

的名字標出，其次為已具知名度的表演者(像是謝宇威、馬修連恩、賴碧霞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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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表演影片，共計有 72 部，佔全部影片的 25.1%。這些影片大半為客家電視台

為著名的歌唱表演者製作的節目(像是十分客家)，少部分為這些表演者於演唱會

場合或地方性節慶演出的表演影片。 

 

(4)服裝 

    由統計資料顯示，YouTube 網站上山歌表演影片的表演者，大部分著現代服

裝，計有 220 部影片表演者演唱時著現代服裝，佔全部影片的 76.6%，這部分主

要是因為許多影片皆來自日常生活或山歌班的演唱影片，一般常人在日常生活中

通常著的是現代服裝，並不會刻意去穿傳統的客家藍衫服飾，另外有些年輕一輩

的表演者，即便是正式公開的表演場合，亦不會著傳統的表演服飾，像是謝宇威、

羅時豐，在客家新樂園節目中，即是著西裝演唱山歌；其次為著傳統服飾的表演

影片，共計有 67 部，佔全部影片的 23.3%。這部分主要是出現在正式場合的演

出，像是山歌歌唱比賽或是電視台的歌唱表演節目，尤其是老一輩的山歌表演者，

在正式的表演場合，幾乎是都會著傳統的服飾。 

 

    總結在表演者的部分可看出，上傳於 YouTube 網站上山歌表演影片中的表

演者大半為年齡 61 歲以上的非名人女性，大多著的是現代服飾。如果將此部分

研究結果對照於吳翠松、黃敏枝(2011)有關山歌班成員的研究結果(山歌班內大多

數成員為年長女性)，可以發現 YouTube 網站上傳的山歌表演者組成，某個程度

確可符應現實生活中山歌表演者的年齡、性別分佈狀況 。 

 

2.表演文本 

(1)曲調 

 頻次 百分比 

老山歌 42 14.6% 

山歌子 120 41.8% 

平板 76 26.5% 

小調 31 10.8% 

混合 18 6.3% 

總和 287 100% 

     

由統計資料顯示，YouTube網站上山歌表演影片的表演曲調，大部分為山歌子，

計有120部山歌子表演影片，佔全部影片的41.8%。山歌子是由老山歌演變而來，

節奏較快，曲調固定，不限歌詞，其旋律優美，宛轉悅耳，相較於老山歌在演唱

山難度較低，為目前坊間最受歡迎也最多人演唱的山歌曲調(胡泉雄，2003)；其

次為平板，計有76部平板表演影片，佔全部影片的26.5%，平板山歌，又稱改良

調，是由山歌子再演變而成，風格更為活潑流暢，平板的曲調可用來表達各式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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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的歌詞，亦在市井間頗為流行；排名第三的是老山歌，計有42部老山歌表演影

片，佔全部影片的14.6%。老山歌，為台灣客家山歌最早形成的一種曲調，以La、

Do、Mi 三音構成基本旋律，曲調固定，可隨意填詞而唱。由於山歌起源自山與

山之間遙遙對唱，所以老山歌的曲調特別悠揚高亢，節奏自由流暢，拍子拖得很

長，難度最高，但韻味綿厚，不過也因為如難度最高，所以演唱的人不多。 

(2) 表演形式 

 頻次 百分比 

獨唱 224 78.0% 

合唱 37 12.9% 

男女對唱 26 9.1% 

總和 287 100% 

     

由統計資料顯示，YouTube網站上山歌表演影片的表演形式，大部分為獨唱，計

有224部表演影片，皆為獨唱，佔全部影片的78..0%。顯見「個人化」表演已是

網路上山歌表演的主流；其次為合唱，計有37部表演影片以合唱方式呈現，佔全

部影片的12.9%，此部分影片大半為地方性節慶中的山歌班表演或比賽；排名第

三的才是男女對唱，計有26部表演影片以對唱方式呈現，佔全部影片的9.1%。 

 

(3)歌詞組成 

 頻次 百分比 

既有歌詞 238 83.0% 

創作歌詞 7 2.4% 

無法判斷 42 14.6% 

總和 287 100% 

     

由統計資料顯示，YouTube網站上山歌表演影片的歌詞組成，大部分為既有歌詞，

計有238部表演影片，皆為古詞或坊間流行的既有歌詞，佔全部影片的83.0%；另

外雖然本研究委請一位精熟山歌詞曲的學生協助判斷，但仍有42首歌詞無法判斷

是既有歌詞，還是表演者自行創作，此部分佔全部影片的14.6%；排名第三的為

創作歌詞，在本研究中只找到7部影片，影片中皆有標示為創作歌曲或即興創作

等詞(像是《客家新樂園#38-電音版老山歌(官靈芝)》)，在此列出卓通妹獲得新

竹縣文化局甄選佳作的平板山歌的歌詞創作，「名揚台灣好地方，四季分明米穀

香；豐衣足食生活好，唱出山歌想故鄉。客家民族最高強，四句山歌表衷腸；先

祖開山艱辛苦，發展山歌要流傳。」 

 

    如以上述統計結果來看，口傳技藝強調的即興創作能力，在YouTube網站上

的文本較難發現，大半上傳的影片，其歌詞文本，幾乎皆是既有的歌詞，反而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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偏向文字／電子文化強調的「固定性」。 

 

(3)伴奏樂器 

 頻次 百分比 

二胡 6 2.1% 

卡拉 OK 伴唱帶 171 59.6% 

中樂團 63 22.0% 

西樂團 13 4.5% 

清唱 19 6.6% 

其他 15 5.2% 

總和 287  100%

     

由統計資料顯示，YouTube網站上山歌表演影片的伴奏樂器，大部分是卡拉OK

伴唱帶，計有171部表演影片以伴唱帶伴奏，佔全部影片的59.6%。顯見電子樂器

在當代已相當程度的滲入傳統技藝的表演中。排名第二的是中樂團，計有63部表

演影片以中樂團伴奏，佔全部影片的22.0%，此部分影片大半為客家電視台的歌

唱節目(像是十分客家)，由於強調節目品質，故而會有現場伴奏的樂團，以提供

較高品質的音樂，另外也有一些地方山歌班的練習，亦會配有二胡、鑼鼓、弦琴

等伴奏樂器。排名第三的是清唱，計有19部表演影片以清唱方式呈現，佔全部影

片的6.6%，這部分大部來自日常生活的各式活動，非常即興，像是在樹下聊天時

的隨口傳唱；第四名為西樂團伴奏影片，主要是客家電視台「客家新樂園」節目

的伴奏。 

    由伴奏樂器來看，主要使用的樂器為卡拉OK伴唱帶，卡拉OK伴唱帶為具有

「固定」弦律、節拍的音樂，表演者必須配合既有的曲調和固定的節奏，進行演

唱，不能隨意修改，故而在使用樂器部分，仍是較偏向文字／電子文化強調的「固

定性」。 

 

(4)表演者與樂器配合情形 

 頻次 百分比 

表演者自拉自唱 8 2.8% 

表演者和樂師不同人 89 31.0% 

卡拉 OK 伴唱帶 171 59.6% 

清唱 19 6.6% 

總和  287 100% 

     

由統計資料顯示，YouTube網站上山歌表演影片的表演者與樂器的配合情形式，

以卡拉OK伴唱帶為主；其次為表演者和樂師不同人，計有89部表演影片，此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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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佔全部影片的31.0%，即表演者未演奏任何樂器，只負責「演唱」這項工作即

可；排名第三的是清唱，演唱者並不使用任何樂器，此種方式類似於山歌最初起

源方式，純為人聲，並無樂器伴奏；排名最後的是自拉自唱方式，計有8部影片，

佔全體影片的2.8%，此部分的表演方式類似於口傳文化情境下，演唱者一人分飾

多角的狀況。 

 

3.表演情境 

 頻次 百分比 

文化中心或演藝廳 17 5.9% 

廟會或慶典活動 25 8.7% 

日常生活 15 5.2% 

山歌比賽  19 6.6% 

大眾媒體的山歌表演 (棚

內) 

56 19.8% 

山歌歌謠班 116 40.4% 

政治造勢場合 3 1.0% 

山歌伴唱帶(戶外) 30 10.5% 

其他 6 2.1% 

總和 287 100% 

 

由統計資料顯示，YouTube網站上山歌表演影片的表演場合，以山歌歌謠班最多，

計有116部影片，是山歌歌謠班的練唱表演，此部分佔全部影片的40.4%，顯見這

幾年地方政府推動山歌班的活動成效卓越，也彰顯了網上的山歌表演不再只是少

數幾個名人的演出，而是種來自民間的活動；排名第二的是大眾媒體，計有56

部影片，大眾媒體的表演，此部分佔全部影片的19.8%，這部分大半是名人的演

唱；排名第三的是山歌伴唱帶，共計有36部影片，佔全部影片的12.5%，此部分

主要是個人山歌表演的伴唱帶，雖是由媒體發行，但演唱場景卻是由外景組成；

排名第四的是廟會或慶典場合，計有25部影片，佔全體影片的8.7%；排名第五的

文化中心或演藝廳，計有17部影片，佔全體影片的5.9%。 

由上述的統計資料可以發現，在YouTube網上的山歌表演影片，其表演情境極為

多元，有廟會、日常生活、活動中心、山歌班、也有大眾媒體，較偏向口語文化，

表演的空間並不是那麼固定；不似在網路未出現時代，有關媒介上的山歌表演，

大半皆是棚內或是正式演出場合，僅有少數戶外的鏡頭。 

 

4.閱聽人部分 

(1)點擊次數 

 頻次 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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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00 104 36.4% 

101-1000 140 49% 

1001-5000 36 12.6% 

5000 以上 7 2.0% 

總和  287 100% 

 

由統計資料顯示，YouTube網站上山歌表演影片的點擊次數，以101-1000次最多，

計有140部影片的點擊次數介於這之中，此部分佔全部影片的49%；排名第二的

是0-100次，計有104部影片的點擊次數介於這之中，佔全部影片的36.4%；排名

第三的點擊次數是1001-5000次，計有36部影片的點擊次數介於這之中，佔全部

影片的12.6%；排名的四的點擊次數是5000次以上，只有7部影片，佔全部影片的

2.0%。 

如果我們進一步分析這些資料會發現，大約九成山歌表演影片的點擊次數都在

1000次以下，亦即，並非很多閱聽人觀看此類影片，此類影片多數為民間自行上

傳的山歌班練唱表演，有很多甚至只有2、30次的點擊次數；至於點擊次數在千

次以上的，通常為名人的表演影片，像是點擊次數最多的是《客家電視－「台灣

客翻天」竹東人人會唱山歌客家電視－「台灣客翻天」竹東人人會唱山歌》節目，即

是出現謝宇威和馬修連恩，點閱次數為14215次。 

 

(2)閱聽人的文字反應與評論 

 頻次 百分比 

0 次 254 88.5% 

1-3 次 30 10.5% 

4-6 次 2 0.7% 

6 次以上 1 0.3% 

總和  287 100% 

 

由統計資料顯示，YouTube網站上山歌表演影片，大部分皆無閱聽人的文字反應

或評論，共計有254部影片，沒有任何閱聽人的反應或評論；1-3次的有30部影片；

4-6次的有2部影片；6次以上的只有一部，為點擊次數最多的《客家電視－「台灣

客翻天」竹東人人會唱山歌客家電視－「台灣客翻天」竹東人人會唱山歌》節目，共

計有22則閱聽人的文字評論。 

進一步檢視這些評論發現，許多評論是針對表演者的表現而來，也有些客家人的

回應會特別針對自己的鄉愁做反應，給的評語像是「好有客家味」、「這就是鄉音」

等。 

 

(3)現場閱聽人參與程度 



278 
 

 

    

 頻次 百分比 

參與演出 8 2.8% 

在台下輕和 42 14.6% 

認真聆聽，不參與演出 63 22.0% 

無閱聽人鏡頭 174 60.6% 

總和 287 100% 

 

由統計資料顯示，YouTube網站上山歌表演影片的現場閱聽人參與程度，以「無

閱聽人鏡頭」影片最多，計有174部影片，此部分佔全部影片的60.6%，顯見記錄

者並不在意現場閱聽人的反應；排名第二的是現場閱聽人反應是「認真聆聽，但

不參與演出」，計有64部影片，此部分佔全部影片的22.0%，這部分的閱聽人反應

類似於電子／文字文化的閱聽人反應，以表演者為中心，閱聽人只需安靜在下聆

聽即可；排名第三的閱聽人反應為「在台下輕和」，計有42部影片中閱聽人的反

應為此，佔全部影片的14.6%；排名第四的是「參與演出」，此部分的表演者與閱

聽人的互動，較近似於口傳文化，但在本研究中，只有8部影片中的閱聽人有參

與現場演出，佔全部影片2.8%。 

 

從上述有關閱聽人參與的統計與描述來看，YouTube網站上的客家山歌表演影片

中，不論是影片內或影片外網路平台所提供的閱聽人反應，都不太熱烈。影片內

大半皆無閱聽人鏡頭，而影片外的網站環境，雖設置了閱聽人互動的裝置(點擊

次數和文字評論區)，但使用者並不多，並未真正達到口傳技藝中強調的表演者

與閱聽眾透過互動共創文本的效果。 

 

五、結論與討論 

 

本文以第二口語性概念為出發點，以客家口傳技藝-山歌數位影音記錄做為研究

對象，選用web 2.0中，廣受網民歡迎的YouTube 影音網站上，有關台灣客家山

歌表演的相關影音資料做為分析對象，研究者想了解在YouTube 網站上，網民

是如何呈現台灣客家山歌表演樣貌？這些呈現方式，在哪些部分採用了文字/印

刷文化表演的傳統與思維？在哪些部分呈現了初始口語文化表演的傳統與思維？

這樣的電子文化環境，相較於文字/印刷文化，是否真能提供台灣客家山歌表演

文本一個更精確、原初的再現環境？以下研究者紛由上述四個問題做一說明： 

 

(一）在YouTube 網站上呈現的台灣客家山歌表演為何種樣貌 

 

本文所收集到的文本，大致可分為兩大類，一為電視台製作的山歌表演節目，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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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分則為一般民間所上傳的山歌班練習情形與地方節慶時的山歌表演。 

  在電視台製作的山歌節目部分，主要是以山歌表演「名人」的專輯演唱為主，

像是賴碧霞、謝宇威、羅時豐等人，這些節目通常是在攝影棚內完成，打上漂亮

的燈光，現場配上專業的管弦樂隊，呈現出極佳的歌唱品質；而在民間歌謠班的

練唱與表演部分，大半是在非專業的家用攝影機記錄，場地以社區活動中心、中

小學教室和地方節慶舞台為主，演唱者大半為「素人」，有些甚至是在地方大樹

下隨唱傳唱的歌謠亦被上PO至網上，伴奏的樂唱不是以簡單的胡琴，就是以卡

拉OK伴唱帶配唱，不強調聲音的品質。 

  在表演者的部分，研究發現上傳於YouTube網站上山歌表演影片中的表演者

大半為年齡61歲以上的非名人女性，大多著的是現代服飾；在表演文本部分，演

奏的曲調以山歌子最多，大部分以獨唱呈現，伴唱樂器以卡拉OK最多，演唱內

容大半是既有歌詞；表演的情境則是極為多元，有廟會和地方慶典活動、地方文

化中心、歌謠班教室、大眾媒體、政治造勢場合等；至於閱聽人部分，不論是影

片內或影片外網路平台所提供的閱聽人反應，都不太熱烈。影片內大半皆無閱聽

人鏡頭，而影片外的網站環境，雖設置了閱聽人互動的裝置(點擊次數和文字評

論區)，但使用者並不多。 

 

（二）這些呈現樣貌，在哪些部分採用了文字/印刷文化表演的傳統與思維？在

哪些部分呈現了初始口語文化表演的傳統與思維？ 

  

由以上結果可以發現，如由影片來源來看，在 YouTube 網站上的客家山歌表演

影片，大部分是來自民間自製的影片，而其來源也較為多元，雖也有些大眾媒介

製作的名人影片，但相對上比例較低，且不似在網路未興起的大眾媒介時代，在

媒體上通常只會出現名人作品，一般的俗民大眾的日常展演是很難被看到的。如

由此點來看，網路的環境確實可說是較符應口語文化強調的俗民性和社群參與

性。 

     

但如從媒介文本組成來看，由統計資料顯示，YouTube網站上山歌表演影片的表

演者，大部分為標出姓名但非名人的表演者(像是古雪珍、賴淑華等)；而在歌詞

部分，不論是電視台的節目或地方節慶的表演，大部分傳唱的皆是既有的詞曲；

在樂器伴奏部分，則以卡拉OK伴唱帶為主。 

    如以前述文獻談到口傳技藝的三大特質「變異性」、「集體性」與「匿名性」

做一檢視，我們可以發現，首先在「匿名性」部分，前述結果提到，大半影片表

演者皆有標出姓名，且有不少名人表演亦在網上呈現，換言之，此部分並不符應

口傳技藝匿名性的特質，反而與文字文化強調的名人與個人性較符應；其次在變

異性部分，文本中的歌詞大半為既有歌詞，自創或即興創作者極少。換言之，大

半歌詞就如文字文本一般是「固定」的，不似口傳技藝強調的即興創作成份；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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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在樂器伴奏部分，研究結果顯示，大半的伴奏樂器為卡拉OK伴唱帶，根據吳

翠松(2011)的研究發現卡拉OK伴唱帶，不同於樂團伴奏或自拉自唱的二胡，可

視演唱者的表演狀態做出調整，演唱者必須配合既有曲的調式及結構，選擇可搭

配的歌詞，才能完成演唱，且節奏部分變得至為平均與固定，只能在歌詞及演唱

技巧部分，做出變化，較無彈性。總結來看，YouTube網站上的客家山歌表演影

片，在文本呈現上是較偏向文字文化強調的固定性與個人性。 

 

至於在與閱聽人的互動部分，前述文獻談到YouTube網站上設置了便於與閱聽人

互動的點擊次數記錄與文字評論區，然而研究結果顯示，不論是影片內或影片外

網路平台所提供的閱聽人反應，都不太熱烈。影片內大半皆無閱聽人鏡頭，而影

片外的網站環境，雖設置了閱聽人互動的裝置(點擊次數和文字評論區)，但使用

者並不多，且閱聽人並不涉入「文本的共創」，純粹像是個旁觀者，疏離的提供

一些個人意見，與口傳技藝強調的，透過閱聽人積極參與、共創或改編文本，使

文本產生「變異性」及「集體」創作的特質，仍有很大的差距。 

 

 

(三) 這樣的電子文化環境，相較於文字/印刷文化，是否真能提供口傳技藝表演

文本一個更具口語性的再現環境？  

 

口傳技藝研究者Foley(2005)曾對網路環境呈現口傳技藝的可能性，持正面態度，

他提出了以下三個理由說明： 

1. 網路隨時能被編輯和更新，與口傳技藝的流動本質相符。 

2. 網路能夠支援許多不同種類檔案的聯結，產生一個多面向的再現(或呈現)，與

口傳技藝強調的整體、多面向呈現樣貌一致 

3. 網路能夠提供更民主的近用方式，並提供同步或非同步與閱聽人互動場域，

與口傳技藝強調閱聽人參與的概念相近。尤其是近來網路影音呈現技術的提昇，

相較於書寫媒介線性、單面向的呈現方式，更能有效傳遞口傳表演初始經驗中所

強調的整合再現。 

   

如以上述的研究結果來看，相較於文字時代強調的固定文本和「作者」概念，網

路時代雖亦是以固定文本呈現，但確實可以看到更多發自民間的文本在網路上呈

現，也有更多素人與匿名性文本的上傳，此部分確實如 Foley 所言，網路能夠提

供更民主的近用方式，並提供同步或非同步與閱聽人互動場域，相較於文字時代，

網路環境可能更符應口傳技藝的社群參與本質，且網路所呈現的影音文本，相對

於文字文本所呈現的單一面向，也確實更為整體與多面向。 

然而，如果進一步分析會發現，在YouTube上的客家山歌影片文本，其實仍是極

其固定，並不像其他充斥被網民kuso、惡搞的「集體」創作，充滿「變異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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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式影片，在此研究中，我們並未發現在Youtube上有任何被改編、kuso過的客

家山歌影片。 

究其原因，一來是因為客家山歌並非是網民所廣知的來源材料，對網民而言，並

無太多改編價值，就如我們研究中所看到的，其點閱率並不高；再者，對飽經文

字文化洗禮的人，口傳技藝的創作已成為是種較困難與專業的技能，任何人要再

從事山歌詞曲的kuso或改寫，都需要更多專業的技藝；而真正在吟唱山歌的人，

大多數又都是上了年紀的老年人，要讓他們針對網上的文本做出一些改編或修改，

亦是一件難度頗高的事，因為基本上他們的網路與影音媒材的素養相對來說較為

不足。 

 

換言之，如果我們要說電子文化環境，相較於文字/印刷文化，較能提供口傳技

藝表演文本一個更具口語性的再現環境，或許在外顯的一些媒介環境初步看起來，

確實如此，因相較於文字文本，網站空間確實有更多俗民作品上傳，且資訊也更

全面性，而閱聽人的反應亦可於此環境中被同時呈現與了解。 

但如從「口語性」的特色來看，網路所呈現的實質客家山歌表演文本仍是極為固

定與個人化，與口傳技藝強調的「變異性」、「集體性」與「匿名性」有段差異。 

而這樣的研究結果也呼應了Ong(1982)所說的第二口語性。即，網路環境確實可

提供更多進入與互動機會，也提供了更全面性的資訊等口語文化特質，但文本實

質所仰賴和運作的，仍是文字文化的思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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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附錄 

附錄一：YouTube 站上客家山歌表演記錄編碼表 

 

編號：€€€ 

(1)表演者 

1.  年齡： 1.20歲以下2.20-40 3.40-60 4.60歲以上5.其他 

2. 性別： 1.男2.女3.混合 

3. 聲望： 1.名人2.只標出姓名3.未標出姓名4.其他 

(2)觀眾 

4. 年齡層： 1.20歲以下2.20-40 3.40-60 4.60歲以上5.其他 

5. 參與程度： 1.參與表演2.在台下輕和3.認真聆聽，不參與演唱4.其他 

(3)樂器 

6. 樂器： 1.胡琴2.伴唱帶3.中樂團4.西樂團5.其他 

7. 表演者與樂器配合情形： 1.表演者自拉自唱2.表演者與樂師不同人 

(4) 情境 

8. 表演形式： 1.獨唱2.合唱3.男女對唱4. 其他 

9. 表演時間： 1.早上2.中午3.下午4.晚上 

10. 表演日期： 

11. 表演場合： 1. 文化中心或演藝廳2.廟會或慶典活動3.日常生活4.山歌比賽5.

電視台或電台的山歌表演或比賽6.山歌歌謠班7.政治造勢場合8.其他 

(5) 表演傳統 

12. 山歌曲調: 1. 老山歌2.山歌子3.平板4.小調5.混合6.其他 

13. 演出歌詞： 1.即興創作2.固定歌詞3.其他 

14. 服裝: 1.傳統服飾2.現代服飾3.其他 

 

(6)網頁觀眾反應 

 

15. 點閱次數: 1.100次以下2.101-1000次3.1001-5000次4.5001-10000次 5.10001次 

以上 

16.讀者評論: 1.0次 2.1-3次 3.4-6次 4.7-9次 5.10次以上 

17.讀者評論內容: 1.表演者表現 2.表演情境 3.表演歌曲內容 4.主辦單位表現 

5.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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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Youtube網站上台灣客家山歌影片資料 

 

編號 上傳日期 標題 網址 

1 071002 客家山歌賀中秋1 http://www.youtube.com/watch?v=zwC9FAfQOMY 

2 071002 客家山歌賀中秋2 http://www.youtube.com/watch?v=REcCtaPNSX8&feature=rela

ted 

3 071021 天下珍惜台灣演唱會_謝宇

威：問卜歌 

http://www.youtube.com/watch?v=70EHevkFQtQ 

4 071025 客家電視－「台灣客翻天」竹

東人人會唱山歌  

http://www.youtube.com/watch?v=Xvtc-6ow8kI&feature=fvw 

5 080126 鴻光光電公司96年度尾牙盛

會20080125  

http://www.youtube.com/watch?v=09mgZ_DNXjU 

6 080316 台灣宏觀電視TMACTV--客

家山歌深情綿綿  

http://www.youtube.com/watch?v=PGmAd8sO60U 

7 080417 [客家MV]月有情 vs 人生道

德 (林貴水 vs 顏志文 

http://www.youtube.com/watch?v=QlYfYFoMj3E 

8 080417 [山歌]2007高雄市客家藝術

節 - 謝宇威與雷樂團 

http://www.youtube.com/watch?v=ynAWjYkqwIE 

9 080429 [客家MV]山歌毋唱心毋開 

(顏志文) HakkaVideo  

http://www.youtube.com/watch?v=lmW_5aZJ5RA 

10 080506 客家電視－「十分客家」山狗

大樂團－山歌不唱心不開 

http://www.youtube.com/watch?v=D4RTOWNOoPA 

11 080808 楊梅鎮埔心瑞埔客家民謠班

~慶祝父親節餐會 

http://www.youtube.com/watch?v=TVWuXRNglnY 

12 080812 中壢市三民里歌唱訓練班 

(張玉英) 

http://www.youtube.com/watch?v=suHRLW0_6_U 

13 080812 中壢市三民里歌唱訓練班 

(葉瑞珍) 

http://www.youtube.com/watch?v=OXIf8CW9-ws 

14 080812 中壢市三民里歌唱訓練班 

(葉美月) 

http://www.youtube.com/watch?v=zdCMvWICvkY 

15 080814 平鎮市三崇宮歌謠班(廖秋

玲) 

http://www.youtube.com/watch?v=DiWkILEx1fI 

16 080814 平鎮市三崇宮歌謠班(莊水

香) 

http://www.youtube.com/watch?v=iMBBstGn1rc 

17 080814 平鎮市三崇宮歌謠班 (范姜

鳳麗) 

http://www.youtube.com/watch?v=rQb-cvtvtHg 

18 080814 平鎮市三崇宮歌謠班 (古清 http://www.youtube.com/watch?v=tmAYsr4N6w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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輝) 

19 080814 平鎮市三崇宮歌謠班 (黃琦

雁) 

http://www.youtube.com/watch?v=t-mKLTLWeOc 

20 080814 平鎮市三崇宮歌謠班 (6) http://www.youtube.com/watch?v=7e4ufMaLjNU 

21 080814 [客家MV]山歌浪子(劉劭希) 

HakkaVideo  

http://www.youtube.com/watch?v=QEZ-xXCGpyg 

22 080822 楊梅鎮埔心瑞埔客家民謠班/

現場教學示範演唱 (陳秀珠) 

http://www.youtube.com/watch?v=Ny7kjMhnp-U 

23 080822 楊梅鎮埔心瑞埔客家民謠班/

現場教學示範演唱 (楊春鳳) 

http://www.youtube.com/watch?v=2-sEBC5XIgo 

24 080822 楊梅鎮埔心瑞埔客家民謠班/

現場教學示範演唱演唱者 /

朱乾貴 

http://www.youtube.com/watch?v=PAv6TyixvyY 

25 080822 楊梅鎮埔心瑞埔客家民謠班/

現場教學演練演唱者/高萓謙 

http://www.youtube.com/watch?v=72r695drR-o 

26 080822 馬修連恩旅客-四大山歌王  http://www.youtube.com/watch?v=QccxFQ2ClhI 

27 080822 楊梅鎮埔心瑞埔客家民謠班/

現場教學演練(陳翠華) 

http://www.youtube.com/watch?v=Kz_5mmgeuM0 

28 080825 楊梅鎮永寧客家民謠班~現場

教學演練(蘇雪珍) 

http://www.youtube.com/watch?v=efPXF2Hlnck 

29 080825 楊梅鎮永寧客家民謠班現場

教學演練 (葉劉淑惠) 

http://www.youtube.com/watch?v=xca7vxVXQhA 

30 080825 楊梅鎮永寧客家民謠班現場

教學演練(賴淑華) 

http://www.youtube.com/watch?v=w8u461H10kY 

31 080825 楊梅鎮永寧客家民謠班現場

教學演練 (邱秀蘭) 

http://www.youtube.com/watch?v=_nPnvggw8Vs 

32 080825 楊梅鎮永寧客家民謠班現場

教學演練 (邱善妹) 

http://www.youtube.com/watch?v=FG2hU0drnjs 

33 080825 楊梅鎮永寧客家民謠班現場

教學演練 (賴順子) 

http://www.youtube.com/watch?v=obkFzkQzVpw 

34 080825 楊梅鎮永寧客家民謠班現場

教學演練 (魏金福) 

http://www.youtube.com/watch?v=xooyei_iDEQ 

35 080825 楊梅鎮永寧客家民謠班現場

教學演練山歌仔~張玉珍(5) 

http://www.youtube.com/watch?v=UucIhFBkeVs 

36 080825 楊梅鎮永寧客家民謠班現場

教學演練 山歌仔~陳薇(8) 

http://www.youtube.com/watch?v=5tAtaDqaNjo 

37 080825 楊梅鎮永寧客家民謠班/現場 http://www.youtube.com/watch?v=_CPkbru5EU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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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演練演唱者/呂秀桃 

38 080827 饒平客家山歌即興演唱-祝福

四洲集團  

http://www.youtube.com/watch?v=TzhaIZNPBCw&feature=rela

ted 

39 080828 十分客家-林貴水2  http://www.youtube.com/watch?v=Hk-A7GcT8nk 

40 080828 十分客家-徐木珍2  http://www.youtube.com/watch?v=4aTWy1x2mqM 

41 080828 十分客家-呂紹枝 http://www.youtube.com/watch?v=jYlbht1DgNo 

42 080828 十分客家-許學傳  http://www.youtube.com/watch?v=gzz7S5PesNY 

43 080828 十分客家-賴碧霞2 http://www.youtube.com/watch?v=3si_6Hfa8kI 

44 080828 十分客家-賴碧霞1 http://www.youtube.com/watch?v=aSzQv6SUpKE&feature=rela

ted 

45 080828 十分客家-賴碧霞3 http://www.youtube.com/watch?v=sS6sGIlXuqA&feature=fvsr 

46 080828 十分客家-林傑富 http://www.youtube.com/watch?v=q9nPHDPdI8o 

47 080828 十分客家-傅清增 http://www.youtube.com/watch?v=IhtRR5pyBtY 

48 080828 十分客家-劉木松 http://www.youtube.com/watch?v=RVuRDw28grM 

49 080828 十分客家-古福光 http://www.youtube.com/watch?v=BagjCOkJDI4 

50 080828 十分客家-鍾美鳳1 http://www.youtube.com/watch?v=NQrUlTv9wT0 

51 080828 十分客家-林貴水1  http://www.youtube.com/watch?v=j8bAejsxeWo 

52 080828 十分客家-鍾美鳳2 http://www.youtube.com/watch?v=cwOyYNVwPRM 

53 080828 十分客家-鍾美鳳3  http://www.youtube.com/watch?v=TwT9nWwEaGA 

54 080828 十分客家-張明雄 http://www.youtube.com/watch?v=BiY2sPGaSeM 

55 081003 台灣客家山歌仔「三部重唱」  http://www.youtube.com/watch?v=7qEgd87WhPQ 

56 081005 客家山歌子 (謝宇威) 

HakkaVideo  

http://www.youtube.com/watch?v=S8S0wxqFHqo 

57 081013 台灣客家老山歌~現場演練

(古雲珍) 

http://www.youtube.com/watch?v=I5AAsX2CqRY 

58 081013 台灣客家老山歌~現場演練 

(賴淑華) 

http://www.youtube.com/watch?v=_gdb8MGeTr4 

59 081013 台灣客家老山歌~現場演練 

(張玉珍) 

http://www.youtube.com/watch?v=0m3rMB6kLo8 

60 081013 台灣客家老山歌演唱者：葉倫

祥 

http://www.youtube.com/watch?v=ZMxTIkFTwRk 

61 081013 台灣客家老山歌演唱者：羅鳳

珠 

http://www.youtube.com/watch?v=xzhpNlVGGxI 

62 081014 台灣客家老山歌~現場演練 

(邱秀蘭) 

http://www.youtube.com/watch?v=-4d-bCkDb1c 

63 081014 台灣客家老山歌演唱者：葉劉

淑惠 

http://www.youtube.com/watch?v=D_Pcgtirrkw&p=37069EC58

620D3ED&playnext=1&index=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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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081020 客家歌謠--平板對唱  http://www.youtube.com/watch?v=rWUVTyp8jZE 

65 081020 客家山歌--鄒滿榮小姐 http://www.youtube.com/watch?v=_UbXQv4FOzM 

66 081026 97年楊梅鎮鎮長盃客家歌謠

歌唱比賽 (朱乾貴) 

http://www.youtube.com/watch?v=jciHXyWR7cA 

67 081026 97年楊梅鎮鎮長盃客家歌謠

歌唱比賽 

http://www.youtube.com/watch?v=qmuOUO9SGQo 

68 081027 鎮長盃 客家傳統山歌 歌唱

大賽得獎人 

http://www.youtube.com/watch?v=V0zP0B5ZavY 

69 081031 客家歌謠-山歌仔  http://www.youtube.com/watch?v=LKZPNTBTRps&feature=rel

ated 

70 081031 台灣客家老山歌演唱者：蘇雪

珍 

http://www.youtube.com/watch?v=Khc2QF2mlow 

71 081031 台灣客家老山歌~現場演練

演唱者：陳 薇 

http://www.youtube.com/watch?v=FnwBu76NsCM 

72 081101 苗栗縣客家曲藝推展協會 

第二屆第一次會員大會  

http://www.youtube.com/watch?v=zNLgDn7z1lY 

73 081108 楊梅鎮長盃客家山歌，三大調

流行歌唱比賽得獎人。 

http://www.youtube.com/watch?v=G6n5QGu0Lbc&feature=rela

ted 

74 081108 台灣楊梅鎮客家山歌，三大

調，流行歌唱比賽。 

http://www.youtube.com/watch?v=Raytgdslp0U&feature=relate

d 

75 081113 蘭崴教你唱山歌 http://www.youtube.com/watch?v=LiL7c0ra0yo 

76 081122 埔心客家民謠班 (郭桂美) http://www.youtube.com/watch?v=lb5yW4glHJY 

77 081122 埔心客家民謠班 (陳美琴) http://www.youtube.com/watch?v=qgpkw2yx3b4 

78 081122 埔心客家民謠班 (陳翠華) http://www.youtube.com/watch?v=3s65mXrCXIU 

79 081122 埔心客家民謠班 (陳瑞燕) http://www.youtube.com/watch?v=CsibK9I_Lew 

80 081122 埔心客家民謠班 (黃秀娟) http://www.youtube.com/watch?v=iuQImkQqGDA 

81 081122 埔心客家民謠班 (郭國安) http://www.youtube.com/watch?v=tt4_6y442Rs 

82 081122 埔心客家民謠班 (陳武妹) http://www.youtube.com/watch?v=NMa_qygNPkw 

83 081122 埔心客家民謠班 (羅乾坤) http://www.youtube.com/watch?v=5yS8bG9dc-8 

84 081124 楊梅鎮永寧客家民謠班(古雲

珍) 

http://www.youtube.com/watch?v=Nhn5Kz0dJdM 

85 081124 楊梅鎮永寧客家民謠班(呂秀

桃) 

http://www.youtube.com/watch?v=RCAfr4s3Fls 

86 081124 楊梅鎮永寧客家民謠班(蘇雪

珍) 

http://www.youtube.com/watch?v=kpnV9IGsdW4 

87 081124 楊梅鎮永寧客家民謠班(邱秀

蘭) 

http://www.youtube.com/watch?v=BQA3XSfpBB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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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 081124 楊梅鎮永寧客家民謠班(張玉

珍) 

http://www.youtube.com/watch?v=X7fH1bkS43s 

89 081124 楊梅鎮永寧客家民謠班(賴淑

華) 

http://www.youtube.com/watch?v=FmOYy3D4wOM 

90 081124 楊梅鎮永寧客家民謠班(陳

薇) 

http://www.youtube.com/watch?v=KEhZxrVLjCA 

91 081124 楊梅鎮永寧客家民謠班(葉倫

祥) 

http://www.youtube.com/watch?v=YejpZLekfoE 

92 081124 楊梅鎮永寧客家民謠班(賴順

子) 

http://www.youtube.com/watch?v=jHhcRky8G3M 

93 081124 楊梅鎮永寧客家民謠班(魏金

福) 

http://www.youtube.com/watch?v=4gw9bwa0AOQ 

94 081124 楊梅鎮永寧客家民謠班(羅鳳

珠) 

http://www.youtube.com/watch?v=kjCiKS-NfLM 

95 081201 樹下打嘴鼓唱山歌 http://www.youtube.com/watch?v=F0wuTerPw5c 

96 081201 客家山歌 http://www.youtube.com/watch?v=vvCpLUYGLz4 

97 081201 樹下打嘴鼓唱山歌 http://www.youtube.com/watch?v=F0wuTerPw5c 

98 081205 鎮長盃客家歌唱比賽-池佩萱 

演唱「山歌仔」  

http://www.youtube.com/watch?v=VDcA4aEybGY&feature=rel

ated 

99 081209 鎮長盃-吳冠潔-演唱-平板 http://www.youtube.com/watch?v=Z7i2f1bdzP0 

100 081209 台灣客家平板山歌~張貴英 http://www.youtube.com/watch?v=SDhJLTTV3ec 

101 081209 台灣客家平板山歌~陳瑞香 http://www.youtube.com/watch?v=v50zZPD37yk 

102 081209 台灣客家平板山歌~許彭玉英 http://www.youtube.com/watch?v=XVx99mgM638 

103 081209 台灣客家平板山歌~游五妹 http://www.youtube.com/watch?v=Masb804RZA4 

104 081209 台灣客家平板山歌~廖春蘭 http://www.youtube.com/watch?v=luYRANGtDuc 

105 081209 台灣客家平板山歌對唱~葉瑞

珍vs何文雄 

http://www.youtube.com/watch?v=8dm6_sCH6qE 

106 081209 台灣客家平板山歌~鍾靜妹 http://www.youtube.com/watch?v=n3ueRKWrojc 

107 081209 台灣客家平板山歌~羅益妹 http://www.youtube.com/watch?v=nlGvRaZehFY 

108 081209 台灣客家平板山歌~王明珠 http://www.youtube.com/watch?v=Sa7k6FdTm0c 

109 081209 台灣客家平板山歌~姜玉鳳 http://www.youtube.com/watch?v=0YcN4f70kgY 

110 081209 台灣客家平板山歌~葉瑞珍 http://www.youtube.com/watch?v=lZ0oOMvfTrI&feature=relate

d 

111 081209 台灣客家平板山歌~翁秀梅 http://www.youtube.com/watch?v=xCFtiw8Rhfo 

112 081209 台灣客家平板山歌~張玉英 http://www.youtube.com/watch?v=RBSYttFzwUo 

113 081215 客家三大調-老山歌 山歌仔 

平板 

http://www.youtube.com/watch?v=Gl3y5-wUwVo&feature=rela

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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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 081218 山歌仔~陳蓉萱 http://www.youtube.com/watch?v=1Zsuyjf3CXo&feature=relate

d 

115 081218 山歌仔~劉清鑑vs范姜鳳麗 http://www.youtube.com/watch?v=ZnlBQ14vxwI&feature=relat

ed 

116 090106 唱山歌囉 http://www.youtube.com/watch?v=C_Nj-JzLIQc 

117 090112 平板山歌~溫綢妹vs孔慶麗 http://www.youtube.com/watch?v=ChM1Gjj88RY 

118 090112 臺灣平板山歌~蘇雪珍NG鏡

頭 

http://www.youtube.com/watch?v=uXdqwmhQJa4 

119 090113 臺灣客家老山歌~葉美月 http://www.youtube.com/watch?v=RvmN6WvvqEw 

120 090113 臺灣客家老山歌~張玉英 http://www.youtube.com/watch?v=3qQzA2F-U-Q 

121 090113 臺灣客家老山歌~翁秀梅 http://www.youtube.com/watch?v=1iymBT1CY8Y 

122 090114 臺灣客家老山歌~羅益妹 http://www.youtube.com/watch?v=vZSLJdS3bUQ 

123 090114 臺灣客家老山歌~游五妹 http://www.youtube.com/watch?v=Szsktgok3DI 

124 090210 [客家MV] 山歌子 (黃淑媛) 

HakkaVideo  

http://www.youtube.com/watch?v=ZYsRk9ORD6A 

125 090219 范姜鳳麗~平板山歌  http://www.youtube.com/watch?v=0YQFk-YK-hM 

126 090224 客家山歌-陳翠華/四句八節

大放送 

http://www.youtube.com/watch?v=FcjYDmKaHp0 

127 090224 客家山歌-朱乾貴/四句八節

大放送 演唱山歌仔 

http://www.youtube.com/watch?v=phsST97kBCI&feature=relat

ed 

128 090224 客家山歌-四句八節大放送/

快樂來唱歌  

http://www.youtube.com/watch?v=ltNbTRe_W2g&feature=relat

ed 

129 090224 客家山歌-溫秀求/四句八節

大放送 

http://www.youtube.com/watch?v=pfMyHFXCIRo&feature=rela

ted 

130 090225 客家山歌-張光生老師-四句

八節大放送 

http://www.youtube.com/watch?v=elwMl4EoozQ&feature=relat

ed 

131 090321 山歌仔~張光生老師示範演唱 http://www.youtube.com/watch?v=vOt5EgY8bHs 

132 090321 台灣客家「山歌仔」教唱(1)

指導老師張光生  

http://www.youtube.com/watch?v=jjbKK6OaYOA&feature=rela

ted 

133 090321 台灣客家「山歌仔」教唱(3)  http://www.youtube.com/watch?v=yj9BtSPGo4w 

134 090323 蘇雪珍~平板 http://www.youtube.com/watch?v=HdKnUzKZXNo 

135 090324 賴淑華~平板 http://www.youtube.com/watch?v=-3mmolSOteY 

136 090324 劉碧珠 山歌仔  http://www.youtube.com/watch?v=WlcPH1dHgIs 

137 090324 陳容馨山歌仔 http://www.youtube.com/watch?v=sOb4rbe8vKQ 

138 090327 李桂枝~山歌仔 http://www.youtube.com/watch?v=TNkzIwiBg4M&feature=rela

ted 

139 090328 溫國枝~山歌仔 http://www.youtube.com/watch?v=VdKbKIJssC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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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0 090328 黃秀娟~山歌仔 http://www.youtube.com/watch?v=edeKxzByGrY&feature=relat

ed 

141 090329 召開第三屆第三次會員大會-

陳春秋校長-演唱：山歌仔  

http://www.youtube.com/watch?v=keQ5cRUlS_8 

142 090411 張光生老師現場示範演唱「山

歌仔」二種不同唱腔  

http://www.youtube.com/watch?v=IXlkxYEntKQ 

143 090721 20090705-龍潭鄉音樂藝術季 http://www.youtube.com/watch?v=qq7hAkB3I0c 

144 090411 台灣客家「山歌仔」教唱  http://www.youtube.com/watch?v=HsCqjvNNgT0 

145 090504 杜安昭~山歌仔  http://www.youtube.com/watch?v=UhT8KtYlaP0&feature=relat

ed 

146 090505 葉美月~平板山歌 http://www.youtube.com/watch?v=4w0IYJoUDSU&feature=rela

ted 

147 090508 山歌仔~三部重唱 演唱者:葉

美月.廖秋玲.杜安昭.陳秀珠 

http://www.youtube.com/watch?v=A9X7S6TjBOI 

148 090512 客家妹仔 【四部重唱】葉美

月、廖秋玲、杜安昭、陳秀珠  

http://www.youtube.com/watch?v=p6u901jKvu4 

149 090512 山歌仔【四部重唱】葉美月、

廖秋玲、杜安昭、陳秀珠 

http://www.youtube.com/watch?v=-OMtm-dToXY&feature=rela

ted 

150 090513 朱乾貴~山歌仔  http://www.youtube.com/watch?v=4UwfQKI7brI 

151 090513 葉美月~老山歌 http://www.youtube.com/watch?v=0n6sYs8wosE&feature=relat

ed 

152 090513 高萓謙~平板山歌 http://www.youtube.com/watch?v=Ne77ocsPPIw&feature=relate

d 

153 090525 郎祖荺唱客家山歌 http://www.youtube.com/watch?v=vQp3Z9L79yg 

154 090618 台灣山歌仔教唱(2)  http://www.youtube.com/watch?v=wWYC5nL-1fc 

155 090618 台灣客家「老山歌」示範演唱

~演唱者 葉美月  

http://www.youtube.com/watch?v=g7aiBLNsEkQ 

156 090618 台灣客家山歌各種不同唱腔 http://www.youtube.com/watch?v=HSBeb85hYic&feature=relat

ed 

157 090622 客家山歌男女晚間對唱 http://www.youtube.com/watch?v=f-dI_N_eVOY&feature=relat

ed 

158 090622 客家山歌男女晚間對唱2 http://www.youtube.com/watch?v=iRWvLxumEb0&feature=rela

ted 

159 090625 山歌仔~陳春秋校長 http://www.youtube.com/watch?v=bZtVRnp65PI&feature=relate

d 

160 090626 山歌仔~黃秋梅 http://www.youtube.com/watch?v=-9Okx1YBUKo&feature=rela

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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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1 090701 客家新樂園#11-山歌 http://www.youtube.com/watch?v=wxD6FfEyQf4 

162 090710 老山歌~黃秋梅  http://www.youtube.com/watch?v=oOM648zY46o 

163 090720 平板山歌~謝美麗 http://www.youtube.com/watch?v=VKnZl2K9cvA 

164 090720 20090705-龍潭鄉音樂藝術季

-04.山歌演唱 山歌子  

http://www.youtube.com/watch?v=0NAQLVldX2Y 

165 090731 20090726-龍潭音樂藝術季 

(1) 

http://www.youtube.com/watch?v=sgLklWF0kr4 

166 090801 20090726-龍潭音樂藝術季 

(2) 

http://www.youtube.com/watch?v=WWlxw3_1XVw 

167 090813 快樂來唱歌--三 (山歌子) http://www.youtube.com/watch?v=P-V6NA8kkkI 

168 090817 傳統客家民間文學系列(2)客

家山歌-翁瑞璐 

http://www.youtube.com/watch?v=-CdWITwyL2A&feature=rel

ated 

169 090822 台灣客家山歌-山歌仔1 http://www.youtube.com/watch?v=1vuN5M9wQRY 

170 090822 台灣客家山歌--平板2 http://www.youtube.com/watch?v=VSxILs-ME78 

171 090822 台灣客家山歌-平板1 http://www.youtube.com/watch?v=VwhYxJaDadk 

172 090822 台灣客家山歌--山歌仔2  http://www.youtube.com/watch?v=-rx49KJYciU 

173 090823 客家文化節~老山歌 葉美月  http://www.youtube.com/watch?v=f2THjqjIYAY 

174 090828 客家山歌--平板 http://www.youtube.com/watch?v=ngjvvCOJnXA 

175 090829 山歌子朱乾貴演唱 http://www.youtube.com/watch?v=VS07WWoBh4s 

176 090829 葉美月演唱老山歌  http://www.youtube.com/watch?v=iODevZHPv7g 

177 090830 卓通妹台灣客家歌謠教室 山

歌教學--平板 

http://www.youtube.com/watch?v=jkPJ50ihjkE 

178 090830 客家文化節~「山歌仔」朱乾

貴 

http://www.youtube.com/watch?v=vQwugWmk1GU 

179 091005 山歌子三重唱 http://www.youtube.com/watch?v=PFeI53NWztA 

180 091010 教你唱山歌  http://www.youtube.com/watch?v=Kuxkv4T-B_I 

181 091012 老山歌演唱4  http://www.youtube.com/watch?v=CiuB8-05k1U 

182 091022 林寶雄 山歌子  http://www.youtube.com/watch?v=G0_UqjAagYY 

183 091022 林寶雄 客家山歌 http://www.youtube.com/watch?v=gcetdJLVaqM&feature=relat

ed 

184 091029 客家新樂園#27-「老山歌」（摘

茶）(黃和琴)  

http://www.youtube.com/watch?v=tBHA64iP_bU 

185 091103 新北社區營造"客家山歌"文

化城(2) 

http://www.youtube.com/watch?v=pOgjszDfZWg 

186 091103 社區營造"客家山歌"文化城

(1)  

http://www.youtube.com/watch?v=0ApWBRxmD0k 

187 091109 客家新樂園#29-「平板」(賴仁 http://www.youtube.com/watch?v=ius4zjg-iV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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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 

188 091113 客家山歌 (劉馨鎂) http://www.youtube.com/watch?v=ePK3ckHJf4U 

189 091113 客家山歌(劉源治) http://www.youtube.com/watch?v=x2n5umeA-d0 

190 091113 客家山歌-劉源治唱 http://www.youtube.com/watch?v=k_zEN45aLm8 

191 091125 客家新樂園#31-十二月古人

(謝宇威 彭佳霓)  

http://www.youtube.com/watch?v=-Cyjiif_jI8 

192 091113 客家山歌-陳英榜V.S.邱桂妹 http://www.youtube.com/watch?v=2Y1wT1PtIKg 

193 091114 客家山歌-老山歌 http://www.youtube.com/watch?v=PP3WaLvK4Ck 

194 091119 客家山歌-郎有心妹有心 http://www.youtube.com/watch?v=L3jPSe4bSJY 

195 091126 客家山歌-山歌仔 http://www.youtube.com/watch?v=Prbdq_PiSSc 

196 091126 2009我愛芭比~客家山歌 http://www.youtube.com/watch?v=o5LGidkITLU 

197 091215 客家山歌之三 http://www.youtube.com/watch?v=LDHglFCSF9s 

198 091215 客家山歌之四 http://www.youtube.com/watch?v=jG5WqICg5D8 

199 091215 客家山歌之五 http://www.youtube.com/watch?v=4tjV5l_7CRg 

200 091215 客家山歌之一 http://www.youtube.com/watch?v=9O3MXKCUing 

201 091215 客家山歌之六 http://www.youtube.com/watch?v=V_aDRpx3D0c 

202 091215 客家山歌之二 http://www.youtube.com/watch?v=HAK4FSqNAyA 

203 091217 平板-陳華堂.mpg http://www.youtube.com/watch?v=elm5JQdtzcs 

204 091217 平板-莊鳳梅.mpg  http://www.youtube.com/watch?v=iuqZEC5xVsE 

205 091217 平板-范振發.mpg http://www.youtube.com/watch?v=k_C6IR3wDWo 

206 091217 平板-鄧承炳.mpg  http://www.youtube.com/watch?v=vlBpoDYG4uA 

207 091217 客家歌謠-平板-吳尾妹.mpg  http://www.youtube.com/watch?v=wDCRb_WFqyE 

208 091217 平板-徐兆錦.mpg  http://www.youtube.com/watch?v=3dz9ldhFxnA 

209 091217 客家山歌-山歌仔-陳春來.mpg http://www.youtube.com/watch?v=HqgVcb-og0U 

210 091217 客家山歌-山歌仔-彭朱榮

嬌.mpg 

http://www.youtube.com/watch?v=Te2tvL3ovGw 

211 091217 客家山歌-上山採茶-鄒滿

榮.mpg 

http://www.youtube.com/watch?v=KPWRnT54wGw 

212 091217 客家山歌-平板-田明珠.mpg http://www.youtube.com/watch?v=R8IvNkNXTag 

213 091217 客家山歌-平板-吳碧玉.mpg  http://www.youtube.com/watch?v=OVlRF5KiYLE 

214 091217 客家山歌-山歌仔-莊鳳梅.mpg http://www.youtube.com/watch?v=lNEyfKvciAw&feature=relat

ed 

215 091217 台灣客家山歌-平板-黃玉

春.mpg 

http://www.youtube.com/watch?v=Low0zaDEEgU&feature=rela

ted 

216 091217 台灣客家山歌-平板-范秀

梅.mpg  

http://www.youtube.com/watch?v=18spL53DrEI&feature=relate

d 

217 091217 台灣客家山歌-平板-卓通 http://www.youtube.com/watch?v=TqLGlQvIE2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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妹.mpg  

218 091217 客家山歌-山歌仔-卓通

妹.mpg  

http://www.youtube.com/watch?v=YZ8PWhgL-Z4 

219 091217 客家山歌-山歌仔-邱秋妹. http://www.youtube.com/watch?v=G19xTLO4Ol0 

220 091223 2009師大合唱團風合日栗團

遊南庄巧遇客家阿婆唱山歌

給我們聽.3gp  

http://www.youtube.com/watch?v=0iRGch5kV3Y 

221 100107 客家新樂園#32-老山歌(黃和

琴) 

http://www.youtube.com/watch?v=ZjDHkj75qrQ 

222 100108 客家山歌-上山採茶之

二.mpg 

http://www.youtube.com/watch?v=g6Q0miGIOSs 

223 100108 山歌仔-陳英榜與江兆海唱山

歌.wmv  

http://www.youtube.com/watch?v=n5yZ81yTX8E 

224 100108 盼望親人來團圓_0.mpg  http://www.youtube.com/watch?v=I023pSDfwFU 

225 100211 客家新樂園#36-老山歌(呂紹

枝)  

http://www.youtube.com/watch?v=6rn2-O7ymC4 

226 100228 平鎮市三崇宮慶祝元宵節晚

會  

http://www.youtube.com/watch?v=nKBLkb7-vME 

227 100302 松山民謠班於94年度成果展-

演唱老山歌 

http://www.youtube.com/watch?v=JI4cYlP34Kk 

228 100302 台北市松山民謠班十週年慶:

演唱傳統三大調  

http://www.youtube.com/watch?v=rLNJlGorBLM 

229 100302 松山民謠班95年度成果展-客

家小調 【思念歌】 

http://www.youtube.com/watch?v=38GydIFmNIs 

230 100304 竹東鎮99年第二屆「天穿日」

台灣客家山歌合唱團比賽 

http://www.youtube.com/watch?v=rjuBFwqOmjY 

231 100305 松山民謠班七週年演唱-山歌

仔  

http://www.youtube.com/watch?v=gTkvlQdKeAs 

232 100306 竹東鎮99年「天穿日」台灣

客家山歌比賽 (張玉英) 

http://www.youtube.com/watch?v=19AGoZ2FTns 

233 100306 竹東鎮99年「天穿日」台灣客

家山歌比賽(溫秀球) 

http://www.youtube.com/watch?v=BhFRX1CJFtk 

234 100306 竹東鎮99年「天穿日」台灣客

家山歌比賽(謝美麗) 

http://www.youtube.com/watch?v=ULePXHZfcqY 

235 100306 竹東鎮99年「天穿日」台灣

客家山歌比賽(黃琦雁) 

http://www.youtube.com/watch?v=rkWNvuCnL_k 

236 100306 美國朋友唱客家歌謠.mpg http://www.youtube.com/watch?v=DSjQzfw39F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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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7 100307 天穿日客家歌比賽 小調

組.flv  

http://www.youtube.com/watch?v=_b0_sXfucIg 

238 100317 鸚鵡人來瘋 愛聽客家山歌  http://www.youtube.com/watch?v=12N0JRRlpik 

239 100318 吳興歌謠班 99 03 18 F 段 

上山採茶 及 父母恩情 教唱  

http://www.youtube.com/watch?v=VSiV3UFrfEk 

240 100322 客家新樂園#38-電音版老山

歌(官靈芝)  

http://www.youtube.com/watch?v=n1q19UPgpk4 

241 100323 河源山歌  http://www.youtube.com/watch?v=ULzohFmQWks 

242 100411 客家新樂園#43-山歌子(呂紹

枝)  

http://www.youtube.com/watch?v=pJh3xhOy__w 

243 100412 客家新樂園#44-平板(謝其國)  http://www.youtube.com/watch?v=byhvICWMMfQ 

244 100420 2008 客家山歌比賽 - 竹東 http://www.youtube.com/watch?v=izh3TU0lofE 

245 100501 2010客家桐花祭【嬉遊山

林、桐舞桐樂】山歌仔~三部

重唱 演唱者：廖秋玲、陳秀

珠、杜安昭  

http://www.youtube.com/watch?v=chf5pjjjzbk 

246 100509 2010《桐花祭》 古昌寶VS邱

秀蘭『送金釵』  

http://www.youtube.com/watch?v=8J77tf3Zm8Y 

247 100522 客家老師唱山歌  http://www.youtube.com/watch?v=O8esmzRk4no 

248 100522 客家老師唱山歌 2 http://www.youtube.com/watch?v=VTsVISqm9wo 

249 100304 2010竹東天穿日合唱比賽-2 http://www.youtube.com/watch?v=3VDkNkQuZOY 

250 100608 客家歌舞--山歌仔  http://www.youtube.com/watch?v=0ECAmd_iVDE 

251 100629 饒平客家山歌-長工歌演唱

MV.flv  

http://www.youtube.com/watch?v=hOUTUHT_fbI 

252 100703 環保同學會 富源客家山歌 http://www.youtube.com/watch?v=7e7vBUoai0Q 

253 100714 客家老山歌  http://www.youtube.com/watch?v=LR5aFlAX83I 

254 100717 20100717-龍潭國小7龍潭國小

客家歌謠 山歌仔 李美玉老

師  

http://www.youtube.com/watch?v=PwCc-0djG9s 

255 100720 客家歌王歌后山歌對唱（竹東

天穿日山歌大賽） 

http://www.youtube.com/watch?v=ytmWm0OCWVU 

256 100723 林佑平 客家山歌特出名MV http://www.youtube.com/watch?v=NFsTRPoHaow 

257 100723 楊正宏老師與客家山歌01  http://www.youtube.com/watch?v=14gC8O4M5Rg 

258 100725 客家山歌-山歌仔MV http://www.youtube.com/watch?v=gyDaUZYqfvw&feature=rela

ted 

259 100728 楊秀衡賢伉儷演唱客家山歌

02  

http://www.youtube.com/watch?v=BzFWeG0zgZ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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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0 100801 桃園縣客家文化研究協會-09

山歌香褒.wmv  

http://www.youtube.com/watch?v=dejWF1Aw-jw 

261 100801 桃園縣客家文化研究協會 

07山歌子 

http://www.youtube.com/watch?v=OYlHiIUETlc 

262 100802 客家新樂園#58-平板(溫子梅) http://www.youtube.com/watch?v=Dguo0KUNWPQ 

263 100802 客家新樂園#57-山歌子(劉源

治) 

http://www.youtube.com/watch?v=vXZ3D7gyWY8 

264 100823 國樂演奏伴客家山歌.MOV  http://www.youtube.com/watch?v=XNLu_Fg6DsA 

265 100830 山歌王子  http://www.youtube.com/watch?v=BXgKVXr05zo 

266 100906 2010客家文化節山歌對唱

1.mpg 混雜 

http://www.youtube.com/watch?v=oIAB9mbVyXE 

267 100906 2010客家文化節對唱2b.mpg 

混雜 

http://www.youtube.com/watch?v=yJcvYDKgwTs 

268 100906 2010客家文化節 山歌大合

唱.mpg 混雜 

http://www.youtube.com/watch?v=ES-wcPJK4Io 

269 101010 judyfellow live band客家歌手

演唱~山歌子  

http://www.youtube.com/watch?v=9Kx01egwOCc 

270 101018 客家新樂園#66 山歌子(申梅

蘭)  

http://www.youtube.com/watch?v=Vch6MiSSU8w 

271 101021 2010客家箏情音樂會：十二月

古人調 (山歌彈唱)  

http://www.youtube.com/watch?v=KpFP-drPNsM 

272 101104 外公在唱客家山歌,小阿姨在

旁邊伴舞  

http://www.youtube.com/watch?v=iPhekIflQP4 

273 101108 南區老人大學客家山歌-平板  http://www.youtube.com/watch?v=NXUAPsVEPK4 

274 101126 客家新樂園#72-老山歌(黃和

琴) 

http://www.youtube.com/watch?v=oxlgcuwTTyE&feature=fvst 

275 101207 20101205新竹台灣廣播電台 

客家山歌比賽  

http://www.youtube.com/watch?v=PRuMb4_k8Qc 

276 101211 20101206新竹台灣廣播電台 

客家山歌比賽  

http://www.youtube.com/watch?v=SgDZAA1WJDk 

277 101218 20101218楊梅市市長盃客家

歌謠歌唱比賽-2 

http://www.youtube.com/watch?v=N2pwzktDFPU 

278 101219 20101218楊梅市市長盃客家

歌謠歌唱比賽-9  

http://www.youtube.com/watch?v=AC5HqrKHRBk 

279 101228 客家新樂園#70-繡香包(王鳳

珠) 

http://www.youtube.com/watch?v=B-QQe0EOKWI 

280 101126 客家新樂園#72-思戀歌(彭佳 http://www.youtube.com/watch?v=HQArqqxCk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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慧)  

281 091026 98年度:鎮長盃歌唱比賽  http://www.youtube.com/watch?v=lJyuECRywhQ 

282 101126 客家新樂園#71-老十二月古

人(謝其國)  

http://www.youtube.com/watch?v=wTtRQGBCetI 

283 100718 吳盛智 - 十朝歌 http://www.youtube.com/watch?v=wYlBz35L_dc 

284 091029 客家新樂園#28-「山歌」(羅時

豐 謝宇威) 

http://www.youtube.com/watch?v=x8K_ClU2zvI 

285 100721 吳興歌謠班 99 07 15 張彩美

老師 指導練習合唱 歌曲: 

客家山歌大家唱 

http://www.youtube.com/watch?v=AYlFSoClANk 

286 100730 客家 山歌猜 http://www.youtube.com/watch?v=lFVuBuZV2ak 

287 100803 客家新樂園#60-山歌(謝宇威)  http://www.youtube.com/watch?v=5tH0EQMOYx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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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摘要) 

關於性別議題的討論已經行之多年，以世界組織來說，聯合國於

1975 年就提出關於女性方面的議題，以撤銷對女性的歧視為目標。

在 1995 年提出性別主流化（Gender mainstreaming）的概念，此概

念及其產生之行動的最終目的就是要達到兩性的平等。亞太經濟合作

（Asia-Pacific Economic Cooperation, APEC）於 1996年開始，每

年召開婦女領袖網路（Women Leader’s Network, WLN），將性別意

涵直接納入經濟的議題；為落實性別主流化機制，於 2003 年成立了

性別聯絡人網絡18（Gender Focal Point Network, GFPN)，藉著 GFNP

的評估和建議，強化各經濟體內的性別整合19。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

（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ECD）

於 1995年在發展協助委員會（Development Assistance Committee, 

DAC）的高階會議中通過一項宣言，該宣言提出性別平等是要達成穩

定、以及以人為中心的（people-centered）永續發展目標。確認為

提升女性角色、促進以人為中心的；並強調發展中的社會、文化面向

的重要性，且將社會、政治、經濟等面向納入以人為中心的研究途徑。 

從性別平等的觀點來談，女性和男性在各個層面上都應該擁

                                                      
18

 由於 APEC地區女性提供超過 1/2的勞動力；同時也為了 APEC區域間之經濟、社會的性別平

等。台灣於 2004年起由內政部社會司主責；財團法人婦女權益促進發展基金會協助幕僚事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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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同等的自主權和決策權，因此在創業這件事情上也不例外。從

另一個角度來說，女性創業也可帶來性別平等的結果。藉由女性

的創業，可以讓女性擺脫貧窮，達到經濟上的獨立，進一步脫離

以男性為主的次級角色地位。婦女創業已成國際潮流，美國企業

35%由女性經營，家數達1800家，初期婦女也是由微型企業做起；

大陸女企業家成立的企業占 20%，女企業家人數占 41%，女性創

業勢力正在崛起，尤其以知識產業、微型及社區服務等新興產業

最受婦女青睞。女性創業已經蔚為一股全球性趨勢，創造了所謂

的「W經濟」( Women Economics )。在女創業者中不乏客家女

創業者，相較於其他族群之婦女客家婦女擁有純樸保守、勤勞節

儉、堅忍刻苦、外柔內剛、心靈手巧等文化特質，其特質面對崛

起服務產業是非常具優勢的，在其創業的路徑上其動機為何?其

創業類型為何?創業過程中的社會網絡運用為何?是本研究目的

之所在。而在文獻探討上:本研究以社會網絡理論、四項路徑網

絡分析與創業四大類型為分析模式，研究設計上:本研究以客家

女性創業者為研究對象，企圖將族群、性別納入創業研究中，以

期豐富國內有關客家族群創業的研究。在分析方法上本研究將採

用個案訪談與文本分析、深度訪談法 10位成功的客家女性創業

者，以 WINMAX為分析軟體，以來解析其創業類型、而以 UCI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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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計分析軟體來解析社會網絡運用之現況。 

研究結果發現:客家婦女之創業以模仿型創業居多，次而為

穩定型創業，在創業能力上 ：客家女性創業者在創業前都會取

得核心專業能力，但實務上的操作需要的能力不僅需要核心專業

能力，而必須要擁有核心專業、經營管理專業、以及周邊專業。

在資金的運用受訪者均表示其事業是採用獨資的方式，公司以微

小型為主。研究顯示，有 20％的受訪者表示”資金不足和籌措

不易”是創業時最大的阻力，高達 30％的受訪者表示會利用自

己的存款做為創業的基金 。性格的影響：受訪者均表示.性格會

影響女性創業者的事業發展，有 8位受訪者的選擇比較積極，不

管是想要持續開業、改變經營模式、退居幕後、或是交給子女等，

都希望能夠讓事業繼續維持下去，性格會隨著人的生活環境、教

育程度、年齡、身體狀況有所改變，但對創業者來說，想創業的

念頭會戰勝一切不利創業的條件。而客家女性創業者在社會網絡

運用上:經 UNEET統計發現從工作教導、訴苦、信任、談論私事、

坦白、可靠度等向度測度客家婦女創業者之社會網絡圖發現: 客

家婦女創業者社會信任度高、AQ（Adversity Quotient）逆境商數

高，其上社會網絡 7個面向測度，其社會網絡仍在內圈較狹小，

較不利於創業市場之開拓，且創業意圖會因要兼顧家庭之因素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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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小規模為主。 

客家女性創業者其社會網絡之擴展因”小規模”面臨的困

境：企業經營規模很小的問題(SOHO族為主)，存在正當性的疑

慮(性別、族群與家庭的困境)，所謂剛開始面臨「小之不利」的

限制與發展的瓶頸，另一方面在組織網絡中面臨正當性低的問題，

一個新創事業發展之際，此時事業或組織本質上具有所謂的「新

之不利」的傾向。 

關鍵字:客家(Hakka)、客家女性創業者( Hakka women entrepreneurs)、社會

網絡(Social networks) 

壹、研究動機與目的 

 根據胡愈寧、鐘水蓮之研究發現（2010）客家女性創業者以提供

服務業為主，其創業中注重企業之品牌形象、品質誠信、以客為尊、

口碑行銷、人際手腕圓融，認為使用與企業來往對象相同的語言，在

溝通上佔優勢，能促進企業發展，其為九 O年代知識經濟發展相吻合

(見表 1)。另一方面發現客家女性創業者其深受硬頸（堅毅）精神強

烈的鼓舞創業，做事認真、勤儉、很能吃苦、很打拼，相當有自信，

行事有計畫。且在性別主流化（Gender Mainstream）下，客家傳統

重男輕女之資源分配，客家女性創業者不覺得委屈或是對自己不公平。

客家女性創業者有世界觀的企業願景，財務管理比較保守謹慎，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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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經營模式，以家族居多。於此全球女性創業在世界各國崛起，並快

速成長，女性創業已經蔚為一股全球性趨勢，創造了所謂的「W經濟」

( Women Economics )，客家婦女擁有純樸保守、勤勞節儉、堅忍刻

苦、外柔內剛、心靈手巧等文化特質，在創業過程上其主要動機為何?

其創業類型為何?創業的社會網絡運用為何?本研究以客家女性創業

者為研究對象，企圖將族群、性別納入創業研究中，以期豐富國內有

關客家族群創業的研究。在研究方法上本研究將採用個案訪談與文本

分析、深度訪談法 10位成功的客家女性創業者，以來解析其創業類

型、社會網絡與創業精神。20綜歸本研究之目的為： 

1.解析客家女性創業者創業的意圖、類型與創業精神。 

2.解析客家女性創業者之創業資源獲得與社會網路之運用現況。 

 

 

 

 

 

                                                      
20傳統客家女性從小被教育成「家頭家尾」、「田頭地尾」、「灶頭鍋尾」、與「針頭線尾」的

女超人，而這種形象呈現在客籍作家鍾理和、鍾肇政與李喬筆下的平妹、奔妹與燈妹中。相反的，

這些小說中男人的形象則多是小知識份子、悲天憫人的教員、青年、農場主人等。張文傑出的貢

獻在於以德國社會學家 Norbert Elias社會發展理論，剖析出塑造這種女性形象的歷史社會歷程。

張文認為這種對於客家女性的刻板印象，類似所謂「東方主義」的想像，而且其形態是二元的、

斷裂的，張文企圖以 Elias 的權力組構理論突破前述二元的想像（張 49-50）。 

表 1:不同世代之創業類型之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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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文獻探討 

1.社會網絡理論(social network theory) 

社會網路的最初概念始於 20世紀 60年代，是指“人與人之間、

組織與組織之間由於交流和接觸而發生、存在的一種紐帶”(Grabher，

1993)。一般來說，社會網路具備以下幾個主要特徵：(1)社會網路由

具有一定特徵的社會關係聯結而成，既可以看做是一套關係聯結在其

中，也可以看做是一套以一定模式運行的個體、團體和組織之間的關

係。(2)聯結網路的社會關係包含著重要的資源與資訊，可以創造價

值，並通過某種形式的關係以及網路模式幫助企業獲取資源，如技術

流動、人員吸引、資訊獲取、資金籌措、企業合作、業務推廣等。(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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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網路不是靜止不變的，而是在互動中不斷演進、擴展以及重新構

建。從研究現狀來看，目前關於社會網路的形成主要有兩種不同的理

論觀點，分別是以 Bourdieu為代表的社會資本觀點和以 Burt為代表

的結構空洞觀點。社會資本論(Bourdieu，1984)認為，社會資本是一

個用來強化個體或企業之間行為規範的手段，可以產生兩方面的作用：

一方面，社會資本可以充當一種資源，以網路的方式促進組織之間的

合作，幫助企業獲取資源。另一方面，社會資本代表對各方合作的一

種規制要求，強化各方對這種網路的依賴，並按照已有網路的特徵與

規範，去繼續搜尋符合這種特徵與規範的新的合作者，以增加組織的

社會資本社會網路(social network) 是一組演員及一套讓演員組合

在一起的關係所構成。演員可以是個別性的,也可以是一個集合單位,

諸如部門、組織、或家庭。關鍵在於演員們彼此交換資源並將之聯結

( connect) 在一社會網路 (絡)中。這些資源可能包括資料(data)、

資訊(information)、財貨(goods)、社會支持(social support)、或

財務支持。每種資源交換都是一種社會網絡關係 (social exchange 

relations),而維繫此種關係的個體(individuals) 都可稱為維繫一

種聯結點 (tie)。每個聯結點的強弱端賴所交換資源的數目及類型、

交換頻率、及彼此間交換的私密性而定強弱而定 (Marsden & 

Campbell, 1984)。 關係的交換經常由一個篩選的人口中檢驗。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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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也許可以看出來一個社區、鄰里、一工作群體、或階級以了解網

絡如何在一個更大的網絡中定義此一人口或團體 ，(胡愈寧、張菁芬

2008）。誰與誰的聯結點(tied)產生關聯的模式類型揭露網路的架構

基礎, 如以誰屬於或不屬於某一網絡,何種類型的交換來定義此一網

絡。網絡也許由單一或多元的資源, 由強或弱的資源的交換來維持。

例如, 網絡分析也許能追溯在一些相識 (acquaintances) (eg., 

Granovertter, 1973)、關係、血源或藉同事的複雜關係達成 (e.g., 

Haythornthornthwaite & Wellman, 1998)。由社會交換所追溯的社

會網絡可以看出這些資源如何在網絡中交換、演員們如何被定位以影

響資源交換,以及在不同的環境中,何種類型的資源交換是重要的 

(Nohria & Eccles, 1993; Wasserman & Galaskiewicz, 1994; Wellman 

& Berkowiz, 1998)。 

社會網絡關係在創業中，如同創業家的社會資本，社會資本是

一種關係資源，創業家可以從發展社會網絡關係中獲得實質或潛在

的資源和利益。Granovetter (1973) 認為社會網絡存在強連帶和弱

連帶之社會連帶21（social solidarity），網絡成員與強連帶的互動

                                                      
21
社會連帶（social solidarity）說明「個體」及「社會整體」之間的關聯類型，法國社會學

家涂爾幹（Emile Durkheim）為傳統與現代社會所做的個人與社會間的連帶關係分為「機械連帶」

與「有機連帶」，他認為社會愈分化，就愈可能展現出類似有機體的性質。在有機連帶的社會類

型中，分工日益精密，人與人彼此依賴的關係增加，每個個體都能得到開展，社會整合度更穩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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頻繁、親密度高，彼此具有情感上的支持，而弱連帶則是點頭之交。

Bourdieu（1986）認為社會網絡關係的組成包括了社會關係中個人、

個人與個人之間的連結、以及連結上的資源等。    

Paola & Howard（1992）將社會網絡定義為兩種類型，一、是

個人的網絡型態，是指與企業家具有直接關係的人，像是家庭成員、

創業夥伴、合作廠商、顧客、股東、與貿易相關的組織。在個人網

絡型態可按照聯繫程度之差異，區分為強聯繫與與弱聯繫兩種關係。

配偶、父母與親戚屬於強聯繫關係；是創業家主要的依靠與支持。

弱聯繫關係如生意夥伴、以前的同事；屬於表面上和閒暇時聯繫，

情感上比較少依賴。個人的網絡通常都建構在強聯繫關係。二、是

延伸的網絡包括公司內部所有的人、管理者和雇員。 

Burt (1992) 認為大多數創業家最重要的資源是個人網路，有

關創業研究的假設如下：連接結構洞的個體，具有強聯繫的社會資

本越豐富，創業及創業成功的可能性越大；主要是創業家能較早接

觸各種廣泛的觀點、技能和資源。創業家擁有可利用的強聯繫社會

資本越多，越有可能擺脫創業困境。 

Nahapiet & Ghoshal（1998）認為社會資本跟其他種類的資

本最大的不同在於社會資本所提供的，除了實際或有形的資源外，

還有無形和潛在的資源，例如聲譽資源或別人對個人的信任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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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社會關係中，個人可能在不同的時機點獲得不同的潛在資源。

Aydogan（2003）認為社會網絡關係，包括兩種關係；正式關係

與非正式關係，透過社會網絡關係人們交換彼此所需的資源。

Greve & Salaff ( 2003) 的研究發現創業家所經營的社會網絡

活動，不會因為文化的不同而有所差異，創業家經營社會網絡關

係是從事創業所必須的活動。吳奕慧( 2004) 在華人創業適性量

表的研究，指出社會網絡是創業家行為的重要構面之一。 

而社會網絡之擴展在創業過程中究竟扮演什麼樣的角色？

首先從創業家真正進入與形塑客家創業者的創業網絡之前，一個

創業者他將面臨兩方面的困境：一則為企業經營規模很小的問題，

另外則為正當性的疑慮（Hung, 2004）。剛開始、在企業經營規

模很小方面：初始創業家本身的資源不足夠的(資金、能力、資

源)，對於新創事業勢必將面臨企業規模小的「小之不利」的限

制與發展的瓶頸（Baum, 1996）。另一方面、在正當性疑慮方面：

所謂的正當性（Legitimacy）係指一種新形態、結構或組織 

如何被視為理所當然，以及這種新形態、結構或組織符合社會規範與

準則的程度（Aldrich & Fiol, 1994），而創業家得以取得資本、接

近市場、以及獲得政府法令的保護與支持，則與正當性的程度有關。

當正當性低時，通常發生在創業家促成一個新創事業發展之際，此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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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生的事業或組織本質上具有所謂的「新之不利」的傾向

(Stinchcombe, 1965），此時社會大眾或利害關係人並不清楚你到底

要做些什麼、也不瞭解做了之後的優點或好處為何、也不知道要如何

去配合與實踐（Aldrich & Fiol,1994；Zimmerman & Zeitz, 2002），

以致無法從社會上募集所需資源，而此將導致客家創業者無法實踐想

法與理念。因此創業者必須先行克服缺乏正當性的疑慮，在獲取外部 

資源的挹注後，也才能促使企業規模逐步成長。 

而創業者在社會資本之取得 Decarolis ( 2006) 在討論社會

資本時，將社會資本劃分連接式社會資本和橋接式社會資本兩種。

Leana & Buren (1999）認為連接式社會資本主要是個人內部聯

繫關係和網絡關係的資產，例如家人、同事、朋友。橋接式社會

資本是外部社會聯繫和其他的社會資本，例如政府機關、社會輔

導機構。Elfring & Hulsink ( 2003 ) 探討創業社會網絡與資

源獲取的關係，顯示強連結網絡關係對於資源與能力的獲取有著

極為顯著的幫助。呂玉瑕（2004）在社會變遷與客家婦女地位的

研究中亦發現，在強的社會網路來協助創業。張維安（2007）在

台灣客家企業家的探索研究中發現，客家族群網絡確實能夠促進

客家企業主的事業經營，但可能只是弱連帶，族群網絡在不影響

企業經營的資訊傳遞，發揮弱連帶角色。客家企業主的社會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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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象有同學、同事、家人親友，參加的活動，許多都和客家文化

有關，其生活中的社交網絡不是為加強經濟網絡。客家企業主對

客家有相當正面印象的，除了對客家有親切感，甚至在創業時曾

受到客家員工的支持，會優先考慮錄用客家員工或其升遷機會；

族群連帶是溫暖的人際連帶，在國外客家族群的親親性，是或不

是客家人，會感覺有差別。在企業內部或是不同的企業之間，靠

著關係網絡作為彼此互惠關係的連結；尤其是中小企業資源稀少，

無論是創業資本或發展資本，創業家都需要社會網絡的支持。創

業所需的機會、資源、團隊都需要經由外部的市場網絡、資本網

絡、人際網絡來獲取，因此認識創業的市場環境，發展創業的網

絡關係，對於創業成功必然具有關鍵性的作用。 

       

Larson and Starr（1993）並將創業網絡的發展區分為三個階段：(1)初期連結的發 

展，(2)網絡關係多元化，(3)關係層級化。其中，藉由對網絡上關係的探索、鎖定與篩 

選，使得_______網絡關係逐漸變得適合新創事業的發展。最終，創業網絡將演變

為一個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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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社會網路與貿易理論研究綜述 

  解釋“貿易流失的神話”，越來越多的經濟學家開始強調

貿易合同執行不力、貿易機會資訊不充分等非正式貿易壁壘

的存在，例如，J.Eaton 和 S.Kortum(2000)曾經判斷，如果

國際間沒有地理方面的貿易壁壘，即所謂的“零引

力”(Zero Gravity)，那麼世界貿易將增長 5倍之多。所以，

20 世紀 90 年代以來，許多經濟學家和社會學家開始關注國

際貿易中的社會網路，尋求社會網路是否能夠有效克服這些

非正式貿易壁壘，從而促進國際貿易增長的問題答案。近年

來國際貿易社會網路(Social Network)理論成為國際貿易學

領域研究的一個新的熱點。Rauch 教授是該理論的重要推動

者，其中心觀點是，國際市場上的交易需要賣者和買者相遇

(match)，必然面臨資訊成本問題，而國際貿易的社會網路

則可以極大地減少國際貿易的資訊成本。由於不同商品資訊

成本不同，社會網路因此成為決定貿易類型的又一重要因素。

在國際貿易範疇中，社會網路指國際間涵蓋各種社會關係的

民族合作網路(coethnic network)和商業集團(business 

group)。其中，民族合作網路是指在民族、地區方面具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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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統計特性的個人或企業團體(Rauch，2001)，其典型代表

便是舉世聞名的華人網路；商業集團則是“既不完全整合，

又非毫無整合的一組廠商”(Granovetter，1995)，其成員

間的聯繫可以追溯到家族企業，典型代表包括日本的綜合商

社(Keiretsu)和韓國的大貿易公司(Chaebol)等。相應地，

社會學家對此類經濟意義的社會網路也賦予了兩種定義，其

一，此類社會網路是“追求重複的、持續的交換關係的一群

代理人”(Podolny & Page，1998)；其二，此類社會網路是

“或者彼此熟知特徵，或者可以相互學習的一組行為

人”(Granovetter，1995)。社會網路對於國際貿易的經濟

有效性，特別是動態經濟有效性，在某種程度上要取決於社

會網路對於新成員的開放程度。在當今世界，有許多實踐案

例說明了社會網路的這種開放性。A.Cohen(1969)便注意到，

即使是民族合作網路這類較為特殊的社會網路，其成員也在

不斷擴張，如一些非豪撒族人也可能成為豪撒網路中的一員。

C. Lever Tracv 等(1991)也提供了類似的發現結果，即澳大

利亞的很多華人為與以英語為母語的澳大利亞人建立起信

任關係而感到驕傲和自豪。儘管如此，J.E.Rauch(2001)對

此仍然心存疑慮。在闡釋社會網路對於國際貿易的經濟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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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同時，他提出了三種憂慮，即網路成員對非網路成員的利

益損害、有害的“貿易轉向”(trade diversion)效應和社

會網路對新成員的封閉性。其中，他認為對社會網路封閉性

的實證分析最為重要，直接事關社會網路的動態有效性。 

3.創業類型分析 

探討創業研究的類別。Stevenson and Jarillo (1990)

將創業研究歸為三類：（一）研究創業的動機（Why they act）；

這類研究採用心理學或社會學的方法，主要從創業家角度觀

察創業的動機，也考慮環境因素的影響；（二）研究創業活

動的結果（What happens when entrepreneurs act），這類

研究著重在創業活動的結果，而不是創業或創業結果本身。

像Schumpeter (1934) and Kirzner (1997) and Casson (1982)

等經濟學家均從這一角度展開研究；（三）研究創業管理（How 

they act）；Shane and Venkataraman, (2000)認為創業領

管理域包括機會來源的研究，即機會發現過程、機會評價過

程和機會開發過程。他們的研究還包括社會因素在創業過程

中的作用，但只關注個體因素(見圖2)。創業類型的選擇與

創業動機、創業者風險承受能力密切相關，也會影響創業策

略的製定，因引也是探討創業管理不可忽視的議題。一份對

106位創業者的問卷調查，針對個人、組織、環境、過程等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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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方面進行研究，發現創業類型可以分為八種： 

(1)、離職創立新公司，新公司與原來任職公司屬於不同行

業性質，新公司也必須立即面對激烈的市場競爭。 

(2)、新公司由原行業精英人才組成，企圖以最佳團隊組合，

集合眾家之長，來發揮競爭優勢。 

(3)、創業者運用原有的專業技術與顧客關係創立新公司，

並且能夠提供比原公司更好的服務。 

(4)、接手一家營運中的小公司，快速實現個人創業夢想。 

(5)、創業者擁有專業技術，能預先察覺未來市場變遷與顧

客需求的新趨勢，因而決定掌握機會，創立新公司。 

(6)、為提供特殊市場顧客更好的產品與服務而離職創立新

公司，機關報公司具有服務特殊市場的專業能力與競爭優勢。 

(7)、創業者為實現新企業理想，在一個剛萌芽的新市場中

從事創新，企圖獲得領先創新的競爭優勢，但相對的不確定

性風險也比較高。 

(8)、離職創立新公司，產品或服務和原有公司相似，但是

在流程與營銷上有所創新，能為顧客提供更滿意的產品與服

務。而Zahra and Dess (2001)建議用創業結果的結果研究

來補充Shane and Venkataraman (2000)對創業領域的描述。 

而Bruyat 和 Julien(2000)，認為創業依照其對環境和

個人的影響程度的大小，可以區分為四種類型，其中複製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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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 業 (entrepreneurial reproduction) 、 模 仿 型 創 業

(entrepreneurial imitation) 、 冒 險 型 創 業

(entrepreneurial venture)、穩定型創業(entrepreneurial 

valorization)，其分類如下圖1 

 

 

 新環境的創造 

(對環境的改變) 

圖 1、創業類型 

 

(一)冒險型創業(entrepreneurial venture) 

   這種類型的創業，除了對創業者本身帶來極大改變，個人前途的

模仿型創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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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i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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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確定性也很高；對新企業的產品創新活動而言，也將面臨很高的失

敗風險。冒險型創業是一種難度很高的創業類型，有效高的失敗率，

但成功所得的報酬也很驚人。這種類型的創業如果想要獲得成功，必

須在創業者能力、創業時機、創業精神發揮、創業策略研究擬定、經

營模式設計、創業過程管理等各方面，都有有很好的搭配。 

(二)穩定型創業(entrepreneurial valorization) 

    這種型式的創業，雖然為市場創造了新的價值，但對創業者而言，

本身並沒有面臨太大的改變，做的也是比較熟悉的工作。這種創業類

型強調的是創業精神的實現，也就是創新的活動，而不是新組織的創

造，企業內部創業即屬於這一類型。例如研發單位的某小組在開發完

成一項新產品後，繼續在該企業部門開發另一項新品。 

(三)模仿型創業(entrepreneurial imitation) 

    這種形式的創業，對於市場雖然也無法帶來新價值的創造，創新

的成分也很低，但與復制型創業的不同之處在於，創業過程對於創業

者而言還是具有很大的冒險成分。例如某一紡織公司的經理辭掉工作，

開設一家當下流行的網絡咖啡店。這種形式的創業具有較高的不確定

性，學習過程長，犯錯機會多，代價也較高昂。這種創業者如果具有

適合的創業人格特性，經過系統的創業管理培訓，掌握正確的市場進

入時機，還是有很大機會可以獲得成功（Christian，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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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複製型創業(entrepreneurial reproduction) 

    複製原有公司的經營模式，創新的成分很低。例如某人原本在餐

廳裡擔任廚師，後來離職自行創立一家與原服務餐廳類似的新餐廳。

新創公司中屬於復制型創業的比率雖然很高，但由於這類型創業的創

新貢獻太低，缺乏創業精神的內涵，不是創業管理主要研究的對象。

這種類型的創業基本上只能稱為“如何開辦新公司”，因此很少會被

列入創業管理課程中學習的對象。 

   而針對女性創業部份，楊敏玲(1993)調查研究發現: 大部份女性

創業家之創業年齡在 21歲至 30歲之間、學歷以高中（職）至大學居

多、創業之前大部份有過相關工作經驗、幼年時期家境多為普通及小

康、排行老三或老大、雙親或親友在其創業之前創業者佔 40﹪、大

部份創業經驗只有一次、與先生一同創業者近 40﹪。大部份女性創

業家所成立的企業五年到十五年、採行獨資的方式、員工十人以下的

企業居多、資金來源主要是自有資金。女性創業家的創業動機，主要

分為四種類型：機會自主、家庭與理想兼顧、公平成就與計畫四種。

女性創業家在創業初期與目前所面臨的困難，主要是資金、業務、人

事、專業知識與市場因素等問題。不同行業的女性創業家，其個人特

徵的學歷、是否與先生一起創業與行業別有關。不同行業的女性創業

家，其企業特徵的企業經營年數與行業別有關。不同行業的女性創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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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其創業動機之〝市場有此需求〞、〝想當自己的老闆 〝為了興

趣〞、〝原來工作沒有得到合理的報酬〞、〝因為先生創業而跟著創

業〞五項達到顯著差異。不同行業的女性創業家，其創業初期之資金

與業務問題達到顯著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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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類型與創業意圖、社會網絡之關係圖2如下22 

 

 

叁、研究設計 

(1)、訪談對象： 

   預計訪談對象將考量業態、產業特色、經營規模為選取對象.初步

訪談選取如 表 2，本研究界定的客家女性創業者，首要考量的條件，

必須是在台灣成長的客家人，依據行政院客家委員會 2008年度全國

客家人口基礎資料調查研究，歸納採行臺灣客家人認定方式有四：(1)

自我族群認定。(2)血緣認定。(3)廣義認定。(4)語言認定。本研究

之對象以血緣認定或語言認定，語言認定是以會說非常流利客語者才

                                                      
22

 資料來源:關係圖改自周明颉(2010)創業類型與創業意圖之探索研究 

 

創業自我效能 

創業態度 

創業環境 

創意 

意圖 

創業 

行動 

內外控信念與社會網絡運用 

創業類型 

複製型、模仿型 

穩定型、冒險型 



322 
 

 

算是符合本研究對象的客家人，訪談時必須能用流利的客家話對談，

以其接觸台灣客家生活經驗、共選 10位樣本。 

 

 

           表 2、客家女性創業者與企業之關係 

代號 姓名 目前職務 公司名稱 創業年數 

1 A 總經理 隆承包裝公司 30年 

2 B 創辦人 創族孟山村 40年 

3 C 創辦人 精緻儀器 20年 

4 D 總經理 築夢山村生活股份有限

公司  

25年 

5 E 總經理 苗栗房屋公司 30年 

6 F 總經理 黃冠珠寶 14年 

7 G 執行長 林木御珠寶公司  9年 

8 H 執行長 駿馬工坊 3年 

9 I 董事長 美麗美容王國  11年 

10 J 執行長 
   香館事業連鎖 

 

4年 

 

 

(2)、研究流程如圖 3、分文獻回顧、文本分析與訪談再而統計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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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獻回顧         文本分析、訪談             解析 

 

  

 

 

 

 

 

 

  圖3:研究流程 

(3).研究方法:本研究以質性分析與社會網絡分析(UCINET)為主 

 (1)質性訪談:本研究採用質性研究方法，主要基於以下的考慮:（A）

創業發展狀況、困境與因應，因人而異無法用系統研究，需要以質

的研究方法進行探索。（B）人的心理動態，依靠問卷施測或量化等

方法難以獲得真實的想法及滿意解答，容易忽略研究對象之心路歷

程。質性方法資料的蒐集，包括深度開放式訪談、直接觀察法、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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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文件等（吳芝儀、李奉儒譯，2008）本研究採用質性研究方法中

的文本分析法、深度訪談法（In-Depth Interviewing）。藉質性研

究，試圖發現客家女性創業者對特定文化生活的具體經驗或情境體

驗，深入了解客家女性創業者之心路歷程、主觀經驗、知覺及環境

的客觀因素。 

 (2)社會網絡分析:網絡分析是檢視任何一個社會系統整體溝通型態

的完備研究方法。也正由於它應用的普遍性，幾乎所有社會科學學門

都曾用此方法檢視特定問題。傳統電腦中介傳播的研究雖早已注意到

線上情感交流與人際關係的建立於維持（e.g., Bizot, Smith & Hill, 

1991; Rice & Love, 1987），但尚未見到有關網絡社群中人際溝通

形式的研究。  

網絡分析23所強調的是「誰用了什麼溝通管道與誰講了什麼內

容？」，所以它的實用價值是由人與人之間的關係來定義的。這人與

人間的關係不但包括直接的一對一的接觸（direct and one-on-one），

還包含藉由間接路徑（indirect path）所衍生的溝通通路。舉例而

言，有A、B、C三人，A與B有直接溝通的管道，A與C有直接溝通的管

                                                      
23 網路指的是各種關聯，而社會網路(Social Network)即可簡單地稱為社會關係所構成的結

構。社會網路分析（Social Network Analysis，SNA）問題起源於物理學中的適應性網路，通過

研究網路關係，有助於把個體間關係、“微觀”網路與大規模的社會系統的“巨集觀”結構結合

起來，通過數學方法﹑圖論等定量分析方法，是 20世紀 70 年代以來在社會學、心理學、人類學、

數學、通信科學等領域逐步發展起來的一個的研究分支 

http://wiki.mbalib.com/zh-tw/%E5%AE%9A%E9%87%8F%E5%88%86%E6%9E%90%E6%96%B9%E6%B3%95
http://wiki.mbalib.com/zh-tw/%E5%BF%83%E7%90%86%E5%AD%A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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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那麼B與C之間的間接溝通管道就可透過A完成。當然，大部分的

社會系統都是呈現三人以上的複雜溝通型態，而網絡分析的優點就在

於可提供各種指標，描述如此複雜的網絡關係。這些指標的運算基礎

都是藉由個人直接與間接溝通管道的數學邏輯而成。  

不同的網絡分析軟體發展出不同的網絡指標描述網絡關係。由傳播

學者 Richard Williams發展的 NEGOPY軟體著重於網絡角色的認定, 

個人可扮演邊緣(peripheral, 例如孤立者（isolate）)或參與者

（participant, 例如小組成員（group member））。社會學者 Ronald 

Burt設計的 STRUCTURE軟體計算個人在系統中的網絡結構，發展出

描述個人結構自主（structural autonomy）及小組辨識（clique 

detection）。 

(3)統計分析:本研究之社會網絡分析採 UCINET(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of Irvine Network Programs)所發展出之軟體分析 10

位客家女性創業者之社會網絡。解析面向分別為:工作請教、訴苦、

信任、私事的談論、坦白、可靠度、告知意動消息等七個面向來解

析其社會網絡。 

肆 、研究結果  

    在客家女性創業訪談中發現:在其創業過程中的網絡發展可歸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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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三個要素：(1)網絡上所交換的內容（Exchange Content），係指

交換所需的商品或物品、資訊與商機、甚或是資源與個人能力；(2)

網絡關係的治理機制（Governance Mechanism），關心的是網絡上所

交換的內容包括商品與物品、資訊交換、甚或是資源與能力等，在相

互個體間的流動與轉換的方向；(3)鑲嵌(Embedded)於網絡中之個體

所創造的網絡結構( network structure)，係指網絡參與交換個體間

彼此的連結的信賴關係，包含相互交換時發生的觀細語系絡順序，進

而影響了實質交換的運用與關係適應。(從圖 4至圖 12) 

 

1.社會網路分析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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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網路圖：請教工作上的困難 

 

 

表三、 網路中心性指標：請教工作上的困難 

 InDe

gree 

OutDe

gree 

Betwee

ness 

InClos

eness 

OutClos

eness 

InEigen

Vector 

OutEigen

Vector 

A 2.00  4.00  0.75  23.00  21.00  0.74  0.36  

B 6.00  4.00  4.83  22.00  21.00  1.77  0.27  

C 6.00  3.00  1.83  23.00  22.00  1.77  0.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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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3.00  4.00  1.25  23.00  21.00  0.93  0.36  

E 6.00  7.00  13.17  19.00  18.00  1.77  0.51  

F 4.00  0.00  0.00  82.00  81.00  1.34  0.00  

G 3.00  4.00  4.00  22.00  21.00  1.15  0.35  

H 2.00  4.00  1.25  23.00  21.00  0.74  0.27  

I 3.00  5.00  1.92  29.00  20.00  0.98  0.36  

 

經調查統計分析 UCINET，發現以程度中心性觀之，客家女性創業者

最容易被直接諮詢的成員為 B、C、E；最容易直接諮詢他人的為 E、F。

以中介中心性觀之，E最容易轉介工作上的困難問題。以接近中心性

觀之，F最容易取得與散佈資訊。以特徵向量中心性觀之，B、C、E

最容易獲得他人工作困難之資訊，而 E本身的問題最易散布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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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網路圖：指導工作上的困難 

 

表四、 網路中心性指標：指導工作上的困難 

 InDe

gree 

OutDe

gree 

Betwee

ness 

InClos

eness 

OutClos

eness 

InEigen

Vector 

OutEigen

Vector 

A 3.00  3.00  0.92  24.00  22.00  0.96  0.22  

B 3.00  5.00  3.75  22.00  20.00  1.09  0.40  

C 4.00  5.00  6.33  21.00  20.00  1.42  0.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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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4.00  4.00  4.58  22.00  21.00  1.38  0.28  

E 5.00  4.00  5.67  22.00  21.00  1.60  0.38  

F 4.00  3.00  3.00  23.00  22.00  1.33  0.25  

G 4.00  4.00  2.67  22.00  21.00  1.40  0.35  

H 4.00  3.00  3.00  24.00  22.00  1.20  0.26  

I 5.00  5.00  6.08  29.00  20.00  1.65  0.41  

 

經調查統計分析 UCINET分析發現，以程度中心性觀之，客家女性創

業者彼此最容易被直接指導的是 E和 I；最容易直接指導他人的為 B、

C、I。以中介中心性觀之，C、I最容易轉介指導。以接近中心性觀

之，I最容易獲得指導。以特徵向量中心性觀之，I和 E最容易獲得

他人指導，而 I和 B指導他人最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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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 網路圖：訴苦 

 

表五、 網路中心性指標：訴苦 

 InDe

gree 

OutDe

gree 

Betwee

ness 

InClos

eness 

OutClos

eness 

InEigen

Vector 

OutEigen

Vector 

A 4.00  4.00  9.00  22.00  21.00  1.48  0.34  

B 5.00  3.00  2.75  26.00  25.00  1.18  0.25  

C 4.00  3.00  4.50  25.00  23.00  1.22  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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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6.00  4.00  7.25  23.00  22.00  1.78  0.38  

E 4.00  4.00  3.08  23.00  22.00  1.21  0.34  

F 1.00  4.00  1.00  23.00  21.00  0.18  0.34  

G 5.00  3.00  4.17  25.00  23.00  1.65  0.27  

H 3.00  4.00  8.42  23.00  22.00  0.67  0.32  

I 2.00  5.00  5.83  29.00  20.00  0.81  0.44  

 

   就社會交換理論（Social Exchange Theory）（Homans, 1958；

Gouldner, 1960；Blau, 1964）來加以解釋。社會交換理論認為持續

的交換形成是因為交換的過去經驗帶來的正面回饋與更多的承諾，使

得持續的交換能夠發生。若用Gabarro（1987）在工作關係（Working 

Relationships）的研究和Larson（1992）的策略聯盟演化等理論來

解釋，我們可以將整個參與過程視為一個有報償的開發過程。在逐漸

的承擔風險、建立互信與嘗試錯誤的學習中，形成大量的交換與溝通，

以用來衡量這些關係的商業價值。連結的雙方不斷的相互學習，各種

關於機密、信任、公平與互信的規則逐漸產生，而交換的方式也在初

期的交換互動中大致成型。由於這些連結均是基於一個尚未成形的新

創事業，所以維繫每個連結關係的承諾與交換水準是很重要的。經調

查統計分析UCINET分析發現，以程度中心性觀之，客家女性創業者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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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直接聽人訴苦的是D；最會直接訴苦的是I。以中介中心性觀之，A

最容易中介訴苦的資訊。以接近中心性觀之，I最容易聽到所有人的

苦水，而B的訴苦最容易被聽到。以特徵向量中心性觀之，D最容易聽

到苦水，而 I吐苦水最多。 

 

 

圖 7 網路圖：告知異動消息 

 

表六 網路中心性指標：告知異動消息 

 InDe OutDe Betwee InClos OutClos InEigen OutEig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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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ee gree ness eness eness Vector Vector 

A 1.00  2.00  7.00  28.00  26.00  0.42  0.20  

B 4.00  2.00  2.67  29.00  27.00  1.09  0.22  

C 5.00  2.00  11.50  26.00  25.00  1.38  0.24  

D 1.00  3.00  3.67  26.00  23.00  0.15  0.37  

E 3.00  4.00  19.00  22.00  21.00  1.20  0.41  

F 4.00  4.00  7.00  26.00  24.00  1.02  0.39  

G 2.00  2.00  2.00  26.00  24.00  0.84  0.28  

H 2.00  4.00  2.33  25.00  24.00  0.48  0.43  

I 4.00  3.00  8.83  32.00  23.00  1.23  0.38  

 

經調查統計分析 UCINET，以程度中心性觀之，客家女性創業者最常

直接聽人告知異動消息的是 C；最會直接告知異動消息的是 E、F、H。

以中介中心性觀之，E最容易中介異動消息的資訊。以接近中心性觀

之，I最容易聽到所有人的異動消息，而 B談論的異動消息最容易被

聽到。以特徵向量中心性觀之，C最容易聽到異動消息，而 H傳出他

人的異動消息最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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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 網路圖：談論私事 

 

表七 、網路中心性指標：談論私事 

 InDe

gree 

OutDe

gree 

Betwee

ness 

InClos

eness 

OutClos

eness 

InEigenV

ector 

OutEigen

Vector 

A 3.00  3.00  1.50  25.00  23.00  1.00  0.27  

B 5.00  2.00  5.37  26.00  25.00  1.51  0.19  

C 3.00  3.00  3.67  23.00  22.00  1.17  0.32  

D 4.00  4.00  7.23  23.00  21.00  1.12  0.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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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3.00  3.00  2.50  23.00  22.00  0.90  0.26  

F 3.00  4.00  6.57  23.00  21.00  1.19  0.36  

G 5.00  4.00  8.07  22.00  21.00  1.52  0.39  

H 3.00  4.00  3.37  22.00  21.00  0.88  0.36  

I 3.00  5.00  4.73  29.00  20.00  1.09  0.43  

 

經調查統計分析 UCINET分析發現，以程度中心性觀之，客家女性創

業者最常直接聽人談論私事的是 B和 G；最會直接與人談論私事的是

I。以中介中心性觀之，G最容易中介私事資訊。以接近中心性觀之，

I最容易聽到所有人的私事，而 B談論的私事最容易被聽到。以特徵

向量中心性觀之，G最容易聽到私事，而 I傳出私事訊息最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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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9 網路圖：將他人認為坦白 

 

表八、 網路中心性指標：將他人認為坦白 

 InDe

gree 

OutDe

gree 

Betwee

ness 

InClos

eness 

OutClos

eness 

InEigenV

ector 

OutEigen

Vector 

A 6.00  6.00  2.60  20.00  19.00  1.91  0.36  

B 4.00  6.00  2.57  21.00  19.00  1.42  0.35  

C 6.00  5.00  2.02  21.00  20.00  1.91  0.32  

D 6.00  5.00  1.98  22.00  20.00  2.00  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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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5.00  5.00  1.98  21.00  20.00  1.70  0.31  

F 6.00  5.00  3.18  21.00  20.00  1.90  0.31  

G 6.00  4.00  2.62  22.00  21.00  1.95  0.25  

H 6.00  7.00  3.85  19.00  18.00  1.99  0.41  

I 4.00  6.00  2.20  28.00  19.00  1.34  0.36  

 

經調查統計分析 UCINET 分析發現，以程度中心性觀之，客家女性創

業者直接認為他人坦白最多的是 A、C、D、F、G、H；被最多人直接

認為坦白的是 H。以中介中心性觀之，H 最容易中介坦白的認定。以

接近中心性觀之，I 最容易被認為坦白，而 G 最容易認為他人坦白。

以特徵向量中心性觀之，H最容易被認為坦白，且相信別人坦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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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0 網路圖：將他人認為可靠 

 

表九、 網路中心性指標：將他人認為可靠 

 InDe

gree 

OutDe

gree 

Betwee

ness 

InClos

eness 

OutClos

eness 

InEigenV

ector 

OutEigen

Vector 

A 6.00  5.00  9.08  21.00  20.00  1.94  0.27  

B 6.00  4.00  1.82  22.00  21.00  2.02  0.26  

C 5.00  1.00  0.00  28.00  27.00  1.61  0.05  

D 5.00  5.00  1.28  21.00  20.00  1.71  0.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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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4.00  5.00  2.15  22.00  20.00  1.31  0.30  

F 5.00  6.00  3.08  20.00  19.00  1.71  0.40  

G 6.00  8.00  5.23  18.00  17.00  1.91  0.46  

H 4.00  7.00  2.20  20.00  18.00  1.27  0.39  

I 6.00  6.00  3.15  28.00  19.00  2.02  0.34  

 

   創業者應該採行何種策略作為來突破缺乏正當性的疑慮呢？創業

家必須使得利害關係人相信他，即使創業家從事的是風險承擔的創業

活動，因此「信任」的培養是創業家成功的首要基石，當交換資源的

雙方信任彼此時，他們就會較有意願分享較創業的網絡模式分析，而  

稀少且獨特的資源與資訊（Uzzi, 1999），而創業網絡的形塑與利用

就是創業者獲取資源的策略作為（Aldrich, 1999），因此創業網絡

初期連結所帶來的正當性有助於創業。經調查統計分析UCINET分析發

現，以程度中心性觀之，客家女性創業者直接認為他人可靠最多的是

A、B、G、I；被最多人直接認為可靠的是G。以中介中心性觀之，A

最容易中介可靠的認定。以接近中心性觀之，C、I最容易被認為可靠，

而C最容易認為他人可靠。以特徵向量中心性觀之，B、I最容易被認

為可靠，G最容易認為他人可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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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 網路圖：認為他人為我著想 

 

表十、 網路中心性指標：認為他人為我著想 

 InDe

gree 

OutDe

gree 

Betwee

ness 

InClos

eness 

OutClos

eness 

InEigenV

ector 

OutEigen

Vector 

A 6.00  4.00  1.82  23.00  21.00  1.98  0.28  

B 5.00  3.00  2.17  24.00  23.00  1.50  0.21  

C 4.00  6.00  4.58  21.00  19.00  1.38  0.37  

D 3.00  7.00  1.48  19.00  18.00  0.79  0.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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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4.00  6.00  5.82  21.00  19.00  1.50  0.40  

F 7.00  5.00  3.00  21.00  20.00  2.15  0.30  

G 7.00  5.00  3.67  21.00  20.00  2.07  0.31  

H 6.00  5.00  2.55  21.00  20.00  1.92  0.34  

I 4.00  5.00  1.92  29.00  20.00  1.04  0.32  

 

經調查統計分析 UCINET 分析發現，以程度中心性觀之，客家女性創

業者直接認為他人為我著想最多的是 F和 G；被最多人直接認為為他

人著想的是 D。以中介中心性觀之，E 最容易中介他人為我著想的認

定。以接近中心性觀之，I最容易被認為為他人著想，而 B最容易認

為他人為我著想。以特徵向量中心性觀之，F最容易被認為為他人著

想，G最容易認為他人為我著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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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 網路圖：信任 

 

 

表十一、 網路中心性指標：信任 

 InDe

gree 

OutDe

gree 

Betwee

ness 

InClos

eness 

OutClos

eness 

InEigenV

ector 

OutEigen

Vector 

A 6.00  5.00  2.48  21.00  20.00  1.60  0.32  

B 8.00  5.00  8.78  21.00  20.00  2.31  0.34  

C 1.00  5.00  0.20  22.00  20.00  0.46  0.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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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6.00  5.00  1.45  22.00  20.00  1.74  0.34  

E 7.00  5.00  3.12  21.00  20.00  2.23  0.34  

F 2.00  5.00  0.42  21.00  20.00  0.58  0.32  

G 7.00  4.00  1.48  22.00  21.00  2.01  0.28  

H 5.00  6.00  7.15  21.00  19.00  1.76  0.40  

I 3.00  5.00  1.92  29.00  20.00  1.12  0.32  

 

經調查統計分析 UCINET 分析發現，以程度中心性觀之，客家女性創

業者被直接信任最多的是 B；直接信任別人最多是 H。以中介中心性

觀之，B 最容易中介信任。以接近中心性觀之，I 最容易被信任，而

G 最容易信任他人。以特徵向量中心性觀之，B 最容易被信任，H 最

容易信任他人。 

2.創業類型與動機分析: 

伍、結論 

1.研究發現分述如下 

(1)客家婦女之創業類型:創業類型以模仿型創業居多，次

而為穩定型創業。 

(2)在創業能力上 ：客家女性創業者在創業前都會取得核

心專業能力，但實務上的操作需要的能力不僅需要核心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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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能力，而必須要擁有核心專業、經營管理專業、以及周

邊專業。 

(3)在資金的運用客家女性創業者均表示其事業是採用獨

資的方式，公司以微小型為主。 

(4)研究顯示，有 20％的受訪者表示”資金不足和籌措不

易”是創業時最大的阻力，高達 30％的受訪者表示會利用

自己的存款做為創業的基金 。 

(5)客家女性創業者認為:性格會影響女性創業者的事業發

展，有 8位受訪者的選擇比較積極，不管是想要持續開業、

改變經營模式、退居幕後、或是交給子女等，都能夠讓事

業繼續維持下去，均認為性格會隨著人的生活環境、教育

程度、年齡、身體狀況有所改變，但對客家女性創業者來

說，想創業的念頭會戰勝一切不利創業的條件。 

(6)在客家女性創業者之社會網絡發現:從工作教導、訴苦、

信任、談論私事、坦白、可告度等向度測度客家婦女創業

者之社會網絡圖發現，其社會信任度高、AQ（Adversity Quotient，

逆境商數高，其上社會網絡 7個面向圖如 1、圖 2，而其

社會網絡仍在內圈較狹小，較不利於創業且創業意圖仍以

小規模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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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社會關係網絡圖影響創業之經濟與社會圖  圖 2: 社會網絡 7 個面向圖 

 

2、結論 

   本研究是從客家女性創業者的創業動機、類型與社會網絡分析來

探討，結果發現客家女性創業者因過去的工作關係、自主人際關係、

親屬關係與社群關係網絡，其創業時的基礎。一方面客家女性創業者

最初會尋求生意上的連結、家庭與朋友，來取得資訊、實體資源、資

本、銷售管道與社會性的支持，以將概念轉變成實際的商業活動。這

些非正式的交情與家庭連結首先是以情感或是社會性的關係出現，而

這些非正式的交情與家庭連結可能具備創業所需的資源，所以也有轉

變為經濟/制度連結的可能。創業初從事創業投資的親屬或朋友，雖

然是以社會性的關係開始，但是也可能提供財務或人力資源上的資源；

因此資源的開發可能是以理性契約或社會交換關係，藉由過去人際情

感關係所產生的期望、規範與治理機制來完成。從調查研究發現 

客家女性創業者仍有待提升為專業性、社會網絡、教育與技術之提



347 
 

 

升。 

(1)、專業性的提升 

受訪者也提到技能檢定和實務上不能配合，通過技能檢定未必能

夠應用在實務上。證照做為創業的門檻之一，因此要促進創業的產生，

就必須要輔導欲創業者通過證照考試。除此之外，要讓證照的考試盡

量和實務能夠配合，以降低創業後可能會面臨之困難。 

(2).社會網絡的擴展 

社會網絡和事業維持之間的關係非常密切，透過人脈的擴展，可

以獲得資訊和資源，讓事業的發展和維持更順利。本研究顯示，客家

女性在創業者網絡很局限，初期的人脈擴展以家族為主，鮮少參加結

社、公會與非營利組織等，女性傾向建構她們自己的女性網絡，並且

從這個網絡中獲取社交性與工具性的支援，有些受訪者藉由行銷；有

些受訪者是靠過去建立的人脈與口碑；客家女性較不適應男性的「非

正式」之社交文化。而「應酬文化」是普遍困擾女老闆的男性商場文

化，由於女性難以參與這種以酒色為主的社交方式，因此嚴重影響她

們業務的來源。所以，女性必須要進一步擴展人際網絡，才可以在商

場上獲得更大的發展。 

(3).教育與技術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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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客家女性創業者創業類型受限於資金、專業技術與社會網絡之人

脈其創業類型仍限於模仿型創業、穩定型創業居多 

綜而論之:客家女性創業者要有所認知的是不要違背自己的意志，才

是現代女性在創業前的心理調適與準備。不該僅單項盲目的追求強化

各項能力，同時在養成過程強化創業特質與社會網絡之運用，以達到

創業成功之目標。 

(4).社會網絡的提升 

  M.Weidenbaum和 S.Hughes(1996)對海外華人網絡的描述那樣，

“信息的傳播是通過非正式的社會網絡，而不是常規渠道”，由此，

移民國家的貿易量將會得到促進和增長。 Gould(1994)研究了移民對

美國與 47個貿易夥伴 1970—1986年間雙邊貿易的影響，結果發現，

美國移民人數 10%的增長，既可使美國對移民來源國的出口增長 4.7%，

又可使美國來自這些移民來源國的進口增長 8.3%。而本研究發現客

家女性創業者在”族群”社會網絡資源使用較低，皆停留在內圈網絡

如何提升社會網絡圈是在創業發展上一個重要課題。 

另外:客家女性創業者在心理如何面對「成功」?是要兼顧家庭與事業？

每個人有不一樣的見解，客家女性創業者需藉由教育學習，提升知覺，

社會網絡開展，進一步擁有做選擇的能力，才能夠解決創業所面臨的

困境，達到創業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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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背景及目的 

在有關教育階層化的研究上，階級間教育機會的均等問題，是最常被關注

的議題。而有關性別和族群在教育機會上的均等，則是另外兩個更常被探

討的面向。台灣過去常被盛讚的聯考公平性，包括高中聯考和大學聯考，

使得不同家庭背景、不同族群的學生，都可以有相同的機會進入高中和大

學就讀，促成台灣社會的階級流動和開放性。 

但是社會學家和教育學家的實際研究卻顯示，不同社經地位家庭背景的學

生，就讀大學的機會並不相等，而不同族群背景的學生，在教育成就上也

有顯著差異。隨著台灣最近十幾年來教育改革的推行，高等教育的擴張以

及社會經濟環境的變遷，家庭社經背景以及族群背景和性別等對於教育成

就的影響，仍有學者持續進行研究。而另一方面，客家人強調「晴耕雨讀」

的詩書傳統，顯現對教育的重視。在有關客家人對教育的重視以及實際的

教育成就上，也常強調客家人擔任教職和校長者人數眾多。本研究即是在

此脈絡下，探討族群因素對於學生學業成就的影響，尤其是對國中階段到

高中階段學生學習成就的影響，並且探討客家族群的教育優勢是否仍然存

在。 

 

二、文獻探討 

國內學者早期曾有楊瑩（1995）、林生傳等人，對考上大學與沒考上大學

的考生家庭背景進行分析，發現家庭社經背景較佳的考生，考上大學的機

會較高，在聯考的公平性底下，實際上存在著教育機會的差異。而蔡淑鈴

（1988）以「台灣社會變遷基本調查」資料，採用社會階層化研究裡著名

的地位取得模型，研究台灣四大族群，即山地（原住民）、外省和閩南、

客家之間的教育成就，發現存在著顯著的差異。總體來說，原住民的平均

教育成就顯著地低於其他三個族群，而外省族群的平均教育成就高於閩南

和客家，客家群的平均教育程度則又高於閩南。 

瞿海源則以 1985、1990、1995、2000、2005 五次台灣社會變遷基本調查

的資料進行分析，顯示族群間教育機會不平等的情況。其中，為了瞭解個

人出生的時間是族群背景是否影響個人教育機會的關鍵，於是在每一次的

調查資料分析中，又特別將受訪民眾依出生時間，每十年為一組，分為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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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到七個不同的年齡組。在分析技術上，這個系列分析是以閩南族群做為

比較組。係數顯示不同族群相對於閩南族群的差異。例如，在 2000 年的

調查中，出生在 1970 年代的受訪者，父親若為原住民，個人受教育的年

數就比父親是閩南人的少了 1.778 年，客家人比閩南人少了 0.195 年，而

外省人則比閩南人多了 0.047 年。這中間，只有原住民和閩南人之間有顯

著的差異。在 1970 年代出生的閩南、客家和外省人在教育年最是沒有顯

著差異的。不過這三個族群的教育平均，在控制其他變項，諸如年齡、性

別、父親教育程度、城鄉背景等等，都顯著地高於原住民。 

外省人在教育上的優勢在四次調查中只存在於 1930 年代出生者，有一兩

次調查則存在於 1920 年代或 1950年代出生者。所以若依各年齡群組來觀

察，外省族群在教育上的優勢在 1940 年代以後出生的年齡群組中已經消

失了。客家族群的狀況則有點特殊。除了 2000年調查客家人在各組中，

教育年數都未顯著地高於閩南族群外，在其他各次調查中的大部分年齡群

組當中，客家族群的教育程度都比閩南族群高，甚至到了 1960 年代出生

者當中還是如此。於是族群因素對教育成就的影響，主要還是在於原住民

在 1940 年代以後的出生者都面臨顯著不利的態勢。（瞿海源）這個研究發

現再次證實了前述蔡淑鈴的早期研究。 

蔡淑鈴近年對於各族群使用的語言和職業取得，也就是職業階層化之間的

關係進行探討。該文以 1992 年台灣社會變遷基本調查資料為分析對象，

指出按照「族群藩籬」的說法，不同語言技巧的族群在勞動市場上有各自

的角落，在主流經濟部門被優勢（語言）族群佔領的情況下，弱勢（語言）

族群的私人雇主傾向於雇用和自己說同樣語言的勞動者。「本省人較集中

於私部門，而外省人較集中於公部門」是文獻上常見的說法。（蔡淑鈴 2001: 

92） 

蔡淑鈴（2001: 92）進一步指出，在九零年代裡，外省人的平均教育程與

職業地位維持一定的水準，而閩南族群與客家族群則有向上提升的趨勢，

因而拉近了省籍（族群）職業階層化的距離。在這樣的轉變中，父子代間

職業傳承、教育階層化、勞動市場區隔以及語言技巧等因素，對於男性職

業地位取得的直接影響力其實相當的穩定。可是當其他條件一樣時，閩南

族群不論是繼承家業、自行創業或是受雇於人，都比其他族群有更多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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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爭取到中產階級的職業，成為勞動市場的新興優勢族群。而在語言資

源的分配上，閩南族群國語的使用上仍然相對劣勢，而客家人的國語技巧

則和外省人差不多。客家人也比較少依賴家庭資源，而主要靠個人力爭上

游。（蔡淑鈴 2001: 104）以上的這些研究發現，如何影響到各族群的學

習過程和青少年時期的學業成就？或者反過來說，各族群青少年時期的學

過程和學業成就，如何受到各族群的語言資本和語言資源的分配所影響？

從而影響到其教育階層化與未來的職業階層化？ 

客家人重視教育，同時常往任職於公部門發展，而客家話常說「生意子難

生」。依照陳婉琪的研究，使用「閩南話」是成為「小雇主」的重要因子。

也就是說，一旦能夠流利使用閩南話，則成為小雇主的機率就會大增，閩

南話能力是解釋閩南族群小頭家優勢的主因。但是控制教育及國語程度之

後，客家族群具有顯著的職業地位弱勢。（陳婉琪 2010）也就是說，客家

人除非取得較高的教育程度，並在此同時獲得較好的國語技巧，則在職業

地位較有可能進入以國語為主的職業領域。而如果無法以較高的教育程度

進入較好的職業場域，則以取得閩南語能力為策略，而這也就是可以解釋

客家人在語言上學習閩南話、易於被同化的處境和策略。從上述研究推論，

客家人如果不能維持教育的優勢，未來在職業地位的取得上，則勢必更趨

於不利的地位。 

高等教育的擴張則是我國近二十年來，教育上的重要現象。我國自 1972

年凍結私人興學之後，直到 1985 才又局部重新開放私人興學。而自 1990

年代之後，在教改「廣設高中大學」的口號之下，大學數量快速成長。在

高等教育擴張的情況下，是哪一個階層、哪一個族群是否都受到相當的好

處和影響？蔡淑鈴（2002）的研究顯示，當控制家庭社經背景後，除了原

住民仍處於長期的劣勢之外，其他族群在教育機會的分配上已無顯著差異。

也就是說，在蔡淑鈴的分析裡，雖然外省族群的平均教育年數仍然最高，

和以往的研究發現相似，但此次三個漢人族群之間的差異已經不具有統計

上的顯著意義。而甚至當性別、族群及家庭社經背景的效應同時被控制之

後，還會出現閩南優勢取代傳統外省優勢的新趨勢。而且，在最年輕的世

代裡，客家族群進入大學的機率比顯著低於閩南族群（蔡淑鈴 2002: 82）。

教育改革之後的新課程、新教學方式，對於不同族群的影響如何，是另一



363 
 

 

值得關注的議題。 

陳婉琪（2005）運用多個年度的台灣社會變遷基本調查合併資料，繼續探

討不同族群的教育成就差異。陳婉琪的研究也發現，外省籍在教育上的優

勢在逐漸消失。但是族群的影響有其脈絡性，首先對於出生於 1940、1950

年的世代來說，外省族群當中，上大學的兩性差距較小，再者，控制父母

親教育程度、城鄉差距父親職業地位之後，省籍效應依父親的教育程度而

有不同變化。在高教育程度的父母當中，省籍對任何世代上大學的機會都

沒有影響。但是在低教育程度的父母親當中，則存在著相當顯著的省籍效

應。陳婉琪的解釋是，這是因為性別不平等的省籍差異、語言資本的省籍

差異，以及蘊含社會資本的「眷村效應」的消散。從以上陳婉琪的研究發

現，我們也可以進一步延伸，客家族群在語言資本上是否依然維持如同過

去一樣？還是在「多元文化」的思維以及課程改革之下，在這一代身上呈

現怎樣不同的面貌？新的語言資本取得方式，對於這一代青少年的學業成

就有何種影響？ 

綜合以上文獻及本文研究動機，提出以下問題意識。先前學者（蔡淑玲等

人）研究，在台灣四個族群中，客家人的教育成就僅次於外省族群，高於

閩南族群和原住民。但近年學者陳婉琪以「台灣社會變遷基本調查」的研

究，則發現客家人在教育上的優勢正在喪失。過去的研究皆以成年人已經

完成的教育成就為依變項，本文利用國中階段青少年的學業成就資料，要

回答的問題乃是「以國中生之學習成就為指標，各族群間是否存在差異？

以各波資料來看，此種差異是逐漸擴大抑或是縮小當中。」 

 

三、研究方法 

（１）資料來源： 

本研究並不直接進行資料蒐集，而是使用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自 2000

年起所進行之「台灣教育長期追蹤研究」資料庫資料，進行次級資料分析。

「台灣教育長期追蹤資料庫」（Taiwan Education Panel Survey，簡稱 TEPS）

是由中央研究院、教育部、 國立教育研究院籌備處和國科會共同規劃的

一項全國性長期的調查計畫。該資料庫是以問卷調查方式，向國中、高中、

高職及五專學生收集資料。同時，再以這些學生為核心，擴及瞭解影響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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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學習經驗的最主要的幾個因素：學生家長、老師及學校。（TEPS 網站）

因此全部的資料包括學生、家長、老師及學校，目前已經釋出四波追蹤調

查資料，分別是 2001, 2003, 2005, 2007 年，因為是長期追蹤研究，因

此為研究者提供多面向、長期追蹤的資料，可以進行跨年度的比較。在學

生問卷方面，除了基本資料外，包含有綜合分析能力測驗答對的題數、數

學分析能力測驗答對的題數、日常生活作息、補習、暑假活動、家庭結構、

親子關係、學生生活、師生關係、偏差行為、社團、交友、情緒感受、健

康情形等。 

 

（２）研究樣本 

「台灣教育長期追蹤調查研究」目前已經釋出 2001, 2003, 2005, 2007

四波調查資料，樣本數均在 13,000~15,000 之間，本研究使用 2001 年、

2003年、2005 年及 2007 年四個年度資料，比較國中和高中職學生三項分

析能力，使用統計分析方法包括交叉分析、平均數檢定（T-Test），變異

數分析（ANOVA）以及複迴歸分析（Multiple Regression）。 

 

（３）自變項和依變項 

本文的自變項和依變項及其定義分別如下： 

自變項：族群屬性，亦即「省籍」。學生問卷並無詢問受訪者族群屬性（籍

貫），而家長問卷詢問受訪者「你的父親是哪裡人？」即為學生祖父之籍

貫。由於資料缺乏學生及其父母的直接族群屬性資料，不得已乃用學生之

祖父籍貫作為學生族群屬性此一自變項。 

依變項：兩波國中學生及兩波高中學生之分析能力，均包含綜合分析能力、

一般分析能力及數學分析能力，在這些分析能力測驗上之答對題數。本研

究即以國中生和高中生的這三項分析能力，作為學生學習成就，比較客家、

閩南、外省（大陸各省市）和原住民四個族群學生的學業成就。 

控制變項：主要為城鄉別和家庭背景。「城鄉別」在問卷中分為「鄉村」、

「城鎮」和「都市」三個等級。家庭背景則以父親教育程度和家庭每月收

入為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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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研究問題 

根據研究目的，本文提出以下待回答之研究問題： 

家長問卷中，家長的教育程度是否受族群屬性之影響？ 

學生問卷中，學生之各項分析能力是否受族群屬性之影響。 

控制城鄉別、家庭背景之後，不同族群學生分析能力之差異是否仍然存

在？ 

不同族群屬性學生的分析能力的差異，以不同波次來看，是在逐漸縮小，

還是擴大之中，其差異模式有何轉變？ 

 

四、資料分析與研究發現 

前述文獻均提到，在台灣四個族群中，客家族群的平均教育程度向來僅次

於外省籍，直到近年才開始有所變化。2001 年時的國中生，其家長出生年

次大約為 1970 年代，比較這些家長當中不同族群的教育程度分佈，如表 1

所示。， 

 

表 1  學生家長的教育程度比較（第一波，2001） 

  

教  育  程  度 

總和 

國中或

以下 

高中、

高職 

專科(二、

三 、 五

專)、技術

學 院 或 科

技大學 

一般大

學 研究所 其他 

 

 

 

父 

親 

哪 

裡 

人 

本省閩南

人 

3455 4086 1203 631 156 46 9577 

36.1% 42.7% 12.6% 6.6% 1.6% .5% 100.0% 

本省客家

人 

392 816 211 90 25 7 1541 

25.4% 53.0% 13.7% 5.8% 1.6% .5% 100.0% 

大陸各省

市 

173 699 356 251 74 4 1557 

11.1% 44.9% 22.9% 16.1% 4.8% .3% 100.0% 

原住民 296 131 16 10 3 11 467 

63.4% 28.1% 3.4% 2.1% .6% 2.4% 100.0% 

其他 63 37 6 14 2 8 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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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5% 28.5% 4.6% 10.8% 1.5% 6.2% 100.0% 

總和 4379 5769 1792 996 260 76 13272 

33.0% 43.5% 13.5% 7.5% 2.0% .6% 100.0% 

P<.001 

      註 1：「父親」是指學生家長的父親。只挑選家長為學生之 

「父親或母親」者進行分析。 

 

從表 1可以明顯看出，在四個族群中，各族群的專科以上學歷百分比，以

外省族群佔最高比例，而高中學歷所佔比例，則以客家族群最高，國中學

歷所佔比例，是閩南族群。可見在國中生的家長這一代，基本上還延續了

文獻中所指出的，客家族群的教育成就僅低於外省族群的這一趨勢。 

 

（１）國中生學習成就的比較 

由於國中生並未完成其人生的最高學歷，因此僅能比較其在校學業成就與

能力。以下分別比較四個族群的國中生，在綜合分析能力、一般分析能力

和數學分析能力三個方面的差異。這三項分析有答對題數和標準化分數兩

種指標。答對題數是指實際答對的原始題目，標準化分數則是經過轉換的

分析，以供不同波次比較之用。本文採用實際答對的原始題目作為各族群

橫向比較之依變項。 

首先以變異數分析，比較四個族群國中生的答對題目。從表 2,3,4 可以看

出，在第一波學生資料中，也就是學生國中一年級的時候，不論是綜合分

析能力、一般分析能力還是數學分析能力，四個族群的差異都達到.001 顯

著水準。以薛佛法事後比較，呈現大陸各省市>本省閩南>本省客家>原住

民的順序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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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第一波學生綜合分析能力之比較 

 
 

個數 

平均

數 標準差 

標準

誤 

事後比較 

「綜合分析

能力測驗」中

答對的題數 

本省閩南

人 

9579 41.37 10.596 .108 大陸各省

市>本省閩

南>本省客

家>原住民   本省客家

人 

1543 40.44 10.493 .267 

  大陸各省

市 

1557 43.86 9.900 .251 

  原住民 466 30.97 8.877 .411 

  總和 13145 41.18 10.666 .093 

P<001 

 

表 3 第一波學生一般分析能力之比較 

 
個數 

平均

數 

標準

差 

標準

誤 事後比較 

「一般分析能

力測驗」中答

對的題數 

本省閩南

人 

9579 12.65 3.971 .041 
大陸各省

市 

>本省閩

南 

>本省客

家 

>原住民 

本省客家

人 

1543 12.27 3.918 .100 

大陸各省

市 

1557 13.40 3.967 .101 

原住民 466 9.30 3.220 .149 

總和 13145 12.58 4.000 .035 

P<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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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第一波學生數學分析能力之比較 

 
個數 

平均

數 

標準

差 

標準

誤 事後比較 

「數學分析

能力測驗」

中答對的題

數 

本省閩南

人 

9579 17.34 5.571 .057 
大陸各省

市 

>本省閩

南 

>本省客

家 

>原住民 

本省客家

人 

1543 16.86 5.502 .140 

大陸各省

市 

1557 18.34 5.234 .133 

原住民 466 11.97 4.567 .212 

總和 13145 17.21 5.594 .049 

P<001 

 

用相同的方法，比較四個族群國中生，在國三時的三種能力差異。表 5,6,7

的變異數分析結果，在綜合分析能力、一般分析能力和數學分析能力三個

方面，四個族群的差異達到.001 的顯著水準。而在事後比較上，閩南和客

家的差異達到.05 顯著水準，但是基本上依舊呈現大陸各省市>本省閩南>

本省客家>原住民的順序關係。 

 

表 5 第二波學生綜合分析能力之比較 

  
個數 

平均

數 標準差 

標準

誤 事後比較 

「綜合分析

能力測驗」中

答對的題數 

本省閩南人 9094 31.85 11.188 .117 

大陸各省市 

>本省閩南 

>本省客家 

>原住民 

本省客家人 1451 30.98 11.007 .289 

大陸各省市 1427 34.04 11.271 .298 

原住民 404 21.61 7.656 .381 

總和 12376 31.66 11.258 .101 

P<001，P<05（本省閩南>本省客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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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第二波學生一般分析能力之比較 

  
個數 

平均

數 

標準

差 

標準

誤 事後比較 

「一般分析能

力測驗」中答對

的題數 

本省閩南人 9094 11.79 4.591 .048 

大陸各省市 

>本省閩南 

>本省客家 

>原住民 

本省客家人 1451 11.41 4.462 .117 

大陸各省市 1427 12.48 4.668 .124 

原住民 404 8.21 3.252 .162 

總和 12376 11.71 4.600 .041 

P<001，P<05（本省閩南>本省客家） 

 

表 7 第二波學生數學分析能力之比較 

  
個數 

平均

數 

標準

差 

標準

誤 

事後比

較 

「數學分析能

力測驗」中答對

的題數 

本省閩南人 9094 15.11 6.071 .064 大陸各

省市 

>本省閩

南 

>本省客

家 

>原住民 

本省客家人 1451 14.62 6.093 .160 

大陸各省市 1427 15.94 6.056 .160 

原住民 404 9.52 4.388 .218 

總和 12376 14.96 6.115 .055 

P<001，P<05（本省閩南>本省客家） 

 

以上的這些差異，可以用如下的圖 1 做扼要顯示。圖 1以綜合分析能力為

例，原住民學生的答對題數遠遠落後於其他三個族群，平均答對 21.61題。

客家族群和閩南族群雖然差異達到顯著水準，但兩者極為接近，平均答對

題目分別為 30.98 題和 31.85 題，而外省族群則又以平均答對題數 34.04

題，大幅領先客家和閩南兩個族群。如果再看「一般分析能力」和「數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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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能力」，其情況也呈現類似的模式。 

 

圖 1  2003 年學生綜合分析能力比較 

 

儘管有以上差異存在，但根據文獻研究以及我們首先想到的，便是家長教

育程度、家庭收入以及居住地城鄉差異等因素，會是影響各族群學生學習

成就差異的可能原因，從而使族群對學習成就的影響成為虛假相關。也就

是說，不同族群的學生，可能其父親的平均教育程度不同，不同族群的平

均家庭收入也不同，不同家庭居住地的城鄉分佈也有不同。而家長教育程

度，尤其是父親的教育程度，家庭每月收入以及居住地城鄉別等，都是影

響學生學業成就的重要因素。因此我們有必要控制這些影養因素之後，觀

察族群本身對學生學習成就的影響。雖然還有其他可能影響學生學習成就

的可能因素，但至少控制了這些最可能影響學生學習成就的因素之後，關

於族群對學習成就的影響，才能得到更為貼切的瞭解。 

以居住地來說，以「鄉村」、「城鎮」和「都市」的三個都市化分層來看，

表 8顯示客家族群有較高比例居住在「鄉村」地區，外省族群有最高比例

居住在都市地區，其次為閩南族群。 

 

表 8 各族群居住在各城鄉分層別的比例 

 城鄉地區分層別 總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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鄉村 城鎮 都市 

本省閩南

人 

502 3656 5723 9881 

5.1% 37.0% 57.9% 100.0% 

本省客家

人 

217 753 642 1612 

13.5% 46.7% 39.8% 100.0% 

大陸各省

市 

50 366 1202 1618 

3.1% 22.6% 74.3% 100.0% 

原住民 143 329 65 537 

26.6% 61.3% 12.1% 100.0% 

 912 5104 7632 13648 

6.7% 37.4% 55.9% 100.0% 

 

 

接下來以複迴歸模型，觀察家長教育程度、家庭每月收入、居住地城鄉別、

族群屬性對三種分析能力的影響。其中城鄉別和族群轉換為虛擬變項，而

家長教育程度、家庭每月收入和城鄉別都看做是控制變項，用以觀察族群

對分析能力的純淨影響力。表 9,10,11 的迴歸模型本身的都達到.001 顯著

水準，R 平方分別是.170,.133 和.146。在這三個已經控制了家長教育程

度、家庭每月收入以及城鄉別的迴歸模型中，家長教育程度和家庭每月收

入的迴歸係數皆為正數，而城鄉別的城鎮和都市這兩組，相對於鄉村的迴

歸係數，也是正數，皆合乎常理和預期，顯示模型是可接受的。 

在這種情況下，以客家為參照類別的條件下，三個模型中外省族群和閩南

族群的迴歸係數都是正的，而原住民的迴歸係數都是負的，顯示控制了家

長教育程度、家庭每月收入和城鄉別之後，四個族群的國中生在三種分析

能力上的表現，和前述變異數分析的結果是一樣，也就是外省族群的學生

表現最好，閩南族群其次，再來是客家族群學生，最後是原住民。再從三

個模型的迴歸係數大小來看，表 8 當中外省族群和閩南族群相對於客家族

群的迴歸係數比表 9,10,11中的迴歸係數高，顯示族群因素在綜合分析能

力上的影響，要高於一般分析能力以及數學分析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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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 第一波學生綜合分析能力之迴歸分析 

 

模型顯著性= .000  ，R2=.170 

 

表 10 第一波學生一般分析能力之迴歸分析 

  

未標準化係數 

標準化

係數 

t 顯著性 

B 之估

計值 

標準誤

差 

Beta 

分配 

(常數) 8.228 .170   48.277 .000 

家長教育程度 .814 .037 .206 22.120 .000 

家庭每月收入 .572 .036 .146 15.809 .000 

城鄉別（參照類別

為鄉村） 

          

  

未標準化係數 

標準化

係數 

t 顯著性 

B 之估

計值 

標準誤

差 

Beta 

分配 

(常數) 28.302 .445   63.654 .000 

家長教育程度 2.506 .096 .237 26.106 .000 

家庭每月收入 1.583 .094 .151 16.774 .000 

城鄉別（參照類

別為鄉村） 

          

  城鎮 2.595 .366 .118 7.086 .000 

  都市 4.066 .367 .189 11.067 .000 

族群（參照類別

為客家） 

          

  閩南 .765 .271 .032 2.821 .005 

  外省 .839 .358 .025 2.341 .019 

  原住民 -6.353 .524 -.110 -12.135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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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城鎮 .796 .140 .096 5.671 .000 

  都市 1.283 .141 .159 9.111 .000 

族群（參照類別為

客家） 

          

  閩南 .321 .104 .036 3.092 .002 

  外省 .260 .137 .021 1.892 .058 

  原住民 -1.949 .201 -.090 -9.713 .000 

模型顯著性= .000  ，R2=.133 

 

表 11 第一波學生數學分析能力之迴歸分析 

  

未標準化係數 

標準化

係數 

t 顯著性 

B 之估

計值 

標準誤

差 

Beta 

分配 

(常數) 10.835 .237  45.810 .000 

家長教育程度 1.145 .051 .207 22.418 .000 

家庭每月收入 .823 .050 .150 16.387 .000 

城鄉別（參照類

別為鄉村） 

     

  城鎮 1.429 .195 .124 7.332 .000 

  都市 2.126 .195 .189 10.880 .000 

族群（參照類別

為客家） 

     

  閩南 .386 .144 .031 2.675 .007 

  外省 .234 .191 .013 1.227 .220 

  原住民 -3.361 .279 -.111 -12.066 .000 

模型顯著性=.000   ，R2=.146 

 

表 12,13,14以相同的方法比較學生國三時，三種分析能力的差異。迴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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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結果，顯示完全一樣的情況繼續存在，國三學生的分析能力依然存在

差異，並且是外省族群和閩南族群相對於客家族群的迴歸係數正的，外省

族群和閩南族群在三種分析能力上都高於客家族群學生。 

 

表 12 第二波學生綜合分析能力之迴歸分析 

  

未標準化係數 

標準化

係數 

t 

顯著

性 

B 之估

計值 

標準誤

差 

Beta 

分配 

(常數) 18.076 .477   37.874 .000 

家長教育程度 3.537 .109 .305 32.371 .000 

家庭每月收入（第

二波） 

1.418 .097 .135 14.579 .000 

城鄉別（參照類別

為鄉村） 

          

城鎮 1.981 .398 .085 4.980 .000 

都市 3.028 .399 .134 7.597 .000 

族群（參照類別為

客家） 

          

閩南 .921 .294 .036 3.133 .002 

外省 .117 .391 .003 .300 .764 

原住民 -5.689 .595 -.088 -9.558 .000 

模型顯著性= .000  ，R2=.185 

 

表 13 第二波學生一般分析能力之迴歸分析 

  

未標準化係數 

標準化

係數 

t 顯著性 

B 之估

計值 

標準誤

差 

Beta 

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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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數) 6.984 .201   34.705 .000 

家長教育程度 1.202 .046 .253 26.090 .000 

家庭每月收入（第

二波） 

.482 .041 .112 11.755 .000 

城鄉別（參照類別

為鄉村） 

          

城鎮 .658 .168 .069 3.923 .000 

都市 1.161 .168 .125 6.910 .000 

族群（參照類別為

客家） 

          

閩南 .367 .124 .035 2.961 .003 

外省 .012 .165 .001 .070 .944 

原住民 -1.919 .251 -.072 -7.648 .000 

模型顯著性= .000 ，R2=.132 

 

表 14 第二波學生數學分析能力之迴歸分析 

  

未標準化係數 

標準化

係數 

t 顯著性 

B 之估

計值 

標準誤

差 

Beta 

分配 

(常數) 8.247 .264   31.196 .000 

家長教育程度 1.664 .061 .264 27.488 .000 

家庭每月收入（第

二波） 

.745 .054 .130 13.821 .000 

城鄉別（參照類別

為鄉村） 

          

城鎮 1.043 .220 .083 4.734 .000 

都市 1.581 .221 .128 7.159 .000 

族群（參照類別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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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家） 

閩南 .495 .163 .036 3.042 .002 

外省 -.122 .217 -.006 -.564 .573 

原住民 -3.253 .330 -.092 -9.866 .000 

模型顯著性= .000 ，R
2
=.152 

 

為了瞭解四個族群學生分析能力的差異，是隨著年級而擴大或者是縮小，

我們以差異最大的綜合分析能力為例，將兩波迴歸分析的迴歸係數併在表

15加以觀察。從表 15綜合分析能力兩波迴歸係數來看，閩南族群對客家

的優勢正在上升，外省族群對客家的優勢則在下降。這樣的結果所顯示，

可能是另外一個更驚人的發現，隨著本土化區是的持續，如同陳婉琪的研

究所指出的，國語語言能力的優勢正在減弱，也因此閩南族群在國語能力

上的劣勢逐漸消除，而客家族群和外省族群在國語能力上的優勢逐漸消失，

這很可能解釋了閩南族群對客家族群的差異（迴歸係數）逐漸在拉大，而

外省族群對客家族群的差異則逐漸在縮小的現象。 

 

表 15 第一波和第二波綜合分析能力迴歸係數之比較 

  第一波 第二波 

  未標準

化係數   

未標準

化係數 

  

B 之估

計值 

標準誤

差 

B 之估

計值 

標準誤

差 

(常數) 28.302 .445 18.076 .477 

家長教育程度 2.506 .096 3.537 .109 

家庭每月收入 1.583 .094 1.418 .097 

城鄉別（參照類別為鄉

村） 

        

城鎮 2.595 .366 1.981 .398 

都市 4.066 .367 3.028 .3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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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群（參照類別為客

家） 

        

閩南 .765 .271 .921 .294 

外省 .839 .358 .117 .391 

原住民 -6.353 .524 -5.689 .595 

 

（２）不同都市化層級國中生學業成就的比較 

儘管前述的迴歸分析中，已經將父親教育程度、家庭每月收入以及居住地

城鄉別等放進迴歸方程式裡加以控制，觀察不同族群國中生的學習成就差

異，但為了更細緻觀察不同都市化層級的不同影響效果，本研究分別將一

萬三千多個樣本分成鄉村、城鎮和都市三個次樣本，分別其中不同族群學

生的學業成就。 

從表 16, 17,18 看出，在同樣是居住在鄉村的樣本當中，在三種分析能力

中，閩南學生的分析能力都高於客家學生，而客家學生則又高於原住民學

生，而外省學生則只有在「綜合分析」能力這一項高於客家學生。 

 

表 16 第一波鄉村學生一般分析能力之迴歸分析 

  

未標準化係數 

標準化

係數 

t 顯著性 

B 之估

計值 

標準誤

差 

Beta 

分配 

(常數) 8.736 .411  21.238 .000 

家長教育程度 .472 .138 .114 3.408 .001 

家庭每月收入 .452 .142 .107 3.177 .002 

族群（參照類別

為客家） 

          

  閩南 .557 .279 .079 1.995 .046 

  外省 .255 .535 .017 .476 .634 

  原住民 -1.511 .374 -.156 -4.034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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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顯著性=.000 ，R
2
=.080 ，N=900 

 

 

表 17 第一波鄉村學生綜合分析能力之回歸分析 

  

未標準化係數 

標準化

係數 

t 顯著性 

B 之估

計值 

標準誤

差 

Beta 

分配 

(常數) 29.400 1.178  24.967 .000 

家長教育程度 1.713 .396 .142 4.322 .000 

家庭每月收入 1.252 .408 .101 3.071 .002 

族群（參照類別

為客家） 

          

  閩南 1.455 .799 .070 1.821 .069 

  外省 3.027 1.531 .068 1.978 .048 

  原住民 -5.777 1.072 -.204 -5.390 .000 

模型顯著性=.000 ，R2=.114 ，N=900 

 

表 18 第一波鄉村學生數學分析能力之迴歸分析 

  

未標準化係數 

標準化

係數 

t 顯著性 

B 之估

計值 

標準誤

差 

Beta 

分配 

(常數) 10.781 .607  17.753 .000 

家長教育程度 .844 .204 .135 4.131 .000 

家庭每月收入 .855 .210 .134 4.065 .000 

族群（參照類別

為客家） 

          

  閩南 .809 .412 .076 1.963 .0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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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省 .893 .789 .039 1.132 .258 

  原住民 -2.832 .553 -.194 -5.123 .000 

模型顯著性=.000 ，R
2
=.116 ，N=900 

 

表19, 20, 21是城鎮地區的比較。在三種能力上，閩南學生都高於客家學

生，外省族群學生在一般分析能力和綜合分析能力高於客家學生，而在數

學分析能力上和客家族群學生沒有顯著差異。原住民則在三種分析能力上

都遠低於客家族群學生，當然也就低於閩南和外省族群學生。 

 

表 19 第一波城鎮學生一般分析能力之迴歸分析 

  

未標準化係數 

標準化

係數 

t 顯著性 

B 之估

計值 

標準誤

差 

Beta 

分配 

(常數) 8.806 .207  42.483 .000 

家長教育程度 .729 .061 .173 12.024 .000 

家庭每月收入 .635 .059 .153 10.677 .000 

族群（參照類別

為客家） 

          

  閩南 .533 .149 .061 3.568 .000 

  外省 .578 .238 .038 2.430 .015 

  原住民 -1.980 .250 -.123 -7.931 .000 

模型顯著性=.000 ，R2=.108 ，N=5069 

 

表 20 第一波城鎮學生綜合分析能力之迴歸分析 

  

未標準化係數 

標準化

係數 

t 顯著性 

B 之估

計值 

標準誤

差 

Beta 

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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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數) 30.215 .553  54.660 .000 

家長教育程度 2.315 .162 .203 14.311 .000 

家庭每月收入 1.850 .159 .165 11.670 .000 

族群（參照類別

為客家） 

          

  閩南 1.101 .399 .047 2.763 .006 

  外省 1.059 .634 .026 1.669 .095 

  原住民 -6.635 .666 -.152 -9.963 .000 

模型顯著性=.000 ，R
2
=.136 ，N=5069 

 

表 21 第一波城鎮學生數學分析能力之迴歸分析 

  

未標準化係數 

標準化

係數 

t 顯著性 

B 之估

計值 

標準誤

差 

Beta 

分配 

(常數) 11.885 .296  40.212 .000 

家長教育程度 1.150 .087 .190 13.296 .000 

家庭每月收入 .886 .085 .149 10.453 .000 

族群（參照類別

為客家） 

          

  閩南 .602 .213 .048 2.824 .005 

  外省 .262 .339 .012 .774 .439 

  原住民 -3.503 .356 -.152 -9.838 .000 

模型顯著性=.000 ，R
2
=.120 ，N=5069 

 

表 22, 23, 24 是都市地區的樣本，則顯現了不同的樣貌。除了原住民依

舊在三種能力上低於客家族群，自然也低於閩南和外省族群之外，閩南族

群在三種分析能力上都和客家族群沒有差異，或者說差異沒有達到顯著水

準。同樣地，外省族群學生在三種分析能力上也和客家族群學生沒有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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異。 

 

表 22 第一波都市學生一般分析能力之迴歸分析 

  

未標準化係數 

標準化

係數 

t 顯著性 

B 之估

計值 

標準誤

差 

Beta 

分配 

(常數) 9.717 .199  48.945 .000 

家長教育程度 .780 .046 .207 16.799 .000 

家庭每月收入 .596 .046 .156 12.823 .000 

族群（參照類別

為客家） 

          

  閩南 .049 .159 .005 .305 .760 

  外省 .054 .187 .005 .289 .772 

  原住民 -2.279 .502 -.052 -4.535 .000 

模型顯著性=.000 ，R2=.100 ，N=7554 

 

表 23 第一波都市學生綜合分析能力之迴歸分析 

  

未標準化係數 

標準化

係數 

t 顯著性 

B 之估

計值 

標準誤

差 

Beta 

分配 

(常數) 32.851 .508  64.715 .000 

家長教育程度 2.369 .119 .242 19.948 .000 

家庭每月收入 1.633 .119 .165 13.751 .000 

族群（參照類別

為客家） 

          

  閩南 .225 .407 .009 .553 .580 

  外省 .486 .479 .017 1.014 .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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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住民 -6.145 1.285 -.054 -4.783 .000 

模型顯著性=.000 ，R2=.127 ，N=7554 

 

表 24 第一波都市學生數學分析能力之迴歸分析 

  

未標準化係數 

標準化

係數 

t 顯著性 

B 之估

計值 

標準誤

差 

Beta 

分配 

(常數) 13.284 .269  49.359 .000 

家長教育程度 1.051 .063 .205 16.699 .000 

家庭每月收入 .843 .063 .163 13.391 .000 

族群（參照類別

為客家） 

          

  閩南 .091 .216 .007 .421 .674 

  外省 .089 .254 .006 .350 .726 

  原住民 -3.215 .681 -.054 -4.720 .000 

模型顯著性=.000 ，R2=.103 ，N=7554 

 

我們把上述結果彙整成如下表 25，很清楚地顯示閩南族群對客家族群優勢

是在鄉村和城鎮地區，大體上在三種分析能力上，閩南族群學生都高於客

家學生，而外省族群學生則只在綜合分析能力或者一般分析能力上有些微

優勢。但是到了都市地區，則不論是閩南族群或者外省族群，學生的三種

分析能力都不再高於客家族群。 

 

表 25 第一波學生各項迴歸分析顯著性彙整表 

 閩南 外省 原住民 

鄉村 綜合 X V V 

 一般 V X V 

 數學 V X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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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鎮 綜合 V X V 

 一般 V V V 

 數學 V X V 

都市 綜合 X X V 

 一般 X X V 

 數學 X X V 

顯著性≦.05 ，V =顯著 ，X =不顯著 

 

以同樣的方法，分別分析、比較鄉村、城鎮和都市地區，不同族群學生第

二波（國三）的分析能力。表26, 27, 28第二波鄉村地區學生的三種分析

能力，外省族群相對於客家族群學生，在三種分析能力上的差異都沒有達

到顯著水準。閩南族群學生的三種分析能力都高於客家族群學生。而原住

民學生如所一貫的，在三種分析能力上都顯著地低於客家族群學生。 

 

表 26 第二波鄉村學生一般分析能力之迴歸分析 

  

未標準化係數 

標準化

係數 

t 顯著性 

B 之估

計值 

標準誤

差 

Beta 

分配 

(常數) 6.603 .481  13.726 .000 

家長教育程度 1.084 .196 .196 5.519 .000 

家庭每月收入 .212 .157 .046 1.345 .179 

族群（參照類別

為客家） 

          

  閩南 1.776 .319 .223 5.560 .000 

  外省 .964 .621 .056 1.552 .121 

  原住民 -.829 .446 -.072 -1.857 .064 

模型顯著性=.000 ，R2=.110 ，N=8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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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7 第二波鄉村學生綜合分析能力之回歸分析 

  

未標準化係數 

標準化

係數 

t 顯著性 

B 之估

計值 

標準誤

差 

Beta 

分配 

(常數) 17.733 1.152  15.395 .000 

家長教育程度 3.246 .470 .241 6.907 .000 

家庭每月收入 .623 .377 .056 1.652 .099 

族群（參照類別

為客家） 

          

  閩南 3.923 .765 .202 5.131 .000 

  外省 2.090 1.487 .049 1.406 .160 

  原住民 -3.276 1.069 -.117 -3.065 .002 

模型顯著性=.000 ，R2=.143 ，N=826 

 

表 28 第二波鄉村學生數學分析能力之迴歸分析 

  

未標準化係數 

標準化

係數 

t 顯著性 

B 之估

計值 

標準誤

差 

Beta 

分配 

(常數) 7.462 .666  11.205 .000 

家長教育程度 1.672 .272 .216 6.155 .000 

家庭每月收入 .387 .218 .061 1.776 .076 

族群（參照類別

為客家） 

          

  閩南 2.365 .442 .212 5.350 .000 

  外省 1.110 .859 .046 1.291 .197 

  原住民 -1.661 .618 -.103 -2.688 .007 

模型顯著性=.000 ，R2=.130 ，N=8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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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9,30,31顯示了城鎮地區的類似情況。原住民仍然低於客家族群，外省

族群學生和客家族群學生的差異沒有達到顯著水準，而閩南族群學生的三

種分析能力依然都高於客家族群學生，但是其顯著水準卻有明顯的改變，

三種分析能力的顯著水準分別是.016,.039和.074，也就是說，越到都市

化層級越高的區域，閩南族群的優勢就越不明顯。 

 

表 29 第二波城鎮學生一般分析能力之迴歸分析 

  

未標準化係數 

標準化

係數 

t 顯著性 

B 之估

計值 

標準誤

差 

Beta 

分配 

(常數) 7.407 .242  30.648 .000 

家長教育程度 1.276 .079 .245 16.253 .000 

家庭每月收入 .481 .067 .107 7.185 .000 

族群（參照類別

為客家） 

          

  閩南 .426 .177 .042 2.406 .016 

  外省 .358 .285 .020 1.259 .208 

  原住民 -1.928 .309 -.099 -6.237 .000 

模型顯著性=.000 ，R2=.114 ，N=4698 

 

表 30 第二波城鎮學生綜合分析能力之迴歸分析 

  

未標準化係數 

標準化

係數 

t 顯著性 

B 之估

計值 

標準誤

差 

Beta 

分配 

(常數) 19.801 .581  34.088 .000 

家長教育程度 3.697 .189 .289 19.594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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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每月收入 1.372 .161 .124 8.524 .000 

族群（參照類別

為客家） 

          

  閩南 .881 .425 .036 2.070 .039 

  外省 .139 .684 .003 .203 .839 

  原住民 -6.030 .743 -.126 -8.114 .000 

模型顯著性=.000 ，R
2
=.156 ，N=4698 

 

表 31 第二波城鎮學生數學分析能力之迴歸分析 

  

未標準化係數 

標準化

係數 

t 顯著性 

B 之估

計值 

標準誤

差 

Beta 

分配 

(常數) 8.950 .325  27.514 .000 

家長教育程度 1.797 .106 .253 17.001 .000 

家庭每月收入 .789 .090 .129 8.757 .000 

族群（參照類別

為客家） 

          

  閩南 .425 .238 .031 1.786 .074 

  外省 -.277 .383 -.012 -.724 .469 

  原住民 -3.499 .416 -.132 -8.407 .000 

模型顯著性=.000 ，R2=.136 ，N=4698 

 

 

表 32,33,34 所顯示的都市地區，則出現完全不一樣的景象。除了原住民

學生在三種分析能力上依舊顯著地低於客家人之外，閩南族群學生和外省

族群學生相對於客家學生的優勢，幾乎都已經不存在。尤其是原本在鄉村

和城鎮具有優勢的閩南族群學生，在三種分析能力上，在都市地區和客家

族群學生沒有差異存在，或者說差異未達顯著水準。而外省族群學生則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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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在一般分析能力這一項，對客家學生的差異達到顯著水準。 

 

表 32 第二波都市學生一般分析能力之迴歸分析 

  

未標準化係數 

標準化

係數 

t 顯著性 

B 之估

計值 

標準誤

差 

Beta 

分配 

(常數) 8.595 .233  36.891 .000 

家長教育程度 1.132 .058 .250 19.530 .000 

家庭每月收入 .517 .053 .123 9.754 .000 

族群（參照類別

為客家） 

          

  閩南 -.105 .191 -.010 -.549 .583 

  外省 -.442 .226 -.034 -1.953 .051 

  原住民 -2.742 .630 -.051 -4.356 .000 

模型顯著性=.000 ，R2=.106 ，N=7001 

 

表 33 第二波都市學生綜合分析能力之迴歸分析 

  

未標準化係數 

標準化

係數 

t 顯著性 

B 之估

計值 

標準誤

差 

Beta 

分配 

(常數) 21.893 .548  39.966 .000 

家長教育程度 3.342 .136 .305 24.528 .000 

家庭每月收入 1.533 .125 .151 12.307 .000 

族群（參照類別

為客家） 

          

  閩南 .038 .449 .001 .084 .933 

  外省 -.622 .532 -.020 -1.170 .2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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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住民 -7.055 1.480 -.054 -4.766 .000 

模型顯著性=.000 ，R2=.158 ，N=7001 

 

表 34 第二波都市學生數學分析能力之迴歸分析 

  

未標準化係數 

標準化

係數 

t 顯著性 

B 之估

計值 

標準誤

差 

Beta 

分配 

(常數) 10.374 .301  34.505 .000 

家長教育程度 1.541 .075 .262 20.614 .000 

家庭每月收入 .762 .068 .140 11.152 .000 

族群（參照類別

為客家） 

          

  閩南 .059 .247 .004 .239 .811 

  外省 -.436 .292 -.026 -1.496 .135 

  原住民 -3.874 .812 -.056 -4.769 .000 

模型顯著性=.000 ，R2=.122 ，N=7001 

 

我們同樣將上述各個表格的分析彙整成如下表 35。表 35 清楚地呈現，將

樣本分成鄉村、城鎮和都市三個都市化層級的樣本之後，除了極為弱勢的

原住民學生，在三種分析能力都低於客家學生，自然也低於閩南和外省族

群學生之外，閩南、客家和外省三個族群之間，其差異只存在於閩南和客

家兩個族群在鄉村和城鎮這兩個地區。而且在這兩個地區，閩南族群在三

種分析能力上都高於客家族群學生。 

 

表 35 第二波學生各項回歸分析顯著性彙整表 

 閩南 外省 原住民 

鄉村 綜合 V X V 

 一般 V X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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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數學 V X V 

城鎮 綜合 V X V 

 一般 V X V 

 數學 X X V 

都市 綜合 X X V 

 一般 X X V 

 數學 X X V 

顯著性≦.05 ，V =顯著 ，X =不顯著 

 

（３）高中學生的比較 

在 TEPS 的調查中，第三波（2005 年）是對高一學生的調查，同樣也有綜

合分析能力、一般分析能力和數學分析能力的測驗，可以繼續供作不同族

群間學業成就的比較分析。圖 2是不同族群第三波學生的綜合分析能力比

較，依序是外省族群、閩南族群、客家族群，最後是原住民。圖 2 中四個

族群學生的綜合分析能力差異，兩兩比較都達顯著水準。一般分析能力和

數學分析能力也都呈相同模式，兩兩比較也都達顯著水準。 

 

 

圖 2 第三波學生不同族群的綜合分析能力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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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6,37,38 是第三波學生三種分析能力的迴歸分析。同樣在迴歸方程式

中放入父親家長教育程度、家庭每月收入和居住地區的城鄉別之後，除原

住民外，閩南族群和外省族群學生的三種分析能力和客家族群學生都沒有

差異。 

 

表 36 第三波學生一般分析能力之迴歸分析 

 

模型顯著性=.000 ，R
2
=.125 ，N=10531 

 

表 37 第三波學生綜合分析能力之迴歸分析 

  

未標準化係數 

標準化

係數 

t 顯著性 

B 之估

計值 

標準誤

差 

Beta 

分配 

(常數) 9.570 .209  45.813 .000 

家長教育程度 .452 .034 .136 13.311 .000 

家庭每月收入 .412 .040 .104 10.311 .000 

城鄉別（參照類

別為鄉村） 

          

  城鎮 2.478 .159 .269 15.614 .000 

  都市 3.608 .156 .404 23.074 .000 

族群（參照類別

為客家） 

          

  閩南 .114 .128 .011 .887 .375 

  外省 .140 .170 .010 .823 .410 

  原住民 -2.787 .327 -.083 -8.517 .000 

  

未標準化係數 

標準化

係數 

t 顯著性 

B 之估

計值 

標準誤

差 

Beta 

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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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顯著性=.000 ，R2=.167 ，N=10531 

 

 

 

(常數) 19.203 .429  44.753 .000 

家長教育程度 1.202 .070 .172 17.210 .000 

家庭每月收入 .953 .082 .115 11.626 .000 

城鄉別（參照類

別為鄉村） 

          

  城鎮 6.143 .326 .317 18.841 .000 

  都市 8.811 .321 .469 27.432 .000 

族群（參照類別

為客家） 

          

  閩南 .372 .263 .017 1.417 .157 

  外省 .198 .349 .007 .569 .570 

  原住民 -5.758 .672 -.082 -8.566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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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8 第三波學生數學分析能力之迴歸分析 

 

模型顯著性=.000 ，R2=.141 ，N=10531 

 

如以變異數分析，比較四個族群的三種分析能力測驗得分，其差異模式基

本上和第三波測驗結果相似，分別是外省族群最高，其次是閩南族群，第

三為客家族群，最後是原住民。表 39,40,41 是第四波（高三）學生的比

較。弔詭的是，在控制家長教育程度、家庭每月收入和居住地都市化層級

之後，相對於客家族群學生，外省族群學生在三種分析能力依舊沒有顯著

差異，但是閩南族群在此時卻又重新取得了優勢，在三種分析能力上都高

於客家族群學生，達到顯著水準。 

 

  

未標準化係數 

標準化

係數 

t 顯著性 

B 之估

計值 

標準誤

差 

Beta 

分配 

(常數) 10.907 .242  44.995 .000 

家長教育程度 .545 .039 .140 13.818 .000 

家庭每月收入 .474 .046 .102 10.232 .000 

城鄉別（參照類

別為鄉村） 

          

  城鎮 3.502 .184 .325 19.012 .000 

  都市 4.801 .181 .459 26.456 .000 

族群（參照類別

為客家） 

          

  閩南 .132 .148 .011 .887 .375 

  外省 -.080 .197 -.005 -.404 .686 

  原住民 -3.804 .380 -.097 -10.018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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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9 第四波學生一般分析能力之迴歸分析 

 

模型顯著性=.000 ，R2=.108 ，N=9873 

 

  

未標準化係數 

標準化

係數 

t 顯著性 

B 之估

計值 

標準誤

差 

Beta 

分配 

(常數) 6.200 .213  29.049 .000 

家長教育程度 .418 .034 .129 12.130 .000 

家庭每月收入 .347 .041 .090 8.535 .000 

城鄉別（參照類

別為鄉村） 

          

  城鎮 2.335 .163 .263 14.354 .000 

  都市 3.414 .161 .394 21.267 .000 

族群（參照類別

為客家） 

          

  閩南 .376 .129 .038 2.910 .004 

  外省 .260 .172 .019 1.508 .131 

  原住民 -1.785 .340 -.053 -5.252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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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0 第四波學生綜合分析能力之迴歸分析 

 

模型顯著性=.000 ，R2=.148 ，N=9873 

 

  

未標準化係數 

標準化

係數 

t 顯著性 

B 之估

計值 

標準誤

差 

Beta 

分配 

(常數) 13.826 .490  28.194 .000 

家長教育程度 1.200 .079 .158 15.158 .000 

家庭每月收入 .984 .093 .109 10.534 .000 

城鄉別（參照類

別為鄉村） 

          

  城鎮 6.575 .374 .314 17.591 .000 

  都市 9.400 .369 .462 25.486 .000 

族群（參照類別

為客家） 

          

  閩南 .615 .297 .026 2.070 .038 

  外省 .246 .395 .008 .622 .534 

  原住民 -4.794 .781 -.061 -6.140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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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 第四波學生數學分析能力之迴歸分析 

 

模型顯著性=.000 ，R2=.119 ，N=9873 

 

為了瞭解在不同的調查波次，也就是學生的不同階段，從國一、國三、高

一再到高三，各族群學生學業成就的相對差異情形，將四波調查資料的迴

歸係數整理如表 42。表 42資料顯示，以綜合分析能力為例，在控制家長

教育程度、家庭每月收入和居住地城鄉別之後，原住民相對於客家族群，

其學業成就始終是較低的，這種情況自然也適用在閩南族群和外省族群。

亦即，原住民學生的學業成就始終低於客家、閩南和外省族群的學生。從

迴歸係數來看，閩南族群學生的學業成就高於客家族群學生，其迴歸係數

從國一到國三是升高的，到了高一則不顯著，到了高三階段則又達到顯著

水準，學業成就高於客家族群學生。而外省族群則幾乎可以說是相反，除

了在國一時綜合分析能力高於客家族群學生，其後在國三（第二波）、高

  

未標準化係數 

標準化

係數 

t 顯著性 

B 之估

計值 

標準誤

差 

Beta 

分配 

(常數) 7.587 .306  24.769 .000 

家長教育程度 .581 .049 .125 11.744 .000 

家庭每月收入 .601 .058 .108 10.306 .000 

城鄉別（參照類

別為鄉村） 

          

  城鎮 3.847 .233 .300 16.478 .000 

  都市 5.342 .230 .427 23.188 .000 

族群（參照類別

為客家） 

          

  閩南 .384 .186 .027 2.071 .038 

  外省 .068 .247 .003 .275 .783 

  原住民 -2.978 .488 -.062 -6.107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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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第三波）和高三（第四波）的調查，都高於客家族群學生，達到顯著

水準。整理來說就是，閩南族群學生對客家族群學生的學業成就優勢，在

四波調查中大體都是存在的，而外省族群的優勢則隨著年級的增高很快便

消失。 

 

表 42 第一波至第四波綜合分析能力迴歸係數之比較 

  第一波 第二波 第三波 第四波 

  未標準

化係數   

未標準

化係數   

未標準

化係數   

未標準

化係數 

  

B 之估

計值 顯著性 

B 之估

計值 顯著性 

B 之估

計值 顯著性 

B 之估

計值 顯著性 

(常數) 28.302 .000 18.076 .000 19.203 .000 13.826 .000 

家長教育程度 2.506 .000 3.537 .000 1.202 .000 1.200 .000 

家庭每月收入 1.583 .000 1.418 .000 .953 .000 .984 .000 

城鄉別（參照

類別為鄉村） 

                

城鎮 2.595 .000 1.981 .000 6.143 .000 6.575 .000 

都市 4.066 .000 3.028 .000 8.811 .000 9.400 .000 

族群（參照類

別為客家） 

                

閩南 .765 .005 .921 .002 .372 .157 .615 .038 

外省 .839 .019 .117 .764 .198 .570 .246 .534 

原住民 -6.353 .000 -5.689 .000 -5.758 .000 -4.794 .000 

 

（４）深度訪談資料的解釋 

雖然說在校學業表現並非教育的全部內涵，但學業成就的族群間差異，仍

為一重要課題。針對以上研究發現，本研究根據計畫書擬定之研究方法，

擬定訪談大綱（如附錄），訪問苗栗縣三所國中校長（其中一位是分部主

任），這三所國中分別位於頭屋鄉、苗栗市以及銅鑼鄉。綜合三次訪談內

容，獲致以下相關見解，可作為理解前述統計資料發現現象之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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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有位受訪國中校長認為，雖然同樣是居住在鄉村地區，但是客家人居

住的「鄉村」通常比較接近山區，而閩南人的鄉村，則有很大比例是平原

地區。例如桃竹苗地區的客家人是靠近山區，而嘉南平原一帶的鄉村則是

平原區，閩南人居住的鄉村多屬於這一類。由於「鄉村」這一都市化層級

內部仍有極大差異，因此本身就會形成學習上的影響因素。由於 TEPS 資

料並沒有受測學生居住地詳細的鄉鎮資料，因而無法以資料驗證此一說

法。 

(ii)鄉村地區的學校人數少，學校與班級內較缺乏競爭對象，造成鄉村地

區的學生和家長以為學生的成績已經不錯，缺乏更為用功獲取更好成績的

動力。 

（iii）客家族群的父母，是一樣重視教育的。但是客家鄉村地區的家長，

尤其是中下階層的家長，常常不知道如何指導子女的功課，傾向於將子女

交給學校全權負責。加以偏遠地區不容易有課外補習機會和場所，影響學

生學業表現。尤其近年來教育制度變革快速，家長的觀念常常和教育制度

有一段距離。 

（iv）在學業成績上，客家人與閩南人的學生學業差距不會很大，但有一

個隱形的問題，就是隔代教養，也有單親家庭。受訪者服務的學校隔代教

養比例滿嚴重的，隔代教養的主要原因是父母在外地工作或父母離異、有

些案例是父親在坐牢，該校有這方面(單親、隔代教養、外藉配偶)問題的

學生占有 35%。 

(v) 客家的家長可能是因為經濟能力比較弱，所以比較少參與學校的家長

會這類事務，對學校的教育事務也比較少介入。閩南籍家長則比較積極介

入，也參與、爭取擔任家長會會長，透過家長會對學校的教學表達意見或

者施加壓力。譬如受訪者以前服務的某國中，其中閩南籍學生只佔一成，

但是歷屆家長會長都是閩南籍學生的家長擔任。也因此，客家籍的父母通

常傾向於將子女交給學校管教和教導，較少參與意見。 

(v）近年來學校的各種測驗、評量越來越生活化，生活化意味著需要文化

刺激，而對於缺乏文化刺激的學生來說，就可能在這類測驗和評量居於弱

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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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結論 

本文合併台灣教育長期追蹤調查研究（TEPS） 2001年（第一波調查）、2003

年（第二波調查）、2005年（第三波調查）2007年（第四波調查）學生版

問卷（國中及高中職）和家長版問卷，建構族群屬性自變項，並以 2001

年、2003 年、2005 年和 2007 學生在「綜合分析能力」、「一般分析能力」

及「數學分析能力」答對之題數作為依變項，同時以家長教育程度、家庭

每月收入以及城鄉別作為控制變項，探討不同族群學生之學業成就。初步

有下發現： 

（１）學生家長的分析顯示，家長的教育程度分佈，閩南族群集中在國中

程度，客家族群在高中程度較其他族群高，而外省族群則在專科以上和大

學程度，遠高於其他族群。以上差異達到顯著水準。客家族群家長的教育

程度僅次於外省族群（大陸各省市）。 

（２）變異數分析和複迴歸分析均發現，客家族群學生在三項能力上，都

落後於外省族群和閩南族群，只有高於原住民。且其差異均達到顯著水準。

此項發現乃是在控制家長之教育程度、收入以及城鄉別之後所得到。 

（３）進一步將樣本分為鄉村、城鎮和都市三個次樣本，進行迴歸分析，

在同樣控制家長教育程度、家庭每月收入之後，在鄉村和城鎮地區，閩南

族群學生在三種分析能力上依然高於客家族群學生。而外省族群和客家族

群則沒有差異。 

（４）第三波和第四波學生的三種分析能力比較，依舊是外省族群最高，

其次是閩南族群，再其次是客家族群，而原住民始終居於最低狀態。但是

在控制家長教育程度、家庭每月收入和居住地都市化層級之後，外省族群

相對於客家族群的優勢不再存在，顯示外省族群相對於客家族群有較高的

三種分析能力，乃是因為外省族群父母有較高的教育程度、較高的收入以

及居住在都市地區有關。然而，經過同樣的迴歸方程式控制之後，閩南族

群依然對客家族群有相對上的優勢，顯然就不是家長教育程度、家平每月

收入和居住地的都市化程度所造成，尤其閩南族群學生的家長，其平均教

育程度本就低於客家家長，何以到了這一代國中生身上，客家族群原本在

教育上的優勢卻以不存在，是值得進一步探討的課題。 

（５）綜合以上家長和學生之比較，客家族群（學生）原有之教育優勢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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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快速流失，且已落後於閩南族群。而外省族群的教育優勢也同樣正在改

變，在控制各項因素之後，外省族群學生的分析能力不再高於客家族群，

但源於外省族群家長有較高的教育程度、較高的收入以及較多居住在都市

地區，整體而言外省族群仍有教育上的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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響」，台灣社會學刊，第四十四期：1-54 頁。 

蔡淑鈴，1988，「社會地位取得：山地、閩客、及外省之比較、收入楊國

樞、瞿海源編，《變遷中的台灣社會》，頁 1-44，台北市。 

蔡淑鈴，2001，「語言使用與職業階層化的關係：比較台灣男性的族群差

異」，台灣社會學，第一期：65-111 頁。 

蔡淑鈴，2002，「高等教育的擴張對教育機會分配的影響」，台灣社會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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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附錄  深度訪談之訪談大綱 

一、客家人常常強調「晴耕雨讀」，表達對教育的重視，而客家人在教育

上也的確非常傑出，您在客家地區擔任教育工作，可以感受到這樣的文化

氣氛嗎？ 

二、那麼，您認為除了如同一般家庭對子女的重視之外，客家地區的父母

在子女教育上有哪些特殊的作法和態度嗎？ 

三、根據二十多年前教育學者和社會學者的研究，在台灣四大族群當中，

客家人的教育成就僅次於大陸各省市（外省人），但是最近的研究則顯示，

客家人的教育成就已經落後於閩南人（福佬人），在四大族群中居第三。

您認為什麼原因可以解釋這一現象？ 

四、除了城鄉因素之外，根據我分析「台灣教育長期追蹤研究（TE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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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資料顯示，客家學生的確有比較高的比例居住在鄉村地區。但是在控制

了城鄉因素之後，客家地區學子在學業成就（三種分析能力）上，其平均

值仍然是落後於外省和閩南族群。您同意這個現象嗎？您覺得可能的原因

是什麼？ 

五、上述資料如果分為「都市」、「城鎮」和「鄉村」三個都市化等級，則

都市地區客家和閩南地區族群的學業成就沒有差異。也就是說，鄉村地區

閩、客學業成就有差別，都市中則沒有差別，您如何這個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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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客家委員會補助大學校院 

發展客家學術機構計畫 

 

 

苗栗地區客家聚落語言、文化與資訊傳播之再現 

整合型計畫 

 

 

子計畫七： 

文化行銷活動之政策滿意度—苗栗地方產業對「桐花 

苗栗地方產業對「桐花商品設計與輔導」專案之看法 

 

 

 

 

執行單位：國立聯合大學經濟與社會研究所 

計畫主持人：范以欣 

日 期: 一○○年十一月卅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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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行銷活動之政策滿意度 

—苗栗地方產業對「桐花商品設計與輔導」專案之看法 
 

 

摘要 

 

近年來以振興產業、提升地方經濟發展為目的的文化活動，在全國各地如火如荼

的展開。而這些文化活動多半是在政府的扶植與推動下，由公部門籌劃並委託民

間辦理的活動，常以嘉年華（Festive）型態呈現，如：文化祭、藝術節、博覽會

等大型節慶活動的方式展開，在特定期程與地域界限中，運用具有特殊性的文化

內涵為議題，整合各層面的資源，以非營利的方式舉辦。這些文化節慶活動，無

疑是以「文化觀光」為行銷手段，達成「事件行銷」的目的，不僅試圖的為地方

經濟帶來實質上的產值，亦為地方人民增強對文化的認同感或凝聚力。 

 

    行政院客家委員會為了振興客家產業、促進客家地區經濟之繁榮以及發揚客

家文化特色，努力主導並策劃「客庄十二大節慶」，而其中最具知名度、最具規

模的，就屬每年 4、5 月間的桐花祭文化活動。從 2002 年開始，行政院客家委員

將客家人早期重要的經濟作物之一的桐花，作為代表客家族群勤儉刻苦的意象，

並開始籌劃一連串的文化活動，並逐年增加預算、擴大輔導客家產業的層面。而

其中影響客家產業發展最深遠的，則是「桐花商品設計與輔導」專案。然而，政

策執行多年下來，對於客家文化產業的發展，倒底有多大的助益？是否符合客家

產業的需求？本研究將以苗栗地區的客家業者為研究對象，以問卷調查的方法，

對受過輔導的廠商進行施政滿意度的調查，深入了解實際的狀況。並透過焦點團

體座談的方法，深入探討廠商的看法，以便針對「桐花商品設計與輔導」專案於

未來執行時，提出施政方向之建議，為客家文化產業未來的發展有具體的助益。 

 

關鍵詞：文化行銷活動、政策滿意度、客家文化產業 
 

1.研究計畫之背景及目的 

在有關近年來以振興產業、提升地方經濟發展為目的的文化活動，在全國各地如

火如荼的展開。而這些文化活動多半是在政府的扶植與推動下，由公部門籌劃、

委託民間辦理的形式進行，常以嘉年華（Festive）型態呈現，如：文化祭、藝術

節、博覽會等大型節慶活動的方式展開；而這樣的文化活動多半是在特定期程與

地域界限中，運用具有特殊性的文化內涵為議題，整合各層面的資源，以非營利

的方式舉辦。這些文化節慶活動，無疑是以「文化觀光」為行銷手段，達成「事

件行銷」的目的，不僅試圖的為地方經濟帶來實質上的產值，亦為地方人民增強

對文化的認同感或凝聚力。有些地方政府，則是善用文化活動的政策，以達成「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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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行銷」的目的，建立城市的品牌形象，其中，具有相當知名度的則有：台北市

的年貨大街、新竹市的玻璃藝術節、苗栗縣的三義木雕節、雲林縣的古坑咖啡節、

台南縣的白河蓮花節、屏東縣的黑鮪魚文化節、宜蘭縣的童玩節等。 

 

文化觀光作為臺灣各地方再發展的思考與推動並非近年才有的新創造，至少回溯

早期臺灣的古蹟觀光事業（如臺南市），之後的前宜蘭縣長游錫堃先生的文化立

縣政策，已有數十年發展歷史。有別於以往文化觀光事業屬於單點的、靜態的、

被動的等特徵，近年以來的文化觀光發展趨勢，往往由主辦單位／地方政府主動

出擊，結合媒體文宣、觀光行銷等手法，塑造地方新的文化形象，推出新的文化

產品，以達成吸引外地遊客進入本地觀光、消費的目標。不論是促進抽象的地方

榮耀感，或是實質的地方產業發展與就業機會之增加，皆具有可觀的效益。 

 

行政院客家委員會（以下簡稱客委會）於成立以來，致力於振興客家產業、促進

客家地區經濟之繁榮以及發揚客家文化特色，努力主導並策劃「客庄十二大節慶」，

而其中最具知名度、最具規模、最具歷史的，就屬每年 4、5月間的桐花祭文化

活動。從 2002年開始，客委會規劃將客家人早期重要的經濟作物之一的桐花，

作為代表客家族群勤儉刻苦的意象，並開始籌劃一連串的文化活動，並逐年增加

預算、擴大輔導客家產業的層面，讓國人對客家文化及產業有更深入的認識與了

解。客委會希望透過客家桐花祭的文化活動，實現「深耕文化、振興產業、帶動

觀光、活化客庄」的行銷目的，深化各地的藝文活動內容，提升對桐花與客家文

化的認識，達到發展與創造客家文化產業卓越的經濟產值政策目標。而其中影響

客家文化產業發展最深遠的，則是「台灣客家特色產品設計輔導計畫」（桐花商

品設計與輔導專案）。這幾年客委會挹注了相當多的經費並花費了相當大的心血，

為客家產品進行包裝設計，以提升客家產品的形象，並為客家產業進行診斷輔導，

以增進客家產業的能力。然而，政策執行多年下來，對於客家文化產業的發展，

到底有多大的助益？政策內容與執行方法是否符合客家產業的需求？都是本研

究將深入探討的議題。 

 

在全球化的衝擊下，許多國家紛紛開始重視文化產業的發展，迫切面臨產業轉型

的台灣亦在這股浪潮之中，逐漸注重國家競爭力中重要的「軟實力」（Soft Power）

之培養，政府並於 2010 年初立法通過「文化創意產業發展法」，更加積極地投入

此領域的發展，以增加台灣在國際市場的競爭力。而客委會比持著「文化產業化、

產業文化化」之精神，積極協助開發創新的客家文化，輔導客家文化產業創新發

展，使其經由設計、開發、製作、包裝、行銷的商業化過程，將客家文化融入視

聽藝術、數位網路與精緻生活產業中，成為高附加價值且能跨越足邊境的文化創

意產業。此外，客委會為了落實政策方針，檢討並改進 91 年至 96 年執行之「特

色文化加值產業計劃」，緊接著繼續推動「客家特色產業發展計畫」（97 年至 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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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並訂定「推動特色文化佳值產業發展計劃」補助作業要點及督導評核要點。

在政府長時間的推動下，申請輔導的廠商逐年增加，政策的推廣越來越擴大，可

見得在客家文化創意產業上政府的重視程度與產業的需求程度都是未來必須關

切的議題。 

 

客委會迄今輔導超過 250 家業者、行銷超過 500 件客家特色商品，包含食品、生

活用品及工藝禮品等類，推動各項輔導客家特色產業之專案計畫；目的在於培育

各類人才及輔導傳統產業創新，活絡客庄經濟，並提供客家特色產業多元行銷推

廣通路，力圖形塑客家產業整體品牌形象。從政策施行以來，「台灣客家特色產

品設計輔導計畫」每年皆達成目標，輔導廠商的家數也遠超過原訂的標準，在「量」

的方面而言，可說是無庸置疑的逐年成長，從客委會 98 年施政績效評估報告中

可發現，輔導具特色文化加值經濟產業之數量有達到目標（原訂目標值為 120

家，實際輔導為 174 家）。 

 

綜言之，從「台灣客家特色產品設計與輔導計畫」政策施行以來，在「量」的方

面而言，可說是無庸置疑的逐年成長並達成既定執行目標，但在「質」的方面是

否如預期的能讓客家文化與產業結合，深植在當地特色之中，對於提昇產業競爭

力或轉型的需求，是否能夠確實達到，是本研究相當關切的議題。因此，針對發

展客家特色產業的計畫當中，最具代表性的「台灣客家特色產品設計與輔導計畫」

作為主要研究課題與方向。 

 

本研究之研究對象與方法，將會以苗栗地區的客家特色產業業者為主，實際的研

究流程可分為以下兩個階段： 

一、問卷調查：透過問卷調查的方式，全面性地了解苗栗地區客家特色產業業者

於參與「台灣客家特色產品設計與輔導計畫」的過程當中，對於客委會所制定的

產業輔導政策、受委託執行單位的執行方式與內容等，是否符合受輔導業者的需

求？對於產業競爭力的提升是否有幫助？方式與內容是否仍有改善的空間？ 

二、焦點座談：透過焦點座談的方式，邀請從第一屆至 2010 年每年皆曾參與「台

灣客家特色產品設計與輔導計畫」的業者，深入探討並比較歷屆策略的差異性與

其適切性，以及政策執行方式與過程是否受到不同的執行單位而有所差別？受輔

導業者對於現行政策的看法以及未來的建議等相關議題。此外，並邀請對於客家

產業發展有所研究的專家學者，針對業者所反映的看法，提出相關建議使得此文

化政策能夠得以更加的完善。 

 

苗栗地區為客家族群的重鎮，更是多項客家文化發展的重心，此外，無論是在客

家的食、衣、住、行方面，都表現出獨特的文化與內涵，而隨著時代的演變逐漸

發展出的客家特色產業也遍布在苗栗縣境內，對於苗栗縣的整體發展有著相當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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遠的影響力。也正因為客家文化的深遠影響與客家特色產業的蓬勃發展，讓苗栗

縣境內對於以客家文化為核心的共識，有著相當程度的了解與認同，因此，以苗

栗地區的特色產業業者為研究對象，相信應能獲得較具體的作法與看法；此外苗

栗地區客家特色產業業種較其他縣市較為豐富且具有歷史與規模，有些地區甚至

已發展出產業群聚效應，在台灣國內甚至是國際觀光的市場上具有相當的知名度，

因此本研究深信，苗栗作為研究對象而所得的成果，相信能為其他地方的客家特

色產業發揮學習典範的效果。 

 

2.文獻探討 

透過文化活動的行銷策略，可帶動地方經濟產值，亦或引發文化的凝聚效益，對

於公部門而言，是一個可量化的、正面的政策績效。然而，在，探討構成文化活

動的行銷策略之前，則有以下幾個層面或議題需要被理解、被探討： 

 

(一)文化產業與文化創意產業 

1、台灣文化產業之概念  

1991 年台灣省政府從日本請來千業大學教授宮崎清，傳授以傳統工藝振興社區

的作法，這種指導社區發展傳統工藝並結合觀光事業的發展經驗，在 1994 年被

結合於文建會「社區總體營造」的政策中（于國華，2003:46）。1995 年「文化、

產業」研討會提出「文化產業」的兩種運作方式，也就是「文化產業化、產業文

化化」之概念，並期待將文化產業納入文化政策後能帶動地區經濟，因此建立文

化產業也成為社區總體營造的發展目標。但是雖名為文化產業，台灣社區總體營

造下的文化產業跟「文化工業」是完全區隔並對立的概念，也就是將產業的概念

納入文化政策但是將文化工業排斥於外。文化工業被指涉為「大量複製的均一化、

庸俗化、流行品味、提供大量消費的產品」，相反的「文化產業以地方本身作為

思考主體，是基於地方特色、條件、人才和福祉來發展的產業…因此文化產業必

然要保護生態和傳統，並且期待永續經營（于國華，2003:46）。」 

概念與文化工業相對立，社區總體營造下的文化產業，具有強烈的人文精神與地

方色彩，「文化產業的特質是小規模的手工藝生產。標準化大量的生產結果往往

導致產品的『去文化』或『反文化』現象。這種個別化、少量生產的東西，主要

是一種工作坊的生產，而他的價值就在於少量生產，在於它是經手工製作，在於

它具有地方傳統，在於它地方人文的精神所在，注入了地方人特有的心思與創意

（文化環境工作室，1998:46）。」顯示他的產品與地方有緊密的關係，甚至成

為產品發展的重要原則。 

這樣的產業發展特性不同於源自英國的創意產業，名稱也因不同的學者解釋下有

所差異。有些人稱之它為「地方文化產業」，「這些地方文化產業…是我國發展

通用型文化創意產業的重要基礎，可以稱之為『社區型文化創意產業』。同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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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認為地方文化創意產業是共享的，地方產地方用…；是小而美，雖不大亦不絕

（文建會，2003b:113）。」 

另外也有稱之為「社區產業」，「所謂『社區產業』…是指在同一社區或共同生

活圈中的小規模生產者，因著相同的生產條件、生活型態、自然/人文環境等，

經由居民的參與去塑造在地特色，所形成的社區型/地方型產業，他必須具備濃

厚的在地文化特質，也有人稱之為『地場化文化產業』。…其現狀與特色包括：

小規模生產無大量資金、無法在一般性通路上市上架、高人力成本無法大量複製、

處於手工藝階段也賦於『文化創值』的空間和機會…（高雄市公共事務管理學會，

2005:54-55）。」因此，社區總體營造下的文化產業本質上具有獨特性與創造性，

其內容是可見的商品也可以是環境氣氛的營造，產品本身強調產品的精神內涵與

學習，因而具備了非營利的特點。同時，整個產業的發展結果是為了社區活化以

及生活品質的提升（蔣玉嬋，2004:245）。 

在這樣的發展脈絡下，可以明顯感受到台灣社區總體營造政策下之文化產業的幾

個立場：對立及排斥文化工業、小規模與少量生產、產品重視地方傳統特質與居

民精神取向、產品最終目的為提昇地方發展。名稱部分無論是「文化產業」、「地

方文化產業」、「地場化文化產業」、「社區產業」、「社區型文化創意產業」，

所指陳的都是上述相同的概念，為接下去研究的需要，本研究選擇以「文化產業」

作為命名，其理由有二：一方面文化產業的名稱在此一領域中使用普遍，二方面

雖然這裡指陳的文化產業與文化創意產業有極大的差異，但是同樣都有「文化」、

「產業」的名詞， 常造成台灣學者在研究上的混淆，因此本研究使用「文化產

業」與「文化創意產業」做接下去的分析並藉此突顯兩者的差異。 

 

2.文化產業與文化創意產業之異同  

A.文化產業之範圍  

在社區總體營造政策下以地方為主體的「文化產業」，與 2003 年開始興盛納入

國家重點發展計劃的「文化創意產業」，這兩者之間有許多的差異，文建會的報

告指出「由於『社區總體營造』的理念與『文化產業』的界定有所差異，以致於

對『文化產業』的理解仍侷限於傳統、鄉村型的初級產業，例如農產加工、傳統

工藝、地方特產的狹窄範圍內；現今行政院提出『文化創意產業』政策，與過去

的『文化產業』相比較，除了擴大產業範圍，更重要的是政府以策略引導帶動產

業轉型加值，並且不只從文化的角度切入產業，而是將文化直接轉換成產業部門，

把文化和設計、創意發展加入國家政策之中。」（台經院，2003:2）  

 

B.產業內涵之異同比較  

學者Justin O’ Conner認為同樣是以文化為主要工作項目，兩者的概念意涵差別在

於，文化創意產業強調的是以科技與大眾市場為文化發展基礎的產業觀點，而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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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產業則是以藝文工作者為導向的產業觀點（劉維公，2004:6）。文化產業傾向

傳統、人文、鄉土的文化定位；文化創意產業則認為具有生產文化符號意義的產

品都可視為文化的展現（王俐容，2005:185）。文化產業是小規模與少量生產的

特質；文化創意產業效益在於提升就業與產值，文化可以是資本、原料及產品，

更應用「產業鏈」的概念型態強化文化創意產業以累積經濟效益。 

 

（二）節慶活動 

節慶活動已是吸引人潮的主流方式，為二十一世紀成長最快的觀光項目之一（賈

凡、林仁彬、葉素汝，2008），各大眾節慶和娛樂活動，伴隨著收入及休閒時間

增加背景下孕育而生(Allen, Harris, McDonnell & O’Toole, 2008)。世界各地消費者

每年投下大量時間和金錢參與，政府也藉此促進經濟及凝聚全民意識，不僅代表

熱潮且是具選擇性的觀光活動，為地區零售與觀光業關鍵行銷要點(Getz, 1991; 

Lee, Lee, Lee & Babin, 2008)。 

節慶常被視為文化活動(Frisby & Getz, 1989)，可與當地特色結合成旅遊吸引力，

是推廣觀光和促進當地經濟的有力工具(轉引自 Chang, 2006)。Getz（1991）提出

節慶活動屬公開性質，具有明確或特殊主題，不論規模、在特定期間及地點舉辦，

吸引大量遊客及民眾參觀，提供參與者特殊經驗及當地經濟效益等方面的成長。

在結合觀光發展下，透過系統性的計畫、行銷及舉辦，塑造對觀光客吸引力，加

深遊客對地方特色得印象，成為發展觀光的催化劑。其重要特徵為：1.對大眾公

開；2.針對某特定主題慶祝或展演；3.每年或數年舉行一次；4.事先預定舉辦期

間；5.未有固定硬體建築設備；6.所有活動同地舉行。 

Jago and Shaw (1998)認為節慶具特定主題及公開性慶祝兩特點；Allen et al. (2008)

指出，「節慶活動是為紀念及慶祝特殊時刻，或達特定社會、文化與企業目標而

精心籌畫出的特殊儀式、典禮、演出或慶典」 (李君如、游瑛妙譯，2009)；Lee 

et al. (2008) 則視節慶為大型事業，牽涉大量行銷活動，常涵蓋食物、飲料與音

樂，用以營造歡樂或愉悅之消費環境。Formica and Uyal（1998）指出，節慶活

動之推廣對國內外休閒觀光業的發展已日趨重要，尤其是與歷史古蹟及文化活動

相關的節慶活動更是如此。透過節慶的舉辦，亦能夠產生吸引遊客觀光、強化地

方特色與認同及繁榮地方經濟等功能。 

而 McDonnell et al.（1999）將節慶活動分類為：1.舉辨目的：文化性、社會性、

觀光旅遊、營利或僅供服務；2.活動內容：大眾、運動、觀光旅遊或企業類；3.

主題：藝術類、音樂劇/舞蹈劇/歌舞劇、文藝類、文化類、民俗活動類、運動類、

週年慶活動、傳統與現代結合（Richards, 1992）；4.規模：超大型、大型及較大

型活動；另依「類型」及「內容」可分為節慶、運動賽事及會議展覽產業或商業

活動 (Allen et al., 2008)。國內則採風土民情或地方特色，可為傳統慶典、民俗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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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原住民祭典和新興節慶(全球華文網路教育中心，2010)。 

 

（三）文化行銷 

文化活動其實本就需要商業的支持，文化行銷本就是結合商業發揚文化產製物一

種方式。文化行銷並非一種罪惡，他就像提供演員一個舞台，文化活動也的確需

要適切的行銷推廣或贊助。而文化行銷的具體定義則為： 

1.各種文化產品或形式的行銷，如音像製品、書籍、舞蹈、雜技等，這裡它們也

是商品，自然也有其目標顧客群，這些群體又有他們的需求特點，這與一般產品

或服務的行銷沒有顯著的差異性； 

2.利用各種文化產品或形式來協助商品的行銷，這在現今的市場當中已經是很普

遍的現象，如汽車新品發佈會上的時裝秀、歌星現場表演、背景音樂的播放、背

板上佈置的名畫等等； 

3.考慮作為社會環境的文化影響下的行銷，行銷學的泰斗菲利浦·科特勒儘管沒

有明確提出“文化行銷”這樣的概念，但他指出文化的因素（包括文化、亞文化

和社會階層）是影響購買決策的最基本的因素，那麼，什麼社會學意義上的文化

呢？按照社會學家戴維·波普諾的定義，指的是一個人類群體或社會的所有共用

成果，包括物質的，也包括非物質的，如如果你是在北京行銷，那就應該考慮北

京人的價值觀、語言、知識等非物質文化和建築、交通、蔬菜等物質文化； 

4.為了形成一種有利於競爭和銷售的文化而行銷，這裡的文化可以理解成一種包

括品牌形象、品牌內涵、品牌忠誠、獨特社群（由現有的和潛在的消費者構成）

文化等多種元素的東西，這種東西一旦形成，將使品牌的擁有者在與其他廠商競

爭中獲得其社群的支援，從而處於優勢。 

 

（四）政策評估 

 

在公共政策領域，政策評估一直是被傳統政策科學研究者視為極重要的研究領域。

公共政策推動的成效與影響，也只有透過評估才能得以證實。一般而言學者對於

政策評估的定義基本上是大同小異。Nachmaias（1979）曾提出廣義的概念，他

認為政策評估是指「客觀、系統與經驗地檢視現行政策，並以目標成就公共計畫

的標的。」而 Hanekon（1987）認為政策評估可界定為「政策內容、執行與衝擊

的評審或評鑑，以決定特定政策目標完成的程度。」可以推論出：政策評估是指

客觀、系統與經驗的；政策評估的對象則是現行的公共政策，而衡量方式是以目

標實現的程度加以衡量。 

 

Patton（1997）認為「以使用為導向」的政策評估係由公共計畫使用者的觀點進

行評估，並認為評估除應具有四個相互關聯的條件，以構成應用導向的評估內容：

有系統的搜集計畫的相關資訊；評估主題可能所有的範圍；不同的判斷與應用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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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增加由使用者目的的觀點進行評估。透過強調應用導向的評估途徑，與過去學

者對於政策評估的定義相當不同，主要是其認為政策評估的結果在應用上經常發

生問題，因為評估研究報告往往未受決策者或管理的重視或使用，甚至因而影響

決策者、執行者、使用者與評估者之間的關係與共識。另外，Patton 提出以使用

或效用為焦點的評估，強調是有系統地進行資料蒐集，而非僅重視應用社會科學

的方法，因此，重點在於以有用的評估結果支持政策行動，是屬於「行動導向」

的評估。 

 

綜言之，政策評估可分為兩個面向：一是檢視政策付諸實行之後，是否達成制定

政策時所欲達成的目標：另一個則是發現並修正政策的誤差。評估者必須意識到

評估方法的限制，而將重點置於利害關係人的溝通，對其需求保持相當的敏感度，

並指出評估者應逐漸積極參與評估計畫的行政機構與組織，協助決策者及管理者

善用評估結果，甚至鼓勵利害關係人將評估結果是為改善計畫或政策的發展工具

之一。 

 

3.研究方法 

本研究與以往桐花季活動之相關研究切入的角度有所不同，以往的研究方向是以

顧客滿意度或者是公部門的社會網絡、政策制定的角度來進行研究，而本研究則

是以客家文化產業業者的角度，提出業者對於此輔導案的親身經驗與感受，發現

其中的優點與缺點，進而對於相關的文化政策或行銷策略提出建議。 

而所採取的研究方法，則是： 

（一）統計分析方法：本研究將針對苗栗地區客家文化產業業者當中，於 2002

年至 2009 年期間曾接受「桐花商品設計與輔導」專案的業者當中的 65 家發施放

問卷，使用 SPSS 統計套裝軟體，分析客家文化產業業者對於此政策之滿意度，

並與焦點團體座談與深度訪談內容相互驗證。問卷內容大致可分為：對政策內容

之滿意度、執行方式之滿意度、實際效益之滿意度等。 

（二）焦點團體座談法：焦點團體座談法屬於一種團體訪問的質化方法，其特色

是可以快速蒐集多位受訪者的互動與對話討論資料，透過互動引發的更多討論，

並可使研究者藉以「洞視」（insight）受訪者想法（Krueger, 1994;胡幼慧，1996; 

Morgan, 1997）。本研究將舉辦兩次的焦點座談會，第一階段將邀集曾接受輔導

的業者，第二階段則邀請對於此計畫案有相當程度了解業者、相關部門以及專家

學者，提出個人的經驗並共同探討此計劃案的優缺點以及未來建議 

（三）深入訪談法：研究者若要深入了解被研究者的內在世界，或被研究對象對

事件的看法、感覺、認知或意見時，質性研究的深度訪談是頗為適當的資料收集

方法（潘淑滿 2003）。透過焦點團體座談法初步了解受輔導廠商對於客家特色

商品設計輔導計劃的經驗與看法之後，接著邀集涉入較深的輔導廠商以及專家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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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進行深度訪談，聆聽被研究者的想法，深入了解輔導廠商的切身經驗與感受，

以對現行政策的評估提出建議，作為文化政策實行之參考建議。 

 

4.研究結果與分析 

本研究以曾經參與「台灣客家特色產品設計輔導計畫」的輔導廠商，或者對「台

灣客家特色產品設計輔導計畫」有相當程度了解的業者為研究對象，於七月中旬

實施兩次的焦點團體座談會，深入了解客家特色產業業者的看法，同時並施放問

卷做普遍性的調查，與焦點團體座談會以及深入訪談的內容相互驗證。 

 

（一）焦點團體座談會及深入訪談調查 

依據客委會將廠商分類的準則：典樸客藝、客風生活、客風饗宴、異業結盟的類

別邀請廠商座談，對於參與焦點座談廠商所提出的內容予以歸納、整理，掌握廠

商們對於此計畫案的經驗和看法之後，於八月初實施深度訪談，就焦點座談所得

內容作進一步的深入了解，對計畫案提出具體的感受與評價，並探討對計畫案的

期待與施政的建議。以下則為本研究根據調查所得的內容，歸納出 A.實質效益、

B.修正空間兩大層面： 

A.實質效益 

a.輔導標的明確 

根據調查結果得知，此輔導計劃案受到大眾公認、最值得肯定的成效，則在於其

輔導標的與內容明確，重點著重於提供包裝設計的服務為主，產品設計為輔，讓

有需求此方面協助的業者有機會得到政府資源的補助，開始了解到設計的重要性，

改變業者往常不注重外觀設計的觀念，意識到產業轉型、形象提昇的必要性。 

 

『……當時台灣裝飾陶瓷是完全沒有生存的空間和立足的點也不太可能繼續延

伸，剛好客委會創意商品，但我們那時是參加包裝設計，不是商品設計，所以我

們本來就有這個技術，……只是欠缺了包裝和行銷，而第一步在客委會發展這個

地區性的客家村庄，把這個不太可能延伸的物件繼續延伸……出現在報紙和有話

題，我覺得對於業者的宣傳很有效益，效果還挺不錯的。』 

 

『我是美術老師，退休後就成立了一個工作室，我參加了客委會桐花商品設計比

賽，就入選了，得到了一千個包裝禮盒，連續兩年的作品都有入選，那我是覺得

說能夠入選是覺得很好，客委會給我這方面的協助，請設計公司幫我包裝的設計

呀，……因為我是個人的工作室，人手也比較不足，連續參加了幾年，真的是受

益良多……』 

 

有些業者本身擁有製作的技術與生產的能力，但礙於以往傳統社會對於產品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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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其功能性，較缺乏設計與美感的概念。此外，客家產業業者多為中小企業，對

於包裝設計或者是產品設計也較缺乏專業能力。直到客委會提出「台灣客家特色

產品設計輔導計畫」此專案時，將輔導標的明確的設定於「設計輔導」的層面，

透過此專案將設計的觀念灌輸給客家產業業者，甚至在一開始時帶著執行單位的

設計師與業者做面對面的溝通，才讓業者們深刻地意識到消費市場需求的轉變，

自身也必須要跟著轉型才有可能生存下去。而在透過幾年來的努力之後，此專案

不僅讓許多原本瀕臨倒閉關廠的業者重新尋回生機，也把設計與美學的概念普遍

落實於業者，提升了產品以及產業的形象，也讓消費大眾對於客家商品有新的體

認，促進消費者購買客家商品的欲望。 

 

b.協助行銷宣傳 

客家特色產業的業者經營型態以中小企業或微型產業居多，業者都是靠自己微薄

的資源與能力，獨自面對市場的競爭孤軍奮鬥，能夠獲得廣大市場接受的業者寥

寥無幾，若有些許的知名度，也大都侷限於區域性的市場範圍之內。自從客委會

推行此設計輔導案之後，提供客家特色產業業者設計輔導的資源以外，並規劃許

多實體通路和媒體曝光的機會，協助業者以聯合行銷的方式提昇知名度、開拓市

場，讓業者們被大眾市場所認識、接受，獲得嶄露頭角的機會。 

 

『通過客委會的輔導，多多少少來講真的增加我們的業績，真的也很感謝，那至

於說曝光率我也覺得他們做的很好，……苗栗因為沒有什麼周遭的人進來，那我

就是大部分都是用宅配這樣子，加上媒體這一次報導，因為客委會給我們的宣傳，

媒體會來採訪，增加我們的曝光率……』 

 

『我的通路和行銷很待加強，……畢竟文創商品跟吃的不一樣，吃的可能銷路很

好，可能文創是曲高和寡，看得人多買的人少，當然是有在網頁上增加曝光率，

行銷方面還是要請客委會再多多的輔導多多的協助，……』 

 

『……好不容易形成的一個能量，能夠代表台灣，不管是客家、閩南等等的，每

一年客家博覽會，我有多少的朋友在期待，他們買東西真的是這樣，帶推車行李

箱，好幾箱這樣子帶回去，除了買我們的產品，週遭的食衣住行育樂也通通都有

消費，我覺得一年一大盛事，大自然給我們的是桐花季，我們人為的包裝是一個

博覽會，我想我們真的是發揮效益了，好多朋友會因為博覽會在十二月，就會把

一年回來台灣不論是探親啊什麼的安排在這個時後，不然就是在桐花季，我有上

網去，就是今年的資料，觀光節慶，無論是在親子或是藝術上有很多可以欣賞的

面向，無論是歌曲什麼的，會覺得你們客冢文化怎麼這麼有趣，以前我們都看不

起客家人，原來客家人是這麼了不起，只是一直沒有表現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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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客家人就是對那個醃製的食品最重視，食品是客家人最代表的東西麻，

福菜呀、豆腐乳嘛，可是這些什麼衛生法啦工廠法就很繁複，客委會是想說化零

為整啦。因為全球散佈的客家人對這種家鄉味真的是迷戀不已啦~就是在別的地

方講的是客家菜可是沒有道地的嘛，像台北以前客家人看不到嘛，就結果辦個客

家嘉年華，哇~!就跑出一堆客家人一整天待在那裡耶，不離開的，三餐在那裡吃，

在裡面逛上逛下的，那些都是記憶中的味道，你看買的人也都是五六十歲，那種

的人，他已經有某種程度的經濟能力，然後又在某些地方生根，叫他們回鄉下也

不可能喔。所以能吃到這種家鄉味是真的很感動，……』 

 

c.提升美感形象 

本計劃案對業者們最直接以及最實質的幫助，則是客委會提供一個良好的平台，

媒介業者們與設計師合作，使得原本擁有良好本質卻不注重外在的客家特色產業

業者透過設計的加值，提升了產品的美感與企業的形象，獲得消費市場的肯定，

並進而發揚客家文化，讓政府的資源發揮最大的效用，取得社會大眾的肯定。 

 

『包裝對我們來說還是有用，因為大部份都是小型的工作室，那有說有專業的部

門幫忙設計，可能要花一大筆給別人做設計，所以我說這種包裝的輔導是蠻好

的。……，以前的包裝都是土土的，真的沒那麼好賣，包裝換了以後，賣的好的

不得了』 

 

在現今消費社會當中，美感不再是屬於少數人專有的特權，而是大眾的經驗現象；

美感不再是生活中稀少罕見的事件，而是不斷遭遇的對象。根據 Maslow 的需求

理論，台灣社會已經脫離工業化社會當中僅注重產品是否能滿足人們基本慾望的

層面，已逐漸進化到重視美感的追求，甚至是自我實現的需求層面，因此，對於

產品的要求，也隨著從功能性的訴求進化到視覺上的美觀、或者是突顯消費者個

人品味的秀異之層面。總而言之，客委會推行此「台灣客家特色產品設計輔導計

畫」專案在時代上有其必要性，對於越來越重視心理層面的消費行為，客委會在

此專案上資源的運用以及政策的琢磨，應逐年的加重比例以及積極的檢討改進，

善盡造福客家產業、提升客家經濟、發揚客家文化的職責。 

 

B.修正空間 

政策於制定與執行的過程當中，總有欠缺周延需要改進的空間。本研究彙整了業

者與專家學者對於現行「台灣客家特色產品設計輔導計畫」專案的看法與意見，

以供社會及主管單位參考。因考量篇幅及尊重受訪者之隱私，故於下列文章當中

僅以本研究歸納整理的文章呈現，省略受訪者的原文引述。 

 

a.執行時程過於短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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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政府單位共同且一直無法獲得改善的問題，其中一項則是因為經費須經過立

法院審查通過後，各部會的工作與計畫案才能夠開始進行，再加上政府的計畫案

規模較大、經費超過十萬元以上者都必須符合採購法公開招標的程序，因此，往

往計畫案正式開始執行時間距離結案期限皆過於短暫，在此時程倉卒的情況之下，

希望執行單位能夠馬上立竿見影甚至是講究品質，是相當困難的事。特別是此計

劃的目的是將產業的特色或者是產業形象透過包裝設計傳達，因此業者與設計師

之間必須要有充分的溝通與協調，才能夠設計出符合業者需求的設計圖，而寬裕

時間則是不可或缺的要素，但政府單位的陋習遲遲無法獲得改善，因此計畫案在

急迫的情況下開始、在倉卒的狀況下結束，年復一年、週而復始從未獲得改善，

始終無法達到令人滿意的效果。 

 

b.行政資源過於分散 

政府單位另一項無法改善的問題，則是為了講求績效而重量不重質。客委會的設

計輔導計畫案也並不例外，為了講求績效，輔導的家數逐年增加，使得政府補助

的行政資源被稀釋，因此每一家業者平均獲得的資源與補助則相對的減少，設計

出的結果在品質方面也更令人失望。業者反應，這幾年來因為申請設計輔導案的

家數增多，在僧多粥少的情況下，產生下列的狀況： 

‧ 補助包裝設計款式和數量變少之外，執行單位還要求業者必須負擔部分甚至

全額的製作費用。 

‧ 根據多數業者的說法，因為申請設計輔導的家數增多，但執行單位的設計師

的人手與時間有限，疏忽與業者溝通其設計樣式是否符合業者的產品特色或

企業形象，更嚴重的情況還有設計出來的包裝盒與產品的重量或樣式不符，

根本無法使用的狀況，令人質疑執行單位的專業能力與主辦單位的管控能

力。 

‧ 部分業者質疑，因為政府要舉辦建國百年的相關活動，刪掉許多單位的經費 

來籌措活動經費，因此連帶的客委會就把這些輔導廠商經費也刪減了，導致 

於執行單位受限經費不足的情況之下，無法講求設計的品質，甚至還要求接 

受輔導的廠商必須自行支付費用，購買有瑕疵、甚至是完全無法使用的包裝 

盒。這樣的狀況不僅對於廠商而言是一種困擾，對於公帑的浪費，更是令人 

髮指、無法苟同。 

 

c.執行單位良莠不齊 

政府單位多半是透過公開招標的方式將計畫案委託給民間單位執行，客委會亦無

法例外的將設計輔導案交由得標廠商來執行，雖然招標程序有一定的審查機制來

評選執行的單位，但審查機制不見得能夠完全反應出執行單位的能力，因此有時

受輔導的業者能否得到理想的設計輔導，就得看是否能夠遇到負責、專業的執行

單位及設計師而定。以幾位參與設計輔導案的陶瓷業者案例而言，就曾親身經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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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單位派來平面設計專長卻非陶瓷工藝技術專長的設計師，因為對於產業特性

的認識度與專業度不夠，導致產品無法生產，最後卻將過錯歸咎於業者身上，使

得業者不僅遭遇相當多的困擾，聲譽還曾受到傷害。 

此外，為數不少的業者反應，有些執行單位的設計師於專案執行過程當中為了便

宜行事，無視業者產品特性或品牌識別等的需求，甚至於專案執行期間未曾與輔

導廠商進行任何的聯繫與溝通，直到結案前幾日才突然派人或以傳真的方式交給

輔導廠商，並隨即要求輔導廠商簽署結案同意書等不專業、不負責的作法，令人

感到原本是政府的德政，卻遭到執行單位草率行事、浪費國家資源以及業者的寶

貴時間。這樣的案例每年都會發生，尤其是近年來參與輔導的家數增加不少，發

生頻率與案件有逐年增多的趨勢。 

 

d.客家產業定位不清 

近年來由於計畫案的執行成效獲得大多數人的肯定，具有相當的知名度，因此想

要參與的業者為數眾多，經營的業種也越來越廣泛。客委會基於上述績效考量之

外，並希望能夠廣納更多的業者參與，獲得社會大眾對於客家文化以及客家產業

的認同，於是基於「客家基本法」的精神，對於「客家特色產業」採取廣義的定

義，讓客家產業的內容更加豐富、多元化。然而，根據本研究的調查，受訪的業

者對於此策略多數採不認同的態度，更認為客委會的如此政策，反而讓「客家特

色產業」的定位失焦，與所謂的閩南文化失去區隔性，也就喪失了客家文化的獨

特性。 

文化地理學家騷爾指出，不同民族以及文化之間，常藉由「排他」的過程以尋求

自身文化與其他文化之差異性，進而發掘自身文化擁有其他文化沒有的獨特性，

並甚至藉以凝聚民族或文化的共識，創造自我認同感。然而，客委會為了獲得在

台灣社會大眾的支持，與專家學者所提出的理論背道而馳，不僅稀釋了現有的行

政資源造成了排擠效應，甚至是模糊了產業政策以及產業特色的定位，失去了客

家文化的風味以及生命力。因此，如何獲得廣大的社會大眾認同，又同時能夠兼

顧客家文化與產業的獨特性以及未來的發展，相信是客委會在現階段必須努力的

方向。 

 

e.評選機制缺乏客觀 

早年參與設計輔導計畫案的業者，多半是由執行單位主動聯絡、確認意願而決定

的，近年來由於具有參加意願的業者甚多，而政府的資源與經費有限，因此設立

了評選機制予以篩選。而本研究的受訪業者指出，有部分通過篩選的業者如上述

未具客家的特色與閩南文化難以區隔之外，有些業者屬於微型產業，在製作生產、

經營管理各方面都未成熟，卻也都被納入輔導廠商的名單當中，令人質疑客委會

與執行單位在評選機制上是否缺乏客觀性，或者是評審委員對於客家產業的認識

度不夠，其制度與過程頗具爭議性，值得再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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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問卷調查結果 

 

本研究以曾接受輔導的業者為問卷發放對象，共發放 65份，回收問卷 52 份，回

收率 87.7%，扣除無效問卷 7份，得到有效問卷 45份，有效回收率 69.2%。 

問卷分為兩大構面來進行調查：a.政策制定面、b.政策執行面，最後則是受訪業

者基本資料。 

在政策制定面和政策執行面的兩大構面評價程度分為非常不同意、不同意、普通、

同意、非常同意等五個等級，並依李克特五等量表，從非常不同意(1 分)、不同

意(2分)、普通(3分)、同意(4分)、非常同意(5分)來做答。 

 

a.政策制定面 

本研究在政策制定面上以 14個問項組成(問題 1到問題 14)，如下： 

‧具有吸引顧客消費意願的功能 

受訪業者有 84.5%的人同意或非常同意此輔導政策在制定面上具有吸引顧客消

費意願的功能。 

表 1 具有吸引顧客消費意願的功能 

分數 次數 百分比(%) 

2 1 2.2 

3 6 13.3 

4 25 55.6 

5 13 28.9 

總和 45 100 

平均 4.11 

 

‧具有促進觀光、活絡地方經濟的功能 

受訪業者有 84.5%的人同意或非常同意此輔導政策在制定面上具有促進觀光、活

絡地方經濟的功能。 

表 2 具有促進觀光、活絡地方經濟的功能 

分數 次數 百分比(%) 

2 2 4.4 

3 5 11.1 

4 26 57.8 

5 12 26.7 

總和 45 100 

平均 4.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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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提高地方形象的功能 

受訪業者有 77.8%的人同意或非常同意此輔導政策在制定面上具有提高地方形

象的功能。 

表 3 具有提高地方形象的功能 

分數 次數 百分比(%) 

2 1 2.2 

3 9 20.0 

4 19 42.2 

5 16 35.6 

總和 45 100 

平均 4.09 

 

‧具有提高地方能見度的功能 

受訪業者有 91.1%的人同意或非常同意此輔導政策在制定面上具有提高地方能

見度的功能。 

表 4 具有提高地方能見度的功能 

分數 次數 百分比(%) 

2 1 2.2 

3 3 6.7 

4 28 62.2 

5 13 28.9 

總和 45 100 

平均 4.18 

 

‧具有商品行銷、形象宣傳的功能 

受訪業者有 95.5%人同意或非常同意此輔導政策在制定面上具有商品行銷、形象

宣傳的功能。 

表 5 具有商品行銷、形象宣傳的功能 

分數 次數 百分比(%) 

2 1 2.2 

3 1 2.2 

4 29 64.4 

5 14 31.1 

總和 45 100 

平均 4.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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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夠協助公司獲利的功能 

受訪業者有 64.4%的人同意或非常同意此輔導政策在制定面上能夠協助公司獲

利的功能。 

表 6能夠協助公司獲利的功能 

分數 次數 百分比(%) 

2 2 4.4 

3 14 31.1 

4 18 40.0 

5 11 24.4 

總和 45 100 

平均 3.84 

 

‧具有促進品質提昇、產業升級的功能 

受訪業者有 54.5%的人同意或非常同意此輔導政策在制定面上具有促進品質提

昇、產業升級的功能。 

表 7 具有促進品質提昇、產業升級的功能 

分數 次數 百分比(%) 

1 2 4.4 

2 3 6.7 

3 11 24.4 

4 16 35.6 

5 13 28.9 

總和 45 100 

平均 3.78 

 

‧希望政府透過辦理「台灣客家特色商品設計與輔導計畫」來協助事業 

受訪業者有 75.6%的人同意或非常同意政府透過辦理「台灣客家特色商品設計與

輔導計畫」來協助事業。 

表 8 希望政府透過辦理輔導案來協助事業 

分數 次數 百分比(%) 

1 1 2.2 

2 1 2.2 

3 9 20.0 

4 13 28.9 

5 21 46.7 

總和 45 100 

平均 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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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提升大眾對客家文化的認同 

受訪業者有 71.3%的人同意或非常同意此輔導政策在制定面上具有提升大眾對

客家文化的認同。 

表 9 具有提升大眾對客家文化的認同能 

分數 次數 百分比(%) 

2 2 4.4 

3 11 24.4 

4 24 53.3 

5 8 17.8 

總和 45 100 

平均 3.84 

 

‧在執行內容上，應當有所改變 

受訪業者有 73.3%的人同意或非常同意此輔導政策在執行內容上，應當有所改

變。 

表 10 在執行內容上，應當有所改變 

分數 次數 百分比(%) 

2 3 6.7 

3 9 20.0 

4 21 46.7 

5 12 26.7 

總和 45 100 

平均 3.93 

 

‧在執行時程上，應當有所改變 

受訪業者有 82.2%的人同意或非常同意此輔導政策在執行時程上，應當有所改

變。 

表 11 在執行時程上，應當有所改變 

分數 次數 百分比(%) 

2 2 4.4 

3 6 13.3 

4 24 53.3 

5 13 28.9 

總和 45 100 

平均 4.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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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政策目標上明確 

受訪業者有 75.6%的人同意或非常同意此輔導政策在政策目標上明確。 

表 12 在政策目標上明確 

分數 次數 百分比(%) 

2 1 2.2 

3 10 22.2 

4 27 60.0 

5 7 15.6 

總和 45 100 

平均 3.89 

 

‧整體來說，是一個非常良好的政策 

受訪業者有 88.9%的人同意或非常同意此輔導政策整體來說，是一個非常良好的

政策。 

表 13 整體來說，是一個非常良好的政策 

分數 次數 百分比(%) 

2 1 2.2 

3 4 8.9 

4 26 57.8 

5 14 31.1 

總和 45 100 

平均 4.18 

 

‧認為應再持續辦理 

受訪業者有 84.4%的人同意或非常同意此輔導政策應再持續辦理。 

表 14 應再持續辦理 

分數 次數 百分比(%) 

2 1 2.2 

3 6 13.3 

4 15 33.3 

5 23 51.1 

總和 45 100 

平均 4.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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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下表 15 政策制定面平均分數，可以得知整體而言，業者對於政策制定面的總

平均分數為 4.05，表示業者對於政府在此輔導案的政策制定是抱持著同意以上

的評價程度。 

表 15 政策制定面平均分數 

問題 平均分數 

1請問您認為「台灣客家特色商品設計與輔導計畫」具有吸引顧客

消費意願的功能嗎? 

4.11 

2請問您認為「台灣客家特色商品設計與輔導計畫」具有促進觀

光、活絡地方經濟的功能嗎？ 

4.07 

3請問您認為「台灣客家特色商品設計與輔導計畫」具有提高地方

形象的功能嗎？ 

4.09 

4請問您認為「台灣客家特色商品設計與輔導計畫」具有提高地方

能見度的功能嗎？ 

4.18 

5請問您認為「台灣客家特色商品設計與輔導計畫」具有商品行

銷、形象宣傳的功能嗎？ 

4.24 

6請問您認為「台灣客家特色商品設計與輔導計畫」能夠協助公司

獲利的功能嗎？ 

3.84 

7請問您認為「台灣客家特色商品設計與輔導計畫」有促進品質提

昇、產業升級的功能嗎？ 

3.78 

8如果有機會，您希望政府透過辦理「台灣客家特色商品設計與輔

導計畫」來協助您的事業嗎？ 

4.16 

9請問您認為「台灣客家特色商品設計與輔導計畫」具有提升大眾

對客家文化的認同嗎? 

3.84 

10請問您是否認為已舉辦多年的「台灣客家特色商品設計與輔導

計畫」在執行內容上，應當有所改變？ 

3.93 

11請問您是否認為已舉辦多年的「台灣客家特色商品設計與輔導

計畫」在執行時程上，應當有所改變？ 

4.07 

12請問您是否認為已舉辦多年的「台灣客家特色商品設計與輔導

計畫」的政策目標明確？ 

3.89 

13整體來說，您認為「台灣客家特色商品設計與輔導計畫」是一

個非常良好的政策？ 

4.18 

14您是否認為「台灣客家特色商品設計與輔導計畫」應再持續辦

理? 

4.33 

總平均分數 4.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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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政策執行面 

本研究在政策制定面上以 15個問項組成(問題 15到問題 29)，如下： 

‧為了符合採購法，以公開招標後交由得標廠商執行的方式 

受訪業者有 35.6%的人同意或非常同意此輔導政策為了符合採購法，以公開招標

後交由得標廠商執行的方式、31.1%不同意或非常不同意此輔導 政策為了符合採

購法，以公開招標後交由得標廠商執行的方式，此問項分數為全部最低，可得知

業者於為了符合採購法，以公開招標後交由得標廠商執行的方式抱持著負面看法，

政府在執行時可以針對此執行方式進行修正。 

 

表 16 為了符合採購法，以公開招標後交由得標廠商執行的方式 

分數 次數 百分比(%) 

1 4 8.9 

2 10 22.2 

3 15 33.3 

4 13 28.9 

5 3 6.7 

總和 45 100 

平均 3.02 

 

‧ 執行內容重點著重在產品設計方面 

受訪業者有 62.2%的人同意或非常同意此輔導政策執行內容重點著重在產品設

計方面。 

 

表 17 執行內容重點著重在產品設計方面 

分數 次數 百分比(%) 

2 8 17.8 

3 9 20.0 

4 23 51.1 

5 5 11.1 

總和 45 100 

平均 3.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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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內容重點著重在包裝設計方面 

受訪業者有 75.5%的人同意或非常同意此輔導政策執行內容重點著重在包裝設

計方面。 

 

表 18 執行內容重點著重在包裝設計方面 

分數 次數 百分比(%) 

2 1 2.2 

3 10 22.2 

4 28 62.2 

5 6 13.3 

總和 45 100 

平均 3.87 

 

‧執行內容重點著重在產業輔導（經營管理、製造、技術等）方面 

受訪業者有 60%的人同意或非常同意此輔導政策執行內容重點著重在產品設計

方面。 

 

表 19 執行內容重點著重在產業輔導（經營管理、製造、技術等）方面 

分數 次數 百分比(%) 

1 3 6.7 

2 5 11.1 

3 10 22.2 

4 18 40.0 

5 9 20.0 

總和 45 100 

平均 3.56 

 

‧整體來說，執行廠商具有專業水準 

受訪業者有 57.8%的人同意或非常同意此輔導政策整體來說，執行廠商具有專業

水準。 

 

表 20 整體來說，執行廠商具有專業水準 

分數 次數 百分比(%) 

1 4 8.9 

2 1 2.2 

3 14 31.1 

4 21 46.7 



423 
 

 

5 5 11.1 

總和 45 100 

平均 3.49 

 

‧整體來說，執行廠商與您有保持良好的溝通 

受訪業者有 53.3%的人同意或非常同意此輔導政策整體來說，執行廠商與您有保

持良好的溝通。 

 

表 21 整體來說，執行廠商與您有保持良好的溝通 

分數 次數 百分比(%) 

1 3 6.7 

2 1 2.2 

3 17 37.8 

4 20 44.4 

5 4 8.9 

總和 45 100 

平均 3.47 

 

‧整體來說，執行廠商具有服務熱忱，並耐心地盡量滿足您的需求 

受訪業者有 51.1%的人同意或非常同意此輔導政策整體來說，執行廠商具有服務

熱忱，並耐心地盡量滿足您的需求。 

 

表 22 整體來說，執行廠商具有服務熱忱，並耐心地盡量滿足您的需求 

分數 次數 百分比(%) 

1 4 8.9 

2 2 4.4 

3 16 35.6 

4 18 40.0 

5 5 11.1 

總和 45 100 

平均 3.40 

 

‧整體來說，執行廠商在時間上和次數上的付出感到滿意 

受訪業者有 44.4%的人同意或非常同意此輔導政策整體來說，執行廠商在時間上

和次數上的付出感到滿意、有 15.6%的人不同意或非常不同意此輔導政策整體來

說，執行廠商在時間上和次數上的付出感到滿意，由此問項可以得知業者認為執

行廠商在時間上和次數上的付出感到滿意的不到一半，政府在執行時可以針對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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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方式進行修正。 

 

表 23 整體來說，執行廠商在時間上和次數上的付出感到滿意 

分數 次數 百分比(%) 

1 4 8.9 

2 3 6.7 

3 18 40.0 

4 18 40.0 

5 2 4.4 

總和 45 100 

平均 3.24 

 

‧ 整體來說，廠商評選機制是公平的 

受訪業者有 48.8%的人同意或非常同意此輔導政策整體來說，廠商評選機制是公

平的、有 17.7%的人不同意或非常不同意此輔導政策整體來說，廠商評選機制是

公平的，由此問項可以得知業者認為廠商評選機制是公平的不到一半，政府在執

行時可以針對此執行方式進行修正。 

 

表 24 整體來說，廠商評選機制是公平的 

分數 次數 百分比(%) 

1 2 4.4 

2 6 13.3 

3 15 33.3 

4 20 44.4 

5 2 4.4 

總和 45 100 

平均 3.31 

 

 ‧整體來說，廠商評選家數是適當的 

受訪業者有 46.6%的人同意或非常同意此輔導政策整體來說，廠商評選家數是適

當的、有 26.7%的人不同意或非常不同意此輔導政策整體來說，廠商評選家數是

適當的，由此問項可以得知業者認為廠商評選家數是適當的不到一半，政府在執

行時可以針對此執行方式進行修正。 

表 25 整體來說，廠商評選家數是適當的 

分數 次數 百分比(%) 

1 5 11.1 

2 7 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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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12 26.7 

4 20 44.4 

5 1 2.2 

總和 45 100 

平均 3.11 

 

‧整體來說，廠商的補助資源或金額充足 

受訪業者有 33.3%的人同意或非常同意此輔導政策整體來說，廠商的補助資源或

金額充足、有 30%的人不同意或非常不同意此輔導政策整體來 說，廠商的補助

資源或金額充足，由此問項可以得知業者對於補助資源或金額感到充足的不到一

半，政府在執行時可以針對此執行方式進行修正。 

 

表 26 整體來說，廠商的補助資源或金額充足 

分數 次數 百分比(%) 

1 5 11.1 

2 4 8.9 

3 21 46.7 

4 13 28.9 

5 2 4.4 

總和 45 100 

平均 3.07 

 

‧對於政府政策應有事後檢討機制，以利政策發展能夠更加進步或改善 

受訪業者有 91.1%的人同意或非常同意對於政府政策應有事後檢討機制，以利政

策發展能夠更加進步或改善。 

 

表 27 對於政府政策應有事後檢討機制，以利政策發展能夠更加進步或改善 

分數 次數 百分比(%) 

3 4 8.9 

4 23 51.1 

5 18 40.0 

總和 45 100 

平均 4.31 

 

‧輔導時程應多久時間才比較合適 

有 35.6%受訪業者選擇輔導時程在六個月以上至一下以下，其次是選擇在三個月

以上至六個月以下共 31.1%，第三個則是選擇一年以上共 26.7%，最後則是有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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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業者選擇三個月以下。 

 

表 28 輔導時程應多久時間才比較合適 

時間 次數 百分比(%) 

三個月以下 3 6.7 

三個月以上至六個月以下 14 31.1 

六個月以上至一年以下 16 35.6 

一年以上 12 26.7 

總和 45 100 

 

圖 1 輔導時程應多久時間才比較合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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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受過此輔導案的次數 

受訪業者接受輔導案的次數如下表?和下圖?所示。一次的有 28.9%、兩次的有

35.6%、三次的有 13.3%、四次的有 8.9%、五次(含)以上的有 13.3%。 

 

表 29 接受過此輔導案的次數 

接受次數 次數 百分比 

一次 13 28.9 

兩次 16 35.6 

三次 6 13.3 

四次 4 8.9 

五次(含)以上 6 13.3 

總和 45 100 

 

圖 2 接受過此輔導案的次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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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受此輔導案的年次 

受訪業者接受此輔導案的年次如下表?和下圖?所示。 

 

表 30 接受此輔導案的年次 

年次 個數 百分比(%) 

2002 4 3.4% 

2003 4 3.4% 

2004 5 4.2% 

2005 10 8.5% 

2006 15 12.7% 

2007 16 13.6% 

2008 19 16.1% 

2009 29 24.6% 

2010 16 13.6% 

 

圖 3 接受輔導的年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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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下表 31 政策執行面平均分數是將問項 27、28、29去除後平均而成，因為這

三個問項並不是由李克特五等量去填答，我們可以得知整體而言，業者對於政策

制定面的總平均分數為 3.45，表示業者對於政府在此輔導案的政策制定是抱持

著普通以上的評價程度。跟第一個構面政策制定面平均分數 4.05相比，分數表

現較為遜色，可以得知業者對於政策制定面的肯定優於政策執行面，顯示政府在

此輔導案執行力可以再多加強，否則淪落為空有口號的政策，並不是業者樂於所

見。 

表 31 政策執行面平均分數 

問題 平均分數 

15請問您認同「台灣客家特色商品設計與輔導計畫」為了符合採

購法，以公開招標後交由得標廠商執行的方式？ 

3.02 

16「台灣客家特色商品設計與輔導計畫」的執行內容重點著重在

產品設計方面？ 

3.56 

17「台灣客家特色商品設計與輔導計畫」的執行內容重點著重在

包裝設計方面？ 

3,87 

18「台灣客家特色商品設計與輔導計畫」的執行內容重點著重在

產業輔導（經營管理、製造、技術等）方面？ 

3.56 

19整體來說，您認為執行廠商具有專業水準? 3.49 

20整體來說，執行廠商與您有保持良好的溝通? 3.47 

21整體來說，您認為執行廠商具有服務熱忱，並耐心地盡量滿足

您的需求? 

3.40 

22整體來說，您對於執行廠商在時間上和次數上的付出感到滿意? 3.24 

23整體來說，請問您認為「台灣客家特色商品設計與輔導計畫」

的廠商評選機制是否公平？ 

3.31 

24整體來說，請問您認為「台灣客家特色商品設計與輔導計畫」

的廠商評選家數是否適當？ 

3.11 

25整體來說，請問您認為「台灣客家特色商品設計與輔導計畫」

對於廠商的補助資源或金額充足? 

3.07 

26請問您是否認為對於政府政策應有事後檢討機制，以利政策發

展能夠更加進步或改善? 

4.31 

總平均分數 3.45 

 

5.結論與建議 

每一項政策的制定與實行，都有其時代性與使命性的意義存在，隨著時代的變遷，

其意義也會隨著時空的不同而有所改變。「台灣客家特色產品設計輔導計畫」的

政策在這幾年的成效是有目共睹的，然而，有些地方若能夠予以改變，應當能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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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政策更加的完善、獲得更多的肯定。本研究根據調查的結果，分析並歸納以下

幾點建議，供客委會以及相關政府部門作為參考，希望對未來的政策發展有所助

益。 

 

5.1.產業政策定位 

根據調查結果發現，目前此計劃案因為申請輔導的業者過多，不僅分散政府資源，

也呈現出「客家特色」的焦點被模糊的問題。雖然客委會近年來對於客家產業與

客家文化積極地制定相關法令並放寬對客家文化與客家族群的認定，擴大輔導範

圍、廣納民眾參與以獲得認同，但這去邊界的做法往往會落入「文化商品化」、

削弱認同感的疑慮，喪失了獨特的地方感與人們的歸屬感。（Relph, 1976）因此，

客委會似乎有必要再對其產業政策重新定位，才能創造出真正具有獨特性的客家

產業與文化，並凝聚客家族群的認同感與向心力，以利客家文化永續的經營與發

展。 

 

5.2 成立協盟組織 

近年來客委會大力發揚客家文化、發展客家產業的成果是有目共睹的，因此業者

們極力想參與歷年來執行有成的「台灣客家特色產品設計輔導計畫」，不僅在家

數上有名顯的成長，就連非客家族群的人也開始一同加入客家商品的開發與製作

的行列。這種現象在政府部門的政策規劃無疑是一項民眾贊同的反應，但卻也是

未來政策規劃的重大轉機。家數上的增加不僅可能讓政策執行的效益降低，參與

民眾的屬性和水準差異性大，也容易產生上述政策定位失焦的問題，日本的地方

產業發展政策就曾經歷過類似的狀況。而許多日本地方政府為了兼顧人民的參與

意願和政策目標的成效性，鼓勵民眾成立地方性的或同業種的協盟組織，讓其中

的領頭羊發揮母雞帶小雞的效應，不僅能促使地方業者加強彼此合作、凝聚向心

力，更能讓政府資源發揮最大的效應，政策確實執行。 

 

5.3建立評鑑機制 

目前國內政府各部門依據採購法執行政策，雖然有某些方面的優點，但大多數執

行成效不彰、品質低落，卻是不爭的事實。為了改善這種現象又必須符合法律的

限制，政府部門應建立評鑑機制針對執行單位的執行內容加以審核，作好施工或

執行品質的管控以及獎善罰惡，讓政府部門政策的執行與運作更加順暢，確保國

民的生活品質得以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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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群邊際的客家產業發展與社會生活─苗栗大湖鄉邊境的街市聚落分析 

黃世明  副教授   

摘要   

苗栗縣泰安鄉清安村與大湖鄉接壤，是客家人與泰雅族混居的村落，也是泰安鄉

的村落中，客家人集中且人數多於泰雅族的聚落，本研究調查的分析軸向與研究

目的】包括：(1) 進出泰安鄉洗水坑的歷時性節奏；(2) 街市聚落族群邊際的生

成變化與特色；(3)洗水坑作為清安豆腐街生活共同體營造的發展變化；本研究採

取質性研究的觀察法與訪談法進行經驗調查，總共累積 16 位受訪者資料。 

客家人移居到泰安鄉的清安村討生活、保生計，日治時期大致可分為四類：(1)

陸續到山林開墾荒地務農的做山耕田；(2)防禦原住民而被調派從事隘勇工作者；

(3)焗腦；(4)林班伐木；戰後的農林發展時期，從山上遷移到豆腐街的客家人很

多，加上 1965 年行政機關遷移至此，清安洗水坑成為泰安鄉行政中樞，也是進

出山林的交通要道及疏紐，1965 年葛樂禮颱風侵襲，當時許多住戶在颱風過後

遷離；1970-80 年代，鑲嵌在台灣的都市化與工商發展節奏快速，促使在地居民

離開洗水坑，出去的客家人比原住民多，從 1960 年代起一直到 2000 年代，有大

量的人口外移，其進出遷徙的節奏，大致上一直維持街上居民往外移，居住在山

上的居民搬來住的狀態，到了 2000 年代之後，有比較多人買地建屋居住，大致

是因為豆腐街發展的關係。 

就街市聚落族群邊際的生成變化與特色的分析可知：1.山林資源的競取，產生客

家人與泰雅族的利益衝突及其邊際推摩；2. 就土地資源的相對利益與繼承使用

而言，有利於原住民而不利於客家人；3. 族群邊際的差異形塑，在選舉動員時

期的壁壘最為分明，客家在當地的政治生態處於相對弱勢；公部門的福利政策措

施都以原住民為受惠對象，地方公務機關任用臨時人員，也對原住民也較有利；

4.就食貨交易與交換互動所型塑的族群邊際而言，商品的交易與禮品交換交相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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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部落裡的雜貨店大部分都是客家人經營，雜貨店是反應當地住民生活與遷徙

的窗口，也是消息交流的場所，客家人的理財儲蓄觀與原住民的花錢享樂觀，形

成經濟行為的差異邊際；5.就族群互動與族群語言的使用分析而言，交易形成不

同族群語言的相互學習，泰安鄉的前山五村與後山三村形成不同的語言場域，前

山五村的原住民習於客家話的使用，後山三村則以泰雅語為生活共同體的語言；

6.分析文化慣習與生活遇緣所形成的族群邊際，在信仰文化與婚喪生命禮儀的差

異區別，原住民是天主教儀式而客家是傳統的客家習俗與民間道教信仰，泰安鄉

的節慶活動與休閒活動，一向以泰雅族群為主軸，然而豆腐街的美食文化節，則

是以客家活動為主體；泰安鄉的客家人和原住民的通婚相當少，原住民反而和外

地的漢人通婚比較多，族群意象雖然朝向改善的趨向發展，然而客家人還是會認

為比原住民的文化水準高。 

就清安豆腐街生活共同體營造的發展變化分析，可得到下述的經驗特質： 

1.清安豆腐街營造的生成變化及其對在地物質生活的影響：豆腐街成為地方特色

產業的消費空間建構之後，生意買賣與遊客增加許多，改變了原先的上山與外出

工作的經濟生活型態，時間的自主性似乎因為城鎮商業運轉機制的影響而降低，

比農耕生活忙碌而節奏速度加快。豆腐街發展所帶來的經濟利益，有助於人口回

流以及在地產業商機，然而依舊鑲嵌在大湖草莓與泰安溫泉產業板塊與淡旺季變

化的節奏過程之中。豆腐街在開啟之初，由鄉公所扮演主導與催化的角色，然而

鄉公所後來則鼓勵觀光產業協會提出建議規畫，與公部門合作來共同執行落實。 

2.豆腐街打造後的生意往來經營與族群議題：清安村為客家人聚集的生活空間，

以豆腐為特色載體而建構地方產業，自然就與客家文化產生密不可分的連結關係。

清安豆腐街選擇以在地特色為主軸，並非以族群產業的特色意象為主；即使不以

族群文化作為行銷的主軸，然而相關的產品組合行銷，亦可以將豆腐與甜杮聯合，

將客家豆腐與泰雅甜杮組合交錯來共同行銷。 

關鍵詞：洗水坑、清安豆腐街、族群產業、在地產業、族群邊際(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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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台灣人民的開台先祖，排除萬難，歷盡千辛萬苦，先後到台灣闢建可以安身立命

的新天地，自然形成因血緣、地緣、事緣…等關係連帶的生活共同體，隨著歷史

社會的時空發展，形成同異錯綜的互動關係結構體系，其中不同族群的人，開發

其生存發展的資源，建構或適應自身遭逢的境緣；由於資源、機會的有限性與環

境的限制，使族群之內與族群之間，難免有「與時偕行」的或鬥或和之往來進出

關係。移民社會的家園建立與多元族群的往來互動，成為形塑台灣歷史文化生成

發展的重要組成要素，歷史文化的源衍生成與社會經濟的活動舞台，往往因為族

群互動而賦予不同的意義取向與角色構作；在不同情境脈絡下的生存發展與類聚

群分，族群各自展開詮釋行動，進行資源取得「正當化」的論述競賽，影響族群

競合的互動關係。 

苗栗縣泰安鄉清安村與大湖鄉接壤，是客家人與泰雅族混居的村落，也是泰安鄉

的村落之中，客家人集中且人數多於泰雅族的聚落，在錦水村之南、汶水溪支流

的洗水坑溪流域，東依洗水山，西與汶水相近，西界與大湖鄉富興村相接。清安

村的主要聚落有二：一在村西，名洗水坑；一在村東，名馬都安。洗水坑位居汶

水溪與其支流洗水坑溪會合處，該地係溪谷，台地狹隘，住區不廣，原僅數戶人

家居住，自 1965 年鄉公所遷建自此之後，泰安鄉各重要機關，陸續遷入，住戶

增加，儼然成溪谷的小城〈廖守臣，1984：335,336〉。據 2008 年出版的泰安鄉志

記載，苗栗縣泰安鄉在日治大正初期以前，完全是泰雅族的天下，文獻上並無漢

人移居的紀錄；於大正 5 年(1916) 始有進入漢人定居。就日治時期的戶籍資料來

進行分析，大正 5 年 3 月，劉阿慶、饒運火率家人入籍南洗水、曾進欽、謝阿運

入籍北洗水(均在清安村)、傅阿石、吳阿宗入籍打必厝社(今錦水村)，乃第一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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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入泰安的漢人，之後漢人陸續移入，自大正 5 年(1916)至昭和 20 年(1945)，前

後三十年移入的漢人多達 305 戶，1108 人〈黃鼎松總編輯，2008：190，2002：

100〉。 

清安村鑲嵌在泰安鄉的歷史發展脈絡之中，彭海村於 1997 年，在臺灣省文化委

員會所舉辦的耆老口述歷史座談會中，闡述了泰安鄉發展，約略可分為 3 個時

期： 

第 1 個時期：1907 年間，泰安鄉各社之原住民陸續被日本政府平定，原住民先後

向日警繳械。歸順後，日本政府為了便於管理原住民，在泰安鄉各村設置警察駐

在所，共有 22 所，除設置在人口較多之部落外，其餘大致每隔 4 公里、或步行

1 小時的距離，設置 1 個駐在所，每所雇用漢人當「警手」5 至 10 人〈戶〉，另

設隘勇線，雇用隘勇，最多時期達 1,015 人，另轄區人口較多之駐在所，設有醫

務室〈今保健室〉、購買所〈福利社〉、番童教育所〈今國小〉，以及搬運物資之

輸送隊伕役〈搬運工〉；日人為開採臺灣樟腦，招募腦丁在泰安鄉各地製腦。這

些漢人，大部分在戰後仍留居各村從事農耕或做雜貨買賣工作。 

第 2 個時期：自昭和 12 年〈1937〉至昭和 16 年〈1941〉間，中日戰爭至第 2 次

世界大戰時期，日本政府為確保戰爭物資，鼓勵漢人進入清安村腦寮庄、錦水村

以及中興村之大歷、珠湖等「州有」或「國有」土地墾植苧麻、雜糧等作物，另

又核准引進一批漢人進入泰安鄉從事墾殖及伐木工作，昭和 12 年〈1937〉間，

日本政府開始開闢上島〈泰雅族人稱此地為 Ma-ao，意為；山胡椒，日治時改稱

上島〉公路，開採洗水山等地木材而引進外地伐木工人，部分伐木工人在工作結

束後留居清安村洗水坑等地。 

第 3 個時期：1945 年至 1961 年間，錦水坑橫龍山一帶、南大窩及虎子山等地之

林班漸次開發，泰安鄉各地煤礦〈如規模較大之南庄、龍福煤礦等供人有數百人〉

也已開採，在桃、李、香茅全盛時期，每天搬運水果卡車有 5、60 部；斯時工作

機會多，賺錢容易，吸引大批漢人進入泰安鄉，嗣後這些工人大部分仍留居橫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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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洗水坑等地。當時政府為安置退除役官兵，於士林、象鼻、梅園村安置 3

百多戶退除役官兵設籍，從事國有林班地之造林工作。在 1961 年間泰安鄉之漢

人約有 8 百多戶人口 5 千多人，而原住民僅有 5 百多戶，人口約 3 千多人。到了

1970 年末期以來，因為工商發展，農業不景氣之影響，泰安鄉之漢人逐年遷移

至平地鄉鎮，1990 年代的漢人只剩 2 千多人，原住民人口增加到 4 千多人〈臺灣

省文獻委員會採級組主編，1999：120-123〉。 

泰安嫏聚落的發展歷時過程，鑲嵌在鄰近的鄉鎮的共時結構，形成多元族群的共

構形態，形塑族群邊界(際)的顯隱呈現、交滲維持的複雜變化，族群邊界的理論

觀點，繼而可延伸至系統與環境所生成的邊界思維，參照易經往來交際之「類族

辨物」觀玩，得以參考觀照本研究調查的分析軸向與研究目的：(1) 進出泰安鄉

洗水坑的歷時性節奏；(2) 街市聚落族群邊際的生成變化與特色；(3) 清安豆腐

街生活共同體營造之後的發展變化；本研究採取質性研究的觀察法與訪談法進行

經驗調查，總共累積了 16 位受訪者資料，其中公部門有兩位，主要是鄉公所的

成員，包括規畫並建構豆腐街地方特色產業再造的承辦人員；在地民間組織，主

要是觀光發展協會的成員；其它則為在地店家與居民，總共有 12 位。 

 

二、族群邊界、往來交際的類族辨物觀點 

〈一〉族群邊界的理論觀點分析 

族群有其主體性，然而主體的實踐行動，唯有在與其他族群的互動過程中，形塑

而成的族群邊際，才能凝現族群的「因異顯有」與「遇異類同」的辨識取捨；族

群不是單一獨存的社會事實，而是透過與其他族群往來，由於關係變化而逐漸建

構而成，因此，可以藉由族群邊際與時俱易的消長盈虛，凸顯族群的文化風格。

馬戎分析群體一旦產生”族群意識”，即會在與他族的交往過程，不斷明確化並

強化自身族群的邊界；一個群體只有與其他群體相互接觸交遇的過程，感受到彼

此之間存在著形構差異和利益衝突時，才會去強化”本群體”的意識；不同族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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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間，文化、經濟與社會的消長過程，也會造成族群邊界的改變，此外，大規模

的人口跨地域遷移，也可能造成族群及其邊界的重組；一旦族群身分與某些優惠

政策或歧視政策相關聯時，族群邊界就會進一步受到政治技術的操弄所影響，族

群身分的取捨爭避，成為統治技術與集體記憶建構之間的利器(馬戎 編，2006：

76,78,610)。 

王明珂在《華夏邊緣》一書中，闡述「族群」並非單獨存在的客觀實體，而是存

在於與其他族群的互動關係；造成族群最主要的是族群的「邊界」，而非語言、

文化、血統等的族群「內涵」；族群的邊界，不一定指的是地理邊界，主要是「社

會邊界」。在資源競爭的過程，一個人群強調特定的文化特徵，來限定我群的「邊

界」以排除他人；強調文化特徵來劃分族群邊界，通常發生在有資源競爭、衝突

的邊緣地帶；在族群的核心或資源競爭不強烈的邊緣地區，文化特徵則相對顯得

並不重要。族群邊界是多重的、可變的、可被利用的，隨著內外環境的變化，可

共享資源的人群範圍也隨之改變；族群認同，從某個角度觀之，可以說是人們在

現實利益的抉擇下，設定邊界以定義那些人可以分享資源，並藉此排除外人的策

略應用(王明珂，2005：24,32,68,76,78,83,401)。 

族群在追求擁有與成為是自身之際，呈現或隱或顯的關係，Rex 認為，實際選定

的象徵認同標誌會因為境況的不同而不同，繼而影響邊界定位的變化 (顧駿 譯，

1991：176,177) Barth在1969年主編出版的論文集《Ethic Groups and Boundaries》，

在導論之中，Barth 宣稱「族群」是由組成份子認定的範疇，造成族群最主要的

是「邊界」，而非包括語言、文化、血統等的「內涵」；一個族群的邊界，不一定

指的是地理邊界，而主要是「社會邊界」。在生態性的資源競爭中，一個人群強

調特定的文化特徵，來限定我群的「邊界」以排除他人；Barth 認為，複雜的多

族群系統，社會機制傾向於保存分化和邊界形塑，然而相互依賴的互動呈現，可

以部分地從文化生態的觀點進行分析：（1）他們在自然環境中明顯地佔據了獨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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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小生態環境，在最低程度的競爭中佔有生態資源。在這種情況下，雖然同居在

某一地區，他們的相互依賴是有限的，而且主要傾向於通過貿易，或者是禮儀性

的交往進行對接；（2）他們會佔據一個地區，這種或為資源競爭或沿邊界和可能

沿其他地區的對待，會捲入政治鬥爭；（3）他們會互相提供重要的物品和服務。

如果他們在政治領域聯繫不是很緊密，這就包括一個典型的共生狀況和一種可能

的連接領域；如果他們也通過不同的生產方式壟斷者而競爭和生存，這就包括一

種緊密的政治、經濟聯繫，伴隨著產生其他互相依存形式〈高崇 譯，Barth (1998)，

2006：51-53〉 

對於多數社會現象來說，邊界總是流動的，要確定一個事物性質，就要先確定它

的邊界；要確定它的邊界，就要理解其脈絡和過程；邊界不是平面的，而是立體

的；所謂“原汁原味”的文化，從嚴格意義上說是不存在的；族群性也是一種歷

史現象，而非“既定”現象，也因住地遷移、政治與經濟環境的變遷、族群之間

的互動關係，以及族群自身的發展深化，在歷史進程中不斷改變其內容和功能〈納

日碧力戈，2006：201,203,209,210〉。 

族群邊界不是孤立靜止的，而是動態的、雙向互動的，族群的認同必須在族群之

間的互動過程來探討；文化淵源是重要的族群邊界和維持族群邊界的要素；族群

自我認同通常包含符號（如語言、表現文化、宗教、民族英雄、服飾、節日、宗

族與姓氏）、飲食傳統等因素〈周大鳴，2006：242,243,249〉。每一族群都有決定

或表達成員身份的方式，用來指示或指明群體成員身份的這些顯性因素，就稱謂

族群象徵（symbolic ethnicity），或稱為族界標誌（ethnic boundary markers），族群

象徵的運用，取決於個體在特殊情境中採取的策略，族界標誌包括集體名稱、共

同血統、語言、宗教、體質外表、或特定文化特質，甚至團結感與特定領土的聯

繫。族界標誌不僅在相互辨認成員時很重要，在證明非成員的認同和獨特性方面

也很重要，其中語言是族界標誌中最常見的個人認同的象徵符號，在世界許多地

方，個體的地方語言是族群認同的主要指標〈蘭林友，2006：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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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mith 認為，族群共同體對於個體來說，乃與資源交相連結；象徵在形塑資源（包

括人）、界定邊界和給成員提供目標和方向方面，具有重要的作用。然而，像所

有其他文化規則一樣，象徵是可變的、有伸縮性的，象徵的認同詮釋以及形塑的

邊際內外之別，能夠調適並創造迎合群體和個體的興趣和環境(龔維斌 良警宇 

譯，2002：34,35)。 

促使族群邊界日漸模糊的因素有許多種，族內異質性的增大，無疑是最主要的因

素之一。在一個族群中，族內異質性越高，即內部特徵差異越大，人們分屬於不

同“群組”的機會就越多，群組認同就越表現出多樣性，一個人可能會認同許多

不同的群組，並出現“群組”認同重合交錯的情況，如此則可能會降低族群的認

同意識。族群邊界往往因族群之間行業、職業以及收入狀況的顯著差異而清晰。

在這種情形下，如果某些族群放棄過去一直從事的特色行業和職業時，族群邊界

就變得十分模糊，被漢文化同化的程度越高，族內異質性則越高，族群邊界越有

可能較為模糊〈梁茂春，2006：636,638,639〉。在一個特定的村莊或地區，當族際

通婚達到了一定規模後，族群之間的邊界也就變得越來越模糊，族群邊界的變化

或模糊化，往往是族群同化或族群融合過程中產生的，而族際通婚則很可能是使

族群邊界模糊化的最主要因素〈梁茂春 ，2008：270〉。 

〈二〉易經交際往來與類族辨物的觀玩思維 

族群交往及其邊際的生成變化，可以旁通易理之交際往來以及類族辨物的意義，

予以更豐富多元的感通知解。交的字形像一個人兩腿交叉的情狀，交是形成相互

之間的狀態，例如交替、更迭的狀態，則有交相互長的作用。由交產生際，無際

則無現象的生成變化，際乃是兩牆的相接處，又為合縫的地方，接合交會而有邊

界分際的現象。交是關係形塑的關鍵所在，由交故有化裁通變的可能性。 

1.始交─交泰與交有功─無交害的互動取向 

交易或交變的過程，在交往開始的階段，往往有關係定位與主客對立的始交難題，

屯卦彖傳云：「剛始交而難生」，然而不交往則沒有通達以建立互為主體實踐的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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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性，泰卦彖傳云：「天地交而萬物通」，交往的過程，會導致適變與御變的挑戰

與回應，然而門戶之見以及主觀偏見，影響交往是否能通達無礙，若能敞開心胸

迎接將至的變局，主動出擊以理解所繫隨的環境因緣，破除門戶之見而廣納眾智

並廣結善緣，如此才有助於交住形成彼此有利的變化生成，是以隨卦初九云：「官

有渝，貞吉，出門交有功。」交往應有理性溝通的誠信基礎，如果沒有「無交害」

的必要行動準則，則不能成就「大有」之功，如果交往而欲企圖單方的利益而造

成另一方的損失，資源的獲取乃是為了我執私有而非為了公共大有，將不利於溝

通交往的持續與互為主體的通達無礙，是以易經大有卦初九云：「大有初九，無

交害也。」 

2.交往所形成的邊際類型 

交的過程產生際，交際呈現了「交」的錯綜現象與各從其類的旁通變化，互動乃

交際的作用往來與時位摩盪的過程，凝現遷流的複雜形勢。交則有分際，分際的

交互摩盪與取捨拿捏，影響或同或異、或聚或散、或從或違、或通或塞的形勢迭

用關係。日月相推的往來，則是剛柔迭用交變現象之一端，是日月繼明的終始之

際，消長盈虛的變化交錯文理，呈現變動的往來之際，由內到外與由外到內的交

往，所形成的變化則凝現內外之際，往者為屈，來者為伸，「屈伸相感」的取捨

制宜現象亦是感通時變之際，「參伍以變，錯綜其數」的參伍錯綜，所形成的各

從其類與對待消長的種種文理現象，亦是關係網絡建構，自然形成的錯綜顯隱之

際。 

3.交際關係於終始─上下─內外的生成變化 

際在易卦爻位的繫辭，乃在泰卦的九三爻與解卦的初六爻，泰卦九三為內外轉化、

上下交臨以及內在時位結構的終始之際：「無往不復，天地際也。」解卦初六乃

萌動之微、初始生成之際的化裁制宜：「剛柔之際，義無咎也」。 

際有終末與初始的交迭之際，善用交往之際則能找到解決交往窒礙難行的策略，

解卦初六：「無咎。象曰：剛柔之際，義無咎也。」解除險蹇難滯礙難行的入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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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即在觀察剛柔往來升降消長交易之際的變化，由於無間有際的可滲透之交揉

迭用，呈現範圍曲成邊際，際如同結構的交接構作之處，際有文理可辨與流形可

識，剛柔摩盪錯綜的往來消長而形成際，際有流形位勢的變動不居，亦依其內外

在的聚散分合，凝現其可發展親近與隔離不親的範圍。解除交往的蹇難障礙，若

沒有「際」，則找不到可解的下手處，有際則可觀察其文理變化的剛柔消長形勢，

找到適當的方式，參考不同時位發展的可能性，順而止之並迭用剛柔以中節解除，

初始之時，陰始凝則剛柔交往有際，有際則有交，有交則陰陽摩盪有錯綜消長的

變化，觀文察變而迭用剛柔，當其可而隨時位之所宜而治之，則解可用而咎可免。

際亦有內外上下交往之際，泰卦九三云：「無往不復，天地際也。」來知德：「際

者交際也，天地否泰之交會正在九三六四之際也。」陰陽相接無間有際，泰否通

塞消長相倚，知際即知消長之機，明際則知範圍曲成之文，剛柔相摩八卦相盪亦

顯參伍錯綜交易之際。 

4.類族辨物的邊際形成與資源享有 

往來出入交際，有各從其類的情勢與資源分辨的行動，善用「際」，則有解除終

始相續的障礙之作用，也能生成上下內外轉化之際的通泰情勢，在剛柔交際的內

外轉化與上下對應的時位，往來的投桃報李或恩怨相報，影響族群關係或和或鬥

的用剛用柔情勢，也影響類族辨物共同體範圍的消長變化之可能性。 

同人卦大象曰：「天與火，同人，君子以類族辨物。」水流溼而就下，火就燥而

炎上，本乎天者親上而各從其類，於各從其類的統攝整合過程，有明辨親疏關係

的必要性，類群之中有親密族系，亦有疏漏邊緣；同人乃天與火的關係，有勢同

相近、本同相親的關係，同人因關係之同異、大小、遠近、親疏，由是導致物的

歸屬、分配、共享、擁有的義利之辨。或者以類族為工具、以同心為手段，追求

物的擁有與享用。同人有類族的關係取捨同異，也有辨物的擁有分配義利，類族

有理勢的正當性，辨物有義利之區別辨取。同人卦六爻的類族辨物之時位行動取

向，從初爻至上爻依次為：1.去除門戶之見、交住不相害的類族辨物；2.超越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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緣共同體的各遂其私格局，求取公而忘私的類族辨物行事；3.轉型出擊之際的觀

望與安身自處的類族辨物；4. 超越權勢困境、觀審時位之宜，由是反身自律的

類族辨物；5. 於公共領域的正名宣稱並克服公平合理溝通行動的障礙之類族辨

物；6. 以至誠不息、變革創新之類族辨物，凝現族群化成之生命力。 

族類對立不但導致族群的衝突互斥，也促使資源的利用分享，產生或信交友、或

疑敵對的關係；類族辨物的邊際消長，使資源因為時位的不同，而有使用正當於

否的認定，因為資源獲取的考量，構作資源繫屬的他族所認同接受的身份，得以

進出族群邊際而左右逢源的邊際整合角色，也或許因為資源獲取的手段與身份依

違的正當性連結失效，成為進退兩難、自他族群皆不再信任的邊際衝突角色，例

如台灣清領時期的番割或通事；邊際認同的繫隨趨避，使族群往來之際，在政治

經濟的結構影響下，有選擇成為自己的自我認同或選擇不成為自己的從他認同，

資源的「時用」考量，致使族群的認同產生「與時偕行」的取捨變化。 

類族乃是人際互動，積漸形成的同異界限之分類原則，以及產生親疏關係的比較

邏輯，人際類族過程中，同異親疏的區分比較與離合吸斥，主要視互動的參與者

是否有共同的生發本源之同類意識﹝其中又以親緣、地緣為主要的共本同源之親

和因素﹞？彼此是否有相輔相成的發展趨勢？同而親的共源聚合，輔以相成交長

的發展趨勢，形塑了凝聚力較強的族群團體。辨物乃是依循類族過程的行事邏輯

─同異親疏的擬議判斷、觀變審勢的行動抉擇、根源認同的依違繫隨，辨取或辨

捨資源的組合利用關係，由類族的行事邏輯，對類族關係網絡所連結有關的資源，

包括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等資源，導致不同形式的資本交換方式；類族的過

程，產生對共源親疏與境緣情勢之錯綜考量，影響辨物的取捨、組合應用、形成

使用、擁有與分配等轉化與交換的諸多問題。 

類族辨物不但影響資源分享分際範圍與認同抉擇策略，對族群邊際的範圍曲成與

消長顯隱，亦非二分互斥的分際，而有似是而非─似非而是、信疑參雜的嫌疑關

係，也有同中存異與異中求同的異同取捨，由於有嫌疑可別，於是有正名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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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與合禮得宜的正當性論述交征，然而也使統治技術有深化操弄的潛移默化功能

展現空間；由於同異之間有摩盪變化的分際消長，是以同一族群有差異化的分疏，

異族群受到境緣的影響也有同人化的致一凝現，類族辨物與「別嫌疑，異同類」

的治術運用，有旁通互明之處。 

 

三、進出泰安鄉洗水坑的歷時性節奏 

族群因為資源的競逐及其引生的交互推移與勢力消長，是進出泰安鄉洗水坑的集

體記憶，當地的泰雅族身份的行政首長，闡述了原住民遷移的三種方式，一為生

計型態的資源獵取慣習使然，依部落老人家的傳述的話，遷移與生活的需求有關

係，原住民習慣打獵，在一個地方狩獵，獵物減少了，就逐漸往山裏移動，乃從

沿海的地區開始發展往內山移動以獲取獵物；二是傳統禮俗論，原住民的傳統生

命禮習，原住民家裡有人死亡，就在房子裏掩埋之後，隨即要搬家遷徙，是以原

住民會一個部落一個部落分開；三是族群競逐資源的推擠效應，清安村豆腐街一

直到雪霸公園管理處，都是原住民的傳統生活領域，這裏的原住民原先在公館，

由於漢人徙入，於是退到山上，第三種是受訪者認為族群遷徙最主要的原因。 

除了競逐生計資源的移動往來之外，在地客家人亦有認為客家族群被福佬人推擠

而遷移到山地丘陵，繼而進入原住民的原有範圍： 

「我聽說的就是我們客家人比閩南人晚來台灣，好的地方都被閩南人佔住了，客

家人就到比較山裏面來發展，又把山地人往更山裏面趕；反正族群的鬥爭嘛，弱

肉強食，一方面也可能是外面都被閩南人佔去了，客家人才一直往更山裡面去發

展，所以原住民又為什麼往更山裡，是因為他們又比客家人早來，又被我們趕到

更山裡面了。」(A1,C2) 

以泰安鄉而言，可以用來耕作的土地是很稀少的，大致上較適合用來耕作的土地

大部分都讓早年到達山區的原住民所佔有使用，而客家人到了之後，為了尋求農

耕生產獲取生計物資，經過長時間的交流互動，有些土地被客家人所購買，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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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客家人私自佔用以作為農耕之地，原住民遷移到較為深山的地區。 

客家人移居到泰安鄉的清安、錦水兩村較多，因其地勢平坦，進出大湖、獅潭交

通較方便，日治時期，在這些地區放租公有地給漢人墾耕，對原住民「出草」管

制較嚴，比較安全；至於客家人到山林討生活、保生計，大致可以分為四類：(1)

陸陸續續到山裏開墾荒地務農的耕山種田；(2)防禦原住民而被調派從事隘勇工作

者；(3)焗腦；(4)林班伐木，本地的客家人為二次移民，大部分來自於現今苗栗

縣的大湖鄉、公館鄉、苗栗市等鄉鎮。 

移入的原因在日治時期為開發林業、焗腦、種植苧麻及公職（隘勇）等，當時因

隘勇等工作留在這裡的漢人，有客家人也有閩南人(但是閩南人很少)，退休之後

留下定居耕種。就跟那些腦丁一樣在山上「屌逗」(客語困住之意)後來留下來耕

種；在山上發展以林班伐木為主，後來才是種苧麻、香茅，原先靠打零工、挑擔、

幫傭等工作的人，在原來居住地沒財產、沒土地，為了生存就到山裡開墾耕種，

後來也有很多人又搬出去；客家人進入山林之後，在此長期居住，定居落戶者大

多是因為物質生計的需求，隨著時間空間的轉換，尋求經濟營收，從事果園耕作、

理髮、開雜貨店等行業。 

山林開發的興盛，造成人口流動頻繁，在地居民選擇在比較具有地利優勢、水源

充足而且交通便利的地方聚集，逐漸形成洗水坑聚落。日治時期，山上到豆腐街，

主要是為了交通便利與看病，戰後因社會型態改變生活頓失重心，在原居住地無

田產無工作，無法生存，就移民到山裏面墾荒、種山、耕地求生活，戰後後的移

入者，包括採煤工人，種植香茅、桃、李水果之農民；泰安鄉的農產品大致就是

竹筍、桃子、李子、薑與甜柿，以前與林班進來工作，後來林業蕭條，於是不少

人就留在上落食(過生活)，不過大部分的人都搬出去，當時進來的礦工也是如

此。 

農林發展時期到山上落食，從山上遷移下來豆腐街的居民佔大多數，清安洗水坑

地區因為對外交通便利，在 1960 年代泰安鄉公所也因對外交通連繫的考量而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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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到此，成為地方社會的行政中樞，也是進出山林的交通要道；洗水坑地區逐漸

形成客家聚落，主要也因為是地處交通要道，成為進出山林主要休憩及交易地點，

以前豆腐街(洗水坑)這邊的住戶不多，因為農林時期越到山裡面越容易落食(過生

活)，這裡什麼都沒有，是因為行政機關落址在這裡，包括國小、鄉公所、衛生

所、派出所等，才慢慢有人群、有商機，人群慢慢往這裡遷移聚集。 

清安村以前以林業為大宗，後來在 1950 至 1960 年代發展礦業，主要為南庄礦業

所經營，南庄礦業的林為恭家族，從南庄帶了一些技術專業經理人到洗水坑採礦，

致使當時在清安村出入的人突然增加許多，不過大部分都是進進出出，對地方紮

根發展經營並沒有特別的影響，然而因為採運礦產所設置的交通路線與運輸往來，

是當時對地方貢獻最大的設施，當時（大概 1950 至 1960 年代）地方居民進出，

常常搭乘煤礦公司的卡車，早期道路大部分沿著山壁開路，路況非常不好，尤其

是颱風或大雨過後的山崩不通，路一斷經常就是一個月左右，可是因為煤礦要急

著運出去，煤礦公司很快就會把沿著河床的卡車路恢復通車，使得清安這條交通

線比起泰安鄉其他地方更順暢。 

一位住在洗水坑（豆腐街）年齡 64 歲的居民表示，他 13 歲就跟著父親從大湖鄉

搬到洗水坑這個地方居住，1965 年受到葛樂禮颱風侵襲，靠近洗水溪溪邊的數

戶房屋被洪水沖走，家中田地也被洪水沖刷坍方了一大片，當時靠近鄉公所附近

的河床，並沒有像現在那麼寬敞，因為颱風帶來的洪水而流失，當時有很多住戶

受到驚嚇，颱風過後搬離；此外，在現今泰安觀止溫泉飯店的現址，以前有一個

原住民部落，在附近種香姑為持生計，葛樂禮颱風時，房屋幾乎全部被洪水沖走，

颱風過後，部落全部遷移到地勢較高的地區居住。 

到了 1970-80 年代，隨著台灣工商業發展以及社會型態改變，1970 年代大眾交通

工具（公車）改善，就在那一、二十年間，有許多人從山上搬下來豆腐街這裏居

住，也有很多是為了孩子的教育和交通工具的暢通，直接從山上向外鄉鎮遷出，

洗水坑豆腐街的居民幾乎都是山上搬下來的，大部分所居住的房子也都是換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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幾手了，2000 年代之後變化更大，很多居民只要有機會，都想辦法舉家般到外

界居住，年輕人則選擇向外發展事業。豆腐街的居民外移搬走後，就由山上的居

民搬進來遞補，從 1960 年代起一直到 2000 年代，有大量的人口外移，其進出遷

徙的節奏，大致上一直維持著街上居民往外移，居住在山上的居民搬來住的狀態，

目前豆腐街的居民，幾乎都是後來從山上搬下來的。 

豆腐街的住戶，大部分是向縣政府租用縣有地，沒有變賣祖產的壓力，也因為認

為買地花費較大，租地花費較小，就一直租用著，也隨時可以向外遷移；也因為

如此，在地居民流動率相對較高，再加上老一輩的農家長期是耕種的農家，生活

艱苦，希望下一代有更好的發展，對於地區無的長期發展期望，一有機會即往外

遷移，在本地世代定居的意願不高，到了 2000 年代之後，有比較多人買地建屋

居住，大致是因為豆腐街發展的關係，漲價漲得很快，然而只有鄉公所到豆腐街

這一帶的公告地價上漲，大概一坪漲到三萬多元，其他地方卻沒有漲價。 

山林的開墾農作生活，若要純粹以作山來維持全家生計，相當不容易，大部份的

居民，會從事其他的事務來賺取錢財貼補家用，如做豆腐、開小吃店等，原本進

出山林的人們都必須經過洗水坑街道，外環道開通後就較少人繞進來，洗水坑街

道的店家很難維持，後來因豆腐老街開發，人潮才逐漸回到街道，一直到 2000

年之後，進出山林之遊客大多都會到豆腐街一遊，2001 年的老街營造吸引人口

回流，其中哎呀豆腐店為典型的世居者，原本住在村子上的人家，有了機會就全

家搬到大湖或苗栗等外地發展，再由山區的客家人下山到城街居住，就這樣不斷

的推拉進出，2000 年代之後的清安豆腐街，推拉進出節奏日趨減緩，居民逐漸

穩定，原有居民除了老去外，住戶比較少變動，由於豆腐街的發展帶動了經濟的

來源，部分商家還是從大湖甚至苗栗等其它地區的人，進來這裏開店做生意，並

有長期定居發展的打算。 

  

四、街市聚落族群邊際的生成變化與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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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山地區域，自從客家人進入之後，早期原住民跟漢人的生活圈壁壘分明，原住

民不喜歡跟漢人住在同一個生活圈，漢人也不喜歡與原住民住在同一個生活圈，

形成各自獨立區分的生活型態，然而又因為整體自然資源共享下，產生不同的互

動交集介面，因此，當地族群之間的生活空間，看似在一個共同場域的大環境裏，

但是彼此之間不論是因為生活習慣或者傳統文化與價值觀念，總會畫下無形似有

形的邊界線，也默認如是地自行產生習以為常的遊戲規則與生存法則。原住民與

客家人，多年來都不會想要住在一起，絕大部分是因為生活習慣不一樣的關係，

凝現族群可滲透卻有各自維持的邊際。 

〈一〉山林掠奪經濟與山林慣習行事下的族群區別邊際 

1.政經掠奪體制下的族群衝突—隘勇線與樟腦 

明治 32 年(1899)樟腦局成立後，製腦事業漸盛，出入「番地」者漸眾，原漢衝

突頻繁，於是擴展隘制，增設隘寮、隘勇、隘丁〈黃鼎松總編輯，2008：274〉。

日治時期有許多客家人當隘勇，或者隘勇保護下的腦丁，也與原住民產生衝突。

當時甚至規定隘勇，如果發現原住民在對面的山上往自己的方向行走，不能隨便

直接開槍，要確認是不是過來投降的，而且一定要等到原住民發動攻擊，才能夠

開槍射擊，這樣的規定，往往在原住民攻擊時，已經來不及防禦反擊，致使當時

許多隘勇就在這種情況下犧牲生命。戰後有人陸陸續續從山上或從大湖那裏搬到

這裡開墾，逐漸形成村落。 

2.山林資源開物成務下的原客互動邊際 

過去洗水坑的漢人跟原住民互動很少，各從其類而使居住的地理空間分隔開來；

就山林的勞動圖像而言，漢人忙於農務生產，原住民為了擷取山林資源而到處移

動，生活場域沒有密切的分工整合，也沒有勞動合作的必要，然而就謀生慣習實

踐的邏輯而言，呈現客家人長於做山耕地的技術，原住民長於打獵並為先進的土

地擁有者，形成開發山林的專長互補以及原住民擁有─客家人租用的關係，隨著

互動逐漸增多而交換關係往互利方向增長，仇恨的集體記憶已逐漸淡出生活場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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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舞台。 

「早期原住民跟客家人基本上是不相往來、各自為事，尤其原住民都是以山區耕

作或打獵為主，不會到清安豆腐街這個村落來爭地，後來部分客家人因為可以開

墾的農地有限，因為生活上的需要，開始試著跟原住民租地耕作，而跟原住民有

了一些人際上的接觸，正好原住民本來就不善耕作，善於打獵，而耕作一直以來

就是客家人的強項，就這樣一拍即合、相互互補，農田由客家人耕作，收成後再

依約定收（繳）租，大家在生活上都有些助益，以前泰安鄉原住民和客家人互動

就是很頻繁，有仇恨的部分大概就是我祖父級以上的，因為以前有大環境相互競

爭等等的關係，現在沒有了，到我爸爸級的時候，原住民和客家人的互動就很好，

以前可能還有一些記憶，大概民國 50年代以後的人就沒有這些了」(A2)。 

〈二〉土地空間的法定權利與族群邊際的形塑 

1.土地權利所產生的族群合作與衝突 

傳統泰雅族的社會不具有傳統市場功能，沒有買賣只有交換，沒有貨幣只有物

品，是自給自足的共同體經濟型態；至於定耕畜牧，則是日治時期理蕃政策下的

催生所致；傳統泰雅族由於採行焚田農業及狩獵游居，因此與土地關係無法律及

財產的聯屬關係；對泰雅族而言，土地的意義在於宗教、儀式與親屬的聯繫〈黃

鼎松總編輯，2008：472〉。當地的山林農礦開發，因為原住民對耕種較不內行，

致使很多客家人到山上向原住民租地耕種，使當地原住民跟客家人產生緊密的互

動關係，甚至相互影響彼此的生計，也因此產生了一些摩擦、糾紛與誤會。 

就土地資源的相對主權利益與繼承使用而言，有利於原住民而不利於客家人，形

成合法擁有的原住民與租耕繳稅的客家人之土地互動邏輯之差異，原住民在政策

法令的保障下擁有較有利的所有權與繼承權，客家人無法登記擁有而只能承租，

並且要繳租金，而且沒有自由轉讓或繼承的權利；就擁有─承租的紛爭，特別是

在土地有商業化投資利益時更加增長突顯：  

「政府是完全保護原住民的，原住民保留地開發管理辦法就有規定，原住民以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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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土地要用來耕作的，最後就取得所有權，地上權、耕作權，所有權不用花半毛

錢，全部由政府補助，那如果是客家人耕作保留地的話，每年還要依規定繳租，

沒有辦法取得所有權，客家人沒有辦法擁有登記，沒有辦法擁有保留地所有權狀，

只能以承租的程序來承租，客家人要承租也是要租金，客家人承租的土地也不可

以傳給孩子，除非是死亡，孩子才可以繼承承租權」(A2)。 

「山地保留地是讓原客之間互動頻繁的媒介，也是逐漸浮現的問題，因為在早年

山地保留地為原住民所有，但是原住民較不會耕種，視之為不毛之地，但是當客

家人到了山區開墾運用，早期交易很多只憑口頭（誠信）約定，給一些報酬，就

讓給客家人開墾運用（此為原住民早期慣用的交易模式），後期有一些是以讓渡

書的方式，讓給客家人開墾運用（此種方式比較符合漢人的交易模式），產生了

很多原客之間的糾葛，近年來因為當地成為溫泉區，有更多的利益糾葛」(C9)。 

土地租用擁有繼承及其開物成務的歷史累積問題，法律認定與習慣認定的土地範

圍權限，是造成族群衝突的重要導火線，加上原住民經常因為急用或理財不當而

向客家人借貸現金，還不了即用土地租用來抵押，由於當時並沒有文字簽署的契

約，也造成日後的土地權利衝突，若有土地衝突，並非直接向法院提出訴訟，而

是透過調解委員會來申請調解。 

「如果說本地原住民和客家人有什麼負面的事情或是衝突，就我知道的，大概是

土地問題，可能是租用，或者是土地鄰界的地方，大家認知不一，就會有一些紛

爭，不過現在都有調解委員會，向調解委員會申請調解比較容易解決，大部分也

都是為了要錢，談出一個大家都能接受的價錢就好了。…早期原住民比較沒有現

金，有時候遇到緊急的時候，比如說家裡有人病、受傷等，沒有現金就沒辦法處

理，就只有租土地或賣土地，所以現在有很多土地糾紛就是這樣產生的，比如說

發生剛剛講的緊急事故，就談說我跟你借兩萬塊，那這一片地就給你用 20年，

也沒有什麼契約等等的，當然那時候的老人家都很有誠信啦，可是到了現在的晚

輩，不知到真正的原因和一些數據、日期，就會造成一些現在的土地糾紛」(A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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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原住民的地方行政中心在客庄街市聚落的建構發展 

戰後初期，原先的泰安鄉公所在大湖鄉，造成行政歸屬與正當運作的矛盾，於是

考慮遷到泰安鄉的管豁範圍，當時考量遷移的地點時，雖然以對外的交通往來便

利性為主，然而遷徙後距離南三村的後山地區較遠，也曾經造成反對的勢力對抗，

遷入的地點為縣有地，當地雖為客家聚落，族群議題並未成為當時的議題。「林

添章鄉長考慮對外交通聯繫的問題，建議把鄉公所遷移到這邊來，原先也有想過

在大湖水尾那邊買地蓋鄉公所，可是雖然交通便利，但泰安鄉公所在大湖鄉，時

在是不合宜，而作罷，最後就選擇清安這個地方，因為這已經是泰安鄉對外最近

的地區了，要對外到縣府或哪裡辦什麼事情都比大興那裏方便多了，可是要遷過

來初期，山地的原住民也是很反對的，尤其南三村象鼻、梅園等村落，要過來鄉

公所辦事情要翻山越嶺真的很遠，不過最後還是以行政便利為主要考量遷移到清

安村，那裏是私有地，跟人家買的，不過現在豆腐街那邊有很多還是縣有地，老

百姓用租的，縣政府想要賣，可是居民認為價錢太貴寧願用租的，只要繳一點租

金就好，就這樣一直使用下去了」(C2)。 

〈三〉政治選舉與福利政策所形成的族群差異邊際 

1.原客互動在選舉的不平等對待分別 

 族群邊際的差異形塑，在選舉動員時期的壁壘最為分明，族群文化的交流和互

動，相較於政治選舉的動員網絡而言，對立強度並不如此明顯。因為泰安鄉為山

地鄉，參選鄉長者必須具有原住民的身份，可是選民則涵蓋原住民與客家人，因

此鄉長的服務對象也必須兼顧不同族群；至於縣議員的參選，原住民保留員額就

只有原住民可以選，所以他們服務的對象就只會服務原住民；泰安鄉的客家人出

來競選的議員，必須與大湖、獅潭等四個鄉鎮共同來競選，泰安鄉本身居民很少，

客家人無法從在地推舉出人選而當選議員。若是村長與鄉代表的地方小選舉，清

安村幾乎都是客家票，如果有原住民的候選人，幾乎拿不到 5 票，如果有選原住

民的票，大概就是鄉公所的同仁，或是與候選的原住民有姻親關係；至於地方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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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由於是整體環境的考量，資源分配不會因為居住者的族群屬性不同而有所差

別。 

2.客家在地方公職與福利政策的弱勢 

原住民和客家人在當地建構和平相處的共同生活世界，然而公部門的政策與福利

措施仍有差別對待，對於原住民提供較多的優渥保障，使客家人在公職競選與社

會福利而言是相對的弱勢族群，老農津貼與政治選舉，並非以在地客家人為受惠

保障的主要角色，地方公務機關任用臨時人員，對原住民也較有利，雖然客家人

住在山上已經好幾個世代，可是就比較沒有機會進入任職，卻又比原住民繳更多

的稅。 

泰安鄉整個地方政府的資源分配，還是以原住民較多，客家人比較少，原住民還

可以獲得很多政府的補助，例如老農津貼，原住民年滿 55 歲就可以領，非原住

民則要 65 歲，相關的政府經費則由原民會承擔提供，其它諸如原住民有住宅貸

款，整建住宅也可以申請優惠貸款，相關業務由苗栗縣政府或泰安鄉公所處理，

經費則由原民會補助，修建是 10 萬，整建是 20 萬，只要符合規定申請就可以，

客家人沒有此等權利；就升學而言，原住民子弟考試有加分而客家人沒有；然而

即使受到政府較多的照顧，然而並沒有顯著提升原住民的生存競爭力，過度的保

障與生活不能適應現今社會而充實提升，也不能產生紮根輔助的作用。 

「政府現在推行老人年金來說，漢人就要到六十五歲才可以領到，三千、四千元。

但是原住民五十五歲就可以領到，政府認為他們平均壽命比較短，愛喝酒容易發

生意外，他們的條件真的比較好，可是最後的生活並不會比較好，就是因為他們

樂天派，即時行樂的觀念。也不是全部都是內政部發的，他們是原住民委員會補

助的經費，六十五歲以後就跟客家人一樣了，這就是政府的政策，沒有辦法，保

護主義就是這樣，客家人就是要打拼。另外一個會比較明顯的，就是說表現我是

原住民或是客家人那就是為了利益，因為原住民鄉鎮會有一些政府的補助，原民

會的補助的部分，包括住宅貸款，包括這個整修建住宅的補助，包括考試的加分，



453 
 

 

包括產業貸款，日常生活裡政府也是這樣，動不動就以少數民族、低收入戶等補

助原住民，其實這種政策，在我看來只會寵壞他們，像我們這邊的原住民我看到

大部分都不大做事，整天閒著喝酒、談天、打麻將，沒什麼事情好做，反正有補

助簡簡單單過生活就好了，在我看來遲早把他們養壞掉，好吃懶做，要什麼就叫

一叫，等政府補助」(C2)。 

〈四〉食貨交易與交換互動所型塑的族群邊際 

1.日治時期的物質交換與族群分類控制策略 

日治時期，日本人在部落設置「交易所」，原住民與漢人做買賣的糾紛多且衝突

不斷；悲劇不斷上演、原漢對立不斷升高。所謂交易所就是政府經營管理的雜貨

店，「交易所用一定的價格買入蕃人的獸皮、蕃布等產品，另一方面則供給蕃人

所需的平地貨品。蕃人不准到交易所以外的地方買東西，一般民眾也不可以直接

和蕃人交易買賣，私下交易會受到法律的制裁」。根據文獻記載，泰雅族人通常

以蓪草、木耳、木斛、獸骨、山羊皮等，攜至交易所換取酒、毛線、牛、豬等貨

品。當時，日本人在泰安鄉主要的事業是「製材」，原住民族人從事木材勞力換

取金錢應不在少數 (黃鼎松總編輯，2008：475)。 

日本殖民政權為了早日滲透『蕃地』，一方面利用漢人通事或商人，發給這些舊

業者交易特許狀，以牌照制度來禁止新業者任意混入物品交易，控制漢『蕃』的

接觸和交易，以收禁售鎗之效；另一方面增加日『蕃』接觸，以增進『蕃人』對

日本的忠誠心。除惠予酒食布煙犒賞，又教化『蕃人』，使其熟悉耕織及農林物

的加工，或從事山路的開鑿等，改變其謀生的方式。撫墾署則乘機派人深入『蕃

社』，調查人口、風俗，以備決策單位參考，制訂長久性的『蕃人』撫育政策（藤

井志津枝 1997：34）。 

2.食貨交易的族群往來互動 

雖然地方的行政權在鄉長手中，但是經濟大權則在客家人手中；商品的交易與禮

品交換交相輔成，透過禮物交換來增進彼此的互信與親切感，也是緩和對立衝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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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使交易順遂的手段。 

「我有聽我爸爸說過以前我們客家人都是住在比較山裡的，附近都會有部落，他

們的領導人叫頭目，那時候在山上還是偶爾要送米呀、菜呀、酒呀等等的禮物，

要有所往來，要不然他們會認為不尊重他們，他們會生氣，更嚴重的會殺人，不

過他們還是強調要互相交流往來，互相尊重，有時候他們種的栗米，做的小米酒

也會送一些給客家人，後來就比較好了，就是很平常的禮尚往來」(B2)。 

由於長期的山產交易往來，形成交易對象固著化的夥伴關係，也使族群邊際超越

了利益的範圍界定，而有交易的互信情誼，柔化各自分別群聚的族群邊際，建構

可滲透性的交際關係，從交易的顧客關係變成互信的朋友關係。 

「農產品交易，最頻繁的就是竹筍生意，客家人在山上收購竹筍，因為有生意上

的互動，有些原住民長年把產品交給同一個客家人處理，變成了好朋友之後，有

時候就算是少了五毛錢他還是送到那裏，這也是感情上的一種交流，所以原住民

和客家人經濟上的交易從以前到現在都有，可以看得到從經濟交易的關係，轉變

成一種生活社會上的一種關係，也就是變成好朋友」(A2)。 

部落裡的雜貨店大部分都是客家人經營，早期都是用賒帳的方式進行交易，雜貨

店是反應當地住民生活與遷徙的窗口，也是消息交流的場所。生活在同一共同體

的環境之中，原住民和客家人的交易往來，大致上是客家人向原住民買山產、獵

物、香菇等，原住民就會跟客家人買米以及生活用品。在交易方面，若有不誠信

的行為發生，大部分是平地人騙原住民，很少聽到原住民騙平地人。例如以前租

用原住民的土地或承包竹林時，有的會請原住民喝酒，喝醉了，談得很高興，就

和客家人簽訂吃虧的契約，然而總是少數，大部分以公道方式進行交易。 

就本地區而言，早期的交易主要是原住民將山裏面的動、植物及其他物產，帶到

交易地點，漢人從外地取得一些日常生活用品、食物或器具，採用以物易物的方

式與原住民交易，後來因為交通、貨幣、資訊的發達而改變，但是山林工作以及

經濟活動受地理環境影響較不方便，貨幣流通也較不頻繁，仍偶有以物易物或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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帳的習性。 

以往原住民與客家人的交易大部分是維持以物易物的模式，有些漢人會從外地市

場挑一些鹽、巴朗魚、藥品或火材等日常用品，進入山區與原住民交換一些山產，

再拿到外面去賣，都是用一些簡單的物品交換外地較稀少的山產，再用較高的價

格轉賣到平地，後來也有很多漢人來收購原住民採得野生香菇，當地漢人後來也

開了雜貨店，原住民就到雜貨店做買賣交易，將山產或竹、藤做的背籃交換一些

日常用品，或者到雜貨店購買一些食品或日用品，因為原住民必須有物產交易才

有收入，所以在山地習慣先賒帳，等到有產物交易收入時再還帳。 

「我們不喜歡跟原住民一起住，原住民也不喜歡跟我們一起住，況且那時候原住

民還是以在比較山裡面的地方活動根本不會想到要搬去那裏住，不過他們還是會

到雜貨店那裏去做交易，把一些山產或竹、藤做的背籃去換一些日常用品，或者

是到雜貨店先賒帳在拿東西或錢去還，一直到現在山上的雜貨店還是有讓他們賒

帳的情形，以前漢人在生意上也比較靈光，漢人那個年代會挑一些鹽、巴朗魚、

藥品或火材等日常用品，跟原住民換一些山產，再拿到外面去賣，都是用一些簡

單的物品換一些外地較稀少的山產，非常好賺，後來也很多上來收香菇的，那些

人也賺了不少錢，以前對面泰安觀止溫泉飯店那邊就很多原住民在那邊住，在那

邊種香菇，後來葛樂禮颱風過後才全部遷村遷走，在那之前我們這兩邊還算是滿

大的聚落，一邊住原住民，一邊住客家人，一排一排的房子，也算發達」(C2)。 

3.原客交易與雇工互動的差別對待 

由於生活型態與工作態度的認知差異，客家人與原住民形成各從其類雇用方式，

沒有交融分工的明顯分際，例如客家人勤奮投入於工作，以勞動工序的成就為核

心，以休閒作為調適的舒緩劑，原住民則金錢觀念較薄弱，理財觀念較差，相對

於客家人，則明顯呈現以玩樂為重的生活取向。 

「原住民跟客家人在對彼此的看法與想法上還是會有一些不一樣，我剛進來開店

做生意的時候，附近的客家人會跟我說，絕對不能賒帳給原住民，也一定不要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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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原住民當員工，因為他們很懶，一領到錢就先去花用、享樂，隔天有可能就不

來上班了，等到錢花光了，又才會來找你，而且說一大堆理由」（C6）。 

客家人有存錢節儉的生活慣習實踐，有時應思無時的未雨酬醪，相對而言，生活

以勤奮儉歛為主，以休閒玩樂為調適的非必要；原住民則有花費享樂傾向，似乎

以工作賺錢來滿足玩樂，一有錢則以取用消費為主，客家人的理財儲蓄觀與原住

民的花錢享樂觀，形成經濟行為的差異邊際。 

「為什麼客家人不雇用原住民呢他們就是樂天知命，今天領了錢明天就不來工作

了，你知道嗎？我們客家人就會一直存，一直存就是這樣不一樣。老街裡面的店

要雇用人還是以客家人為主，比較不會雇原住民，並不是因為有什麼仇恨，是因

為客家人之間不管是語言、生活習性都比較接近，比較能夠溝通，也比較不會產

生不必要誤會，所以會有這樣的情形，當然這也就自然的形成了客家人與原住民

的距離，有生活圈的距離，也有心理的距離」(A1)。 

〈五〉族群互動與族群語言的使用變化 

1.交易形成不同族群語言的相互學習 

 由於食貨交易的往來互動，語言成為理解的溝通媒介，族群語言的選擇使用，

會因為接觸交流溝通而向異族群學習，除了經濟市場溝通的強勢主導語言之外，

聚落族群的人口比例亦是溝通行動的參照取捨因素，族群人口比例懸殊，則少數

族群為了經營買賣，勢必要學習多數族群的語言，例如在原住民集中聚集部落經

營食貨交易的客家人，必須學會原住民的語言，以便與不會客家話的原住民溝通

交易，會講原住民語言的，多在原住民部落從事食貨交易者。 

「原住民會有那麼多人學客家話，那一定就是族群間交流的結果，比如說我們後

山，士林、象鼻、梅園，比較晚接觸客家人，而且居住在那裏的百分之九十以上

都是原住民，就比較少人會講客家話，當然，學客家話的也是有，因為在泰安鄉

這個地區客家人的經濟實力比較強，要交易，交流等等都比較方便，主要還是大

家互動比較頻繁，就會互相學習，有些客家人也會講我們泰雅族語。以前我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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落有一位警察局退休的工友，在部落經營雜貨店，賣一些原住民需要的生活用品，

鹽巴啦，什麼的，就這樣慢慢經營，後來很有錢，其實早期在部落開雜貨店的都

是客家人，因為他們對外的交流比較方便，像這裏的客家人，全家都會講泰雅話，

反而是被我們同化了，因為我們後山比較不會講客家話，在部落裡只有他一戶客

家人，這種相互的交流就要學習我們族語，大概大部分會講泰雅語的客家人，都

是在部落做生意的」(A2)。 

2. 族群語言的使用與所在生活共同體的關係 

 隨著都市化與人口流動頻繁，弱勢語言不會形成溝通的媒介，反而選擇政策推

動所形成的慣習實踐以及經濟強勢語言來溝通，尤其是年輕一代離鄉到都市謀生

過活，語言在政經場域居弱勢，在公共領域亦非強勢的客家語與原住民語，往往

淪為溝通情境外的邊緣，淪為身份認同的象徵而非溝通理解的公器。 

「泰安鄉公所員工有客家人也有原住民，大家一起工作也是有說有笑呀，大部分

的溝通還是講國語、普通話比較多啦。在文化流失的部分，目前語言流失是最嚴

重的問題，因為比如到城市裏面去，我們講客家話、原住民語根本不會有人理你，

造成像現在年輕人根本就不要學，不要講，這是很嚴重的問題」（A1）。 

泰安鄉的前山五村與後山三村形成不同的語言場域，前山五村的原住民習於客家

話的使用，後山三村則以泰雅語為生活共同體的語言，形成而同族異語的內在分

殊邊際。後山三村由於與外界的接觸較少，生活場域傾向於傳統封閉，於是泰雅

族語仍為通用溝通語言，至於前山五村，客家人進入者眾多且與外在社會經濟結

構的鑲嵌整合度較高，原住民多會講客家話，甚至年老者亦用客家話來表示自己

不是客家人，由於生活型態與經濟優勢，致使許多原住民學習客家話。 

「泰安鄉現在 8個村，除了後山士林、象鼻、梅園外，原住民幾乎都會講客家話，

連老人家都會講，柯武勇鄉長 87年到泰安鄉公所服務，就是承辦原住民的輔導，

有一次我到錦水村那邊去驗收原住民修建的房子，我去的時候那老人家居然跟我

講客家話，大概有八十幾歲喔，去到他就跟我講客家話，我也很訝異，我想只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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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住民可以申請這樣的案子，怎麼會是客家人，而且講得也很標準喔，尤其是老

人家，我講得還沒有他標準，後來我用國語跟他講，我是來驗收你住宅修建的案

子，他還是一直跟我講客家話，後來我用泰雅族母語跟他講，問他，你是不是原

住民，結果他還是用客家話跟我說我不是客家人，我是原住民，原住民會有那麼

多人學客家話，那一定就是族群間交流的結果，比如說我們後山，士林、象鼻、

梅園，比較晚接觸客家人，而且居住在那裏的百分之九十以上都是原住民，就比

較少人會講客家話，當然，學客家話的也有，因為在泰安鄉這個地區客家人的經

濟實力比較強，要交易交流等等都比較方便，互動比較頻繁，就會互相學習，有

些客家人也會講泰雅族語。原住民會學客家話，我認為是因為大家長年在生活上

的互動，原住民為什麼比較多去學客家話，應該是在生活中原住民比較會去羨慕

客家人的生活模式以及生活條件，而去慢慢吸收」（A2）。 

〈六〉文化慣習與生活遇緣所形成的族群邊際 

1.原客在信仰文化與婚喪生命禮儀的差異與邊界區別 

族群邊界亦呈現在生活禮俗與生活態度方面，原住民是天主教儀式而客家是傳統

的客家習俗與民間道教信仰，客家人生活以勤奮工作為生活基調，比較沒有聚集

聊天的機會；原住民除了禮拜唱頌活動之外，平日經常喝酒唱歌，相較於客家人，

聚集聊天的機會較多，也形成生活風格的差異邊際。 

「在生活方面要有差別的話，比較明顯的就是婚喪喜慶方面，原住民是信奉天主

教，不管婚禮也好，喪葬也好，他們的儀式就是照他們天主教的儀式來進行啦，

我們是客家人就是照客家習俗，很明顯一看就不一樣」(B2)。 

「客家人有掃墓、祭祖的習俗，豆腐街這裡的信仰還是以道教為主，生活習性還

是很傳統的客家生活方式，原住民生活方面就會看看你喜歡喝酒嗎?喜歡唱歌嗎?

就會有一些差異，這方面我就特別感覺原住民的口才很好，因為他們幾乎都是天

主教的，每個禮拜都要作禮拜，聚在一起然後喝酒唱歌，常聚在一起聊天，所以

都很會講。我們客家人就不一樣了，工作做到兩頭黑(早出晚歸)，回來洗洗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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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吃飯，就累了，睡覺了，沒有什麼閒工夫聚在一起聊天」(A1)。 

2.休閒娛樂的參與以及各從其類、原客交融的風格呈現 

即使同樣參與交誼休閒活動，也會因為慣習實踐的風格不同，形成各從其類的族

群邊際，例如客家人喜歡玩牌，原住民喜歡喝酒玩樂烤火。 

「我認為一般在娛樂活動的時候，就會表現出族群的分際，以及族群的特性。就

像我們辦活動，到最後面娛樂交誼活動的時候，原住民就會自然組成一團聚在一

起，客家人又自行會組成一團聚在一起，因為生活習性不一樣，比如山地人他就

喜歡烤火、喝酒，鬧到天亮，我們客家人就沒有這種習慣，就像我們辦一些活動

或集會的時候，當然都會有客家人和原住民參加一起活動，到了最後餘興節目的

時候就很明顯的會分開，比如說原住民喜歡喝酒喝到天亮，平地人沒有這個習慣，

就會先離開。客家人就比較喜歡玩紙牌，原住民比較沒錢，不會參加就會先回避

走人了」(A1)， 

即使客家人比原住民勤儉而少娛樂活動，然而也成立了以客家人為主的歌謠班

「泰安歌舞發展協會」，即使有原住民參與，然而因為原住民會講客家話，因此

原住民唱客家歌謠並沒有問題，客家休閒活動也納入原住民的歌舞節目，其中不

乏經費申請補助的考量，然而還是以客家文化為主導內涵；此外，客家歌謠班也

請鄉公所將客家歌謠活動納入以原住民為主的節慶活動，呈現族群融和的交流整

合的現象。 

「豆腐街這邊有一個歌謠班，客家的歌謠班，也有原住民加入，因為泰安鄉這邊

的原住民很多都會講客家話，所以文化方面就沒有那麼明顯的區隔，所以從這個

客家的歌謠班有原住民加入，就可以看得出來，泰安鄉的原住民和客家人在文化

的部分是相互融合的，客家人唱一些客家的歌謠，那在公所辦活動的時候，他們

也會拜託公所，將他們納入表演的一個節目。」(A2)。 

「目前我們這裡成立泰安歌舞發展協會，他的精神是想要在泰安鄉這裡組織一個

可以表現一些客家的歌謠、音樂和象徵的精神，因為以往在泰安鄉成立的大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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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是以原住民意象為主的社團，可是我們的成員也有原住民，不會說只有客家人

可以參加，他們平常也很習慣說客家話，所以到社團聚會大部分是以客家話交談

為主，我們練習的題材大部分是以客家歌謠，舞蹈為主，目的也是希望能在地區

性的活動上能夠表演，比如上個月就去參加大湖歌舞發展協會的活動，參加表演。

當然我們也會學一些原住民舞蹈及其他的題材。目的也是想說，還是要多元文化

發展，最現實的就是可以跨單位申請經費，但文化方面的表現還是以客家為主。

以往泰安鄉辦理的活動，幾乎全部由原住民的社團表現原住民的歌舞，到現在就

會逐漸邀請我們社團去參加，為了也是強調泰安鄉的多元文化，比如說我們的成

員有原住民，他們也和我們一起唱客家歌，所以泰安鄉公所現在辦活動，就會邀

請我們協會參加表演，代表客家文化的部分，而且我們表演項目國，台語也都有，

可以表現出族群融合，也表現了文化的多元化，爭取經費也可以多元化，基本上

是代表泰安鄉的客家，可是朝多元化方向發展」〈B2〉。 

3.節慶活動舉辦的原客互為主體之關係建構 

泰安鄉的節慶活動的舉辦與休閒活動的參與，一向以泰雅族群為主軸，然而不限

定為泰雅族所專屬，除非是泰雅的傳統祭儀則限定是原住民始得加入，一般慶典

活動，原住民會邀請客家人參與，而豆腐街的美食文化節，則是以客家活動為主

體，邀請原住民來參與表演節目。 

「泰安鄉是一個傳統原住民的鄉鎮，當然在文化的展現上會是以原住民族群尤其

泰雅族群為主軸，可是我認為在實質上還是會兼顧多元族群文化，比如說現在泰

安鄉辦理一些除非是傳統的族群祭祀活動等，一般性的活動都會邀請客家團體一

起來參加、來表演，每年辦理豆腐街美食文化節的時候，就會以泰安歌舞發展協

會為主，表現客家的歌謠、舞蹈，他們也會邀請原住民團體來參與表演啊，所以

現在文化交流是很緊密，很普遍的啦，都是多元文化，而且我認為文化是沒有界

線的，不能說完全的區隔開來那麼清楚，反而融合起來有一種多元文化特色的展

現」〈A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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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原客通婚與族群邊界和族群認同變化 

在泰安鄉漢人(客家人)和原住民的通婚相當少，反而和外面的漢人通婚比較多，

若是原住民女姓與客家男姓通婚，從生活發展利益的考量而言，所生出的孩子會

選擇從母姓而為原住民籍，如此則考試可以加分並享有原住民優於客家人的福利

對待，然而這樣的想法，多以年輕一輩居多，年長者並不同意如此的做法，比較

堅持傳統的祖宗家法。 

「原住民和漢人通婚，在利益上面來說的話，比較瞭解的人會把孩子的戶籍登記

在原住民的家長上面，比如爭取考試可以加分等等，不過這些也都只有大概中生

代的比較年輕的人才會這樣做，一般老人家不會太刻意的這樣去做，只有年輕人

才會考慮這樣通婚有互相利益的關係，這個是有的。如果原住民的女孩子嫁給客

家人，如果沒有去改戶籍這個小孩就是客家人，如果改媽媽的姓，媽媽也有恢復

原住民身分，那這個小孩就是原住民，當然就會有比客家人多一點的福利，政府

方面的補助，原住民參加考試高中以上就會有加分，除了基本分數，如果加考族

語又會有另外一種加分，所以比較了解又在意的人就會利用這種方式來爭取福利，

這也是一般的年輕人會這樣做，比較傳統的原住民沒有那麼在意」(A2)。 

5.集體記憶與認知意象，在族群接觸的積累經驗之發展傾向 

客家人對原住民的族群認知意象集體記憶的積澱，形塑了客家人對原住民的負面

意象，包括原住民會抓客家人的小孩，泰雅族的黥面文化與穿著較簡陋，也在客

家人小時候的心目中，凝現野蠻落後、會出草砍人的印象。 

「以前小時候會懼怕原住民是因為大人都會嚇小孩說「如果不聽話就會被紋面的

抓走」，當然小孩子看到臉上有刺青的原住民就已經很怕了，再給大人一嚇當然

會更怕，就會產生心裡面的錯誤認知。聽說以前大概我爸爸小時候 還是會看到

原住民身上就圍個布啊，葉子啊什麼的穿著比較簡單、比較原始，就會被認為他

們還未開化的印象。在泰安鄉現在原住民與客家人現在已經沒有什麼仇恨的情節

了，以前會有是因為比如說原住民的出草產生的一些誤會。」(B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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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客家人比較勤勞而原住民比較懶散的族群性格差異之外，客家人的反身性思

維比較認知，原客之間亦有其它差異，例如原住民比較熱情直接、樂天過活、沒

有心機且較尊重老人，就客家人自我反省族群性格而言，客家人比較自私、不團

結、市儈；即使經過一段的交往時間，族群意象雖然朝向改善的趨向發展，然而

或多或少，客家人難免還是會認為比原住民的文化水準高一些，族群邊際依然或

隱或顯地呈現在族群性格的認知差異上。 

「客家人看的原住民的一個觀念問題喔，我認為還是會去看比較多缺點的地方啦，

原住民在我的看法比較熱情，個性比較直比較沒有什麼心機，我認為這是不錯的

地方，相處久了以後就知道了，他們講話比較直，了解以後就很少有什麼誤會了。

洗水坑這個社區都是以客家人為主，而且基本上客家人內心裏還是會有一些看不

起原住民的心態，所以大部分還是以客家為主，客家人比原住民在民族性方面還

是多了一點自私與不團結，可是到了這邊生活了幾代，看到原住民那種樂天的生

活態度，客家人看在眼裏，想說奇怪，他們也是這樣過日子，人家這樣也是過一

生啊，對生活的態度就會有一些些的改變，原客之間因為天性的不同，比如，原

住民比較懶，客家人比較勤勞，以及面對生活的習性不同，原住民比較尊敬老人，

客家人比較市儈，彼此之間難免會有一種看待對方的定見及存在根深蒂固的成見，

互相會有一條很清楚的線，這是很難磨滅的，就像現在原、客之間相處、互動了

這麼多年，或許有些改觀，這條線還是存在的，只是程度上的不同而已」(C6)。 

公共領域的溝通交往與休閒互動，訊息的傳遞與生活接觸，以及在物質生活世界

的生意買賣與勞動接觸，有助於原客關係邁向族群融合的發展，族群邊際因為溝

通互動與交換買賣而產生可滲透的特質，降低了彼此對立僵硬的界限畫分。 

「基本上在我這幾年的觀察，因為我本身是客家人，我也看不出洗水坑這邊的文

化呈現上有什麼客家文化或原住民文化特別鮮明的地方，感覺上在文化方面是原

客相互融合的，這條街上就有一個國民黨黨部，這個黨部基本上是以招集原住民

為主，原住民也常常會下來這裡聚集喝茶、聊天，做一些交流或訊息傳遞，習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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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這種生活模式後，原住民與客家人就相互有接觸，也會互相認識，原住民上街

也會買東西嘛，熟了以後大家都會相互打招呼，很多都好像是老朋友一樣了，在

我看來現在本地區的原、客族群是相當融合的，不會像早年一樣，因為我是客家

人就看不起原住民，或因為我是原住民就天天想著客家人是來霸占我的生活空間

的，去產生仇恨，現在都感覺不到這樣了，現在都很好，由其部分原住民和客家

人他們原先在山上一起耕作、生活都已經很多年了，彼此都經過長時間的相互瞭

解，也能夠互相體諒」（C6）， 

6.災難有助於原客關係的互助同體建構 

生活世界各從其類的節奏步調，若是因為意外突然的災害打擊，會因為同舟共濟、

患難與共的協力合作，放下過去的恩怨情仇與負面的交往意象，一起努力解決出

離災難現象，例如 1965 年的葛樂禮颱風，原住民對客家人的慷慨協助，災難雖

然對物質資源造成損失，卻有助於族群邊際朝向合作強化來發展。 

「1965 年葛樂禮颱風那一次很多房子都被沖走了，那時候有一件事是我映像比

較深的，就是那時候我覺得原住民還真的很好心，因為那時候客家人注的離河霸

比較近，被沖走的房子都是客家人的，沒有被沖走的人就沒地方住了，那時候的

原住民就主動接濟那些受災的客家人，那時候原住民還是過著聚落的生活，大家

捐碗、捐鍋大家一起煮一起吃，有的提供住處，有的提供棉被，就這樣無私的接

濟受災的客家人，想起來真的很感念」(C2)。 

7.誰是記憶書寫的主體？書寫的主要對象是誰？ 

泰安鄉的書寫對象為原住民，原客人口比例與書寫呈現的不平衡，客家人在泰安

鄉志淪為被遺忘的邊緣處境。客家人無法參選鄉長，由於人數的關係，也較其它

鄉鎮與縣議員絶緣，許多的行政資源用在原住民身上，然而地方政府大部分的稅

收仍大部分來自於客家人的產業，泰安鄉志幾乎介紹原住民在本地的歷史、生活，

提及本地漢人的部分不到幾頁，有些文字記載與受訪者談述的經驗記憶不一致，

然而也可以進一步考證年代(如 1913 年或 1916 年客家人移墾入住泰安鄉？)史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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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進一步追查的議題或線索。 

 

五、清安豆腐街生活共同體營造之後的發展變化 

〈一〉清安豆腐街營造的生成變化及其對在地物質生活的影響 

1.清安豆腐街的建構緣起 

洗水坑清安豆腐街的興起，主要是因為營建署補助城鄉發展計畫，以一家傳統豆

腐店為啟動元素，集中投入在清安村的街道，主要是因為人口較聚集且交通較便

利，水源清淨且風光秀麗，再加上可以連結泰安溫泉的觀光旅遊人潮，觀光客可

及性較高，並不因為鄉長是泰雅族而將資源投入於較靠內山的泰雅部落，而是以

特色產業定位的考量。 

豆腐街在行政區域劃分上是屬於泰安鄉清安村一、二鄰，豆腐街的名稱乃於 2001

年由內政部營建署補助 1200萬元的城鄉發展計畫開始定位發展，當初豆腐街是

託一個叫張仲良建築師來規劃的，他是頭份人，當初城鄉發展專案的時候，為了

要有特色，要取一個讓大家感到神秘又好聽的名稱，就發現那時候有一家做傳統

手工豆腐的，以現在的社會已經很少人這樣做了，是可以發展成特色的，鄉公所

和建築師就提出豆腐街這樣的提議，大家同意了報到內政部營建署也就這樣發展

下來。當然找這個地方，當初也是做過一些評估及市場調查，不會因為鄉長是原

住民就一定要把案子拿到後山去做，交通不方便，遊客到不了，就做不起來。

(A1)。 

遊客來到這裡的原因，剛開始是到山上泡完溫泉，然後看到這裡有個豆腐街就進

來看看，現在已經有不少人專程來這邊吃豆腐了，比如哎呀豆腐店的豆腐就是純

手工製作的，而且這裡是水源保護地區，出來的水一定零工業污染，水質很好，

所以做出來的豆腐口感特別好（C6）。 

泰安鄉的行政中心設置在清安村，除鄉公所鄰近豆腐街外，派出所、戶政事務所、

郵局、診所等便民的服務單位都設置在豆腐街，因為鄉民不管是辦理行政資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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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項申請或是處理對外事務，大部分都會到豆腐街辦理，因此在人口聚集度高的

情形下，豆腐街的整體發展條件比起泰安鄉其他地區較具發展優勢〈A1〉。 

2.豆腐街發展之後形成具有觀光商機的消費空間 

豆腐街成為地方特色產業的消費空間建構之後，生意買賣與遊客增加許多，改變

了原先的上山與外出工作的經濟生活型態，活化了地方的空間，增長了在地產業

的經營收益，人潮聚集增長，也帶來更多的商機，也改變了原先冷清的老人小孩

為主的人口結構，吸引許多在地人回鄉經營生意，也吸收外地的商販到此地做買

賣，生活機會比以前豐富。 

「還沒有成立豆腐街的時候，街上都是冷冷清清的啦，也沒有什麼人做生意，也

沒有遊客呀，會工作的都到山上或外出工作了，只有老人家和小孩子很冷清呀。

豆腐街在整個再造後不管路面或是看板都比以前感覺有規劃、有整理，整條街就

好像活起來了，豆腐街成立以後，還是以經濟收入的效益最大，在豆腐街成立以

前到山裡面泡溫泉的遊客很少會進來這裡，頂多好奇進來看看，到雜貨店買個東

西就走了，現在大部分會到山上泡溫泉或到裡面玩的幾乎都會進來走一走逛一逛，

不管有沒有買東西，就是會帶來人潮，增加機會，更有人看到網路或什麼的，還

會專程到豆腐街來逛，人潮來了，錢潮當然也就跟著來了」〈B2〉。 

3.豆腐街營造有助於人口回流以及在地產業商機 

即使有人口回流，然而多是以中年人為主，回流主要是水果種植與經商買賣，有

80%乃做山耕作與商街生意二者交輔相成，住家的在地者與外來者大約二比一，

然而假日擺攤者多為外地人口。 

「因為豆腐街的發展以及休閒產業的發展，也有一些人回流，尤其原住民因為以

前租給別人的田地，現在租約到期啦，就回流回來種水果或作生意。不過回流的

人口還是以中年人居多，可能是外面工廠外移，或者年紀比較大不適合了；目前

豆腐街裏面大概還有百分之八十的人有上山耕種有生意就作。山上比較忙的時候

就到山上去，遇到豆腐街這邊生意比較淡季的時候就會到山上去處理一些農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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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務。現在豆腐街開店做生意的有原本就住在豆腐街的，也有外面來的，大概原

本的住家有三分之二，外來的有三分之一吧，假日擺攤的大致都是外來的，我們

山上如果有出產什麼、量多的話也會去擺攤子賣呀，平常就在山裏作農」。〈B2〉。 

4.鑲嵌在大湖草莓與泰安溫泉產業板塊的消長發展 

豆腐街的旺季與泰安溫泉的旅遊消費有密切關係，二者交連共構而多以泰安為目

的地旅遊，豆腐街則為中繼站的發展型態，經營的興衰浮沈變化，大約五年之後

即面臨創意枯遏而新鮮感喪失，生意榮景有下降之情勢，加上豆腐街的經營慣習

實踐積累，結合傳統風水的環境空間吉凶判斷解讀，造成創新與行銷的障礙。 

「洗水坑豆腐街到了 2006年，經歷了 5年的時間，遊客到客率或生意就開始沒

落，地方就找張仲良建築設計師來重新思考、整治，因為這裡自然環境好，就想

要利用自然的景觀，而且要花最少的錢來處理，那時候也可以了解洗水坑豆腐街

做生意的旺季是 11月到隔年 4月。在輔助的過程中，先從整體環境著手，一開

始也很不容易，因為很多居民〈店家〉已經習慣某一種環境，包含街上物品的擺

設，只要動一下他們就會感覺怪怪的，尤其是家〈店〉裡面，有時候因空間、動

線的問題建議他動個桌子，他也不同意，因為說是「財神會跑掉」，這也是客家

習俗與觀念很難突破的地方，甚至影響客家人的發展」（C6, A1）。 

由於清安村在大湖鄉的邊境，又是前往泰安溫泉的必經中繼站，過去的生活節奏，

除了鑲嵌在鄉民農耕─收穫─交易的節奏之外，也受到大湖採莓與泰安溫泉的體

驗消費影響，遊客亦隨之增減，即使在豆腐街打造之後，豆腐街的往來中繼功能

特質，致使豆腐街也形成鑲嵌在大湖採莓與泰安溫泉的淡旺季變化消長的節奏過

程之中。 

「清安豆腐街接連大湖的草莓、泰安的溫泉，在冬天的時候就把人潮吸引到這裡

來，採完草莓或者是泡完溫泉就到豆腐街來吃吃東西，所以豆腐街生意才會那麼

好，如果沒有草莓和溫泉就很難講了不論是大湖的草莓或是泰安的溫泉都以冬天

為旺季，遊客採完草莓或是泡完溫泉大部分會因為地利之便到豆腐街吃吃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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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豆腐街做生意的營運情形也隨之在淡旺季的區別上是非常明顯」(A1)。 

「豆腐街其實很有限，大部分遊客都是來泡溫泉為主，順便經過而已，很少專程

為了要到豆腐街觀光，假日與非假日以及旺季與淡季，生意差別相當大，平常時

間週一到週五沒什麼生意，甚至很多根本沒開店，到了假日又根本忙不過來，這

邊只有一條通路上山，沒有其他的路線，除了溫泉也沒有其他的觀光事業，所以

客源很窄」〈C2〉。 

清安豆腐街是泰安鄉的交通往來中繼重要聚落，也是體驗經濟網絡的重要節點，

然而行銷成效不章，五年的沈滯之後，透過鄉公所補助的景觀營造，結合客家美

食節慶行銷，輔導店家經營管理，未來交通網更便捷之後，豆腐街的發展動能會

產生往來歷經的中繼特色環節，使豆腐街一直維持「泰安西門町」的特色產業品

牌：  

「豆腐街從以往到現在大概一直都是泰安鄉北五村的市集，只是規模大小的變化

而已，山上的居民不管是原住民還是客家人，進進出出都會經過這裡，也是居民

進出泰安鄉的中繼站豆腐街剛成立運作的時候，沒什麼推銷，開店的也比較少，

很多遊客不知道，就一樣上山泡泡溫泉就離開了，或者進來沒什麼吃的就走了，

大概維持五年，這樣一直沒落，後來鄉公所又再次找張仲良建築師來重新檢討，

加強店面外觀及街景，還有輔導開店，98年(2009 年)開始辦理客家豆腐街美食

節等活動，才慢慢把豆腐街推銷出去。為了泰安鄉整體休閒觀光，交通動線開始

施工，未來從南庄，接八卦力通到這邊，清安這裡從馬都安上去大坪部落通到雪

見休憩區，整個動線通以後，豆腐街變成很重要的休憩地點，未來可以發展的空

間很大」〈B2〉。 

「豆腐街是泰安鄉交通的樞紐點，為了整個泰安鄉交通的便利，能夠連結在地資

源，目前已規劃動工，道路從南庄直接接到八卦力這邊錦卦大橋，另一條從 72

號快速道路雪霸公園管理處對面那邊直接接進來豆腐街，並連接到雪見休憩區，

豆腐街成為泰安鄉旅遊動線的道路交會處，以後不管遊客從南庄進來泡溫泉後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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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大湖，一定要經過豆腐街，要到雪見休憩區也要經過豆腐街」〈A2〉。 

洗水坑豆腐街不論時代如何變遷，一直都可以比喻為「泰安鄉的西門町」 (C3) 

5.老街再造改變生活節奏 

老街再造，對在地產業與物質生活型態產生衝擊影響，改變了客家聚落的生活節

奏，平時的耕山種植的慣習實踐，加入了在地特色產業的生意經營，也吸引外地

人到此地擺攤或租屋做買賣，原有的鄉民慣習步調，受到產業經濟的作用交融，

產生單純之中略帶多元的生活風格，時間的自主性似乎因為城鎮商業運轉機制的

影響而降低，除了必須配合耕作的農忙農閒之外，也必須配合外地遊客來來去去

的駐留消費，比農耕生活忙碌而節奏加快。 

「豆腐街裡面的居民有部分還是在山上耕種，晚上才回來住宿的，也有公教人員，

有的是自己開店，很多都是租給外來做生意的，有些就只有假日才來，沒有豆腐

街以前大概都是過農業生活，很多屋子就只有老人家在住，年輕人都外出讀書或

工作。老街再造、城鄉發展我認為對洗水坑及鄰近地區的農人，在生活上經濟上

有很大的幫助。做生意以後對於居民的生活步調當然多少有改變，因為做生意就

比較忙碌，要準備、要處理、要收拾，以前農作物沒有出產的時候偶爾還可以清

閒一下，自己比較能掌控時間，現在做生意就沒辦法了」〈A1〉。 

「豆腐街居民現在的生活步調比以前快，大家都忙著想辦法做生意賺錢」〈B2〉。 

「以前這裡的居民大致過著農耕的生活型態，現在有豆腐街以後，就轉變成為商

業的生活型態了，除了要忙著思考、準備怎樣吸引遊客來，遊客來了就要努力去

招呼客人，就一定會比較忙碌起來，整個生活的步調加快很多」〈A2〉。 

「豆腐街的居民除了開店做生意，還是有很多人靠山上耕種的農產出售為主要的

家計經濟來源，都是在山上種薑、種水果等農耕生活為主，因為這是他們好幾代

的一種生存依靠及生活習慣，如果完全靠開店收入會讓他們很沒有安全感，跟以

前比當然是有一些轉移了，因為年紀也大了，有些山上的工作，沒有辦法像年輕

的時候那樣拼了；豆腐街發展後，對於居民的經濟收入當然有改善」〈A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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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豆腐街發展對居民所帶來的經濟利益 

豆腐街的打造營運，明顯改善了在地的經濟利益，由於豆腐街成為消費場域，居

民所種植加工販賣的農產品，不必再經由商品通路的大盤商收購─中盤商配售─

零售商販賣的層層交換系統，也可省下運至城鎮都會販售的過程，可以直接向採

收的農民或寄賣在地商家來購買，縮短加價環節以及運輸費用，自產自銷以增加

農民的收益之外，亦可發展體驗通路，將農產品的產地與出售地結合在地人文地

產景的資源，建立體驗消費的在地場域。 

「豆腐街的發展營運，對於泰安鄉整體的經濟利益是非常有所助益的，例如，以

往在山上種植的農產品，都必須自行採收、包裝完成，然後再等待中盤商或大盤

商來收購，這種流程等於就是多了層剝削，有的時候農人還會因為大盤商、中盤

商因個人財務問題而被倒債完全收不到錢，造成損失，要不然就是因為交通的不

便，若要把山上的農產品運送到都會市集販售，都必須付出大量的成本，有了豆

腐街的營運之後，帶來了遊客，帶來了人潮，很多山上種植的農產品，就可以在

當地甚至果園直接販售給遊客，而且到現場的交易都是現金交易，不會有呆帳的

問題，對於遊客來說，大部分都是抱持著輕鬆、休閒的心情來遊玩，在交易的過

程中也通常可以產生附加的體驗價值，所以對於產品的價格就比較不會珠錙計算，

對於農民而言，少了盤商的剝削，節省了運送的成本，再加上在所販售產品價格

上的優渥，不但減低風險，而且增加了經濟收益」 (A1) 

「每年這裏都會辦理美食節的活動，鄉公所的行銷效果還不錯。自從成立豆腐街

以後，這幾年的發展對本地居民的生活有非常大的改善，對於環境衛生也會比較

注意。有豆腐街以後大家也都比較努力，都要想辦法賺錢，會思考要怎樣才可以

賺到錢而且變得很積極，不像以前都是出去打零工或是到山上種東西出去賣。這

邊種水果或者是種菜的，就可以拿到豆腐街去賣，全年都可以自產自銷」〈B2〉。 

7.以豆腐街打造所形成的夥伴關係以及地方行銷 

豆腐街雖然是由在地的非營利組織、企業與地方政府形成夥伴關係來一起推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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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開啟之初，還是由鄉公所扮演主導角色，爭取營建署的資源補助，聘請空

間建築設計者利用參與式規畫的方式，結合專業構作眼光，以豆腐店為介入啟動

的意象因子，後來又以網路行銷的方式，進行地方特色產業的行銷；觀光發展協

會則是在豆腐街的在地產業開始營運之後，改善整體生活環境空間的清潔。 

「豆腐街這裡以前開店做生意的沒有幾家，是一直到民國九十年以後才有比較多

人做生意，那就是城鄉新風貌開發老街以後。老街再造，鄉公所是主導角色，泰

安鄉洗水坑豆腐街觀光發展協會是老街開始運作做生意以後才成立的，管理豆腐

街整體的環境、衛生等等，對於豆腐街的發展算是功不可沒，最主要還是要政府

的帶動」（A1）。 

豆腐街老街再造的方案主軸決議，是因為當時在這個聚落有一家製作傳統豆腐的

小店，已經經營了好幾代，經過參與的工作人員討論決議運用這個主題，就稱為

「豆腐街」，之後也申請成立了「泰安鄉洗水坑豆腐街觀光發展協會」，共同推展

豆腐街營運相關事務，首任理事長叫劉錦和，泰安鄉公所也在民國 92年 11月

25日加入官網一同來推展行銷豆腐街〈A1〉 

觀光發展協會的行動力大於在地的富民社區發展協會，鄉公所雖然為資源媒介者

以及特色產業定位的啟動催化者，然而鄉公所後來則從由上而下的領導角色，轉

化而為由下而上的誘導角色，採納觀光產業協會提出的建議規畫來執行落實，共

同達成協會的目標。 

「豆腐街的發展，鄉公所是站在主導的立場，豆腐街本身就是一個社區，原本就

有成立富民社區發展協會，豆腐街成立了泰安鄉洗水坑豆腐街觀光發展協會，現

在也都運作得很正常，也常常開會，鄉公所開會的時候就會請他們來，看看有什

麼意見，可以一起討論，只要合法，可以做得我們都會照他們的意見來設計、規

劃，執行是由鄉公所來做。洗水坑豆腐街發展觀光協會到目前運作的很好，凝聚

力很強，甚至比富民社區協會還要有凝聚力，因為他們的目標很具體，就是怎樣

把豆腐街經營好」〈A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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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豆腐街打造後的生意往來經營與族群議題 

1. 以在地特色產業為主而非以族群文化作為定位主軸 

就豆腐街的人口結構而言，是客家人聚集的聚落空間，就地方行政系統而言，則

是泰雅族人主導的樞紐所在，在地穿插著許多族群邊際的文理現象，然而洗水坑

豆腐街的初始規畫，一直都是以在地特色產業作為發展定位，並沒有以族群議題

與族群文化，融入消費場域的宣傳主導意象，主要是以居民生計的改善與經濟利

益提升為基調。 

「當初要發展老街再造完全是以經濟效益為考量，要讓地方上的人可以賺錢，在

後續發展的過程中當然就會自然的有文化、產業的東西加進來，不過當初討論的

時候並沒有族群文化方面的考量，純粹以經濟為考量〈B2〉。 

2. 各從其類的販賣空間分布 

豆腐街打造後的生意往來空間，亦形成各從其類的販賣分布，原住民集中在橋頭

賣農產品以及餐飲食品，客家人則在豆腐街販售較多樣性的特色產品，其中也原

住民資金較缺乏而產生租店營運的進入障礙，也強化了類聚效應的作用；雖然有

各從其類的販售空間而形成明顯的族群邊際，然而需求的滿足以及交易消費的互

動往來，則促成族群交往的和諧關係。 

「豆腐街目前的發展也會讓原住民把種的農產比如高麗菜、甜柿等，拿到這邊橋

頭那附近擺攤賣，可以增加與這邊客家人的互動，相互聊聊多瞭解，目前做生意

上也都很和諧」〈B2〉。 

「因為豆腐街生意做起來了，也會有部分原住民會到這個地方做生意，不過他們

就是在橋頭這邊擺攤子，賣一些吃的，不會想要進到豆腐街裡面做生意，是很自

然就形成這種情形，也沒有什麼刻意的迴避，或是不和的問題；老街發展以後，

原住民與客家人當然有更大的互動，因為有生意往來，原住民會在這邊聚會、吃

東西，有比較頻繁的互動。以往老街還沒有成立的時候，原住民就在山上工作啊，

見面機會就比較少，現在他們也常常就會下來吃東西」（A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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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豆腐街橋頭另一邊有原住民在賣早餐和一些菜，一個是八卦村來的，一個是

清安村馬都安那邊來的，他們會擺攤擺在橋頭另一邊，應該是豆腐街都開店或設

攤了，沒有地方可以租用或者是租金比較貴，所以他們就在邊緣地帶擺攤」〈B2〉。 

3. 豆腐街的行銷意象及其與族群文化的關聯 

聚落的發展，除了交通的便利可及、人群集中聚集、產業特色的介面施作之外，

故事記憶作為活化創意的來源，亦是重要的啟動媒介，豆腐街的意象即是由一家

傳統的豆腐店來建構在地故事，形成文化體驗空間，豆腐本身並沒有特別壯烈或

悽美動人的故事，只是在生活之中習以為常的食物，然而食物結合在地歷史脈絡

的平實敘事，亦可建構在地產業風格，使記憶─創意─活力能藉由公部門─產業

協會─店攤商家的夥伴關係，規畫並執行地方行銷的內涵，其中的客家文化元素

已因本身是客家聚落而不必再予以強調，反而是如何善用清安豆腐街的族群交融

空間，連結融入族群文化的互動詮釋。 

「豆腐街的規劃，純粹是以豆腐的典故、特色來考量的，規劃當初沒有族群的考

量。豆腐街的形成發展，有一個豆腐緣由的典故，雖然不是一個很大的、很感動

人的故事，其實要規劃一個地方，在思考的過程中只要有一點典故，就可以從這

個地方擴大起來，變成一個特色景點，豆腐街是泰安鄉第一個這樣形式的規劃，

其他原住民的地方，也有特色典故的地方，只是因為住戶不集中，對城鄉風貌的

計畫不好規劃，豆腐街這邊還是需要從新再造，因為很多的遊客到山上泡溫泉，

勢必會經過這裏，所以這裏很多的特色，一些客家的特色，現在看起來都老舊了，

可以在這個地方發展出客家的特色景點」〈A2〉。 

兩相較量族群歸屬與在地特色，清安豆腐街與泰安鄉選擇以在地特色為主軸，族

群文化為加值的變數，也就是在地特色產業的意象打造為主，並非以族群產業的

特色意象為主，然而族群的變數亦可在種植勞動場域、販售區位特色來加以呈現，

例如較低海拔的作物與客家族群的勞動圖像較有關聯，甜杮產區多在高海拔以及

後山種植，陶瓷文化與客家關連較高，編織工藝則與原住民關連較密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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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安鄉的產業有溫泉產業，還有主要隨季節有所不同的農產，例如竹筍、桃子、

李子、草莓、小番茄、薑、甜柿等，泰安鄉比較推展行銷的是甜柿，鄉公所每年

都會辦甜柿節的活動來行銷甜柿；對於農產品的種植，不會以族群去區分，大致

上還是以地理環境為主，比較普遍的是桂竹筍，還有桃子、李子、草莓、小番茄、

薑等比較低海拔的作物，大部分以客家族群種植為主，向甜柿這種比較需要高海

拔，大部分都在後山種植，就以原住民種植為主，大概還是以環境來區分；原住

民文化產業大概有編織、手工藝等，還是持續在推展」〈A2〉。 

4.飲食作為地方行銷以及族群文化連結的載體 

飲食為形塑族群文化產業的重要載體，然而飲食與共同體的生活風格以及日常生

活的實踐邏輯，有密不可分的關聯，由於清安村為客家人聚集的生活空間，以豆

腐為特色載體而建構地方產業，自然就與客家文化產生密不可分的連結關係，飲

食特色化而融入客家生活實踐場域，包括客家語言的使用交流以及客家民俗慣習，

豆腐街形成明顯的客家主體意象而不必強化差異區隔，在街道兩道的石牆景觀，

亦以客家桐花與泰雅圖騰來作為情境空間的呈現，然而受到消費需求與市場品味

走向的影響，客家原始習俗與飲食風味文化是否會因為消費品味而產生質變雜陳，

亦是有待觀察省思。 

「以前洗水坑是我們(哎呀豆腐店)最早做豆腐的，是從店主的爸爸開始去外面學，

後來又回來這邊做，一直到現在。老街的開發也只是做生意買賣的事情而已，沒

有什麼特別的感受，不過當然現在生意有比較好啦，可是要說老街怎樣我實在說

不上來」〈C5〉。 

「豆腐街的成立，在文化方面是沒有特別考慮用客家文化還是原住民文化去成為

它的特色。不過那時候參與的人員全都是豆腐街這邊的客家人。然而現在辦一些

行銷的活動，如美食季、甜柿節，效果都比以前差，沒有新鮮感，沒有什麼誘因，

就很難吸引遊客前來，鄉公所也一直想著要怎樣改變活動的方式，不過還是不會

以族群特色文化為優先考量。全年有那麼多活動，還是以地方產業為主，例如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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筍節、甜柿節等，不會都在清安村辦理」（A1）。 

「因為這條街住的居民都是客家人，很自然的在語言、生活習慣、生活型態、習

俗都很客家，不需要特別強調，在一些的文宣宣導、推動地方特色方面也一直沒

有強調這是一個客家庄，這也是不需要的，因為，遊客一路來到這邊，很容易就

融入了這邊的情境，絕對不會懷疑這是閩南庄還是原住民部落」（C6）。 

「豆腐街的飲食文化，還是以客家傳統為主，以後會不會改變就不一定了，一定

是跟著市場需求去變化」（A1）。 

5.地方特色產業的節慶行銷與族群意象的連結 

即使不以族群文化作為行銷的主軸，以豆腐為主題的節慶行銷策略，固然可以結

合區位便利、景觀秀麗來強化其體驗消費的價值，然而相關的產品組合行銷，亦

可以將豆腐與甜杮聯合，將客家豆腐與泰雅甜杮組合交錯來共同行銷，豐富產業

節慶行銷的內容，不以單一族群而以族群交融來注入呈現於地方產業節慶的活動

價值鏈，然而豆腐街本身就是客家聚落，當地的原住民鄉長則認為，不妨增添更

多與客家有關的應景食品，創發產業文化化的價值鏈，促進在地特色產業的發展，

以族群文化的食貨商品組合，增進地方行銷的效益。 

「洗水坑豆腐街整個意象的打造，沒有以客家、原住民或其他族群特別來突顯，

福菜、薑、筍、桃李，原住民也都有，豆腐街純粹以豆腐產品為主軸來推展，順

便推銷這邊的山光水景，在豆腐街販賣的商品還有很多客家的產品，比如：福菜、

陳年蘿蔔乾、客家粄條等，也有很多農產品，比如：高麗菜、甜柿、橘子、水梨

等等，2010 年辦理美食街活動，就以客家豆腐與原住民甜柿聯姻為主題舉辦活

動，不但以簡單的方式表達地方族群融合的信念，也讓參加活動的遊客馬上就能

體驗到這個地區的族群文化元素與關係」（C6）。 

「豆腐街的成立，在文化方面是沒有特別考慮用客家文化還是原住民文化去成為

它的特色」〈A1〉； 

「豆腐街於民國九十年成立，前幾年大概大家都還在摸索，也感覺不到有其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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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援，現任的柯鄉長，從他上任大概九十八年開始就會辦理客家豆腐美食節，外

地的人就比較知道豆腐街，就比較多人來了，現在豆腐街的人潮比以前多很多。 

歷任鄉長雖然是原住民，可是鄉公所在整個豆腐街的推展中，並沒有看到他們想

要把原住民文化加到這邊來。當然在入山口，正好也是豆腐街入口旁邊有原住民

意象雕塑，但是豆腐街的建築我想不到有什麼特別的客家建築，不過只要一走進

來，相信沒有什麼人會懷疑這裡是什麼族群，就是很客家。豆腐街居民平日的飲

食習慣及餐飲店的料理，都是客家的料理方式」〈B2〉。 

「豆腐街居民的信仰、習俗等方面，絕對是客家的信仰和習俗，還都是很傳統的

客家，沒有因為在泰安鄉而受到影響。對於豆腐街特色發展，因為我覺得豆腐和

客家的連結性還是不夠強烈，當然，豆腐街一打造出來，就是以豆腐(來作特色)

定位，豆腐的產品是不是可以結合客家的飲食文化來做一些改變，讓豆腐吃起來

就有地方的特色與風味，或是以豆腐為基礎來發展出特色產品，比如結合喜餅啦、

麻齊啦、糕餅啦等客家食品，這是應該努力的方向」〈A2〉。 

六、結論 

族群因為資源的競逐及其引生的交互推移與勢力消長，是進出泰安鄉洗水坑的集

體記憶，客家人移居到泰安鄉的清安、錦水兩村較多，因其地勢平坦，進出大湖、

獅潭交通較方便；其中的族群競逐資源之推擠效應，是進出洗水坑的主要基調，

原先從清安村豆腐街一直到雪霸公園管理處，都是原住民的傳統生活領域，然而

這裏的原住民原先在公館，由於漢人徙入，於是退到山上；就客家人的集體記憶

而言，亦有認為客家族群被福佬人推擠而遷移到山地丘陵，繼而進入原住民的原

有生活空間。 

客家人移居到泰安鄉的清安村討生活、保生計，日治時期大致可分為四類：(1)

陸續到山林開墾荒地務農的做山耕田；(2)防禦原住民而被調派從事隘勇工作者；

(3)焗腦；(4)林班伐木；本地的客家人為二次移民，大部分來自於現今苗栗縣的

大湖鄉、公館鄉、苗栗市等鄉鎮。戰後的農林發展時期，從山上遷移到豆腐街的



476 
 

 

客家人很多，加上 1960 年代行政機關遷移至此，清安洗水坑成為泰安鄉行政中

樞，也是進出山林的交通要道及疏紐，1965 年葛樂禮颱風侵襲，當時許多住戶

在颱風過後遷離；1970-80 年代，鑲嵌在台灣的都市化與工商發展節奏快速，促

使在地居民離開洗水坑，出去的客家人比原住民多，從 1960 年代起一直到 2000

年代，有大量的人口外移，其進出遷徙的節奏，大致上一直維持街上居民往外移，

居住在山上的居民搬來住的狀態， 2000 年代之後的清安豆腐街，推拉進出節奏

日趨減緩，居民逐漸穩定，原有居民除了老去外，住戶比較少變動。 

就街市聚落族群邊際的生成變化與特色的分析可知： 

1.山林資源的競取，例如隘勇線與伐樟熬腦，產生客家人與泰雅族的利益衝突及

其邊際推摩，就謀生慣習實踐的邏輯而言，呈現客家人長於做山耕地的技術，原

住民長於打獵奔逐，並形成原住民擁有─客家人租用的關係。 

2. 就土地資源的相對利益與繼承使用而言，有利於原住民而不利於客家人。 

3. 族群邊際的差異形塑，在選舉動員時期的壁壘最為分明，參選鄉長者必須具

有原住民的身份，由於鄉民較少，客家人無法從泰安鄉推舉出人選而當選議員；

致使客家在當地的政治生態處於相對弱勢；公部門的福利政策措施，如老農津貼、

住宅貸款、住宅整建優惠貸款、考試加分，都以原住民為受惠對象，地方公務機

關任用臨時人員，對原住民也較有利。 

4.就食貨交易與交換互動所型塑的族群邊際而言，商品的交易與禮品交換交相輔

成，透過禮物交換來增進彼此的互信與親切感，也是緩和對立衝突並使交易順遂

的手段；部落裡的雜貨店大部分都是客家人經營，雜貨店是反應當地住民生活與

遷徙的窗口，也是消息交流的場所；由於生活型態與工作態度的認知差異，客家

人與原住民形成各從其類雇用方式；客家人的理財儲蓄觀與原住民的花錢享樂觀，

形成經濟行為的差異邊際。 

5.就族群互動與族群語言的使用分析而言，交易形成不同族群語言的相互學習，

泰安鄉的前山五村與後山三村形成不同的語言場域，前山五村的原住民習於客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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話的使用，後山三村則以泰雅語為生活共同體的語言。 

6.分析文化慣習與生活遇緣所形成的族群邊際，亦可探究原客在信仰文化與婚喪

生命禮儀的差異與邊界區別：原住民是天主教儀式而客家是傳統的客家習俗與民

間道教信仰；即使同樣參與交誼休閒活動，也會因為慣習實踐的風格不同，形成

各從其類的族群邊際，例如客家人喜歡玩牌，原住民喜歡喝酒玩樂烤火；泰安鄉

的節慶活動的舉辦與休閒活動的參與，一向以泰雅族群為主軸，然而豆腐街的美

食文化節，則是以客家活動為主體，邀請原住民來參與表演節目；泰安鄉的客家

人和原住民的通婚相當少，原住民反而和外面的漢人通婚比較多，若是原住民女

姓與客家男姓通婚，從生活發展利益的考量而言，所生出的孩子會選擇從母姓而

為原住民籍；客家人對原住民的族群認知意象集體記憶的積澱，形塑了客家人對

原住民的負面意象，即使經過一段的交往時間，族群意象雖然朝向改善的趨向發

展，然而客家人還是會認為比原住民的文化水準高，族群邊際依然或隱或顯地呈

現在族群性格的認知差異上。 

就清安豆腐街生活共同體營造的發展變化分析，可得到下述的經驗特質： 

1.清安豆腐街營造的生成變化及其對在地物質生活的影響：洗水坑清安豆腐街的

興起，主要是因為營建署補助城鄉發展計畫，以一家傳統豆腐店為啟動元素，豆

腐街成為地方特色產業的消費空間建構之後，生意買賣與遊客增加許多，改變了

原先的上山與外出工作的經濟生活型態，原有的鄉民慣習步調，受到產業經濟的

作用交融，時間的自主性似乎因為城鎮商業運轉機制的影響而降低，除了必須配

合耕作的農忙農閒之外，也必須配合外地遊客來去駐留的消費節奏，比農耕生活

忙碌而節奏速度加快。豆腐街發展對居民所帶來的經濟利益，有助於人口回流以

及在地產業商機，然而依舊鑲嵌在大湖草莓與泰安溫泉產業板塊與淡旺季變化的

節奏過程之中。豆腐街在開啟之初，由鄉公所扮演主導與催化的角色，然而鄉公

所後來則鼓勵觀光產業協會提出建議規畫，與公部門合作來共同執行落實。 

2.豆腐街打造後的生意往來經營與族群議題：由於清安村為客家人聚集的生活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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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以豆腐為特色載體而建構地方產業，自然就與客家文化產生密不可分的連結

關係，飲食特色化而融入客家生活實踐場域。清安豆腐街與泰安鄉選擇以在地特

色為主軸，族群文化為加值的變數，也就是在地特色產業的意象打造為主，並非

以族群產業的特色意象為主；即使不以族群文化作為行銷的主軸，然而相關的產

品組合行銷，亦可以將豆腐與甜杮聯合，將客家豆腐與泰雅甜杮組合交錯來共同

行銷，以族群交融來注入於地方產業節慶的活動價值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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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前台灣推廣客家文化不遺餘力，國家發展計畫與行政院客家委

員會(以下簡稱客委會)更是大力推廣。客委會為了推廣客家文化與觀

光，發揚客家傳統並且活絡客庄產業，目前正致力於推動客家文化節

慶，每個月在客家庄均有活動的舉行。其中苗栗縣為台灣客家文化的

大型集散地之一，故以苗栗縣的客家文化節慶所發展出的活動為本計

畫推廣之重點。 

苗栗縣整年度均有豐富的客家節日與慶典舉行，活動內容富有客

家文化內涵，苗栗縣政府並與各鄉鎮市公所配合各式大小活動的舉辦。

苗栗縣政府與民間所提供的豐富旅遊資訊，目前仍多以 2D 圖片的方

式呈現地圖資訊以及現場拍攝之照片，再使用文字加以描述。這些圖

片與文字資料以資訊的角度來看，皆有其典藏使用的價值，搭配本計

畫欲使用之網際網路地理資訊系統將適當的資訊、知識整合，利用網

際網路流通便利的特性讓使用者可以輕易取得相關資訊，讓每位使用

者對相關的節慶與活動都能獲取足夠廣度與深度的資訊以參考使用，

使得旅遊資訊能發揮至最大功效。 

本計畫使用免費、開放的 Google Map 電子地圖為地理資訊系統

之展示平台，以分層的方式製作、更新旅遊相關資訊。本計畫亦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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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識庫類型的資訊系統以進行線上社會網絡資源的管理，藉由良好的

管理與親切人性化的平台介面讓民眾方便使用。本計畫使用 Xoops

與 Facebook 的平台整合建置線上資訊與知識整合管理平台，以討論

並儲存各式旅遊資訊與文化背景知識為主，加上 Google Map 電子地

圖、兩者結合形成完備的苗栗客家文化之旅知識庫，欲使不同族群的

民眾也能藉此對客家文化產生認同感與參與感。 

 

關鍵字：客家、文化節慶、Facebook、Google M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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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1.1 研究背景與動機 

客家文化目前為是國家發展計畫與行政院客家委員會(以下簡稱

客委會)大力推廣的文化之一，客家人口在「廣義定義」（至少符合自

我族群認定或血緣認定中任一項者）的情況下，約有 587.7 萬人，佔

台灣人口的 25.6%(客委會，2008)，也就是說台灣有超過四分之一的

人口自我認定為客家人。客家族群本以土地為生，對於土地有深厚的

情感關係。台灣客家人，在渡大海，入荒地，篳路藍縷，以啟山林的

傳統信仰中，幾乎繼承了漢民族的文化而來。客委會為了推廣客家文

化與觀光，發揚客家傳統並且活絡客庄產業，目前正致力於推動客家

文化節慶，每個月在客家庄均有活動的舉行。客家文化節慶除了會隨

著在地的風土民情有所調整，融入更多當地特色之外，亦與歷史、人

文、天文地理有深刻的牽連。其中苗栗縣為台灣客家人口與客家文化

的大型集散地之一，在廣義的客家人口認定上全縣約有七成以上為客

家人(客委會，2008)。並由於苗栗縣深蘊客家文化的內涵，本計畫故

以苗栗縣客家文化節慶所發展出的活動為推廣之重點。 

苗栗縣整年度均有豐富的客家節日與慶典舉行，活動內容富有客

家文化內涵，苗栗縣政府並與各鄉鎮市公所配合各式大小活動的舉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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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苗栗縣內的傳統客家鄉鎮的在地人文背景為依據，本計畫篩選出

二十八項苗栗所舉辦之節慶活動，如客家桐花祭、火旁龍及草莓文化

季等，做為本文整合研究之對象。 

這些活動的舉辦原是要使在地的人文、歷史、社會及族群產生凝

聚力，並且引發思古之幽情後再加以提升對此文化不熟悉人士的興趣，

才能夠達到教化人心、陶冶性情、和諧社會、融合族群的目的。故完

整且易於搜尋使用的資訊是必須具備的，此類資訊若能完整呈現讓國

人了解使用，在旅行時便不僅僅只是走馬看花的虛晃一趟，更能從旅

遊中了解學習到更多知識。只是本計畫著手蒐集相關文化節慶之文獻

資料之後，發覺苗栗各鄉鎮市公所至縣政府並沒有完整的文化節慶介

紹。有些節慶活動只有展現表面的短暫歡愉，看似相當熱鬧，深入探

究卻還是無法了解此節慶活動舉辦的原由為何。每個節慶活動的舉辦

皆應有其舉辦的目的以及意義，不可能無中生有的憑空出現，故提出

完整的節慶故事應為當務之急。 

地方特色產業發展的養分來自於生活四周的人文資源(人文)、天

然資源(地)、人文空間(景)、產業資源(產)，而展現的形式又以生活旅

遊最為蓬勃(陳炴如，2007)。一套成功的旅遊導覽系統並非是只有單

純的科技功能整合；而是在資訊科技的基礎下，揉合了人文、歷史、

地理、飲食、經濟、文化等等各種層面的資訊在裡頭，也因此，並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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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傳統的旅遊導覽資料庫所能比擬的豐富內涵，而且擁有了各式各樣

的產業特色在裡面。本計畫使用免費、開放的 Google Map 電子地圖

為地理資訊系統之展示平台，將各個節慶活動定點之影像與內容整合

至 Google Map 內，亦整合知識庫類型的資訊系統以進行線上社會網

絡資源的管理。藉由良好的管理與親切人性化的平台介面讓民眾方便

使用，以知識庫系統的完備性，延伸至網路科技蓬勃發展出的 Web2.0

概念與開放原始碼軟體的開放性建置此知識庫系統。 

本計畫使用 Xoops 與 Facebook 的平台整合建置知識平台，以討

論並儲存各式旅遊資訊與文化背景知識為主，加上 Google Map 平台

建置、兩者結合形成完備的苗栗客家文化之旅知識庫，欲使不同族群

的民眾也能藉此對客家文化產生認同感與參與感。 

 

1.2 研究問題與目的 

以下為本計畫想要探討的問題，並透過問題探討解決研究目的。

本計畫鎖定在線上資訊與知識整合管理平台為研究環境，此平台創立

目的是為了讓在地的人文、歷史、社會及族群產生凝聚力，並且引發

在地人士參與地方活動的興趣、更進一步的認識自己所在的土地，勾

起居民對鄉土的熱愛；再利用服務範圍擴及全球的社群網路服務平台

Facebook 加以延伸擴展此虛擬社群之影響範圍，使更多對苗栗客家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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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節慶有興趣、甚至不熟悉的朋友開始熟悉、了解並參與苗栗的文化。

使得苗栗客家文化節慶旅遊可以藉由線上資訊與知識整合管理平台

(以下簡稱資訊整合平台)得以推廣給普羅大眾，同時藉由資訊整合平

台與民眾互動得以將苗栗客家文化節慶進一步創新發展。根據背景與

動機，本計畫研究問題如下： 

1. 「苗栗客家文化節慶」，是具有何種歷史、地理背景

意義的活動，在文化歷史發展的脈絡下，是如何塑造出屬於

苗栗客家的文化節慶。 

2. 主辦單位在民眾參與「苗栗客家文化節慶」活動時所

紀錄的資料，以及針對節慶歷史背景所整理的文獻，縣府並

沒有完善歸納整合，各鄉鎮的公所到縣政府沒有制定標準資

料蒐集保存的流程，各項資料也不確定有無實際保存。 

3. 縣府舉辦「苗栗客家文化節慶」活動都富有重大意義，

但在平台上該如何展現與介紹，才能夠達到讓人深刻了解與

推廣「苗栗客家文化節慶」的特色，而不是一昧一窩蜂參與。 

針對以上研究問題，本計畫企圖達到以下研究之目的： 

1. 針對「苗栗客家文化節慶」活動充分了解其歷史、地

理背景所帶來的意義。 

2. 將過去「苗栗客家文化節慶」歷史背景文獻與旅遊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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訊網完整結合呈現。 

3. 將拍攝完成文化節慶影音圖片放置於資訊整合平台

並加以介紹。 

4. 透過地理之訊系統(GIS)呈現各文化節慶活動位置與

資訊，能夠方便了解與規劃旅遊路徑。 

5. 將苗栗客家文化節慶人文特色與資訊整合平台完整

結合，使客家文化推廣至國內外，吸引更多旅客參與客家文

化節慶。 

以下為本計畫之預期成果，由表 1-1 與圖 1-1 可看出各個系統技

術的應用可展現出四到四能的各項成果以及涵括了：客家的人文、社

會、意象、情境、科技、與經濟的核心層面，並能讓更多人對客家文

化深感興趣與投入。 

1. 聽得到：不僅由一般的音訊設備傳遞，更由數位科技

以及網路承載，將無所不在的技術應用於苗栗客家旅遊資訊

與文化探索。 

2. 看得到：傳統的客家文化博大精深更源遠流長，但是

儘管由學者們不倦地收集、分析、詮釋、註解，其成果仍有

礙於傳播的途徑與擴散分享的方式，終究無法使得普羅大眾

所能體會與理解。既然傳播途徑與擴散方法無法突破，更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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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能夠將學者們的發現與研究下的成果，配合著文字以及影

音的呈現，讓人們更能夠「看」的到客家文化伴隨節慶的內

涵。 

3. 讀得懂：縱使能讓人們「聽」的到客家文化的唯美表

徵，亦能夠使得人們「看」的到的客家文化素養內涵，但終

究仍屬於表面的呈現。「接收」到「體會與感受」甚至是「理

解」畢竟是存在著一段難以突破的關鍵，客家文化是要靠著

傳播與發揮尚能扣結住社會成長的動脈，倘若在「理解與瞭

然於心」出現了阻撓，何以能擔負起客家文化傳承。以致「聽

到了；也看到了，是更需要使得客家文化真正讓人們進入文

化的空間與境界」。 

4. 尋得到：即使建置了完善的資訊整合平台，但如果無

法經由便捷的方式尋找到平台，在溝通傳播上恐怕會造成阻

礙。所以，在各大站台建立搜尋，以便人們能夠方便利用資

訊整合平台，並增加曝光率，讓更多人來文化探索與旅遊饗

宴的使用。 

5. 能擴散：透過建置苗栗客家文化影音圖像資料庫，讓

使用者能夠聽到苗栗客家文化的陳述外；也能夠看到苗栗客

家文化表現的方式，甚至能夠衍生至苗栗客家文化戲曲與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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劇等，利用資訊整合平台呈現的文化藝術，讓苗栗客家文化

能擴散至其他層面。 

6. 能蒐集：藉由設計，讓苗栗客家文化擁有一個或多個

自由分享與共同創作的平台系統，並讓苗栗客家文化能經由

互動式特性，快速累積並且能方便快速地搜集苗栗客家文化

資訊。 

7. 能分享：透過數位化讓苗栗客家文化中豐富知識內涵

的原貌能夠永久保存、傳承及聯繫，讓苗栗客家文化能分享。 

8. 能共創：建構數位化苗栗客家文化協同創作系統，來

進行苗栗客家文化或相關文化藝術的創作，並與其他系統使

用者進行交流，以便讓苗栗客家文化能達到共創的目的。 

表 1- 1 四到四能展現表 

 
聽
得
到 

看
得
到 

讀
得
懂 

尋
得
到 

能
擴
散 

能
蒐
集 

能
分
享 

能
共
創 

YouTube ◎ ◎ ◎ ◎ ◎ 

 ◎ ◎ 

Google Map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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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cebook ◎ ◎ ◎ ◎ ◎ ◎ ◎ ◎ 

Xoops 

 ◎ ◎ ◎ ◎ ◎ ◎ ◎ 

資料來源：本計畫編製 

 十二月~二月 三灣稻田彩繪 稻鄉柑香季
二月~十一月 2010 苗栗水舞嘉年華
一~二月 三灣茶花節
二月 亞洲舞龍公開賽
二月 火旁龍活動
三月~四月 柚花季
四~五月 螢火蟲生態探索之旅
四~ 五月客家桐花婚禮
四~五月 鮮纖桂竹筍
四月中~五月 客家桐花季
農曆四月 客庄十二大節慶三義雲火龍節
五月~六月 桃李節
六月 南瓜博覽會
六月 台灣國際木雕競賽
六~八月 水梨季
七月 紅棗節
七月 國際木雕交流展
八月 水果觀光季
八~九月 木雕藝術節
九月 文旦節
九月 中秋晚會
十月 杭菊飄香
十月 苗栗文藝季
十一月 山水節?鱒魚節
十一月 山水甜柿節
十一月 甘薯文化節
十二月~一月 福菜節
十二月 大湖草莓文化季

照片

節點

路徑規劃

文字簡介

影片

Facebook

YouTube

Google Earth

Discuz

人文

社會

意象

經濟

科技

情境

 

圖 1- 1 

資料來源：本計畫編製 

1.3 研究流程 

本計畫所形成之背景與動機，發現資訊整合平台與使用者之間的



491 
 

 

互動關係，所產生的目的與研究問題值得本計畫加以探討。其次，搜

集國內外相關學者提出之理論、文章，以佐證本計畫之立論基礎。本

計畫使用 Facebook 與 Xoops 建置資訊整合平台，並在此平台中進行

客家文化節慶之旅遊資訊與知識管理之推廣。詳細研究流程如圖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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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定研究動機和目的

相關文獻探討

確定研究架構和方法

文獻回顧和資料蒐集
建置線上資訊與知識整合
管理平台並維護與管理

結果與分析

結論與建議

 

圖 1- 2 

第二章 文獻探討 

2.1 客家文化節慶之旅遊資訊 

近幾年客家意識的抬頭，地方政府與客家鄉鎮積極投入客家文化

節慶的舉辦，隨著網際網路與電子商務的蓬勃發展之下，政府機關與

企業經營者紛紛投入客家文化節慶旅遊資訊網站的建置。然而旅遊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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訊網站的發展也隨著經營者與投入的目之不同而呈現出多種不同的

經營模式，加上喜歡客家文化的旅遊愛好者成立的個人旅遊網站或社

群網站，在網際網路上有關客家文化節慶之旅遊網站呈現前所未有的

熱絡。 

在林琍羨 (2000)的研究中顯示，消費者使用網際網路對於服務

產品資訊搜集，傾向以人際非商業資訊來源較多，搜集程度居次多的

是「入口網站及旅遊網站上有關的旅遊資訊」；依據觀光局 2003 年國

內民眾旅遊狀況調查結果顯示，民眾旅遊前，索取相關旅遊資訊的旅

客中，其中以利用電腦網路(佔 16%)搜尋資訊者較上年增加 4%，增

加幅度最大，此亦突顯出入口網站及旅遊網站己成旅遊資訊來源的重

要媒介。 

Palmer & Griffuth (1998)指出，一個具有效益評估價值的網站設

計時應同步考量「行銷功能」(Marketing Functions)如：資訊提供、線

上服務提供程度等與「技術特質」(Technical Characteristics)如：互動

架構、影音動畫、連結設計等二大構面；而陳世運 (2000)則強調網

站在建置時，「線上產品之整體服務流程」及「整體網頁操作使用功

能」都需要經過多面向的思考與規劃設計，以致力於提供網路使用者

愉快的網路購物經驗繼而建立起對網站的信任。 

而從各網路旅遊資訊要素的重要程度來看，並參考各研究文獻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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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結果發現，台灣網路使用者對網路旅遊資訊要素中較為重視的有：

住宿、交通、氣象、餐飲、行程等。如下表所示。 

表 2- 1 旅遊資訊要素 

研究者 
氣
象 

交
通 

住
宿 

餐
飲 

遊
憩 

購
物 

娛
樂 

行
程
安
排 

週
邊
景
點
及

遊
憩
活
動 

Mcintosh（1990）  ◎ ◎ ◎  ◎  ◎ ◎ 

Bonn et al., 

(1998) 
◎ ◎ ◎ ◎ ◎ ◎ ◎ ◎ ◎ 

陳瑞麟（1990）  ◎ ◎ ◎  ◎ ◎ ◎ ◎ 

楊孟義（1995） ◎ ◎ ◎ ◎  ◎ ◎ ◎ ◎ 

李貽鴻（1995） ◎ ◎ ◎ ◎ ◎  ◎ ◎ ◎ 

蕭炘增（1998） ◎ ◎ ◎ ◎ ◎ ◎ ◎ ◎ ◎ 

陳瑞麟（2000）  ◎ ◎ ◎ ◎   ◎ ◎ 

周顏孝慈（2001）  ◎ ◎ ◎ ◎  ◎ ◎ ◎ 

呂明純（2002）  ◎ ◎ ◎ ◎ ◎ ◎ ◎ ◎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 

由上表可以看出，顯現網路使用者所蒐集到的網路旅遊資訊對於

評估與選擇旅遊據點具有影響性，亦即網路旅遊資訊對網路使用者具

有提供訊息與協助決策的功能。然而本計畫主要針對苗栗客家文化節

慶所建制之旅遊資訊系統，除了上表較為重視的旅遊資訊外，對於客

家文化節慶的所具有的歷史、地理背景文獻資料也是富有相當重大的

意義。除了能讓旅客參與到苗栗客家文化節慶，也能深入體驗客家文

化饗宴，達到教化人心、陶冶性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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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苗栗縣客家鄉鎮定義 

目前台灣社會一般最常用客家人口定義法還是以「自我族群認定」

(主觀認定)為主，具有強烈的客家認同意識，即可認定為客家人。而

苗栗縣在九十七年度的調查中，在「單一自我認定為客家人」的比例

有 55.5%，超過全縣的半數縣民單一自我認定為客家人；在「多重自

我認定為客家人」的部分，苗栗縣民亦有 64.8%的縣民認定自己為客

家人；至「廣義自我認定為客家人」這部分，更高達 72.2%的苗栗縣

民自我認定為客家人。可知苗栗縣實為傳統客家大縣。 

血緣認定

語言認定

定義7：祖父或祖母

定義9：祖先血統

定義8：
外祖父或祖母

定義11：
會說/聽客語者

定義3：父親血統

定義6：父或母

定義4：母親血統

定義5：父且母

自我認定

定義1：
單一自我認定

定義2：
多重自我認定

廣義定義10

圖 2- 1 客家人口定義法 

資料來源：97 年度全國客家人口基礎資料調查研究，行政院客家委

員會 

97 年度「全國客家人口基礎資料調查研究」結果之客家人口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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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三分之一以上鄉鎮市區，與 93 年「全國客家人口基礎資料調查研

究」定義的客家鄉鎮，及王甫昌教授 2002 年的研究定義客家人集中

鄉鎮市區相比較區分出苗栗縣 18鄉鎮中有 13個鄉鎮市區曾經被上述

三項定義歸類為客家鄉鎮，代表這些鄉鎮市區可以說是臺灣地區傳統

的客家鄉鎮地區。此 13 個鄉鎮市區分別為苗栗縣苗栗市、頭份鎮、

卓蘭鎮、大湖鄉、公館鄉、銅鑼鄉、南庄鄉、頭屋鄉、三義鄉、西湖

鄉、造橋鄉、三灣鄉及獅潭鄉。而包含泰安、通霄、後龍、竹南、苑

裡等五鄉鎮則因為客家人口不足五成而無法將之歸類為傳統客家鄉

鎮。 

2.3 苗栗客家文化節慶概述 

本計畫採用苗栗縣政府設置之苗栗文化觀光旅遊網整理的節慶

行事曆作為活動內容依據，如表 2-2： 

表 2- 2 節慶行事曆 

期間 活動名稱 主辦單位 地點 

十二月~

二月 
三灣稻田彩繪 稻鄉柑香季 三灣鄉公所 三灣鄉內灣村 

十一月 泰安溫泉季 苗栗縣政府 泰安鄉 

農曆四月 客庄十二大節慶三義雲火龍節 

三義觀光文化發展

協會 
三義鄉 

農曆三月 通霄白沙屯媽祖進香 

白沙屯田野工作室

協會 
通霄鎮 

十二月~

二月 
通霄金果乳香花海 通霄鎮公所 

苗 121 線及通霄

鎮境內 

二月~十

一月 
2010 苗栗水舞嘉年華 

苗栗縣政府國際文

化觀光局 
明德水庫前廣場 

http://feelingimage.url.tw/sanwan/
http://www.taian-hotspring.com/index.php
http://hakka-dragon.emmm.tw/
http://baishatun.ngo.org.tw/
http://www.tungshiau.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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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月 亞洲舞龍公開賽 

苗栗縣政府 亞洲龍

獅聯合會 
苗栗市 

二月 火旁龍活動 苗栗市公所 苗栗市 

三月~四

月 
柚花季 西湖鄉公所 西湖鄉 

四~五月 螢火蟲生態探索之旅 
 

大湖鄉大窩地區 

四~五月 客家桐花婚禮 國際文化觀光局 苗栗縣 

四月中~

五月 
客家桐花季 行政院客家委員會 苗栗縣 

五月~六

月 
桃李節 三義農會 三義鄉 

六月 南瓜博覽會 縣府農業處 造橋鄉 

六月 台灣國際木雕競賽 國際文化觀光局 
三義 木雕博物

館 

七月 紅棗節 公館鄉公所 公館鄉 

十一月 泰雅族祖靈祭 泰安鄉公所 泰安鄉 

七月 國際木雕交流展 國際文化觀光局 三義木雕博物館 

七~八月 海洋嘉年華 縣政府農業處 後龍鎮 

八月 水果觀光季 卓蘭農會 卓蘭鎮 

九月 文旦節 西湖鄉農會 西湖鄉 

九月 中秋晚會 

縣府勞動及社會資

源處 
苗栗縣 

十月 杭菊飄香 縣政府農業處 銅鑼鄉 

十月 苗栗文藝季 國際文化觀光局 
苗栗縣旅遊服務

中心 

十一月 洗水坑豆腐節 泰安鄉公所 泰安鄉 

十一月 山水節曁鱒魚節 南庄農會 南庄農會 

十一月 山水甜柿節 縣政府農業處 南庄鄉 

十一月 甘薯文化節 西湖鄉農會 西湖鄉 

十二月~

一月 
福菜節 公館鄉公所 公館鄉 

十二月 賽夏族巴斯達隘祭 南庄鄉公所 南庄鄉 

十二月 大湖草莓文化季 大湖地區農會 大湖鄉 

二月 後龍射炮城 後龍鎮公所 後龍鎮 

http://www.universe.com.tw/miaoli2010/01news.html
http://210.241.51.84/activity.php?sn=2
http://travel.miaoli.gov.tw/site_index.php?sn=33
http://210.241.51.84/activity.php?sn=3
http://wood.mlc.gov.tw/
http://www.kungkuan.gov.tw/newweb/main.php
http://apm.miaoli.gov.tw/index.aspx
http://wood.mlc.gov.tw/
http://210.241.51.84/activity.php?sn=4
http://www.miaoli.gov.tw/Social/index.asp
http://www.miaoli.gov.tw/Agriculture/index.asp
http://mlcf.eracom.com.tw/
http://www.miaoli.gov.tw/Agriculture/index.asp
http://www.shihwu.org.tw/
http://www.nanchuang.gov.tw/big5/b/page_7.php
http://www.dahufarm.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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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月 炮炸邯鄲爺 竹南鎮公所 竹南鎮 

四~五月 鮮纖桂竹筍 鄉鎮公所農會 

大湖鄉、獅潭

鄉、南庄鄉、泰

安鄉 

八~九月 木雕藝術節 國際文化觀光局 三義鄉 

一~二月 三灣茶花節 三灣鄉農會 三灣鄉 

六~八月 水梨季 縣政府農業處 
三灣鄉、大湖

鄉、卓蘭鎮 

資料來源：苗栗文化觀光旅遊網 http://travel.miaoli.gov.tw/calendar.php 

檢索日期：2010/08 

 

目前由苗栗文化觀光旅遊網所整理之活動共有三十七項，而所在

地為非傳統客家鄉鎮的泰安、通霄、後龍、竹南、苑裡等五鄉鎮所舉

辦的節慶活動共有八項，加上南庄鄉舉辦、屬於原住民祭典的賽夏族

巴斯達隘祭，總共有九項節慶活動不屬於客家鄉鎮之節慶活動。扣除

掉這九項非客家文化節慶活動後，餘有二十八項活動，如表 2-3所示： 

表 2- 3 傳統客家鄉鎮節慶 

編

號 
期間 活動名稱 主辦單位 地點 

1 
十二月

~二月 
三灣稻田彩繪 稻鄉柑香季 三灣鄉公所 三灣鄉內灣村 

2 
農曆四

月 
客庄十二大節慶三義雲火龍節 

三義觀光文化

發展協會 
三義鄉 

3 
二月~

十一月 
2010 苗栗水舞嘉年華 

苗栗縣政府國

際文化觀光局 
明德水庫前廣場 

4 二月 亞洲舞龍公開賽 

苗栗縣政府 亞

洲龍獅聯合會 
苗栗市 

5 二月 火旁龍活動 苗栗市公所 苗栗市 

6 
三月~

四月 
柚花季 西湖鄉公所 西湖鄉 

7 
四~五

月 
螢火蟲生態探索之旅 

 
大湖鄉大窩地區 

http://www.2009sanyifestival.com.tw/
http://www.sanwan.org.tw/
http://www.miaoli.gov.tw/station/index.asp?sid=6
http://feelingimage.url.tw/sanwan/
http://hakka-dragon.emmm.tw/
http://www.art-fruit.com.tw/festival/fountain/news.asp
http://www.universe.com.tw/miaoli2010/01news.html
http://210.241.51.84/activity.php?sn=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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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四~五

月 
客家桐花婚禮 

國際文化觀光

局 
苗栗縣 

9 
四月中

~五月 
客家桐花季 

行政院客家委

員會 
苗栗縣 

10 
五月~

六月 
桃李節 三義農會 三義鄉 

11 六月 南瓜博覽會 縣府農業處 造橋鄉 

12 六月 台灣國際木雕競賽 

國際文化觀光

局 
三義木雕博物館 

13 七月 紅棗節 公館鄉公所 公館鄉 

14 七月 國際木雕交流展 

國際文化觀光

局 
三義木雕博物館 

15 八月 水果觀光季 卓蘭農會 卓蘭鎮 

16 九月 文旦節 西湖鄉農會 西湖鄉 

17 九月 中秋晚會 

縣府勞動及社

會資源處 
苗栗縣 

18 十月 杭菊飄香 縣政府農業處 銅鑼鄉 

19 十月 苗栗文藝季 

國際文化觀光

局 
苗栗縣旅遊服務中心 

20 十一月 山水節曁鱒魚節 南庄農會 南庄農會 

21 十一月 山水甜柿節 縣政府農業處 南庄鄉 

22 十一月 甘薯文化節 西湖鄉農會 西湖鄉 

23 
十二月

~一月 
福菜節 公館鄉公所 公館鄉 

24 十二月 大湖草莓文化季 大湖地區農會 大湖鄉 

25 
四~五

月 
鮮纖桂竹筍 鄉鎮公所農會 

大湖鄉、獅潭鄉、南庄鄉、

泰安鄉 

26 
八~九

月 
木雕藝術節 

國際文化觀光

局 
三義鄉 

27 
一~二

月 
三灣茶花節 三灣鄉農會 三灣鄉 

28 
六~八

月 
水梨季 縣政府農業處 三灣鄉、大湖鄉、卓蘭鎮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 

節慶活動背景概括整理如下： 

一、 客庄十二大節慶三義雲火龍節： 

http://travel.miaoli.gov.tw/site_index.php?sn=33
http://210.241.51.84/activity.php?sn=3
http://wood.mlc.gov.tw/
http://www.kungkuan.gov.tw/newweb/main.php
http://wood.mlc.gov.tw/
http://www.miaoli.gov.tw/Social/index.asp
http://www.miaoli.gov.tw/Agriculture/index.asp
http://mlcf.eracom.com.tw/
http://www.miaoli.gov.tw/Agriculture/index.asp
http://www.shihwu.org.tw/
http://www.dahufarm.org.tw/
http://www.2009sanyifestival.com.tw/
http://www.sanwan.org.tw/
http://www.miaoli.gov.tw/station/index.asp?sid=6
http://hakka-dragon.emm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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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前，在三義經營民宿的陳耿彬的一趟山西平遙古鎮之旅時發

現，巧遇山西世界客家祭祖大典在山西大槐樹處舉行，當時引起他的

好奇心，用心觀察竟意外發現在百年客家族群因旱災往南遷移的路徑

中，由山西-貴州-湖南-福建-廣州-廣西-澳門-香港等，都可見到草龍

或香火龍祈福活動的蹤跡。香火龍，俗稱草龍。是中國客家族群千年

特有的習俗之一。由於稻米是客家人的主食，秋收農閒時期，以稻草

結繩加上竹片編織成龍形的草龍，舞龍祈福時，會在龍身插滿了點燃

的香柱，形成光點也會冒煙，有騰龍駕霧之姿，因此稱為香火龍。各

地客家農民會把香火龍放在重要路口，祈求團結抵抗外侮、四境平安，

並發展出接龍、祭祖、遊龍、舞龍、送龍等習俗，並衍伸出有遶境平

安，及防疫除病的祈福之意。配合三義地理風情、與客庄人文特色，

並再三試驗，結草為繩、削竹為骨架，加以創新，創作出有新造形但

又不失傳統客家精神之的「雲火龍」。 

二、 火旁龍： 

極具地方民俗特色的火旁 龍活動是苗栗一年一度的元宵大事，

苗栗市火旁龍活動是從客家人特有的「金龍參拜」民俗演變而來，在

元宵節的傍晚到農曆正月十八，穿梭大街小巷到各戶參拜，藉「迎龍」

來趨吉避凶，同時亦是一種歡慶「燈節」的活動。早期農村路燈並不

普遍，龍隊多以火把領路，挨家挨戶參拜，而民眾手牽孩童提著燈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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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著龍走，一場又一場，庄頭跟到庄尾，因為在習俗中客家人認為跟

著龍走可以多吸點龍氣帶來平安吉祥，因此民眾樂此不疲，漸漸形成

「跈龍」(跟著龍走)這個文化。不同於一般舞龍表演鮮有燃放鞭炮擲

向龍身的習俗，苗栗客家族群在正月半迎龍時會燃放鞭炮，一方面有

恭迎神龍靈氣驅邪納吉之意，一方面慶賀助興，而燃放鞭炮產生的聲、

光、煙霧，則視為大氣中的雷、電、雲，全身亮麗的神龍在煙硝瀰漫

的炮陣中穿梭翻騰，猶如行雲駕霧，舞龍隊員亦在炮聲助興下，舞得

更加起勁。因此「火旁龍活動」不僅有迎春納福的意涵，更保有傳統

習俗及文化傳承的深遠意義。 火旁龍活動可分為六個步驟，各有不

同的文化意涵： 

1. 【糊龍】由龍主取材製龍，一般要於過年前完成，年

後練習，元宵節時迎龍拜年。 

2. 【祥龍點睛】祈求天神賜降神靈瑞氣附於龍身，藉神

龍繞境參拜，護佑蒼生。早期苗栗客家習俗，糊製完成的龍

要於正月十五到當地的土地公廟尊循客家古禮科儀「開光點

睛 」後，始可至家戶登門參拜。現苗栗市公所為推動此一特

有文化的保存及教化之意義，因此配合「迎龍、跈龍、(火旁)

龍」的活動，整合苗栗地區龍隊，將「祥龍點睛」儀式 改至

農曆正月初九天公生當天，在苗栗市中心之玉清宮聯合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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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使客家民俗精髓得以傳承。 

3. 【迎龍】客家人對元宵節「迎龍」有兩種意義，一是

歡迎「神龍」登門參拜、納福，一為「舞龍」歡慶年節。客

家人咸信神龍登門參拜等於神明造訪，能為地方消災，給家

戶 帶來好運。 

4. 【(火旁)龍】龍愈(火旁)愈旺，迎龍時燃放鞭炮，有

恭迎神龍的靈氣驅邪納吉之意，一方面慶賀助興，一方面增

加年節熱鬧氣氛。(火旁)龍時炮陣四面八方射向龍身，全場煙 

霧瀰漫、人聲鼎沸，鑼鼓及炮聲震耳欲聾，掀起民眾高昂的

歡樂情緒，每將苗栗特有民俗活動推上節慶的最高潮。 

5. 【跈龍】跈龍就是跟著龍走，可以帶來平安吉祥。 

6. 【化龍升天】炸完龍之後，龍隊需返回龍籍點睛的土

地公廟「謝神化龍」，其意功德圓滿送龍神天。 

三、 客家桐花婚禮： 

「全國桐花婚禮」集團結婚活動，首創全國以桐花為文化主題的

集團結婚，並結合苗栗的特色產業為主軸，將地方特色商品作為贈禮，

借此向全國踴躍參加的新人及親友做置入性的行銷。當天活動含新人

及親友計約有二仟多人前來觀禮參與，現場喜氣洋洋，非常熱絡。 

四、 南瓜節： 

http://travel.miaoli.gov.tw/site_index.php?sn=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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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橋鄉公所連續舉辦 5 年的「瓜瓜節」，今年獲縣府支持，將「升

級」為全縣性南瓜節活動，並結合酪農等休閒旅遊產業，擴大邀請國

內民眾參與。 

造橋鄉長張雙旺上任後，在鄉內籌辦瓜瓜節，每年發贈南瓜、西

瓜苗給農民栽培，收成後在瓜瓜節活動展出或競賽；每年瓜瓜節的大

小南瓜評鑑等節目，非常出色，成了造橋鄉一大特色。 

五、 紅棗節： 

公館鄉所產紅棗是苗栗縣也是全台灣唯一的產區，所產的紅棗屬

於南系棗，約在 120 餘年前，由現年 89 歲（2004 年）陳北開先生

祖父陳煥南公，在清末委託老友自廣東省潮安縣移來，栽植於石墻村

老家菜園，一直到日治昭和 13 年（民 27 年 1938 年）陳老先生為

記念長子陳昶君出生「弄璋之喜」，才由老家分取紅棗苗（根蘖苗）

於現住家園周邊種植，【目前民國 93 年（2004 年）第三代紅棗樹齡

已有 49 年（前 1、2 代已枯死）】，之後，公館紅棗在天時地利之下，

遂漸進打出知名度。 

紅棗被視為吉祥樹，為珍貴有價值藥材和高級水果，早期並不允

許或輕易饋贈親朋好友。結婚生子叫棗（早）生貴子，做生意棗（早）

發的祝福。因此，早期農村社會，結婚送禮，新居落成及開幕典禮誌

慶最佳禮品。不論鮮食或加工都是珍品，在飲食生活中少了紅棗，在



504 
 

 

國人菜餚料理中，便失色不少。紅棗個性鮮明香味極佳，結婚當天定

要吃紅棗蓮子湯。討個早生貴子的吉利，棗子在色澤上充滿了喜氣，

色相佳，調色功能好，同時紅棗個性平易近人的甜味，深入每個家庭。 

六、 三灣茶花節： 

茶葉，是清代「老台灣三寶」與台灣光復後「苗栗四大特產」，

而三灣地區多丘陵山區，屬東北部溫暖濕潤氣候，約百分之 60 土壤

為灰黃色崩積土，土質好，肥力佳，適於種植茶樹果樹，生產茶葉聞

名全台。 

七、 木雕藝術節： 

木雕藝術節已被交通部觀光局列為台灣十二大節慶活動之一，是

木雕重鎮三義鄉年度最盛大活動。有靜態展出傳統木雕、戲偶木雕、

現代木雕….等，木雕藝術節走向國際，邀請國外木雕作品參展。木

雕藝術節結合三義周邊景點的休閒資源，讓木雕藝術交流、傳承，促

進在地產業發展。 

八、 大湖草莓文化季： 

大湖草莓遠近馳名，由 12 月到 4 月進入盛產。另外大湖擁有優

質的碳酸氫鈉湯泉，大湖鄉將兩著整合成草莓溫泉季活動。 

九、 福菜節： 

本縣公館鄉因氣候、土壤均適宜因此栽培的芥菜品質均相當優良，

http://www.sanwan.org.tw/
http://www.2009sanyifestival.com.tw/
http://www.dahufarm.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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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成的覆菜亦聞名全省。經國先生取覆菜之諧音將之改為福菜，象徵

充滿福氣的菜，因此福菜名聲遠播，尤以公館福菜最為有名。早年公

館地區通常再第二期稻作收成後的休耕時期，農戶向地主承耕田地稻

植芥菜，好趕在冬藏時節採收，締造高經濟收成。每年冬至前後正是

公館鄉醃製福菜最好的季節，公館鄉福菜有百餘年歷史。為了讓更多

人了能解並品嘗當地農會舉辦福菜節加以推廣。 

十、 甘薯文化節： 

西湖栽種的甘薯香甜可口，特別是以台農 57 號清洗燒烤後，急

速冷凍包裝的冰薯受市場青睞。 

十一、 山水節曁鱒魚節： 

南庄山水節指的是南庄的獅頭山、向天湖、蓬萊溪，這些都是當

地的著名景點；水質清澈的南庄是鱒魚養殖的最佳場地。 

十二、 杭菊飄香： 

目前台灣所裁培的杭菊品種有杭白菊和杭黃菊。銅鑼鄉九湖村是

台灣杭白菊的最大產地，自民國 50 年（1961 年）開始種植。抗菊花

季時，花田雪白一片，就像積雪一樣。是苗栗縣少量多樣化農特產之

一。大致在近 11 月中旬至 12 月下旬為採收時期，為了結合觀光，花

可供觀賞之外，花也可供為藥用或作清涼飲料用的總稱為藥菊。 

十三、 文旦節： 

http://www.shihwu.org.tw/
http://www.miaoli.gov.tw/Agriculture/index.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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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部最大的文旦產區在苗栗西湖，在早推廣於民國 72 年，大部

分集中在湖東村大窩和小窩的丘陵地。九月時柚子結實累累，當地農

會結合休閒農業的體驗方式，讓遊客體驗採果、吃柚子樂趣，享受西

湖田園風光。 

十四、 水果觀光季： 

卓蘭氣候得宜，擁有好山好水，所產生的各種水果種類很多，品

質也佳，有水果王國的美稱，以水梨、葡萄、楊桃、柑橘為主要水果。

將水果與觀光結合，促進當地的農產、休閒產業發展。 

 

2.4 觀光資源分類 

 Swarbrooke(2002)將吸引力分為四個主要型態，如表二所示： 

1. 具有特色的自然環境。 

2. 原來是有目的的建築物或人為造景來吸引觀光客

的地區，但爾後成為吸引遊客休閒觀光之地，如教堂等。 

3. 利用人造的建築或人為造景等設施來吸引觀光客，

其搭建的設備皆為遊客所考量，如主題樂園等。 

4. 特殊的節慶活動。 

綜上所述，所謂觀光吸引力亦可稱為觀光資源，係指凡事可能吸

引外地旅客來此旅遊一切自然，人文景觀或勞務或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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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4 觀光吸引力種類與活動型態表 

吸引力種類 自然景觀 人造景觀原是

規劃不以吸引

觀光客 

人造景觀以吸引

觀光客為目的 

特殊節慶活動 

觀光型態 海邊 

岩洞 

河流，湖泊 

野生動物 

野生植物 

山岳 

教堂 

廟宇 

歷史建築物 

考古區 

水庫 

主題樂園 

博物館 

展覽中心 

民俗藝品中心 

賭場 

烤肉區 

運動性活動 

藝術節慶活動 

傳統廟會 

民俗慶典 

資料來源：John Swarbrooke (2002)，The Development and Management 

of Visitor Attractions，oxford：Butterworth-Heinem 

 

2.4 客家文化節慶影片搭載影音分享平台 YouTube 

2.4.1 YouTube 的興起 

YouTube 成立於 2005 年 2 月，是由 29 歲的 Chad Hurley（查德‧

赫利）和 27 歲的陳士駿所創立的，YouTube 的創業靈感來至於一次

聚會，創辦人在討論中偶然發現，要與朋友在網路上分享影音檔案或

者圖片極為不便，而在網路上又無此服務平台，進而萌生創立一個可

以在網路上分享影音網站的想法（維基百科）。 

YouTube 影音分享網站，為一個提供使用者上傳影片的服務平台，

使用者先在 YouTube 申請一組帳號便可以獲得上傳影片的空間，在

YouTube 裡的影片內容都是由使用者所提供，只要不涉及色情暴力以

及版權的影片皆可以上傳，YouTube 的影片含量相當龐大，至 2006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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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月的資料顯示，YouTube 擁有超過 600 萬則影片，並且每個月成

長20%，YouTube 網站上的影片所佔容量約為45TB（1TB=1024GB），

YouTube 豐富且多樣化的影片內容讓他成為時下最受歡迎的網站之

一。(吳奕德，2008) 

到目前為止 YouTube 是全球目前擁有最多上傳影片分享的網站，

使用者每天在 YouTube 網站上觀賞二十億部影片，每天上傳的影片

也有數十萬部之多。事實上，使用者每分鐘上傳至 YouTube 的片長

總計達 24 小時。使用者基準所涵蓋的年齡層範圍非常廣泛 (18-55)，

可區分為男性與女性，並橫跨所有地理區域。其中 51% 的使用者每

週或經常會進入 YouTube，而年齡介於 18-34 的使用者，有 52% 通

常會與其朋友和同僚分享影片。 擁有如此廣大而多元化的使用者，

每個人都會在 YouTube 上有所收穫的。(YouTube 新聞稿)  

 

2.4.2 如何運用 YouTube 呈現客家文化節慶 

由於 YouTube 擁有這麼多的使用者，所以列出下列各點，以了解

為何要選用 YouTube 網站來放置本計畫所拍攝的影片。 

1. YouTube 具有記錄使用者看影片的愛好習慣。 

2. 藉由 YouTube 的內嵌語法，使用者可以將 YouTube 

影片插入本計畫所建置之資訊整合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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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YouTube 可以設定在同一個頻道上，瀏覽者可以透過

點閱這個使用者，便可以觀看到這個使用所有上傳的影片  

基於上述三點，本計畫所針對苗栗各項客家文化節慶所拍攝的影

片，將上傳至 YouTube 網站以及放置在本計畫所建置之資訊整合平台，

加以推廣在苗栗的各項客家文化節慶。 

 

2.5 客家文化節慶與網際網路地理資訊系統的整合 

2.5.1 地理資訊系統的興起 

地理資訊系統，泛指可處理的空間資料輸入、儲存、選取、分析

與展示等功能之電腦輔助系統。雖然文獻上尚有其他用詞之別，如土

地資料系統（geo-data system）、土地資訊系統（land information 

system）、空間資訊系統（spatial information system）等，主要是因為

GIS 其應用領域的不同以及功能有些許差異因而有不同名稱的情況

出現，但是均有以下之基本功能（黃書禮，2000）： 

1. 資料輸入：即可將不同來源及格式之資料，處理轉換

為電腦可接受之數值（digital）形式資料。 

2. 資料儲存及管理：符合使用目的之資料儲存結構，不

僅節省資料儲存空間，亦可迅速、正確的尋取及管理資料。 

3. 資料分析與轉換：地理資訊系統可依不同作業之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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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不同之分析功能，且應具資料格式之轉換功能，以利不

同資訊系統間資料之互通利用。 

4. 資料輸出與顯示：原始基本資料或經分析後之成果，

可透過各種輸出工具輸出圖形或屬性資料，亦可經由電腦螢

幕直接顯示資料。 

 

2.5.2 Web GIS 的形成 

Web-GIS (Web-based 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可以簡單定

義為在 Web 上的 GIS。隨著 Web-GIS 技術的發展以及線上電子地圖，

如 Google Map、UrMap 其 API 的釋出，讓 GIS 得以被更廣泛的應用

於各行各業。也使得目前 GIS 系統不再只是屬於研究單位或政府機關

的專有名詞，GIS 的應用正逐漸滲透至一般大眾的生活之中，被社會

大眾所接受及重視。目前網路上已不乏各式各樣成熟的 GIS 加值應用；

在未來，GIS 勢必將與更多領域的學科技術做結合。 

 

2.5.3 如何運用 Google Map 呈現客家文化節慶  

 現在週休二日假期出遊正是熱門的時期，也越來越多使用者

使用網路資訊去搜尋旅遊資訊，這幾年，客委會積極的推動各項有關

於客家文化節慶的活動，但有時，因為宣傳廣告的不足，有些活動只

有在地人知道，讓舉辦活動，推廣客家文化節慶的意義降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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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本計畫使用免費、開放的 Google Map 電子地圖為地理資訊

系統之展示平台，Google Map 軟體本身擁有設置節點、路徑規劃、

照片、影片以及文字敘述的設置。本計畫整理了一年當中，在苗栗各

鄉鎮所舉辦的各項客家節慶活動如表 2-3 ，再加上運用 Google Map

軟體，將各項客家節慶活動以節點的方式點出，再設置照片、內嵌影

片以及文字簡介，讓透過平台分享，讓使用者可以透過節點下的資訊，

讓使用者可以更加的了解客家文化節慶的活動內容、活動意涵、文化

背景。使用者也可以利用節點的分佈，運用 Google Map 內建的路線

規劃功能，做為出門旅遊的旅程規劃。 

 

2.6 線上資訊與知識整合管理平台 

2.6.1 客家文化節慶之旅遊資訊搭配社會網絡平台-Facebook 

一、 Facebook 的興起 

虛擬社群是一群人藉由電子媒體相互溝通，而形成一種新的社會

現象(Romm, Pliskin, & Clarke, 1997)。Hagel and Armstrong (1998)則將

「虛擬社群」的定義詮釋為「『它』把人群聚集起來，使得人群在社

群中進行持續性的互動，並從互動中發展出互相信賴及彼此了解的氣

氛。其中，社群互動的基礎就在於虛擬社群滿足人類的四大基本需求：

興趣、人際關係、幻想、交易」。《新經濟》一書定義「虛擬社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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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要件有「共同的空間、共同的價值、共同的語言、共同的經驗、

共同的目的」(Tapscott, Lowy, & Ticoll, 1999)。 

Facebook 的興起，使全球的上網人口都注意到 Facebook 這塊新

型態的線上社會網絡平台。Boyd and Ellison (2007)將 Facebook 的功

能提出闡述，其所認定的角度是以使用者為主，本計畫案將之整理為

四大特色並加以說明： 

1. 提供使用者呈現他們自己的線上資訊(Profile) 

2. 累積朋友能夠在朋友的資訊上發表評論 

3. 能夠因興趣或是論點在線上加入虛擬團體 

4. 透過資訊(Profile)學習其他人的嗜好、興趣、音樂類

型與浪漫的關係。 

Facebook 所具備的互動功能使得人與人更加頻繁的溝通，且溝通

的過程也更具效率。線上社會網絡產生出各種資源，人力、知識、資

訊等…。這些社會網絡中的資源，都能更進一步進行分享、儲存、應

用。然而，在社會網絡中的社會資本(Social Capital)，則是由網路使

用者們透過關係鏈結，彼此進行互動所累積的資源(Coleman, 1988)。 

二、 如何運用 Facebook 呈現客家文化節慶 

本計畫案使用現今當紅的社群網站 Facebook 為媒介，藉由

Facebook 內之社團與朋友網絡互相牽引的特性，由大眾使用 Facebo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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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普羅人民加入 Facebook 其一功能－粉絲團 (如圖 2-2) ，並且邀請

線上朋友的參與而逐步往外擴散，吸引朋友、朋友的朋友…一同加入

粉絲社團；再來透過 Facebook 上即時動態欄的傳播性，不定時提供

簡短的客家文化節慶相關訊息、吸引使用者目光，在社交溝通的同時

也能夠吸收客家文化節慶的知識。 

Facebook 上的虛擬團體可分為社團(Groups)與粉絲專頁(Pages)。

Facebook (2010)上對專頁的解釋為「組織、企業、名人」。社團可區

分為隱私性社團與開放性社團，管理者對於社團成員的約束力較高，

可對社團成員進行管理的動作。專頁與個人檔案的排序類似，能夠為

專頁加上各種應用程式，協助實體與觀眾進行溝通及互動，更可透過

朋友推薦、動態消息、Facebook 活動等吸納新觀眾。故粉絲專頁適合

公開性之大型聯盟或群眾公益活動等等。 

 
圖 2- 2 Facebook 粉絲專頁-貓貍好客 

資料來源：本計畫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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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如何讓普羅大眾透過 Facebook 此平台去清楚了解到客家文化

節慶之相關訊息呢？針對 Facebook 此平台，我們基於四到四能之精

隨，首先在平台呈現上，會有條序的建入客家文化節慶相關資訊，其

中包含了歷史背景介紹、節慶活動之相關照片與影片，內容設計是可

以讓使用者很清楚明瞭的知道每個節慶之歷史由來，以便使用者進而

利用此平台來學習閱讀、交流，因而達到客家文化節慶傳播傳承的目

的。由於我們研究對象設定為普羅大眾，以使用 Facebook 的人們為

主要對象，因此要得知我們在此平台上所放置的客家文化節慶相關資

訊時，對他們來說可以是輕而易舉的。 

 

2.6.2 客家文化節慶與 Xoops 的結合 

一、 Discuz!與 Xoops 比較 

 本計畫原先預計使用 Discuz!論壇架設軟體與 Facebook 建置

線上資訊與知識整合管理平台，但因 Discuz!非開放原始碼軟體，不

能依據本計畫之需求隨意更改原始程式碼，較無使用彈性，為了讓資

訊整合平台得以長期發展，故本計畫改用開放原始碼的內容管理系統

-Xoops。 

二、 Xoops 的興起 

網路使用者開發出多種基礎模組軟體分享給其他網路的使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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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oops是CMS系統的一種（內容管理系統軟體），也是一種架站軟體，

Xoops 十分適合用於發展小型至大型的動態社群網站、內部行政網站

以及入口網站等。網路論壇(Internet Forum)成為線上討論的應用程式，

其所需要的伺服器環境以 PHP 開放原始碼軟體所設計。網際網路上

已有許多使用者加入各種論壇，論壇內容可以包羅萬象，吸引具有相

同興趣的使用者加入。 

三、 如何運用 Xoops 呈現客家文化節慶 

使用者可經由 Facebook 的粉絲團與 Xoops 做連結，因 Xoops 具

備著會員管理、言論發表追蹤、信籤列表式的使用者介面(User 

Interface, UI)等多功能，最重要的是能透過此平台去初步得知有關客

家文化節慶所有相關訊息。所以我們團隊在 Xoops 此平台提供了其兩

種主要功能去讓使用者們使用，包括討論區，可以進行立即性或者是

較淺度問題的討論區域，廣結各個對客家文化節慶有涉略的人們來此

做討論分享；連結分享，能夠讓透過 Facebook 連接到此平台的使用

者，透過 Google Map 便能更輕易的得知客家文化節慶相關資訊。 

本計畫作業系統以 Microsoft Windows Server 2003 R2 作為環境，對於

安裝應用軟體的相容性較高。資料庫方面則運用 MYSQL 5.5 建置(如

表 2-5)，利用 PHP、html 語法修改，具有物件導向及高度可擴充性，

建造符合本計畫需求的軟體環境，上述軟體接透過網際網路遠端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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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顯出雲端操作性質，讓每一位文化創意結合觀光休閒成員都能夠從

遠端操作或修改資料，完成本計畫之研究環境平台。 

表 2- 5 研究平台系統環境 

類別 軟體名稱 

作業系統 
Microsoft Windows Server 

2003 R2 

開放軟始碼軟體 
Xoops 2.3.3 

資料庫 
MYSQL 5.5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 

 

2.6.3 客家文化節慶與心智圖的結合 

一、 心智圖的概念與相關定義 

心智圖法是英國學者 Tony Buzan 在 1970 年代初期從研究心理學、

腦神經生理學、語言學、神經言言學、資訊理論、記憶技巧、理解力、

創意思，以及一般科學所發展出來的一套輔助思考與記憶、幫助摘資

訊，以及激發創意的思考模式與圖像式筆記術，是一種圖像式思維的

工具。Buzan (1997)認為這種放射思考方式具發散力，與人類心智思

考及神經突觸激發過程相似，因而將之稱為心智圖法。 

關於心智圖，Buzan (1997)作了以下的定義：「心智圖是思想整合

的工具，改變了傳統的條列式，進而改以擴散式思考方式讓大腦思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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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自由發揮。心智圖法是一種把放射式思考具體化的方法，符合人類

思考方式。它的繪圖功能有很多好處，尤其是發揮大腦潛能。日常生

活中有很多事情都能運用到心智圖找到解決的方法，尤其是運用到學

習方面，讓我們在各方面都能有良好的表現。」 

二、 心智圖功能 

心智圖依照功能大致可分成兩大類 (孫易新，2002；林燕琪，

2006)： 

1. 分類分層心智圖： 

其功能主要在將知識或事物做分類，代替傳統筆記、在大腦建

立整體架構，以幫助記憶、學習和思考決策。 

2. 聯想心智圖： 

其功能主要在透過思緒飛揚(Brain Flow)和思緒綻放(Brain 

Bloom)兩種機制，做腦力激盪進行事物聯想，以幫助思考和決策。

其功能簡述如下： 

(1). 記憶功能 

因為心智圖使用到右腦的長期記憶力及左腦的歸納整理，所以

就可以如同電腦般的超強記憶，可隨時隨地輕易回憶出來。 

(2). 分析功能 

心智圖使用到左腦的分析、邏輯歸納技巧，及右腦的整體性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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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功能，因此應用心智圖的方式可將繁雜的事物切割成若干片，

有助於分析、瞭解並看清楚事物的真相，且輕鬆愉快。 

(3). 創意功能 

應用心智圖的方法思考事情，由於充分使用右腦的色彩、圖形、

想像力等技巧及左腦的量化、邏輯等能力，便使得創意如同天

上的雲彩般有著無限的變化，且是具有可行性的，絕非虛幻的。 

(4). 溝通功能 

因為心智圖運用到全腦的所有技巧，因此當你應用心智圖技巧

時，左右腦無形當中被充分活化，因此左腦的理性與右腦的感

性得到平衡發展，人際溝通自然地如同雙向橋樑般暢通無阻。 

三、 心智圖運用 

電腦的應用可分類為數個心智工具 (Jonassen, Carr, & Yueh, 

1998)：信息的解釋工具，知識建構的工具，溝通和對話的工具。當

一個人遇到一個新的概念，他是否能理解此的概念是與他的腦中是否

已經存在其他的記憶有關。一個人的大腦與他的知識結構是與記憶相

互連結的。語義組織工具幫助學習者將知識結構傳達給外界。運用到

本計畫，可以整合產業界、官方的資料，讓旅客在遊玩中也可深入了

解、體驗各地不同文化及文化與文化間的相連性，讓旅遊不單單只是

遊玩更加寓教於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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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智圖法是運用線條、圖案、顏色、關鍵字等的一種左右腦全方

位思維的表徵方式，將知識擴散思考以視覺化或圖像化，呈現綱要的

知識管理策略，來強化學習、記憶與創新的技法（許素甘，2004）。

心智圖法打破傳統枯燥乏味的筆記製作方法，以有效且趣味的方式來

掌握訊息重點，整合了視覺與動覺的學習方法。它是利用整體宏觀的

方式，讓訊息透過不同方向同時呈現，這種學習方式和人腦的運作方

式完全相符（陳丁榮，2000）。 

在運用方面，心智圖法是以一個主題為中心概念，將主題具象化，

再由中心分支，連接其他相關的概念，過程中強調使用關鍵字，並用

線條、圖形、符號、文字、數字、顏色等各種方式，如此不斷的聯想、

擴散，可用來訓練思考、增進記憶力等。以苗栗旅遊景點為例，如下

圖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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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3 心智圖運用 

資料來源：本計畫繪製 

 

2.7 知識管理 

 2.7.1 知識與知識管理 

任何組織在做知識管理前，必須先了解那些知識是組織需要的。

過去學著對於「知識」一詞有不同的觀點與定義。Nonaka and Takeuchi 

(1995)將知識定義為一種信念，可增加個體產生有效行動的能力。

Davenport & Pursak (1998)認為知識是一種流動的經驗、價值、以及經

過文字化的資訊，也包括專家獨特的見解，為新經驗的評估、整合與

資訊等提供架構，其構成要素有經驗、事實、判斷、經驗法則與直覺。

而在不確定的經濟體系中，能持續確保組織競爭優勢的根源即在於

「知識」 (Nonaka, 1994)。Ahmed (1999)則認為能將資訊運用在實際

行動上即稱為知識。 

依據 Nonaka (1994)曾說無形資產的投資存在於組織慣常程序、

知識處理、以及核心能力裡，而無形資產一方面大多內化在個人身上，

產生人類資本特用性(human capital specificity)  (Masten 1984, 1988； 

Monteverde, 1995)，而另一方面也內化到組織內的營運流程和組織產

生的知識裡 (Simon, 1996； Hippel, 1994； Zack, 1999)。組織裡的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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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資產由「專門技術」(know—how) 與「專門知識」(know—what) 組

成 (Kogut & Zarder, 1992)，其專門技術是指利用相關的無形資產以構

想出組織營運作業 (tasks)，專門知識指的是工作領域的「內隱知識」 

(tacit understanding)，由組織的專門技術與專門知識對應出「商業流

程特用性」(business process specificity)和「領域知識特用性」(domain 

knowledge specificity) 兩種關係。其中領域知識特用性和組織存取、

部署重要知識的能力有關 (Nonaka, 1994； Teece, 1998) 尤其是跨組

織關係。 

Nonaka and Takeuchi(1995) 將 知 識 區 分 為 內 隱 知 識 (Tacit 

Knowledge) 與外顯知識 (Explicit knowledge) ，採用「認識論」

(Epistemological)與「本體論」(Ontological)兩個構面來描述知識螺旋。

如下表 2-6： 

表 2- 6 知識的兩種類型 

知識類型 內隱知識 (主觀) 外顯知識 (客觀) 

知識內容 經驗的知識 (實質的) 理性的知識 (心智的) 

注意時點 同步的知識 (此時此地) 連續的知識 (非此時此地) 

應用重心 類比的知識 (實務) 數位的知識 (理論) 

資料來源：Nonaka & Takeuchi (1995) 

 

Nonaka & Takeuchi (1995)與 Edvinsson & Sullivan (1996)提出內

隱知識是指高度內隱專業的(context-specific)、個人化的(personal)，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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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形成、不易被溝通，必須經由人際互動才能產生共識；外顯知識是

能以形式、系統語言被傳播，能以參考手冊、訓練工具等被編纂或清

楚表達。另外，有更多不同學者提出對知識性質分類有不同闡釋，如

下表 2-7。 

表 2- 7 知識性質分類相關定義彙整表 

學者 年代 內容 

Badaracco 1991 
知識分為移動性知識與深入組織的知識，其中可移動

的知識又可分為顯性知識與隱性知識。 

Hedlund 1994 
認為隱性知識是非口頭、無法言喻且無法充份說明；

而顯性知識是可詳述的表示。 

Nonaka 1994 知識具有變動性與累積性。 

Quinn et al. 1996 
以 Know-what、Know-how、Know-why、Care-why 歸

納出專業人員在組織內知識的程度。 

Bourdreau  

& Couillard 
1999 

認為知識分為內隱、外顯為心理層面及嵌入與組織系

統相關的三種知識模式。 

Ahmed 1999 將資訊運用在實際行動上即稱為知識。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 

Barney & Baysinger (1990)提出以資源基礎理論來看，企業應當找

出並運用最有價值極大化，已達成公司價值最大化。根據 Grant (1996)

認為知識本身具有獨享特性，因此必須要有公開的意願及能力才能使

知識有效轉移運作，透過知識管理，企業將知識與員工個人的經驗與

知識轉化為組織的資產，透過不斷的創新、整理、轉移與應用的循環，

使組織與員工的知識內涵不斷的更新與累積，進而提升組織能力，才

能創造組織高績效。O’Dell and Grayson (1998)提出知識管理的定義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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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時的將適當的知識給予所需要的成員，以幫助成員採取正確行動來

增進組織績效的持續性過程。隨著知識管理的發展，陸陸續續的學者

研究中都將之定義，本計畫整理如表 2-8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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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8 知識管理定義彙整表 

學者 年代 定義 

Wiig 1997 
最大化組織的知識價值並持續地創造、累積、分

享組織知識。 

O’ Dell. & Grayson 1998 

適時地將正確的知識給於所需成員，以幫助成員

採取正確的行動來增加組織績效的持續性過程。

此過程包含知識的創造、確認、收集、分類儲存、

分享與存取、使用與改進到淘汰等步驟。 

Malhotra 1998 
知識管理包括資料的整合、資訊科技的處理能

力，與人類的創新能力。 

Pan & Scarbrough 1999 

管理組織相關知識之活動，包括知識創造、知識

擷取、知識傳遞、知識使用等，實現組織知識管

理的最佳價值，知識管理是組織獲得競爭優勢的

重要來源之一。 

Microsoft 1999 

知識管理是指人們可以適當地存取他們所需的資

訊，並且利用該資訊來評估問題和機會，結合經

驗和資訊，就可以產生創新與行動。 

Liebowitz 2000 
知識管理是一種來自組織的無形資產創造價值的

過程。 

吳思華 2001 

知識管理是指為有效運用知識資本，加速產品或

服務的創新，所建構的管理系統，這個系統包含

知識創造、知識流通與知識加值三大機能，而三

大系統間互相影響，缺一不可。 

計惠卿 2001 

推動知識管理 12C 環節實施策略：創新(Create 

from Individual)→確認(Clarify)→內容豐富(Copius 

Content)→分類(Classify)→整合(Combination)→流

通(Communicate)→了解(Comprehend)→再創新

(Create from Group)→人力(Crew)→組織文化

(Cultureawareness) → 明確目標(Clear Objectives) 

→ 社群建構(Community) 

林東清 2003 

知識管理是組織為了提升存活能力與競爭優勢，

對於存在組織內外的個人、群組或團體內有價的

知識，有系統的定義、獲取、儲存、分享移轉、

利用與評估等工作謂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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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張嘉琪 (2009) 

2.7.2 知識的分享、移轉與積累 

知識分享是指人、組織間互相傳播知識的活動，是組織內一個人

散播他所擁有的知識給其他人的行為。依據 Gupta and Govindatajan 

(2000)將知識管理的程序分為知識累積及知識分享，而知識累積又係

分為知識創造、取得、保留；知識分享又細分為知識識別、流出、傳

播、流入等。Ryu, Ho, & Han (2003)表示知識分享是指人、團體和組

織之間互相傳播知識的活動，是組織內一個人散播他所擁有的知識給

其他人的行為，包含內隱和外顯知識，依賴於人類智慧、能力、合作

和共同使用知識的意願，且必須有好的溝通架構和信任的環境，才能

促成個人和組織間的知識傳遞。Senge (1998)認為知識是一種「有效

行動的能力」(the capacity of effective action)，因此真正的知識分享並

不是一個取得的動作，而是一種學習，是一種使他人「獲得有效行動

力的過程」。 

知識的類型以「內隱」和「外顯」最常被引述，而在知識分享的

程序包含以下兩個步驟：知識擁有者將知識「外化」(externalization)，

以及知識分享是知識需求者「內化」(internalization)  (Hendriks, 1999)。

此外，Davenport and Prusak (1998)建立了一個知識分享公式：知識分

享＝傳送＋吸收，此與上述兩項知識分享的程序—外化與內化，顯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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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致的。Hedlund (1994)提出知識移轉過程模式，如圖 2-4 所示。

Hendriks (1999)則認為知識分享是透過溝通的過程，而不是商品可自

由的拿取。因此，Gilbert and Martyn (1996)指出，知識只存在於個體

上，未經任何學習與分享出來前，幾乎是毫無價值可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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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化 外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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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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抽象(abstract) 具體(concrete)

 

圖 2- 4 知識轉移過程模式 

資料來源：徐暄淯(2004)  

 

關於知識的轉移，由 Davenport & Prusak (1998)提出知識轉移模

式(如圖 2-5)，在知識轉移前必須先取得與組織有關的知識，使得有

了溝通的機制有效轉移知識的作用才能發揮出功效，並將取得的知識

加以應用而達到「同化」才算是完全的吸收。知識移轉擴散是一種動

態的學習，且具有步驟性的，從知識的取得後經由過去經驗、實做、

自外界引進技術、不斷對外界監督，以獲取學習所需的知識；在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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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得的同時，必須建立溝通的機制，使得知識有效性地移轉；而後將

知識加以應用，以促進學習。Jasimuddin (2007)認為知識移轉機制可

以被分為兩種領域：個人化和分類整理方法。如表 2-9 

資訊

溝通

同化 應用

接受

取得

資訊系統 解釋系統

 

圖 2- 5 知識轉移模式 

資料來源：Davenport & Prusak (1998) 

 

表 2- 9 知識移轉分類與定義 

知識轉移種類 定義 

個人化方法 

知識移轉主要是藉由面對面的互動，個人間

的連結是資訊流動的管道，知識移轉也會被

個人之間的連結影響，個人之間的連結和關

係親近度在知識移轉中，扮演重要的角色 

分類整理方法 
知識會被仔細地分類整理，且科技在知識移

轉中扮演核心的角色 

資料來源：本計畫製作 

再者，知識具有變動性與累積性，透過不斷的創新、整理、轉移

與應用的循環，即科技將人與資訊統分結合，而在分享下達到乘數的

效果，使知識內涵不斷的更新與累積，可藉由三種方式積累(Daven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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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rusak, 1998)：(1).藉由資料庫、管理資訊系統等資訊科技予以儲存；

(2).經由具知識之專家、經驗性員工或傳授工作者，以記憶或教育訓

練傳達方式儲存之；(3).透過組織中之物件、活動、產品產物、組織

結構與制度、日常工作等方式儲存，使員工經由接觸上述事物時點滴

記憶等三項而儲存，使其成為組織記憶。 

依據上述的文獻發現，組織必須要有良好的機制與規範才能使跨

組織成員在一致共識的信念下做知識共享。研究中曾提及每一個創新

想法應用在程序中，將提供另一改善績效的過程與機會，並歸納整理

許多伴隨著知識外能力的例子。本計畫透過現今組織複雜性和知識創

造與共享的大量研究中，提供了一個簡單、明確、全面性結構，將有

助於組織成員間的知識分享。 

2.7.3 知識創新擴散 

自 Schumpeter (1934)提出「創新」與「擴散」(Diffusion)的學說，

創新即成為眾多研究者提出的重要研究課題。Knudsen & Roman 

(2004)實證研究也指出知識吸收能力是預測組織創新能力的重要因

子。而 McInerney, (2002) 認為知識創造不只是個人的經歷，而是一

群人在一起，才能使知識轉移和創造。依 Nonaka et al. (2000) 提出的

知識創造過程有三個重要的組成要素，如圖 2-6 所示，並且吸收能力

因係植基於組織對外溝通的介面及內部的溝通機制，通暢的溝通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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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有更多的吸收知識機會，並且也由於當新的知識被加入團隊中時，

原本存在於不同成員身上的知識連結或關連，必須重新修正，因此吸

收能力與團隊內部及其對外的溝通系統有關 (Cohen & Levinthal, 

1990)。 

 

知識平台

1. 知識轉換平台
2. 自我越越空間
3. 多重連絡平台

SECI:知識轉換過程

內隱知識與外顯知識
之間的轉換

知識資產

1.經由不斷的知識移
轉過程持續成長

2.調節Ba如何成為
SECI的轉移平台

調
節

 

圖 2- 6 知識創造過程的三重要要素 

資料來源：Nonaka, Toyama & Konno (2000) 

 

由上述得知，組織對外溝通的介面及內部的溝通機制影響著吸收

能力，而吸收能力影響知識擴散的程度。以 Marquis (1972) 的研究將

創新分為突破性、增量及系統創新，另外，Cohen & Levinthal (1990)

主張創新有三種：產品、社會及管理創新，以至於 Samson (1991) 則

將創新分為：產品、程序及管理與系統創新。總而言之，創新的範圍

已由技術層面擴及至管理層面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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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4 知識整合 

Grant (1996)認為所有組織都會遇到合作(cooperation)及協調

(coordination)的問題，整合就是為了要解決組織間的問題，讓每個成

員所具備的專業知識能有效的被充分運用。根據Alavi & Tiwana (2002)

指出知識整合必須克服互動上的限制、相互了解的不足、分享上的困

難及彈性上的連結。Inkpen (1998)認為知識整合即是「知識的連結

(Knowledge connection)」，亦即個人與組織間透過正式或非正式的關

係形成，這些內部關係可促使新知識的分享與溝通，並提供一個基礎

使個人知識轉變為組織的知識。組織所扮演的角色即個人專業知識的

整合，而組織的能力就是指知識整合的能力，所以組織競爭優勢是來

自於整合各種不同專業知識，因為專業知識本身是不會創造出價值的

Grant (1996)。有關知識整合大致可分為兩個方向，(1)討論跨越組織

疆界，將兩個組織的知識和技術藉由外在交流的方式整合起來 (楊君

琦，1999)；(2)討論組織內部跨部門之間人員互動之間的整合 (吳若

君，民 1998)。本計畫著重在探討文化創意與觀光休閒跨組織疆界的

知識整合，並探討其中知影響因素。表 2-10 為本計畫彙整各學者對

知識整合的定義。 

表 2- 10 知識整合的定義彙整 

學者 年代 知識整合的定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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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ant 1996 

組織所扮演的角色即是個人專業知識的整合，而組織的

能力就是指知識整合的能力，組織競爭優勢來自於整合

不同專業知識。 

Inkpen 2000 

知識整合是一種協調相關資源、專家與系統，將分散的

知識加以連結，使知識可用的形式提供給需要的人，並

提升組織作業效率與解決問題的能力。 

楊君琦 2000 
跨越組織疆界，將兩個組織的知識和技術藉由外在交流

的方式整合起來。 

Davenport 

& Glaser 
2002 

結合專門知識與專業人員的工作，透過直接、有效的輸

入知識，可以大幅提昇績效。 

資料來源：Papows (1999) 

 

依據 Ning, Fan, & Feng (2005)所提出的知識整合與組織績效模型

(如圖 2-7 所示)的研究中，在知識能力的基礎上進行了廣泛的文獻研

究，包含理論的動態能力、理論知識及定義知識和能力，其本質的能

力是一個集體的學習。雖然大部分學者認為在知識理論和能力能夠促

進組織績效，但很少有相關的研究證實這一特別知識能力和組織效能

的關聯。因此，測試有需具備多少知識能力將有助於組織績效以及外

部環境在何種程度上組織績效和組織能力將受其影響，以知識和動態

能力理論為基礎的觀點，進而提出以一種新的眼光看待知識能力和組

織績效之間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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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nowledge competence

Knowledge accumulating capabilities

．Knowledge Assets

．Learning System

Knowledge Operating capabilities

．Culture capability

．Innovation capability

．Communicating capability

Organization performance

．Average Performance

．Rate of Growth

．Finance

．Market Allocation

．New Domain of business

External environment

．Competitive intensity

．Customer Demanding

．Technology Change

 

圖 2- 7 Knowledge Competence and Organization Performance 

資料來源：Ning et al. (2005) 

Demsetz (1991)進一步指出知識需要專門化的處理。跨知識整合

必須以「共同知識」或「共同語言」做為溝通的基礎，缺乏共同知識

將使知識整合初期摸索學習的時間加長，而影響知識整合的效率，並

且也會影響可整合知識的範圍，結果將限制整合創新的成效 (Cohen 

and Levinthal, 1990； Grant, 1996a； Sivadas & Dwyer, 2000)。由於知

識資源的公共財特性，使得組織必須在信任的基礎下才願意分享知識，

並且也由於知識內隱與專屬性質，知識的分享與整合需要透過相當程

度的互動和溝通協調過程，才能整合(Grant, 1996a)。因此，本計畫在

知識管理部分所探討文化創意與觀光休閒跨領域的組織知識經分享、

吸收、移轉至創新擴散的知識整合，並將知識轉化提昇個人的知識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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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及知識操作能力。 

 
 



534 
 

 

第三章 研究方法 

在前章文獻探討中得知旅遊資訊之確實提供，具有解釋、宣傳與

促銷旅遊據點的功能。在以往對於交通資訊的表達，地圖總扮演著舉

足輕重的角色。現今網際網路的蓬勃發展，電子地圖走向大眾化，使

用門檻大幅降低。如能將電子地圖、討論論壇以及影音分享平台結合

之後視為資訊展示的平台，將客家文化節慶的舉辦地點以及相關歷史

文化背景藉由空間坐標系統轉換與格式標準化，讓不同屬性的數位資

訊能夠有系統地呈現在我們的平台上，以達到本計畫先前提到的四到

四能（聽得到、看得到、讀得懂、尋得到、能擴散、能搜集、能分享、

能共創）的預期結果。 

 

3.1 研究架構 

為使苗栗各鄉鎮客家文化節慶特色能夠透過網路名聲遠播，本計

畫運用客家文化節慶舉辦的時間，進行影像記錄，以保存客家文化節

慶當下的熱鬧情景。將錄製完成的影片上傳到影音分享網站 YouTube

上以及將所拍攝的照片，放置在資訊整合平台上。另外將實地訪查客

家文化節慶活動的經緯度座標、影片、拍攝照片與文化歷史背景的簡

介，利用 Google Map 上的節點上做呈現，看到苗栗各鄉鎮客家文化

節慶的地點所在位置，進行旅遊規劃路線，透過網際網路以達到推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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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栗各鄉鎮客家文化節慶中的客家文化、活動與客家精神。 (如圖 3-1) 

以上為本計畫主要實施計畫的步驟與期望，客家文化節慶必須加

入嶄新的科技技術，藉此客家文化才可以讓更多人瞭解，引起更多學

者研究使得客家文化整體概念在世界各種族群文化中更加完整。 

 

圖 3- 1 研究架構圖 

資料來源：本計畫繪製 

 

3.2 客家文化節慶與 Google Map 結合 

3.2.1 用影像記錄客家文化節慶 

在前章研究背景與動機中提及到了，客委會為了推廣客家文化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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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光，發揚客家傳統並且活絡客庄產業，目前正致力於推動客家文化

節慶，只是本計畫著手蒐集相關文化節慶之文獻資料之後，發覺苗栗

各鄉鎮市公所至縣政府並沒有完整的文化節慶介紹。有些節慶活動只

有展現表面的短暫歡愉，看似相當熱鬧，深入探究卻還是無法了解此

節慶活動舉辦的原由為何。 

因此本計畫運用 DV (Digital Video) 、單眼數位相機( Digital 

Single Lens Reflex )做為舉辦客家文化節慶舉辦活動時，實地訪查影

像記錄的器材。雖然相片可以有美麗的畫面呈現，但是相片只能夠呈

現影像 (如圖 3-2) ，並沒有辦法完整的還原當時活動的熱鬧程度，

無法讓觀看者有驚豔的感受。因此藉由 DV 拍攝影像保留原汁原味的

活動記錄 (如圖 3-3) ，讓沒有實際參與到的平台使用者也可以透過

影片、相片觀看到客家文化節慶活動的盛況，而不用因為沒有實際的

參加到活動，而認為有些遺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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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2 明德水庫-水舞 

資料來源：苗栗國際文化觀光局提供 

 

 

圖 3- 3 明德水庫-水舞 

資料來源：本計畫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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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 運用 YouTube 呈現客家文化節慶 

影像只有保留下來而沒有分享、擴散出去的話，那麼保存下來的

影像記錄就只是每次活動下的記錄，如此一來，就無法讓觀光者了解

到客家文化節慶的文化重要性，也沒有辦法達到推廣活動的效果。因

此本計畫將前一節所提及將客家文化節慶所保留的影像記錄，上傳至

影音分享網站 YouTube (如圖 3-4) ，並且運用 YouTube 的內嵌語法，

連結至資訊整合平台以及 Google Map，不僅僅是運用 YouTube 的相

關連結推廣客家文化節慶，更能夠利用資訊整合平台及 Google Map

做更大力的宣導。 

 

圖 3- 4 YouTube 影片播放 

資料來源：本計畫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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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3 運用 Google Map 呈現客家文化節慶之旅遊資訊 

在 Google Map 軟體當中，可以運用座標定位的方式將地點標出

來，並且可以加以嵌入照片、影片、文字簡介，更進一步的使用，使

用者還可以透過標籤的顯示方式，來進行旅遊路線規劃。本計畫在客

家文化節慶活動舉辦時實地訪查，進行影像記錄的同時，一併透過

GPS 衛星定位裝置，將活動舉辦地點的座標記錄下來，之後再套疊到

Google Map 上再用標籤標記，接著在 Google Map 的標籤上，可以以

html 語法，將該點活動的照片、上傳至 YouTube 影音分享網站的影

片、文字簡介放置在該標籤內(如圖 3-5)，並且將苗栗各鄉鎮所舉辦

的客家文化節慶舉辦活動的地方，都標註上去，可以經由資訊整合平

台分享給使用者使用。 

 

圖 3-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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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客家文化節慶與資訊整合平台結合 

3.3.1 運用 Facebook 之粉絲團呈現客家文化節慶 

為建造Facebook與Xoops平台的溝通橋梁，本計畫透過Facebook

設立專屬粉絲團，成員可藉此區域作對客家文化節慶初步的討論、活

動公告、訊息發佈等。社團使用者亦能夠經由 Facebook 上的即時動

態欄做超連結前往粉絲團主要頁面。而粉絲團主要是由 Facebook 系

統提供四種功能去讓使用者們使用，包括(一)、塗鴉牆，擁有類似文

字留言板的功能，可以隨時隨地接收到客家文化節慶之訊息，如圖

3-6；(二)、資料，包括介紹討論區的功能性質、以及系統管理員的連

絡資訊，如圖 3-7；(三)、轉貼連結，可以讓粉絲們轉貼活動連結網

址，讓本粉絲團內容更臻完備，也可以讓粉絲團成員進行交流並獲得

更多資訊，如圖 3-8；(四)、相片，提供了客家文化節慶相關的數位

影像發布，讓民眾可以將活動的精華相片發佈出來，以便使用者能有

靜態上的觀賞，如圖 3-9 所示。也因此，民眾能夠利用討論區的各種

功能，去使用反映資訊整合平台的功能評價或者是各種的客家活動節

慶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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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6 粉絲團之塗鴉牆 

資料來源：本計畫提供 

(一)、 塗鴉牆，擁有類似文字留言板的功能，可以隨時隨地

接收到客家文化節慶之訊息，如圖 3-6 

 

 

圖 3- 7 粉絲團之資料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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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本計畫案提供 

 

(二)、 資料，包括介紹討論區的功能性質、以及系統管理員

的連絡資訊，如圖 3-7 

 

 

圖 3- 8 粉絲團之轉貼連結 

資料來源：本計畫案繪製 

 

(三)、 轉貼連結，可以讓粉絲們轉貼活動連結網址，讓本粉

絲團內容更臻完備，也可以讓粉絲團成員進行交流並獲得更多資

訊，如圖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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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9 粉絲團之相片區 

資料來源：本計畫案提供 

 

(四)、 相片，提供了客家文化節慶相關的數位影像發布，讓

民眾可以將活動的精華相片發佈出來，以便使用者能有靜態上的

觀賞，如圖 3-9 所示 

 

3.3.2 運用 Xoops 呈現客家文化節慶 

由圖 3-8 粉絲團之資料區所示，使用者可經由簡介框得知 Xoops

之網址，因 Xoops 具備著會員管理、言論發表追蹤、信籤列表式的使

用者介面(User Interface, UI)，最重要的是能透過此平台去初步得知有

關客家文化節慶所有相關訊息。而 Xoops 平台提供其兩種主要功能去

讓使用者們使用，包括(一)討論區，可以進行立即性或者是較淺度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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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的討論區域，廣結各個對客家文化節慶有涉略的人們來此做討論分

享，如圖 3-10；(二)連結分享，能夠讓 Facebook 的粉絲專頁連接到此

平台的使用者，來觀看討論區內的旅遊資訊內容，並藉由本計畫研究

團隊在 Google Map 上建立的文化節慶與旅遊景點之座標，方便使用

者在圖形化的介面上觀看旅遊資訊，如圖 3-11。 

 

圖 3- 10 Xoops 之討論區 

資料來源：本計畫案提供 

 

(一)、 討論區，可以進行立即性或者是較淺度問題的討論區

域，廣結各個對客家文化節慶有涉略的人們來此做討論分享，如

圖 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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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11 Xoops 之連接分享 

資料來源：本計畫案提供 

 

(二)、 連結分享，本計畫研究團隊在 Google Map 上建立的

文化節慶與旅遊景點之座標，方便使用者在圖形化的介面上觀看

旅遊資訊如圖 3-11 

 

3.4 預期成果 

本計畫結合 Google Map、YouTube、Facebook 及 Xoops 等軟體，

欲達成文化節慶之知識分享與資源回饋的目的，如圖 3-1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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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12 系統流程圖 

 

並希望能使苗栗文化節慶之精神如同本計畫架構圖(3-13)一般，

經由吸收土壤中的文化、節慶、族群、語言及歷史等等的養分，得以

生長茁壯，繁衍出更多豐富內涵的客家文化。並讓各個系統技術的應

用展現出四到四能的各項成果以及涵括了：客家的人文、社會、意象、

情境、科技、與經濟的核心層面，並能讓更多人對客家文化深感興趣

與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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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13 計畫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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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研究結果 

4.1 節慶活動 

經過本團隊實地探訪與資料蒐集的客家節慶活動，呈現於線上資

訊與知識整合管理平台上，如圖 4-1、表 4-1 所示。 

 

圖 4- 1 苗栗客家文化節慶活動分布圖 

資料來源：本計畫繪製 

 

表 4- 1 傳統客家鄉鎮節慶 

編號 活動名稱 活動期間 地點 

1 2010 苗栗水舞嘉年華 
 明德水庫前廣

場  



549 
 

 

2 第一屆全國客家福菜節 
2011/01/08-20

11/01/15 
公館鄉  

3 火旁龍迎百年 接福納財源 
2011/02/11-20

11/02/19 
苗栗市  

4 2011 年西湖鄉柚香柚美 (柚花季) 
2011/04/02-20

11/04/03 
西湖鄉  

5 2011 三義雲火龍節 
2011/05/04-20

11/06/04 
三義鄉  

6 百年百對桐花婚禮在苗栗 
2011/05/07 苗栗縣  

7 桐慶 100 花舞客庄 
2011/03/27-20

11/05/22 
苗栗縣  

8 螢火蟲生態探索之旅  
 大湖鄉大窩地

區  

9 鮮纖桂竹筍  

 大湖鄉、獅潭

鄉、南庄鄉、泰

安鄉  

10 桃李舞春風，繽紛 130，歡喜桃李開園！ 
2011/05/01-20

11/06/20 
三義鄉  

11 
2011 年苗栗造橋南瓜節產業文化活動~南瓜遊樂園 

造橋頂呱呱 

2011/06/11-20

11/06/19 
造橋鄉  

12 台灣國際木雕競賽 
 三義木雕博物

館  

13 2011 三灣梨觀光季~清涼一夏 
 

2011/07/09-20

1108/31 

大湖鄉、三灣

鄉、卓蘭鎮  

14 2011 年公館紅棗節開鑼了！ 
2011/07/28-20

11/08/20 
公館鄉  

15 
「木藝維新．群藝出眾」三義國際木雕藝術交流展

揭幕 

2011/07/20-20

11/09/25 
三義木雕博物

館  

16 白布帆蔬菜水果節 
2011/08/06-20

11/08/07 
卓蘭鎮  

17 三義國際木雕藝術節 
2011/07/30-20

11/08/14 
三義鄉  

18 文旦節 
 西湖鄉  

19 中秋晚會 
 苗栗縣  

20 杭菊飄香 
2011/11/12-13

、19-20 
銅鑼鄉  

21 2011 苗栗縣國際藝術季 
2011/10/07-20

11/11/06 
苗栗縣旅遊服

務中心  

22 山水節曁鱒魚節  
 南庄農會  

23 
南庄山水節系列活動-甜柿評鑑、自行車賞景活動暨

農特產品促銷活動 

2011/10/29-30 
南庄鄉  

24 甘薯文化節 
2011/11/26~27 西湖鄉  

25 大湖草莓文化季 
 大湖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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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三灣稻田彩繪 稻鄉柑香季 
 三灣鄉、內灣村  

27 三灣茶花節 
 三灣鄉  

28 亞洲舞龍公開賽 
 苗栗市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 

4.2 節慶活動實況 

苗栗水舞嘉年華 

  

資料來源：本計畫自行拍攝 

 

第一屆全國客家福菜節 

  

資料來源：本計畫自行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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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旁龍迎百年 接福納財源 

  

資料來源：本計畫自行拍攝 

 

三義雲火龍節 

 

資料來源：本計畫自行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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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百對桐花婚禮在苗栗 

  

資料來源：本計畫自行拍攝 

 

桐慶 100 花舞客庄 

 

資料來源：本計畫自行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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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年苗栗造橋南瓜節產業文化活動~南瓜遊樂園 造橋頂呱呱 

 

資料來源：本計畫自行拍攝 

 

2011 三灣梨觀光季~清涼一夏 

 

資料來源：本計畫自行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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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年公館紅棗節開鑼了！ 

  

資料來源：本計畫自行拍攝 

 

三義國際木雕藝術節 

 
資料來源：本計畫自行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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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秋晚會 

 

 

資料來源：本計畫自行拍攝 

 

杭菊飄香 

  

資料來源：本計畫自行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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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苗栗縣國際藝術季 

 

 
資料來源：本計畫自行拍攝 

 

南庄山水節系列活動-甜柿評鑑、自行車賞景活動暨農特產品促銷活

動 

 

資料來源：本計畫自行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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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薯文化節 

 

資料來源：本計畫自行拍攝 

 

大湖草莓文化季 

 
資料來源：本計畫自行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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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灣稻田彩繪 稻鄉柑香季 

  

資料來源：本計畫自行拍攝 

 

三灣茶花節 

 

 

資料來源：本計畫自行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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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洲舞龍公開賽 

 

資料來源：本計畫自行拍攝 

 

4.3 旅遊資訊在資訊整合平台之呈現 

 

貓貍好客-粉絲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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貓貍好客-塗鴉牆進階版 

 

 

貓貍好客-粉絲人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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貓貍好客-相片分享 

 

文化創意結合觀光休閒整合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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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創意結合觀光休閒整合平台-結合貓貍好客粉絲團 

 

 

文化創意結合觀光休閒整合平台-南庄鄉介紹(心智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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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創意結合觀光休閒整合平台-南庄鄉介紹(經濟) 

 

文化創意結合觀光休閒整合平台-結合 Google M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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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創意結合觀光休閒整合平台-結合 Google Map 

 

 

文化創意結合觀光休閒整合平台-結合 Google M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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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創意結合觀光休閒整合平台-以表格呈現 

 

 

 

文化創意結合觀光休閒整合平台-後龍鎮介紹(心智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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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創意結合觀光休閒整合平台-結合 Google M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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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創意結合觀光休閒整合平台-結合 Google Map 

 

 

文化創意結合觀光休閒整合平台-鄉鎮景點介紹 

 

第五章 結論 

承如上述的思考，苗栗是一個擁有多元人文色彩及觀光資源豐厚的

城市，苗栗縣國際文化觀光局也大力推廣苗栗觀光休閒產業，加上近幾年

客家意識的抬頭，地方政府與客家鄉鎮積極投入客家文化節慶的舉辦，

也紛紛投入客家文化節慶旅遊資訊網站的建置。然而旅遊資訊網站的

發展也隨著投入的目之不同而呈現出多種不同的模式，加上客家文化

的旅遊愛好者成立的網站，在網際網路上有關客家文化節慶的網站呈



569 
 

 

現前所未有的熱絡。本計畫發現資訊整合平台的使用者加入的主要目

的仍以取得資訊為主，若對該則資訊感興趣則會按「讚」或留言給予

鼓勵，故本平台使用人數逐漸成長，目前累積約一千七百多人。 

本計畫將大量蒐集節慶文史資料，利用網際網路流通便利的特性

讓使用者可以輕易取得相關資訊，將苗栗客家文化節慶人文特色與資

訊網路平台完整結合，讓每位使用者對相關的節慶與活動都能獲取深

度的資訊來參考使用，不僅讓民眾參與到苗栗客家文化節慶，也能以

深入體驗客家文化饗宴，達到教化人心、陶冶性情、融合族群的目的，

使客家文化推廣至國內外，吸引更多旅客參與客家文化節慶。 

本計畫所建置線上資訊與知識整合管理平台，是以討論學習導向

的教學平台，能將討論出來的內容以文字、圖或影像放置於知識庫，

幫助教學的成果展現。而且藉由網路無遠弗屆的特性，可以去除地域

條件上的限制拓展至國際，學習將發揮無限的潛能。而透過田野調查的

文獻收集之後再利用 Google Map 電子地圖為地理資訊系統之展示平

台，將各個節慶活動定點之影像與內容整合至 Google Map 內。整合

知識庫類型的資訊系統以進行線上社會網絡資源的管理，藉由良好的

管理與人性化的介面讓民眾方便使用。整合 Xoops 與 Facebook 為線

上資訊與知識整合管理平台，以討論並儲存各式旅遊資訊與文化背景

知識為主，加上 Google Map 平台建置、兩者結合形成完備的苗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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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文化之旅知識庫，使不同族群的民眾也能藉此對客家文化產生認同

感與參與感。 

本計畫提升苗栗文化觀光的能見度，蒐集苗栗縣政府及各鄉鎮市

網站等政府機構提供之訊息，輔以文化背景資料，將苗栗文化節慶活

動的觀光資訊統整分析。研究者對苗栗客家文化與節慶活動進行深入

了解，結合最新資訊與文化內涵，提供簡單明瞭的數位內容提供給大

眾認識客家文化與苗栗在地特色。本計畫之經驗亦可推及至其他縣市，

各縣市可自行整合其特色文化節慶活動，藉由資訊整合平台的高人氣

帶動各縣市觀光活動之發展。 

在未來發展上能尋求一種國際性的多元角度，網站推廣到全台灣

甚至全世界是個願景，用這個想法來去包裝建置出來的網站，讓網站

有令人感興趣甚至好奇的本質，培養網站的人氣，讓民眾對於網站的

認同感進而衍生對客家文化節慶的認同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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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分析法探討客庄觀光休閒之研究趨勢及研究方法 

 

摘要 

客家文化吸收多元族群文化、融合地方精華，構成了多元的特色

文化。近年來，透過數位媒體宣傳與客委會推廣等，客家文化逐漸受

到重視。雖然客家相關議題的研究越來越受到重視，國內文獻卻顯少

針對客庄觀光休閒相關議題進行研究，因此較難深入瞭解客庄觀光休

閒的研究重點、發展方向與趨勢。本研究採用內容分析法，蒐集 1990

年到 2010 年發表於國內的博碩士論文與期刊論文等，進行資料分析

與歷史回顧，探討客庄觀光休閒的研究趨勢發展與研究方法的使用情

形等。研究結果顯示，共計約 123 筆客庄觀光休閒相關的文獻之中，

研究議題以「休閒遊憩」類論文居冠，論文發表量集中於「2005-2010

年」，研究方法以「調查研究法」為主。其他分析內容詳列於研究結

果，本研究成果有助於瞭解國內客庄觀光休閒研究的發展趨勢，不僅

可以做為客家研究的參考，亦可以作為客家文化創意研究之卓參。 

關鍵字：客家、觀光、休閒、遊憩、內容分析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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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研究動機與目的 

客家蘊含豐富文化資產，有其獨特的文化氛圍、精神內涵，乃台灣本土性的

特色文化之一。若能結合文化創意產業和觀光產業，彼此間相互串連

輝映，俾能將獨具風格的客家文化完整保存且永續流傳。聯合國教育

科學及文化組織（United Nations Educational, Scientific and Cultural 

Organization, UNESCO）認為創意是人類文化定位的一個重要部分，

可以不同形式表現，透過產業流程與全球行銷去複製、推廣其創意。 

Thorsby(2001)指出文化創意產業具有三項特色：(1)文化創意產

業會在其生產過程中運用到某種形式的創意；(2)文化創意產業被視

為與象徵意義的產生與溝通有關；(3)文化創意產業製成的產品可能

是某種形式的智慧財產權。由於客家文化具備發展文化創意產業的潛

質，若將文化、創意與在地特色相互結合，讓客家文化本身經過創意

的設計與包裝，可以融入於視覺藝術、數位網路與精緻生活的創意內

涵（丘昌泰，2005）。推廣客庄觀光，可以活絡客家地區經濟，擴大

國內休閒觀光旅遊的服務範疇，亦可以提升國人的文化視野，感受體

認多元的客家文化。 

近年來，客家觀光休閒等商業範疇與活動逐漸受到重視，觀光休

閒人才的需求日益殷切。因此，客家相關研究議題反應在學術教育與

產業需求上；然而，國內文獻分析、歸納客庄觀光活動與觀光休閒產

業的發展重點、經驗等研究較少，不利客家研究的發展與客庄觀光活

動的經營與管理。若能透過歷史回顧等研究方式，可協助研究人員以

時間面向剖析過去客家觀光、休閒發展趨勢的轉變，這對求新知、求

進步的觀光休閒產業而言，非常具有研究價值。 

Pechlaner (2004)將觀光類的期刊論文分類為管理(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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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光(Tourism)、行銷(Marketing)、餐館(Hospitality)、休閒遊憩(Leisure 

and recreation)、經濟 (Econnmics)、人類學 (Anthropology)、組織

(Organization)、旅運(Transportation)及其它(Other)等十大類。本研究

擬以國內資料庫（台灣博碩士論文、台灣期刊論文）為樣本來源，透

過內容分析法進行歷史回顧、剖析過去廿年客家觀光、休閒議題之學

術論文的發展趨勢。最後，研究結論提出若干說明與建議，除了能夠

更深一層瞭解我國客庄觀光休閒研究的發展，亦可作為未來客家文化

創意產業研究之卓參。 

貳、 文獻探討 

一、客家文化 

客家文化是客家人與客家族群在不同的歷史時空中表現其創造

力，同時亦實現、傳承與創新之歷程和結果。客家文化不僅保留豐富

的中原古風，更將生活經驗與生活環境相互融合，尤其表現在飲食文

化、客家服飾、建築風格、風俗信仰、客家藝術、客家精神和客家文

化產業方面（程瑞，2009）。其中，客家文化創意產業的經營，儼然

已成為當前政府重要的公共政策，例如：桐花祭、蓮花季、國際假面

節、客家文化節等（林瑜蔚，2006）。客家文化創意產業表現在生活

上的數個層面，呈現文化生活化模式，讓客家文化具體展現生活、共

享、人情味等特質。客家文化創意產業內容創造具生命力的客家文化，

重現客家文化的精神與意涵，食、衣、住、行、育樂等環節中都有濃

郁的客家在地性、獨特性與原創性（參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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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客家文化創意產業內容 

項

目 
客家文化創意產業內容 

食 
鹹菜、蘿蔔乾、水板、野薑花粽、醃漬品、艾草板、肉類、粄

類、醃製、擂茶等 

衣 褲（大欓褲）、衫、襖、掛甲、裙等 

住 

望樓、夥房、圍龍屋、圓樓、方樓、府第式的三堂屋和五鳳樓、

四點樓、八卦樓、半月樓、交椅樓、三合樓、五角樓、雨傘樓、

走馬樓、二杠樓等 

文

化 

民俗 

技藝 

米籮（竹山）、茶籮（埤頭）、火沖（名城）、紙傘（美

濃）、木雕（三義）、石製品（石樁臼、磨石、石獅、石

虎）、山歌（情歌、生產歌、生活歌）、戲曲（三腳採茶

戲） 

傳統 

信仰 

義民爺、伯公（福德正神）、三界爺（三元三品三官大

帝）、敬字亭 

客家 

慶典 

打中午（北埔）、新年福、完天神、拜新丁、二月戲、

義民節 

客家 

歌謠 
山歌、八音、三腳採茶 

習俗 

典故 

搶頭支香、做對歲、大紅粄（男子滿16 歲）、新生日（男

結婚後第一個生日）、進金（檢骨後）、過房 

歸納整理自王雯君、張維安(2004)、賴珆縝(2004)、吳國弘(2002)、 

謝登旺(2005) 

客家文化創意產業的發展，主要由“政府政策推動”、“地方文

史工作者與文化團體投入”、“在地業者催生”等三方面共同促成。

上述三者之間相互合作，共同創造客家文化創意產業，例如：經濟部

的政策地方小鎮振興計畫、商店街區再造計畫、地方產業永續機制等

計畫，再搭配地方特色暨社區小企業輔導計畫等，透過政府與地方工

作者、在地業者的相互配合與合作，以地方自主「內發型」的地方產

業活化模式，促成客家文化創意產業的蓬勃發展。其次，行政院客家

委員會（簡稱客委會）藉由語言復甦及傳播計畫、客家文化振興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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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團發展與人才培育計畫、特色文化加值產業發展計畫等，均是活化

客庄、再現客家文化、振興客家社群發展的重要推手，對客家文化創

意產業的貢獻相當卓越。 

客委會自 2002 年成立以來，對客家文化的推廣不遺餘力。以桐

花季活動為例，每年桐花季活動不僅活絡客庄地區的經濟活動，更為

客庄帶進約 35 億台幣以上的商機與產值（行政院客委會，2011）。桐

花季透過文創活動的舉行，成為客家文化的重要文化節慶活動。有了

桐花季成功的經驗，客委會在 2010 年舉辦「客庄十二大節慶」活動，

企圖透過整合台灣各地別具特色之客庄鄉鎮的地方節慶，每月至少舉

辦一項大型客庄節慶為原則，串連各地客家傳統節慶，以達成扎根客

家文化、活化客庄發展、行銷客庄觀光、帶動當地經濟發展等目標，

進而落實「牽成客家、繁榮客庄」的客家政策。文化不僅可以創造觀

光產業的附加價值，亦可彰顯地方特有風格與特色，更是推動觀光產

業興盛的重要策略（江清松、郭訓德，2006）。在政府客委會帶頭領

軍示範下，除了帶動客庄的觀光休閒活動產業，更肩負起保存客家文

化的歷史責任。 

觀光景點透過舉辦相關特別活動，可以增加觀光景點區的吸引力、

延長遊客停留時間、提升遊客重遊率與引發前往意願(Light,1996)。因

此，推廣客庄觀光休閒產業對客家文化的保存俾有相對之助益（李青

松、車成緯，2009；黃國敏、張碧琴，2009；江志成，2006；李宜穎、

蔡玲瓏，2010）。 

二、觀光、休閒與遊憩 

民國 81 年台灣的平均國民所得（ＧＮＰ）超過 10,000 美元，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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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民國 100 年將成長至 21,455 美元（行政院主計處，2011）。隨著國

民所得增加，社會大眾對觀光休閒的需求也日益增加，尤其周休二日

的實施，國人對觀光休閒需求的成長更是顯著。台灣的觀光休閒產業，

由於客群屬性的差異，市場大略可分成內需（休閒）和外需（觀光）

兩類。整體而言，國外觀光客市場人數，近年來每年有超過 5%的成

長，甚至 10%以上的速度逐年成長；反觀國內的國民旅遊，目前有超

過 60%市場來自內需的休閒市場（經濟部投資業務處，2008）。此外，

交通部觀光局民國 99 年國人旅遊狀況調查報告指出，民眾旅遊目的

以「觀光、休憩、度假」者約占 79%，而其中主要從事的遊憩活動以

「自然賞景活動」比例最高（54%），其次為文化體驗活動（27%）（交

通部觀光局，2011）。 

由於本研究重點聚焦於觀光、休閒與遊憩等研究領域的發展與趨

勢，因此針對觀光、休閒與遊憩這三個名詞的意涵與定義，將進行相

關的說明，並針對這三者間差異與交互關係稍作說明。 

表2  五種休閒觀點的意涵 

觀點 意涵 

時間 休閒是滿足生存以及維持生活外，可以自由運用的時間。 

活動 

休閒是一種除了工作、家庭及社會義務以外的活動，人

們依自己的意志選擇從事某些休閒活動，目的是為了休

息、放鬆，或者增加智能及自由拓展個人的創造力。 

體驗 

休閒是一種存在狀態，亦是一種處境。個體必須先藉由

了解自己與周遭的環境，進而透過活動的方式去體驗出

豐富的內涵。 

行動 

行動這個概念表明了人類行為、活動具有“存在性”、“社

會性”兩項特性，因此休閒活動雖不完全受制於社會，但

也不可能完全脫離社會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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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點 意涵 

自我實現 

休閒表達參與者個人的自由意志，透過個人喜好活動的

參與，休閒體驗很自然的成為一種可以促進個人探索、

了解、表達自己的機會。 

(一) 休閒 (leisure) 

「休閒」係指非工作時間內，在住家附近所從事的休閒活動

(Dumazedier, 1974)。一般而言，學者們大多認為休閒係透過時間關係

之概念，其意義是指工作、義務與維持生活以外的時間，從事可獲得

精神上或物質上滿足之行為或活動。表 2 分別以時間、活動、體驗、

行動以及自我實現等五種觀點，詳述休閒較完整的意涵（高俊雄，

1997）。 

由表 2 可發現，所謂的休閒：從時間而論，指人們除去維持生活

所需的時間，所剩餘的時間，稱為空閒時間或閒暇。從活動來看，在

免去義務、責任所從事的較自由、個人的活動，稱為休閒活動。就經

驗而言，著重於個體的內心感受的休閒體驗。就行動而言，強調的是

個體的存在感與實際行動。整體而言，休閒即是在自由的時間內，個

體將自己全心投入活動中，並獲得許多感受。另外，休閒亦為一種有

意識的行為，可能是短暫、臨時性的感受或體驗，也可能是長期有計

畫性的參與型態（高俊雄，2000）。除此之外，亦可以參考 Murphy (1974)

整合許多學者、專家，透過不同的理論觀點，提出六種對休閒的看法

與觀點（參表 3）。 

(二) 遊憩 (recreation) 

「遊憩」，係指於休閒時間所從事的某種活動，其目的在使人們

擺脫工作的疲乏與壓力，再度回復生活的動力(Godbey, 1994)。遊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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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可被綜合定義為：「凡具有娛樂、遊戲、創造、組織等性質，並以

解除疲勞、恢復體力、自我娛樂、經驗獲得為目的，所從事之自由的、

自願的自我表現的、有益於個人和社會的再造活動」(陳定雄，1994)。

表 4 列出多位學者對遊憩的定義。綜合上述，遊憩可定義為「個人在

休閒或自由時間內，從事能消除疲勞並讓身心和精神獲得滿足、愉悅

的行為」。另外，遊憩地區通常與居住地區有相當的距離，人們將遊

憩場所當作能放鬆心情的地方，經常從事一時興起或解放壓力所做的

行為。 

表3  休閒的定義 

理論 休閒定義 

自由時間論

(discretionary time) 

休閒是在完成工作及其他維持生存活動之外的

部份時間。 

社會工具論 

(social instrument) 

視休閒是為了達到社會某種目的或功能，對身心

進行療癒，透過社會參與發展某項技能。 

社會階層論 

(social class, race, 

and occupation) 

認為休閒與社會階層有密切的關係，即和職業、

社會聲望、教育程度等因素有關。 

古典休閒論 

(classical) 
休閒為一種自由的心理狀態，心靈的情境。 

反功利論

(anti-utilitarian) 

休閒本身即目的，視為自我表現或自我實現的滿

足。 

整體論(holistic) 
休閒乃為一個不可分割的整體充塞於生活的各

個層面、無所不在，取決於個人主觀自由意識。 

資料來源：Murphy (1974) 

(三) 觀光 (tourism) 

觀光起源於旅遊，旅客各有其目的到外地停留的一種現象與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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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久賢等，2006)。WTO(World Tourism Organization)對觀光的定義：

「觀光是人們為了休閒、商務和其他目的，離開熟悉的環境，前往某

地旅行且停留不超過一年，在這過程所產生的活動」。唐學斌(1997)

指出觀光具有狹義及廣義兩種，狹義的觀光活動有四項要素：人們離

開其日常生活居住地、向預定的目的地移動、無營利的目的、觀賞風

土文物等；廣義的觀光，則加入經濟、學術及文化等元素。簡言之，

觀光是對它地或它國的人文觀察（例如，文化、制度、風俗習慣、國

情、產業結構和社會型態等）以增廣見聞。由於目前學術界對於觀光

的定義並沒有一致性定論(Mill and Morrison，2002；郭乃文、楊岱容，

2003；李銘輝、郭建興，2001)，因此提供表 5 說明不同學者對觀光

的定義。 

表4  遊憩的定義 

學者 定義 

Martin(1958) 

遊憩活動是指個人或團體在閒暇時所追求的一切活

動，具有及時的樂趣性，有其本身的吸引力，不是在

必須、或獎酬的情況下從事。 

Driver and 

Tocher(1970) 

遊憩為人類經驗的一種，此種經驗乃基於個人於無義

務時間內自願參與，所獲得內在的報償(intrinsically 

re-warding)。 

Godbey(1976) 
遊憩是個人或團體於休閒時間所從事的任何活動，它

是令人愉悅的、自由的、具有吸引力的。 

Kundson(1980) 
遊憩是個人或團體於休閒時間所從事之動態或靜態

的活動。 

Kraus(1984) 

遊憩活動是閒暇時，一種愉快的活動經驗，通常都是

自願性參與，其目的是為了滿足慾望，達到快樂、創

造等所從事的休閒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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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者 定義 

鄭琦玉、 

楊文燦(1995) 

遊憩參與是發生於無義務時間，遊憩者自由選擇從事

之行為，其目的在於滿足個人實質、社會及心理之需

求。 

 

表 5  觀光的定義 

學 者 定 義 

Burkart and 

Medlik(1974) 

觀光是一種特殊的休閒時間和遊憩型態，並不包含所

有休閒時間的使用與各種型態的遊憩。雖涵括旅遊，

但也非全部形式的旅遊，差別在於遷移距離的不同。 

Mieczkowski

（1981） 

本質上觀光與遊憩是相同的，觀光還包括商務、專業

或私人旅行的遊憩活動。因此，觀光範圍較廣。 

Alister（1984） 

觀光是人們短暫離開工作與居住的場所，選取迎合其

需要之目的地，做短暫性的停留，並從事相關的遊憩

活動。 

Kelly（1985） 
觀光是一種動態的遊憩，係指離開家從事遊憩活動，

以尋求某一方面的滿足。 

Goelder and 

Ritchie(2003) 

觀光是人們為了休閒、商務和其他目的，離開熟悉的

環境到某地旅行且停留不超過一年，這過程中產生的

活動。 

李銘輝(2000) 

為達身心休養、教育、娛樂及運動等目的，離開其日

常生活圈的範圍，在一定期間的旅遊活動則稱為遊憩

活動的一種形態。 

MieczKswki（1981）以圖形展示休閒、遊憩和觀光之間的關係（參

圖 1），圖中顯示三者有交集之關係。「休閒」、「遊憩」、「觀光」雖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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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學理定義上有其差異，但是這三者之間有其重疊性，例如：「休閒」

係指不同於平常之工作，在非工作時間的時間運用；「遊憩」即指利

用休閒時間所從事的活動，當遊憩活動遠離其日常生活居住地而成為

旅行的形式，則跨越到觀光的定義；觀光係意指由原點出發再回到起

點的巡迴移動而所從事遠離居住地的有計畫旅行。簡言之，休閒的範

圍最廣，80﹪觀光與遊憩交集，遊憩的主體為休閒，介於觀光與休閒

之間。 

圖 2 是 Bonifface 和 Cooper (2001)以地理空間區分休閒、遊憩與

觀光三者之間的差異（楊建夫等，2006）。家庭休閒和日常休閒兩者

的活動範圍大多在住家附近（例如：閱讀、家庭園藝、看電影或社交

活動等），這類的旅遊被視為休閒。在社區或國內的旅遊（例如：風

景區遊覽、野餐等），被視為遊憩。旅遊的範圍，若離開居住地、或

至國外作短暫性停留等，被視為觀光。 

  

遊憩 

休閒 

當地遊憩  

 貿易及個人性旅行 

貿易及遊憩性旅行 

非當地遊憩 

 

觀光 

圖 1  休閒、遊憩和觀光之間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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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針對「休閒」、「遊憩」與「觀光」三項概念，分別以多項維

度進行比較，相關論述說明如下：若以時間長短而言，休閒活動並不

受到限制，甚至不探討其時間長短問題，僅將重點擺放在是否為自由

時間上；觀光活動則較遊憩活動時間長，活動目的區域也偏遠。若就

道德觀而言，Jensen(1979)認為遊憩本身即存在著道德價值(陳美惠等，

2003)。換言之，休閒、觀光包含的是不道德性活動，例如：性休閒、

博奕活動等。若以職業特性而言，休閒和遊憩指的是業餘或非職業性，

例如：觀看職棒比賽可說是休閒或遊憩活動，然而對正在球場上比賽

的職棒選手而言，卻是份職業而非休閒。觀光也可算是業餘性質，但

其中包含了出差性質的商務觀光。若以活動特性而言，林晏洲(1984)

強調遊憩是種活動，偏動態。交通部觀光局曾委託政大公企中心進行

1995 年國人國內旅遊狀況調查（孫本初，1995），亦將所有的遊憩類

型歸類為動態的，例如：登山、露營、游泳、觀賞自然環境等等（楊

地 理 空 間 範 圍 

家 庭 本 地 市內、省內 國內 國外 

休閒                                遊憩活動                                  觀光 

家庭休閒： 

閱讀、家庭園藝、

看電視、社交活動

等。 

日常休閒： 

看戲劇、上館子、

賽 球 或 觀 看 比

賽、社交活動等。 

一日遊： 

景點、風景區遊

覽、野餐、登山

等。 

觀光： 

離開常住地或工作地

點，前往景點或風景

區，並作短暫的停

留，以進行各種能滿

足身心所需的遊憩活

動 (不包括商務觀

光)。 

圖 2  休閒、遊憩與觀光之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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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夫等，2006）。 

表 6  休閒、遊憩與觀光意涵比較表 

概念 
內涵 

與本質 

空間尺

度 

時間尺

度 

道德尺

度 

職業特

性 

活動特

性 

休閒 

強 調 心

智 活 動

的滿足 

無 特 定

空 間 範

圍，但著

重 居 家

附近 

無 特 定

時 間 範

圍 的 自

由 時 間

或 非 義

務時間 

包 括 道

德 以 外

的 

業餘的 

動、靜態

活 動 都

包括 

遊憩 

強 調 實

質、社會

及 心 理

需 求 的

滿足 

社區、國

內 範 圍

為主 

較短，通

常 在 數

日之內 

重 道 德

的 
業餘的 

動 態 活

動為主 

觀光 

(旅

遊) 

強 調 目

的 

遠 離 生

活 圈 外

的 國

內、外地

區 

較長，數

日 至 一

年之間 

包 括 道

德 以 外

的 

業 餘 為

主 

（ 含 出

差 性 質

的 商 務

觀光） 

動、靜態

活 動 都

包括 

三、內容分析法 

內容分析法當被用來研究某一期間的過程，相當適合用來從事靜

態性、歷史性方面的研究。表 7 指出「代表性」、「顯著性」、「相關性」、

「適時性」與「簡潔性」等是挑選文獻的標準，可應用於概觀

（overview）、歸類（classifying）的認定（朱浤源，2000）。內容分析

主旨是系統性將資料記錄、分類與編目之後，再進一步的分析 

(Berelson, 1952; Krippendorff, 1980)，只要分析的資料相同，即使不同

研究者的分析結果應該是接近，甚至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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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歷史文獻的挑選方法 

標準 說明 

代表性 

(Representativeness) 

選擇文獻，可辨識出作者是否為研究相關議題的

代表人物，或者在已經出版的文獻集及學刊來辨

識 

顯著性 

(Significance) 

研究所得的顯著性，可彰顯該研究的重要性與潛

在貢獻。 

相關性 

(Relevance) 

1. 搜尋的標題 

2. 問題陳述 

3. 重要的字詞 

4. 涵蓋年代範圍 

5. 資料庫名稱 

6. 語言限定 

7. 相關的標題 

8. 搜尋範圍 

適時性 

(Timeliness) 
藉以比較最新學問的進展，作為研究者的參考。 

簡潔性 

(Parsimony) 
引述周詳以供未來的學者參考與搜尋。 

資料來源：朱浤源（2000） 

Weber(1985)認為內容分析法主要是以文件為分析對象，透過推

理和比較的方法，根據研究對象的內容特徵加以分析，接著運用統計

學技術，對分析結果加以驗證。另外，內容分析最有價值之處乃在於

發現內容之改變與趨勢 (Albig, 1938)。Bower(1970)亦提出內容分析

聚焦在內容分析之價值，而不在於分析其傳播內容。所謂「傳播內容」

指以任何型態可加以記錄、保存，且具有傳播價值之傳播內容，如報

紙、書籍、電視、電影或廣播等皆可為內容分析之素材(楊孝榮，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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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內容分析法利用系統、客觀和計量方式，作歸類的統計，最後

依據統計數據做「質性」的闡述與意義說明。由此可知，內容分析法

是分析文件內容中量的變化，推論「質」的改變，通常採取方式為從

時間訊息的比較，以獲得長期變化趨勢之推論(Neuendorf, 2002)。根

據內容分析法的精神，本研究遵循該研究方法的原則，挑選相關的觀

光休閒期刊論文，針對 1990 年到 2010 年發表的台灣博碩士論文和台

灣期刊論文，採用內容分析法進行歷史回顧，歸納國內客庄觀光休閒

產業的研究趨勢與觀光休閒的發展重點。 

參、 研究方法 

依據前述之研究目的及文獻探討，本研究擬以內容分析之研究方

法，分析 1990 年至 2010 年台灣博碩士論文與台灣期刊論文，探討國

內客庄觀光休閒發展的趨勢與方向。本節內容包括資料分析方法與分

析單位、研究對象、研究步驟、研究限制等四項。 

一、 資料分析方法與分析單元 

(一) 資料分析方法 

本研究分析重點探討研究樣本之論文研究類目出現的次數與頻

率的變化，並以百分比敘述性統計方法進行「量」的分析，同時亦採

用交叉分析的比較研究，推論客庄觀光休閒議題的研究現況。透過歸

納定量分析的結果，使用定質分析對客庄觀光休閒等研究議題進行描

述與推論。Krippendorff (1980)指出，內容分析法是一種具系統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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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觀性與定量性的研究方法，研究者採用內容分析法時必須符合這三

項作法，其內容說明如下：(1)系統性，係指分析設計時，應該確保

資料與研究問題或假說具相關性，研究內容與類目的取捨，必須符合

前後一致原理；(2)客觀性，係指研究者性格和偏見不能影響結論，

對變數分類的操作型定義和規則必須十分明確，即便反覆執行研究過

程，研究者也能獲得相同結論；(2)定量性，係指透過簡單數值或次

數紀錄，並透過統計分析方式將內容訊息資料數量化。依循上述三項

原執行本研究的研究設計，希冀詳細、完整說明國內客庄觀光休閒的

研究趨勢。 

(二) 資料分析單位 

研究樣本的蒐集是透過台灣博碩士論文與台灣期刊論文的題目、

摘要、關鍵字等，探索國內客庄觀光休閒相關論文的研究議題和研究

方法。研究議題分類時，係參照論文主題或關鍵字來歸類，若文章中

同時使用兩個以上不同類別的關鍵字時，則閱讀其內容來決定。研究

方法分類時，若論文作者在文中明確說明研究方法，則以作者意見為

主。若未明確交代時，則由研究人員閱讀其研究方法、研究架構等來

決定。本研究設計一個歸類記錄表(Coding Sheet)以確保資料搜集的一

致性與完整性。分類工作進行時，記錄論文年度、研究題目、關鍵字

等，再進行分類並記錄分類結果。研究議題與研究方法的分類架構，

相關說明分述如下： 

1. 研究議題分類架構 

Pechlaner (2004)將觀光類的期刊論文分類為管理(Management)、

觀光(Tourism)、行銷(Marketing)、餐館(Hospitality)、休閒遊憩(Leis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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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recreation)、經濟 (Econnmics)、人類學 (Anthropology)、組織

(Organization)、旅運(Transportation)及其它(Other)等十大類。另外，

因應觀光管理期刊收錄文章類型所佔之比例（李君如等，2005），和

本研究欲探討客庄觀光休閒議題的需求，另外加入了生態、科技、文

化、政策等四類。表 8 即為本研究分析國內客庄觀光休閒的研究議題

之十四項類別。 

表8 國內客庄觀光休閒研究議題分類表 

分類 相關議題 

觀光 觀光旅遊趨勢的預測、旅遊需求的分析、觀光衝擊。 

行銷 顧客滿意度、市場區隔與定位、廣告、地方性及全球性行

銷、目標市場、提升競爭力、滿足消費者需求。 

管理 服務品質、企業倫理、領導、控制、用人。 

餐旅館 國際觀光旅館、觀光旅館的發展、旅館評鑑、旅館選擇要

素、建立旅館的地點、旅館內部的預算。 

休閒遊

憩 

休閒活動、旅遊行為、休閒態度。 

經濟 經濟發展議題、經濟趨勢分析、經濟危機、經濟模型、國

民生活水準、經濟衝擊。 

人類學 原住民議題、種族。 

組織 聯盟、團體、與觀光有關之機構。 

旅運 交通工具、旅行社、包機旅遊。 

生態 國家公園、環境保護、動植物保育、氣候。 

科技 網路、電子商務。 

文化 古蹟、社區營造、藝術人文、節慶觀光。 

政策 觀光法規、政府政策、賦稅、增進觀光知識的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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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類 相關議題 

其他 非上述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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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研究方法分類架構 

Hamilton and Ives(1982)分析1970-1979年間15種資管期刊的論文，

將研究方法分類為個案研究、實地研究、實地測試、實驗室研究、概

念敘述、闡述說明、評論及其他等。郭英峰、郭景文(2008)則是將研

究方法分類為表 9 的八種類別。本研究擬根據表 9 內容分析國內客庄

觀光休閒研究議題的研究方法類別。 

表9 國內客庄觀光休閒研究方法定義表 

分類 相關議題 

調查研究 在某一時間點，系統之方法蒐集樣本之意見，以瞭

解或預測有關群體之行為或意見，資料蒐集方法可

採訪談、問卷等方式。 

實驗研究 在模擬環境或真實環境中，對變數進行操弄或控

制，以進行現象觀察或資料蒐集之過程。 

系統發展 當創新構想或理論產生後，建構雛型系統(prototype)

以驗證構想或理論之可行性與正確性。 

個案研究 在自然環境下從事研究，但何者為自變數、依變數

及衡量方法，則尚未完全確定，其所使用之資料類

型可以是質化或量化之資料。 

次級資料分析 使用先前研究所蒐集之初級資料，進行現況或趨勢

分析，如彙總研究、檔案紀錄等。 

數學模式/模擬 藉由較嚴謹之假設與數學推導、模型建立已找出問

題解決之道；並針對特定問題、方法、模式，以電

腦技術模擬。 

概念闡述/主觀議

論 

提出新的構想、加以描述；捕捉創新的研究議題，

依賴專家之意見與推測。 

其他 其他前述分類並未涵蓋之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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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對象 

本研究對象有兩項，分別是台灣博碩論文資料庫與台灣期刊論文

檢索資料庫，只要論文題目、或摘要、或關鍵字等與客庄觀光、休閒、

或遊憩等相關者，全部列入研究的對象。本研究設定文獻發表時間為

1990 年至 2010 年，蒐尋資料庫時設定兩個條件： 

(1) 論文題目、或摘要、或關鍵字有「客家」； 

(2) 題目、或摘要、或關鍵字中有「遊憩」、或「觀光」、或「休閒」、

或「旅遊」、或「餐旅」、或「景點」 

唯有符合上述二個條件的論文才會被篩選成為本研究的研究對

象。本研究在 2011 年 5 月 13 日蒐尋上述的二項資料庫，台灣期刊論

文檢索資料庫顯示僅有 7 筆期刊文獻，台灣博碩論文資料庫則是篩選

到 169 筆與客庄觀光休閒相關之學位論文。由於台灣期刊論文僅有 7

筆文獻，無法進一步分析其發表的趨勢與內容，因此研究對象僅限於

台灣博碩論文。 

進行資料分析之前，先整理從資料庫所下載的 169 筆文獻，結果

發現 169 筆文獻之中，有少數資料誤植的錯誤，如果研究人員可以判

讀的錯誤則是直接修訂；若發生資料重複時則是直接刪除其中一篇。

整理結果顯示，有 8 篇論文發生重複，因此剩下 161 篇論文。接著，

研究人員逐篇閱讀論文的題目、摘要與關鍵字，結果發現有 38 篇論

文內容與本研究主旨不符，因此，扣除這 38 篇論文之後，123 篇與

客庄觀光休閒相關的論文成為本研究的研究對象。 

三、研究步驟 

針對研究議題，本研究資料庫主要是以博碩論文資料庫、期刊論

文資料庫作為分析標的，查詢 1900-2010 年之間出版的文獻，主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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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步驟如下： 

1. 蒐集國內客庄觀光休閒相關文獻資料庫的文獻，設定欲研究的項

目，例如：論文出版時間、研究方法及研究議題等。 

2. 研究者訂定文獻分類標準，相關文獻根據研究變項屬性進行歸

類。 

3. 以統計軟體進行分析，聚焦於研究變項的敘述統計之次數及百分

比。 

本研究進行的程序共包含七個步驟：「問題定義」、「研究範圍」、

「文獻探討」、「分類架構設計」、「專家訪談及修正、試測、資料搜集」、

「分析、計算信度」及「研究結果分析與討論」。為增加研究信度，

在研究早期根據所選擇的分類架構，詳細討論每一種分類的意義，並

就研究者經驗分析討論各種可納入該分類的研究課題。經由研究者共

同設計分類原則之過程，增加研究者對分類類目的認識與了解。本研

究試測是以 1990~2010 年國內博碩士論文與期刊論文等作為研究對

象，由兩位研究者獨立進行內容分析工作，分析完後根據王石番(1991)

提出的公式計算研究者相互同意度及信度係數。之後針對分類中有歧

異之處，加以討論並進行修正。試測過程每回隨機抽取樣本中 12 篇，

反覆操作至第五回時，信度已均達至 0.9 以上即停止，以進入正式編

碼階段。至於資料搜集及分析過程中，研究人員完全獨立進行，過程

中完全不討論。篩選完畢後核對分析結果，若有不一致意見，則互相

討論，必要時兩人再共同閱讀論文全文。若意見一直無法取得一致，

或是兩位研究者雖有一致分類但認為仍需進一步再加以檢討時，則經

三位研究者共同討論後由第三位研究者裁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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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計算相互同意度與信度的公式如下(王石番，1991)： 

(1) 相互同意度= 
  

     
       M：二人完全同意之篇數 

                        ：第一位分類者應有同意之篇數 

                           ：第二位分類者應有同意之篇數 

(2) 信度=
  相互同意度

{  [      相互同意度]}
   N：參與分類之人數 

相互同意度，係指編碼員完全同意的篇數。信度分析，係指分析

單位分類至類目系統時，編碼員間達到一致性之程度。一致性愈高，

內容分析之信度亦愈高；一致性愈低，則內容分析之信度亦愈低。一

般而言，內容分析法的信度應在 0.8 或 0.9 以上（楊孝榮，1989）。

經由上述檢驗程序後，本研究在“研究議題”的相互同意度是 96%、

信度是 97.96%；“研究方法”的相互同意度是 96.06%、與信度是

97.47%。不論相互同意度、或信度均高於內容分析的信度建議值，顯

示本研究的信度表現良好。 

內容分析法的效度，最常使用的是表面效度。內容分析法表面效

度的作法是檢驗分析的類目與單位是否周延且符合研究的需求，因此

可依據研究理論或借用他人已發展而成的類目，做為內容分析的測量

工具。本研究的內容分析類目和編碼系統，是參考 Pechlaner (2004)

與李君如等（2005）等文獻資料的類目，因此表面效度上具有一定程

度的可靠性。 

四、研究限制 

本研究以國內博碩士論文與期刊論文作為研究對象，並不包含學

術研討會的論文，研究結果可能無法代表國內所有客庄觀光休閒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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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果與討論 

經由研究議題出現次數頻率的多寡，判斷研究議題的趨勢與變化。

通常出現次數越多者，表示被關心程度越大且越被重視；次數頻率較

少者，則有待學術工作研究人員多加投入與關心。本研究資料分析聚

焦重點在於年度發表、研究議題、研究方法等趨勢的發展與現況。 

一、 年度發表的現況與趨勢 

在 1998-2010 年內，共篩選出 123 篇與客庄觀光休閒相關之博，

其中碩士論文就占了 122 篇，第一篇與客庄觀光休閒研究相關之碩士

論文是在 1998 年發表。這段期間唯有一篇博士論文的產出，其題目

為「旅遊決策模式之研究--以北埔和七股為例」。表 10 為國內客庄觀

光休閒博碩士論文在各年度產出的情況。表 10 顯示，2003 年前每年

論文發表數量均不超過 5 篇，至 2004 年開始呈現向上成長的趨勢，

直至 2008 年的 28 篇達到高峰。推估這波熱潮的開展，應與政府大力

提倡客家文化、日益重視客家相關議題有相當程度的關聯。 

表 10 國內客庄觀光休閒研究之年度發表資料分析 

年 博碩論文 年 博碩論文 年 博碩論文 

1998 1 2003 3 2008 28 

1999 0 2004 6 2009 18 

2000 2 2005 5 2010 21 

2001 1 2006 17 
小計 123 

2002 3 2007 18 

二、 研究議題 

表 11 將客庄觀光休閒論文的研究議題分為 14 類，自 1998 年起

至 2010 年間，歷年客庄觀光休閒之研究議題中，以文化（35 篇）為

大宗，其次是行銷（28 篇），其次依序分別為觀光（13 篇）、休閒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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憩（13 篇）、生態（8 篇）、其他（6 篇）、經濟（6 篇）、政策（5 篇）、

餐旅館（3 篇）、組織（3 篇）、科技（2 篇）、人類學（1 篇）。管理、

旅運兩類別的研究議題並未在客庄觀光休閒論文中出現，推測可能是

客庄觀光休閒議題偏向國內經濟、行銷，因此這兩項研究議題較少研

究人員投入。 

進一步探索「文化」類的博碩論文，若從子研究議題細究之，研

究結果呈現社區營造（38.24％）、藝術人文（32.35%）、節慶觀光

（23.53%）、古蹟（2.94％）這四項子議題是較多博碩論文聚焦的重

點。其中「社區營造」類論文是探討客庄地區運用在地客家特色文化，

提升在地文化能見度，使文化產業經濟再行復興，活化客家文化。「藝

術人文」類論文是從文化保存的角度，例如：文化館的呈現；客家文

化特色商品，例如：藍衫、花布等的設計與創新等，提高客家文化的

價值與意義。由此可知，在客庄觀光休閒研究中，如何利用客庄在地

的特色文化，創造更高價值的文化經濟產業，同時亦可促使客家文化

持續保存流傳，是過去廿年博碩研究生有興趣探討的議題。至於「古

蹟」類論文比例較低，這現象可能與國內客家文化裡三級古蹟較少有

關聯。 

在研究議題排序第二的行銷類別之中，排名前三項的子研究議題

是：顧客滿意度（45.83%）、提升競爭力（37.50%）、滿足消費者需

求（8.33%）。「顧客滿意度」類論文多數是想了解顧客在客庄從事休

閒遊憩活動後的感受為何，藉此做為日後改進或發展方向之依據。「提

升競爭力」類論文多數探討重點是利用行銷理論分析客庄觀光休閒產

業發展的問題，以便提供未來行銷策略之建議。「滿足消費者需求」

類論文重點大致上與顧客滿意度相同，均希望復甦客家文化。綜合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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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國內研究生對於客庄觀光休閒產業較強調“了解顧客遊憩後感

受”、“客庄地區觀光的優勢與劣勢”等，這情況說明創造客家文化

創意產業的永續發展是國內客家研究的重要議題與新興研究範疇。 

表 11 國內客庄觀光休閒論文之研究議題一覽表 
議題 

年份 

觀光 行銷 管理 
餐旅

館 

休閒 

遊憩 
經濟 

人類

學 
組織 旅運 生態 科技 文化 政策 其它 小計 比例(%) 

1998 
     

  
      

1 1 0.81 

2000 1 
    

  1 
     

 2 1.63 

2001 
     

  
    

1 
 

 1 0.81 

2002 
     

  
  

1 
 

1 
 

 3 2.44 

2003 
    

2   
    

1 
 

 3 2.44 

2004 
 

1 
  

1   1 
 

1 
 

1 
 

1 6 4.88 

2005 1 1 
   

  
  

1 
 

2 
 

 5 4.07 

2006 3 2 
 

1 1   
  

2 
 

7 
 

1 17 13.82 

2007 1 1 
 

1 4 2  
  

1 
 

6 2  18 14.63 

2008 3 9 
 

1 3 1 1 1 
  

1 5 2 1 28 22.76 

2009 2 5 
  

2 2  
   

1 5 1 1 18 14.63 

2010 3 8 
   

1  
  

2 
 

6 
 

1 21 17.07 

小計 13 28 0 3 13 6 0 3 0 8 2 35 5 6 123 100 

比例(%) 10.57 22.76 0 2.44 10.57 4.88 0.81 2.44 0 6.50 1.63 28.46 4.07 4.88 100  

從發表量與年份觀察，本研究有下述的解釋：(1)「觀光」研究

議題的排名為第三順位，這類論文從 2000 年開始發表，與其他議題

相較，算是較早被注意的研究議題。(2)行銷類研究議題，在 2008 年

有顯著成長（9 篇），其中有 5 篇為中央大學客家學院的碩士論文，

這現象間接說明客家學院對客家研究的貢獻。(3)「休閒遊憩」研究

議題，從 2006 年的 1 篇上升至 2007 年的 4 篇，其中有 3 篇是休閒事

業管理研究所的碩士論文，這現象可能和客家觀光活動、遊憩等越來

越受重視有關。(4)「文化」研究議題，從 2005 年的 2 篇升至 2006

年的 7 篇，這可能是因為客家文化經過各方的鼓吹倡導後廣為人知，

因此，該文化的資料日漸豐饒，從中也提供了探究的養分。 

  



604 
 

 

三、 研究方法 

國內客庄觀光休閒的研究方法方面，本研究根據論文完成時間作

為分析研究方法之運用狀況（參表 12）。1998-2010 年間，累計最多

之研究方法為調查研究（65.04％），其次為概念闡述/主觀議論（23.58

％），其他依序排列分別為次級資料分析（6.50％）、個案研究（3.25

％）、系統發展（0.81％）、其他（0.81％）。其中 1 篇「其他方法」之

論文中，屬於設計類論文，並不符合各種方法之精神，無法歸類於本

研究所建構之類目，故將之歸於其他一項。 

另外，本研究所分析的論文中，並無實驗研究和數學模式/模擬

兩類項的研究方法。屬於客庄觀光休閒的研究方法中，「調查研究」

為數最多，尤其從 2006 年起幾乎都有 10 篇以上之此類論文產出，尤

其在 2008 年更有 21 篇之冠。「次級資料分析」研究方法在客庄觀光

休閒研究中，首篇論文出現年份（2007 年）僅次於系統發展（2008

年），推測其原因是客家觀光休閒屬於新興議題，「次級資料分析」需

累積相當數量的資料才足夠佐證論文的論點。「概念闡述/主觀議論」

研究方法是本研究所研究的論文中，在1998年最早出現之研究方法，

「概念闡述/主觀議論」係指將新的構想加以描述，一般仰賴專家之

意見與推測。所有學說或理論的出現，大多是由不同想法的交互激盪、

辯論，而漸漸萌生，就客庄觀光休閒研究而言應該亦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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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2 國內客庄觀光休閒論文之研究方法一覽表 

方法 

年 

調查 

研究 

實驗 

研究 

系統 

發展 

個案 

研究 

次級資 

料分析 

數學模 

式/模擬 

概念闡述/

主觀議論 
其他 小計 比例(%) 

1998 
     

 1 
 

1 0.81 

2000 1 
    

 1 
 

2 1.63 

2001 1 
    

  
 

1 0.81 

2002 
   

1 
 

 2 
 

3 2.44 

2003 2 
    

  1 3 2.44 

2004 4 
    

 2 
 

6 4.88 

2005 4 
    

 1 
 

5 4.07 

2006 10   3   4  17 13.82 

2007 11    1  6  18 14.63 

2008 21  1  1  5  28 22.76 

2009 11    3  4  18 14.63 

2010 15    3  3  21 17.07 

小計 80 0 1 4 8 0 29 1 123 100 

比例(%) 65.04 0 0.81 3.25 6.50 0 23.58 0.81 100  

四、 研究議題與研究方法 

表 13 分析研究議題與研究方法的發表頻率與次數，研究結果顯

示觀光、行銷、休閒遊憩與文化等議題論文較常採用「調查研究」研

究方法。生態研究議題採用「概念闡述/主觀議論」研究方法的比例

不低，這可能生態觀光領域的研究人員在保育意識與觀光旅遊活動規

劃時，會傾向將生態觀光的內涵融入於觀光旅遊活動的過程，因此會

偏好採用這種研究方法表達、闡述有關生態與觀光的理念與規劃。 

從表 13 瞭解 1990-2010 年之間，客庄觀光休閒論文多聚焦於觀

光、行銷、休閒遊憩與文化等議題，這四類研究議題的發表佔客庄觀

光休閒論文的 72.36%；其次，「調查研究」與「概念闡述/主觀議論」

兩種研究方法佔客庄觀光休閒論文的 88.62%。顯示客庄觀光休閒論

文的發展有待更多學者、研究人員的參與，藉以擴大客庄觀光休閒論

文的研究範疇，更其待採用各種不同研究方法進行研究，提升客庄觀



606 
 

 

光休閒論文的研究品質，進而形成、產生客庄觀光休閒領域的研究模

型、或理論。科學策略的要素是概念、變數、假說、測量與理論，結

合這些要素的方式，便構成了科學的方法（張家麟譯，2000）。對於

客庄觀光休閒研究而言，若要發展新理論亦必須透過科學策略來成就

新理論，因此各種研究方法的使用與研究人員之間的辯證是不可缺的，

例如：研究人員探索客庄觀光休閒觀念的所有可能性，不僅須要熱情

的投入，亦須要依賴各種不同研究方法來證實其觀念，唯有透過自由

思考與多重辯證才有可能獲得客庄觀光休閒的新理論。任何科學的重

點是發展一套理論，以解釋其觀察範圍內的事件。因此，客庄觀光休

閒研究仍有許多值得努力的空間，我們亦期待更多研究人員透過科學

策略投入客庄觀光休閒研究，協助客庄觀光休閒研究建立相關理論。 

表 13 國內客庄觀光休閒論文之研究議題與研究方法一覽表 

議題 

方法 
觀光 行銷 管理 

餐旅

館 

休閒 

遊憩 
經濟 

人類

學 
組織 旅運 生態 科技 文化 政策 其它 小計 比例(%) 

調查 

研究 
12 22 

 
3 11 3  2 

 
2 1 19 2 3 80 65.04 

實驗 

研究      
  

      
  0.00 

系統 

發展      
  

   
1 

  
 1 0.81 

個案 

研究     
1   

  
2 

 
1 

 
 4 3.25 

次級資

料分析 
1 2 

   
  

    
4 2  8 6.50 

數學模

式/模擬      
  

      
  0.00 

概念闡

述/主觀

議論 
 

4 
  

1 3 1 1 
 

4 
 

10 1 4 29 23.58 

其他 
     

  
    

1 
 

 1 0.81 

小計 13 28 0 3 13 6 1 3 0 8 2 35 5 6 123 100 

比例(%) 10.57 22.76 0 2.44 10.57 4.88 0.81 2.44 0 6.50 1.63 28.46 4.07 4.88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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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結論與建議 

我國自 1998 年開始有與客庄觀光休閒相關之碩士論文，博士論

文之產出則始於 2004 年，但數量上迄 2010 年止僅此一篇。客庄觀光

休閒相關之碩士論文在研究數量上，有逐漸成長之趨勢，尤其自 2006

年起達到 17 篇之多，2008 年則以 28 篇居冠。在研究議題方面，以

文化類研究議題比例最高，行銷類次之。在研究方法方面，採用最多

的是調查研究法，其次為概念闡述/主觀議論。若以研究議題來觀察

研究方法的分布情形，大多數的研究議題都採用調查研究法為主，僅

有生態研究議題是以概念闡述/主觀議論為主。而整個研究議題的發

展趨勢，以文化議題類中的社區營造為主，由此可知，隨著客庄社區

營造的蓬勃發展，藝術人文和節慶觀光等相關議題，文化研究議題可

能仍是一個受矚目的議題。行銷議題上，客庄觀光休閒研究目前偏重

在顧客滿意度、提升競爭力和滿足消費者需求相關議題上，這方面的

研究顯示觀光客、遊客的需求受到相當程度的重視，本研究認為客庄

觀光休閒業者如果能加強、提升觀光客對客家文化的體認與認同，應

可以進一步擴大客家觀光休閒的發展。其次，與行銷相關議題的市場

區隔與定位、廣告、地方性及全球性行銷與目標市場四子類，研究的

篇幅較少，這可能和客庄觀光休閒過去廿年屬推廣期，未來業者可以

考慮擴大市場、行銷至國外觀光客，這亦是未來研究人員可以投入的

研究議題。 

行銷是透過「計畫群體」的推動、「行銷因素」的組合以及「目

標市場」的認同等三者，所組構而成的層次性活動。因此如何透過利

潤、行銷、市場區隔與整體表現的通盤考量，精準的選擇目標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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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otler, 1993）。建議未來研究在探討客家文化創意產業時，能以提

升客家文化的價值為研究重點，唯有透過文化、價值的行銷焦點，才

能強化客家文化的深度。另外值得注意之議題為觀光，由於觀光發展

對地方觀光發展扮演極為重要的角色（Ko and Stewart, 2002； Mbaiwa, 

2003；Tosun, 2006），且影響社區觀光推動與社區永續發展。所以，

建議後續研究可以從此角度探討，透過社會交換理論、社區主義或交

換結構學派等的學說理論，藉由實務與理論的整合，凝聚客庄當地社

區意識與激勵民眾參與，達成永續觀光發展目標，促使客家文化之研

究更具全面性與完整性。 

而在客家文化創意產業日益蓬勃發展下，客庄地區觀光資源整合，

與觀光有關之機構組織或相關人員管理等衍生性問題的探討，亦是未

來值得研究的方向。在台灣觀光休閒已蔚為風潮，國人對於生活品質

的要求，隨著國民生活水準的提高，相對地也跟著提升。因此，交通

可及性與客庄觀光休閒產業是否能持續成長，這之間所產生的影響，

亦不失為一有價值之研究方向。 

在研究方法方面，很高的比例為以量化為主的調查研究法。然而，

由於過量的問卷發放，很難避免「回應者偏差」，此與觀光業發展密

切相關的旅行業研究已有相同的課題，故其在中晚期已有部分的研究

轉向以次級資料為主的內容分析（李君如，2005）。然而，由於客庄

觀光休閒研究尚屬初出階段，容易侷限在某些特定議題上。因此建議

在未來或許可發展關於準實驗法的研究，透過控制與觀察特定類項，

以了解更深層的某些規劃或策略所生成效應。質性研究對新興議題而

言，是很好之研究方法，因為在研究過程中長時間地深度涉入現象，

將能使研究者發展出後續可用來進行檢視的概念化，進而演變出具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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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基礎的論述與學理，就客庄觀光休閒研究而言，亦能擴增其領域的

認知與學識。另外，本研究僅以內容分析法，從數量、特性與年份的

角度反應客庄觀光休閒在博碩士論文的研究趨勢歷程。然而，後續亦

可以透過問卷調查、訪談甚或文獻計量學、文獻特性等其他相關研究

方法，對客庄觀光休閒做更深入之研究。 

李君如等（2005）以觀光管理期刊(Tourism management)為研究

對象，針對 1980~2005 年期刊所蒐錄之 987 篇期刊論文進行內容分析

後發現，「作者來源地」部分有逐年邁向全球化的趨勢，「研究議題」

顯示生態觀光及永續發展議題相對受到重視。該研究成果顯示，與觀

光、休閒與遊憩相關議研究有逐漸受到學術研究人員的重視，有助於

這類研究的理論與典範的形成；其次，除了行銷、文化等較受矚目的

研究議題，本研究結果顯示生態方面的研究亦有待更多研究資源的投

入，唯有持續投入生態觀光及永續發展等議題的研究，才能持續提升

觀光生態保護與重要文化、景點的永續發展等。 

在研究範圍方面，本研究僅利用國內博碩士論文作為分析的樣本，

建議之後研究者可以採行研討會論文或國際期刊等刊物，除擴大客庄

觀光休閒討論之面向外，更可以比較出其中研究議題和研究趨勢之異

同。再者，對此領域有興趣或相關學術研究者，亦可定期持續對客庄

觀光休閒領域學術性文獻進行分析比對，藉以更深入瞭解其長期的發

展趨勢。 

（註：本研究感謝行政院客家委員會「苗栗地區客家聚落語言、文化

與資訊傳播之再現整合型計畫」經費支持，特此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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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家文化節慶廣告中的現代族群意象建構 

―符號系統分析與閱聽人感知差異之探討 

 

摘要 

    客委會自成立以來，每年均舉辦客家文化節慶活動，並委製各種電視廣告。

這些廣告不但具備實現政策目標（第一部門）和刺激客庄消費（第二部門）的意

圖，同時又有非營利組織（第三部門）的公益色彩。在世界各國政府廣告中，具

此特性者可謂絕無僅有。本計畫以 2005 年至 2011 年的「客家桐花祭」、「客家美

食嘉年華」、「客家美食特色展」、「台灣客家博覽會」與「六堆嘉年華」共計 17

部廣告作為研究樣本，並採複合式研究架構，以質性分析為主軸搭配問卷量表分

析，探討文本、產製過程與閱聽人三個主軸的複雜關連：首先運用 R. Barthes 的

符號學分析（semiotic analysis）探討廣告文本的論述意涵，解析這些廣告的影像

風格的呈現方式與客家現代意象的詮釋。其次，針對廣告導演和製作人進行深度

訪談，以掌握其創作歷程與廣告產製面的結構性限制。最後，以閱聽人角度選定

實地訪問調查中的焦點團體訪談法，以準實驗法測試閱聽人接收內容及反應，並

採接收分析（reception analysis）取徑，探討製作端和接收端在理解上的差異，

以檢證廣告意涵與效果，進一步比較客家與非客家族群對這些廣告是否具有感知

（包括認同與鑑賞）上的差異。 

 

關鍵字：文化節慶廣告、客家意象、符號分析、接收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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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truction of Modern Ethnic Images in Hakka Cultural Festival 

Advertising: A Study on Semiologic System and Reception Analysis 

 

Ａ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is research is to explore how the different ethnical background 

audiences interpret the context of Hakka cultural festival advertising under the 

influence of semiological texts. In this research, reception analysis is used to assist 

within this research. The research interests are placed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ontext and interpretation. An in-depth interview will be used to develope furthur 

audience analysis. 40-50 graduated students majore in Hakka study will be selected 

and interviewed. All data gathered from these interviews were analyzed. Besides, this 

research aims to verify whether the audiences with different ethnical background also 

have different interpretation type under the context.  

 

Keywords: cultural festival advertising, hakka image, semiotic analysis, reception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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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前言 

  本研究計畫，係基於 2007-2009 年期間指導國立聯合大學客家語言與傳播研

究所羅原廷之碩士學位論文計畫《客家廣告中的俗民生活再現與操作－以客家文

化節慶廣告為例》（羅原廷，2010）過程中所累積之大量研究資料重新審視並擴

充研究方法與範圍。該論文於 2011 年獲客委會肯定，膺選為年度獎助客家研究

優秀論文（並獲贈最高獎金六萬元），謹此表達謝忱。為有效累積研究成果，本

計畫於先前基礎上進一步整合研究團隊人力資源以延伸研究；除將研究對象（包

括廣告文本分析與廣告製作單位之訪談）自 2009 賡續至 2011 年之外，同時也擴

充研究架構，以質性研究搭配量化調查的研究方法進行閱聽者分析（audience 

analysis），並以此對照既有的若干符號學文本分析與產製面分析結果，進行資料

間的有機重組與理論對話。整體而言，本研架構非常龐大，在一般傳播與社會學

研究中相當罕見。在有限的資源與時間條件下，本研究已獲得非常豐碩的成果。

本研究團隊希冀此一實徵研究結果，以及提供客家委員會的建議內容，能得到相

關主管單位的重視24。 

 

一、 研究背景及目的 

客委會於 2001 年 6 月 14 日正式成立，以「牽成客家、繁榮客庄」為目標為

使命，建構快樂、自信、有尊嚴的客家認同為信念，以成為全球客家文化交流中

心為願景（行政院客家委員會，2010）。其施政重點，在於振興客家語言、挽救

並延續台灣客家文化與爭取客家族群福利，自成立以來，也陸續制定相關法規與

規劃相關客家文化活動（行政院客家委員會，2010）。從客委會的成立到《客家

基本法》的通過，某種程度上都可以視為台灣特殊歷史族群與政治文化下的產物。

在闡揚客家文化與凝聚族群認同的前提下，客委會透過各種復興客語政策與法規

之制定，基本上實現的是政府（即第一部門）的施政原則，其重點在保障客家族

群之生存權力。為達此目的，客委會不斷舉辦客家民俗節慶活動，並透過電視廣

告（advertising）的手段來進客家行銷／自我行銷，於是遂有「客家電視廣告」

之出現。就本質而言，客家廣告其實就是族群廣告。在世界各國中，這種廣告是

相當罕見的現象，值得深入分析。 

如前述，客家廣告是基於促銷客家節慶活動所設計的精緻產物，因此其內容

與客家文化活動無法脫鉤。在規劃相關客家文化活動時，客委會除延續傳統客家

文化節慶（如義民節、苗栗火旁龍節等）外，近年也增加了諸如客家桐花祭、六

堆嘉年華、台灣客家博覽會、客家美食嘉年華等俗民文化活動。在傳統與創新活

動的方針下，前者是以守護客家傳統文化，後者是以早期社區總體營造所延續的

                                                      
24
 本研究計畫之架構承客委會學審會委員提供許多寶貴建議，在此一併申謝。 



621 
 

 

文化創意產業理念。這些客家文化活動，藉由展示各種客家習俗、技藝，藉由各

種不同的客家文化場合，引發客家對自身文化的傳承創新，進以增加各界對客家

的接觸、認識、乃至參與、互動的方針，這不但在促進族群和諧關係上有其不可

替代的功能，也豐富了臺灣社會多元文化的內涵。若客家運動原本想要建立「客

家人的新價值」面向來看，顯然各種客家文化節亦是體現客家運動與新客家人的

概念（范振乾，2007:444-447）。 

為順利推展客家文化節慶活動的概念，大眾媒體的使用，即為最快速的管道，

其中又以廣告的效用最明顯。客委會運用電視廣告作為宣傳媒介始自 2005 年的

桐花祭與客家美食嘉年華等，其廣告目的，除了推展客家活動外，更重要的目的

是要讓大眾對於客家文化產生共鳴，其中的客家影像則是實踐與展現客家身影的

脈絡。這些廣告基本上都是以客家文化活動為主軸，既呈現政府欲形塑之客家族

群形象表述，又兼具文化節慶的宣傳功能。本研究將客委會委外製播的這類節慶

相關廣告統稱為「客家文化節慶廣告」。總計自 2005 年至 2011 年之客家廣告內

容合計共 35 部，依節慶活動屬性區分，大致可歸納為四大主題，包括「客語認

證推廣」6 部、「客家文藝推廣」6 部、「客委會形象廣告」6 部，以及「客家文

化節慶」共 17 部。其中，客家文化節慶類佔 48.6%，是最主要的廣告類型，對

於客家意象的形塑，影響也最大（如表 1-1）。 

表 1-1：1995-2011 年客家廣告清單 

時間 廣告名稱 製作單位 

1995 年 都會客家-計程車篇 無花果 

1995 年 都會客家-工地篇 無花果 

1995 年 都會客家-布袋戲篇 無花果 

1995 年 客委會好久不見-形象篇 紀實影視製作有限公司 

1995 年 客委會好久不見-認證篇 紀實影視製作有限公司 

1995 年 客委會好久不見-無間道篇 維騰廣告 

1995 年 客家交響之夜 維騰廣告 

2005 年 2005 客家桐花祭 維騰廣告 

2006 年 2006 客家桐花祭 維騰廣告 

2006 年 2006 客家美食嘉年華-來得及篇 維騰廣告 

2006 年 2006 客家大戲-頂樓篇 維騰廣告 

2006 年 2006 六堆嘉年華-文化思考篇 維騰廣告 

2006 年 2006 台灣客家博覽會 普達訊國際事業有限公司 

2007 年 96 年客語認證考試-世代篇 欣視傳播有限公司 

2007 年 2006 六堆嘉年華-自行車篇 新視紀整合行銷 

2007 年 2007 客家歌舞劇-福春嫁女 普達訊國際事業有限公司 

2007 年 2007 客家大戲-吳湯興篇 新視紀整合行銷 

2007 年 2007 客家桐花祭 客家電視台 

2007 年 2007 台灣客家博覽會 普達訊國際事業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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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 年 2007 客語認證中級考試-必殺技篇 好景深映畫製作有限公司 

2008 年 2008 年客家桐花祭-旅程篇 普達訊國際事業有限公司 

2008 年 2008 客語認證初級考試-按等一下篇 太乙廣告行銷股份有限公司 

2008 年 2008-2009 台灣客家博覽會 普達訊國際事業有限公司 

2008 年 2008 六堆嘉年華 普達訊國際事業有限公司 

2009 年 2009 客家桐花祭 廣宣揚有限公司 

2009 年 2009 客語認證 廣宣揚有限公司 

2009 年 台灣客家等路大街 廣宣揚有限公司 

2010 年 2010 客家桐花祭-萬物都在啊篇 廣宣揚有限公司 

2010 年 99 年度客語認證初級考試 廣宣揚有限公司 

2010 年 2010 客家特色產業展 青睞影視 

2010 年 客家兒童音樂劇-嘿!阿弟牯 普達訊國際事業有限公司 

2011 年 全國客家日 普達訊國際事業有限公司 

2011 年 100 年度客語認證初級考試 廣宣揚有限公司 

2011 年 2011 客家桐花祭 廣宣揚有限公司 

（資料來源：政府採購網：http://web.pcc.gov.tw/pishtml/pisindex.html） 

本研究以推廣客家文化節慶之廣告為研究範圍，其中包括 2005-2011 年的

「客家桐花祭」共 7 部；2006-2009 年的「台灣客家博覽會」共 3 部25；2006-2010

年的「六堆嘉年華」共 4 部26；「客家美食特色展」共 3 部（包括 2006 客家美食

嘉年華 1 部、客家特色產業展 2 部），合計共 17 部廣告，如表 1-2。 

表 1-2：研究範圍 

時間 廣告名稱 外製單位 

2005 年 2005 客家桐花祭 維騰廣告 

2006 年 2006 客家桐花祭 維騰廣告 

2006 年 2006 客家美食嘉年華-來得及篇 維騰廣告 

2006 年 2006 六堆嘉年華-文化思考篇 維騰廣告 

2006 年 2006 台灣客家博覽會 普達訊國際事業有限公司 

2007 年 2007 六堆嘉年華-自行車篇 新視紀整合行銷 

2007 年 2007 台灣客家博覽會 普達訊國際事業有限公司 

2007 年 2007 客家桐花祭 客家電視台 

2008 年 2008 年客家桐花祭-旅程篇 普達訊國際事業有限公司 

2008 年 2008-2009 六堆嘉年華 普達訊國際事業有限公司 

2008 年 2008 台灣客家博覽會 普達訊國際事業有限公司 

2009 年 2009 客家桐花祭 廣宣揚有限公司 

2009 年 2009 客家特色產業展 廣宣揚有限公司 

                                                      
25

 2009 年台灣客家博覽會活動採用 2008 年之廣告，未另製新廣告。 
26

 2009 年六堆嘉年華停辦，故該年無活動廣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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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 年 2010 六堆嘉年華 青睞影視製作有限公司 

2010 年 2010 客家桐花祭-萬物都在啊篇 廣宣揚有限公司 

2010 年 2010 客家特色產業展 青睞影視製作有限公司 

2011 年 2011 客家桐花祭 廣宣揚有限公司 

  研究者於 2008-2011 年間，陸續針對客家電視廣告進行視覺影像的符號學分

析，並全面接觸這些廣告的導演、製片和企劃。總計成功訪談 13 部廣告片的委

外製作業主（包括導演與專案企畫人），並進行 14 次深入訪談，以求深入了解這

些廣告在產製過程中的結構性限制（如客委會審查機制的干預及其對廣告創意的

影響）。由於廣告業主母群數量有限，基於研究倫理與信賴保護原則，本報告不

列舉受訪者名單，僅於必要分析脈絡中摘述重要談話段落。 

透過深入訪談，研究者認為這些廣告的產製與再現之間呈現一種曖昧的符

碼意義27。而實際得標的廣告導演多半並非客家人，因此其客家影像建構所預設

的閱聽人原本就不是客家族群。在此情況下，廣告中的客家文化的社群想像究

竟如何可能，便是一個基本且重要問題。欲深入探究此一問題，除對照產製者

意見進行內容分析外，閱聽人的反應是另一個關鍵。本研究基於前述脈絡與研

究基礎，除欲針對廣告內容進行視覺符號分析和客家語義探索，更期待能針對

重要的閱聽人進行焦點座談和焦點訪談，以釐清這些客家廣告文本與社會效應

的基本問題。 

綜合上述，本研究試圖定義客家廣告的範疇與界定本研究所指稱的客家文化

節慶廣告。以下進一步說明客家文化節慶廣告之內涵與其特殊性。 

二、 客家文化節慶廣告的特殊性 

就廣告的性質而言，一般的商業性廣告，是由廣告主在付費的條件下，對其

產品、觀念或服務所進行的傳播活動。在製作廣告的過程中，會先透過市場的調

查，進行廣告企劃、擬定廣告策略、發展出廣告的創意腳本，再進行廣告的拍攝。

既然廣告是一種傳播活動，我們就可以用傳播行為的模式來理解這整個傳播過程，

蕭湘文（2005：25）的研究指出，廣告的傳播模式分為（1）發訊者：廣告主，

是訊息的來源，因為有種理念、產品或是服務，才會尋找廣告代理商進行廣告的

製作（2）訊息（3）媒體：平面、電視、報紙、雜誌、網際網路、戶外看板、電

視牆、交通媒體等各種形式的媒介（4）收訊者：也就是指閱聽人（5）回饋：當

收訊者接受到某個訊息後，所改變的認知、態度和行為（6）干擾：在廣告傳播

過程中，收訊者在接受與解碼過程產生某種程度的干擾，影響了訊息的接收效果。

其廣告傳播模式如圖 1-1： 

                                                      
27

 該訪談系列資料由聯合大學客家語言與傳播研究所碩士生羅原廷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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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廣告傳播模式 

上圖中的傳播流程，大體而言可分為「譯碼」和「解碼」兩個層面。這兩個

過程都指向收訊者（閱聽大眾）對於閱聽人的回應有關鍵性的影響。在譯碼的部

份，是指廣告主和廣告代理商根據廣告目的所欲形塑的商品形象，進行製播的過

程，其中包括了形象的表現與意義。解碼的部份則是收訊者（閱聽大眾），對於

觀看廣告表現的視覺影像後的解釋。 

然而，本研究中的客家廣告，基本上屬於政府廣告之一環。此類廣告的主要目的

在於宣導政令或政府部門的正面形象，因此必須先編列年度預算，再經由各級議

會審核通過後，進行公開招標擇優委辦。在此前提下，政府廣告與一般商業廣告

有兩點不同之處：首先，商業廣告強調的是一種產品的推銷，但政府廣告則是政

令宣導與宣揚、政策辯解與形象的塑造。其次，前者的資金來源是工商企業的自

有資金，後者則是來自於國民稅收的國家預算（鄭自隆，2001：200），這是兩者

間的另一個重大差異。故各級政府必預先編列年度預算，經各級議會（如：立法

院、台北市議會、台中縣議會）審核通過後，始得公開招標並擇優委辦。表 1-3

為政府廣告與一般商業廣告之差異。 

表 1-3：政府廣告與一般商業廣告之比較 

 政府廣告 商業廣告 

資金來源 稅收（政府預算） 自有資金 

委託方式 比稿爭取或委託製作 比稿爭取 

與同業競爭 較低 較高 

預算高低 較充裕 預算不高 

與業主互動 業主參與全程 根據業主腳本製作 

作業時間 較長 較短 

資料來源：鄭自隆、黃深勳、郭良文、陳尚永（2001:100） 

 另就政府廣告的產製流程表現而言，可歸納如下圖（引自鄭自隆等，2001：100） 

廣告代

理商 

理念/

產品/

廣告主 廣告

訊息 

廣告

媒體 

收訊者 

回饋：態度、認知、行為 

內外干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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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政府廣告產製流程 

資料來源：鄭自隆等（2001:100） 

探討政府廣告的產製流程有助於釐清本研究對於客家文化節慶廣告在操作

上有關「常規化的運作與實踐」的概念。首先，商業廣告中的廣告主，在擁有明

確的商品、服務與理念後，才會進行銷售與形象上的推廣，其中又具備了使消費

者辨明產品上的差異、提供產品的消費、建立產品喜好與忠誠度等作用（洪賢智，

2004：12-15）。而政府廣告則非如此，孫秀蕙、馮建三（1998：46）認為，政府

廣告是從早期的政令告知、通報等資訊屬性，演變為政策或政府形象之包裝。但

在客家委會所公告的電視廣告託播中〈勞務採購案需求規範說明書〉中，對於客

家廣告的主旨「提升客家族群之認同感並增進其他族群對客家之認識」（行政院

客家委員會，2008），此一需求所指向訴求即為「客家族群」，並非單單地只有進

行政府行象之包裝，而是，代表著客家族群與客家文化節慶的影像操作。 

客家文化節慶廣告是以客委會的預算進行公開招標的廣告，以性質來看，客

家文化節慶廣告，經由客委會本身第一部門（政府）的角色進行公開招標，並以

文化節慶活動的宣傳作為目的，其內涵著重於提升地方產業經濟，讓廣告中置入

許多象徵客家的物質或理念。這會使得廣告的性質，從單純的政令宣傳過渡到具

有消費意圖的第二部門（商業部門）的特性，進行推廣客家產品的消費概念，呈

現與一般商業廣告行銷產品的相同意圖；但同時又具有第三部門（非營利組織）

的公益色彩，至少是透過地方文化節慶與活動的附隨宣傳產業特色。因此，客家

文化節慶廣告的特殊之處，在於其同時具備第一、第二與第三部門的若干性質。

同時，其內容的表現，在廣告行使宣傳文化慶活動時，須佔有對於客家族群形象

的呈現、客家文化中代表客家族群的物質符碼（如桐花、紙傘、藍衫、美食、建

築等）與節慶理念，三種內涵交互運作。使得客家文化節慶廣告產生了進行研究

的特殊性與三重的特質與內涵，如圖 1-3。 

編列年度預算 勞務採構機制 

公開招標 
政府 

各級會議審核 

腳本比稿 

擇優委辦 

進行廣告製作 廣告完成交件 



626 
 

 

 

圖 1-3：客家文化節慶廣告的三重性質與內涵 

這種跨越不同部門性質的宣傳媒介，展現了迥異於一般商業、公益廣告與政

府廣告不同之處，並體現了廣告多元化的性質。對此，孟樊（1990:187）曾指出： 

「廣告多元化」的背後事實上還隱藏另一層含義，那就是「廣告動機的

多元化」，換言之，廣告訴求的對象不一定像傳統那樣，大半只局限在

消費大眾身上。廣告的動機明顯地已逸出了經濟的範圍，有政治的考慮、

有環保的主張、有弱勢團體的呼籲……廣告甚至往往成了推行某種運動

或主張的工具。 

當客家文化節慶廣告作為宣傳「客家文化」的媒介，使得其內容的製作過程，

摻雜了許多與客家有關的影像，其主要的目的不單單只有宣傳與推廣的作用，而

是為了讓不瞭解客家或是已經熟悉客家的人獲得更確切的意象（image）。這些意

象會引發閱聽人對於「客家」的概念性形塑，不管是形式上（物質利益）還是意

義上（精神利益）的表現，皆具有其動機多元的意義。 

然而，政府介入保存客家文化是具有高度選擇性的，或是經過特意挑選以及

重新建構的結果（王雯君，2005）。這種選擇性，可以借助廣告的視覺形象，來

表現一種客家意象的邊界，與建構客家認同的策略，進而展現出政府試圖建構出

的客家意象，並進一步地達成客委成立宗旨：「建構快樂、自信、有尊嚴的客家

認同」。 

三、 研究動機：廣告中的客家意象再現與問題 

在以往的客家究研究中，對於客家意象的討論，根據王雯君（2005）針對台

三線桃竹苗地區所做的研究發現，名列第一的客家意象為勤勞節儉，其次為客家

美食、刻苦耐勞、節樸實在、熱情好客、保守等。姜如珮（2004）亦整理出客家

人被公認具有下面幾個形象特點：（1）、刻苦耐勞、剛強弘毅（2）、勤勉創業、

負責（3）、團結奮鬥、熱情好客（4）、重視教育（5）、女性具備勤儉美德。在這

 

 
客家廣告 

第三部門 第二部門 

族群形象 

族群物質符碼 文化節慶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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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對客家人的論述，大多具備勤儉樸實、個性堅毅熱情、吃苦耐勞、團結等傳統

美德。在這普遍的形象中，通常是對應族群物質活動表述上的舊有客家意象。這

是因為大眾很容易擷取客家的歷史記憶來填補客家意象，這些內容，在文化的表

現上，或許是一種艱苦、遷徙、節約、農業、簡樸、辛酸的符碼（王雯君，2005）。

然而，這些傳統的表徵雖然對說明客家族群的認同上有其必要性，但卻會預設了

族群的人格、文化或體質上的特徵，形成刻板印象（鍾肇政，1991：66-67）。 

因此，客家文化節慶廣告的影像創造，經由代表著政府形象的再現，是否會

以貼近「客家俗民生活」表現出其獨特的價值，抑或展現差異，彰顯客家文化的

角度來製作？本計畫認為：此二者的差別在於：前者是利用影像展現、表現客家

想像；而後者，則是透過差異性的辯證，進行創新的變動過程。 

本研究計畫所選取的客家文化節慶廣告，涉及代表第三部門之客家文化節慶

內涵，像是客家桐花祭有關「祭」的來源，是仿照日本櫻花季為主要的目標（邱

秀宇、陳定銘，2007；王雯君、張維安，2003），在活動執行上，也因此使得地

方產業獲得可觀的收入與商機。而桐花祭的功能，則如王俐容（2005:3）所言： 

文化節能將現代生活與傳統客家文化進行某種連結，賦予傳統客家文化

具有現代休閒娛樂與藝文價值……文化節將可能在當代生活當中，提供

客家認同的素材，進而形塑新客家認同的可能。 

當然，在其它的的客家文化節慶廣告，像是六堆「嘉年會」、客家「博覽會」

與客家美食「嘉年華」，不也是一種國外慶典活動的參照與效仿。是故，客家文

化節慶廣告的內容以客家文化節慶作為主題，試圖達成廣為宣傳客家生活的樣貌，

在這種文化節慶的本身即是對客家文化進行再生與創新，藉以達成大眾對於客家

文化的重視，以提升客家文化的認同感。同時客家文化節慶，依靠著廣告流入了

社會，並作為「客家」的延伸，在影像的表現上摻雜了許多與客家有關的影像，

但卻又貌似國外民族節慶，其主要的目的不單單只有宣傳與推廣的作用，對於其

所投射的客家文化更具有不同的意涵，並且其所詮釋的客家文化的策略也會變成

活絡文化的利器。面對模仿國外節慶活動下的客家桐花祭、六堆嘉年華、客家美

食嘉年華、台灣客家博覽會等，廣告該如何運用既有的客家元素，去賦予一種全

新的客家想像，卻又有別於日本櫻花季或其他國外嘉年華、博覽會的表現。 

就廣告的操作層次而言，政府廣告的製作過程有別於一般商業廣告，是以第

一部門（政府）出資的角度，從設立預算、公開招標，到最後的擇優委辦過程，

必須經過公開審核的過程。意即，客家廣告本身的內容（族群形象、族群物質符

碼、文化節慶理念）亦也通過了客委會的政府勞務採購的審查機制，也暗示著，

一種廣告影像的操作。像是在進行勞務採購程序的過程中，廣告製作者對於客家

俗民文化的形塑與操作表現的文案構想，是以廣告製作者，即廣告代理商或廣告

導演，進行最原始的規劃、設計與拍攝。對於影像製作者而言，製作者若想讓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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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的作品廣佈，須依被嚴格規定的慣例來製作，並配合製作與孕育其作品的社會

機構中的價值觀與信念（Kress & Van Leeuwen, 1996／桑尼譯，1999:163）。藉

此，這些廣告的創作者也會因自身所處的文化環境挑選適合的元素進行創作。 

當人們在文化互動與行動策略之中運用符號顯示物（displays）時，文化影

響力就能發揮出來（Lull, 2000／陳芸芸譯，2002：211）。誠然，這種顯示物是

一種文化的實踐，亦是一種顯現在場的機制，更是一種生產意義的工具。而顯示

物可稱為一種文本（texts），亦或為一種影像（images）。然而影像符碼的轉換

與更迭，會使得「文化符碼」（cultural code）的意涵隨著時代的變化而處於意義

的不斷流動的過程。這是因為，任何影像中，文化符碼的介入與操作，都必須先

找到適當的「切入點」（cut point），使新的符碼加入原有的脈絡，進而產生質變

效果，藉此達成傳統與創新的交替與轉換（李威霆，2008:138-139）。 

然而，影像不能在被孤立的狀態下被了解，它們必須被視為是整個文化產物

的展現，在這之中的關係可能是被個人、群體或機構所控制的社會地位或結構關

係（陳育淳，2004：56）。所以，在研究客家廣告的過程中，除了從廣告文本中

尋找文化節慶的內涵與特質外，也必須注意製作面向，以解析廣告產製過程中的

規則所對應的現實社會脈絡。 

除了客家文化節慶的產製過程外，本研究一方面將探討客家廣告的製作者，

是如何呈現與運用客家文化符碼去重塑客家文化的意涵，另方面也將試圖了解這

些廣告製作者，在承攬政府廣告標案的過程中，又該如何與政府達到某種溝通上

的平衡。以此研究動機切入，突顯本研究對於「操作」概念的分析重點，在於瞭

解客家文化節慶廣告中，有關客家俗民生活的塑造過程，基本上是以政府對於客

家（主體）的論述角度出發，委托廣告媒體（他者）重新建構自我，並以此進行

創新，藉此再現客家俗民生活。 

然而，為避免字義上「能指的任意性」所造成的混淆，研究者在此要特別說

明：本研究以「客家廣告中的客家俗民生活再現與操作」為題，其中的「操作」，

並非單一的概念，而是在較模糊的中文語意上採用此一概念。具體而言，本論文

中的「操作」一詞，包括以下三個不同層次的意義：首先，在廣告實務與俗民生

活的儀式中，「操作」一詞指涉的是其「常規化的運作與實踐」（routine tasks and 

practices）。其次，在影像的再現方式和廣告的產製過程中，「操作」一詞指涉的

是各種生產過程中的「制度規範與程序」（institutional norms and procedures）。最

後，就政府採購流程中的審查機制與干預效果而言，「操作」一詞指涉的是與權

力機制相關聯的「操控過程」（manipulations）。由於中文詞彙的侷限，本研究將

在不同的脈絡中將搭配語境條件使用「操作」一詞，而不再另行區分這三個層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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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的差異〔28〕。 

四、 研究目的：以客家廣告作為研究客家的途徑 

學者莊英章（2001）曾指出「客家學」具有突顯人文與社會學科分野之武斷，

而提出對科際整合的熱切呼籲。可見客家研究是一種跨學科的研究，是科際整合

的研究，對社會科學既有典範即有反思的意義。進一步來說，客家學作為一門學

科，其認知旨趣的構成因素包括了技術的、實踐的與解放的旨趣……及其所對應

發展的學術取向：經驗性－分析性的學科，歷史性－詮釋性的學科，以及批判取

向的學科（徐正光、張維安，2007:11）。 

同時徐正光、張維安（2007:13）亦指出，客家學作為一門獨特的學門，兼

具實證的、詮釋的以及反思與批判的認知旨趣，是一門跨學科的綜合性學科，熟

稔其他即有學科的理論與方法，將有助於客家學的發展與論述。 

回顧目前台灣各公私立大學以客家作為研究主體的論文總計已累積 449 篇

的相關論文〔29〕。就這些論文的範圍與內容，研究者將其分為以下六類：第一類

是客家文學的研究，此類的論文研究客家文學與民間傳說；第二類是客家語言的

研究，此類的論文以客家詞彙、語音為研究的對象；第三類是客家政策的研究，

此類以研究政府推行的策略、客家部門的營運狀況為研究內容；第四類是客家地

方產業與文化創意的研究，是在研究客家地區的地方發展與各地產業行銷策略的

研究；第五類是客家文化的研究，主要以客家文化的源流與轉變為主要的研究方

向；第六類則是媒體相關議題，探討內容以媒體呈現客家議題或是客家媒體內容

的研究。 

本研究基本上屬於廣義的媒體研究，其重要性在於：以客家廣告為研究主體

的論文，是目前國內廣告研究中尚未著墨之處，也是現階段客家研究中亟待加強

的環節。本研究以「客家廣告」作為研究客家的途徑，其中結合了以廣告作為客

家文化再現的傳播研究，同時也納入客家廣告的閱聽人接收分析，以評估客委會

透過廣告所進行的現代客家俗民生活意象再現的效果。這些客家電視廣告之所以

值得特別探討的主要原因在於：「客家傳播」與「傳播」是不同的，至少，部份

傳播理論是無法適用在客家族群或媒體的傳播行為，或客家傳播在客家文化的脈

絡下，發展出的傳播模式，可以自成一個體系，達成特殊的目的，而不同於或不

適用於一般傳播行為（彭文正，2009：5）。本研究企圖藉由客家文化節慶廣告進

行客家傳播的研究，這將有別於以往傳播研究探討客家文化的視角：經由商業電

視台、廣播的客家文化再現（林彥亨，2003；姜如珮，2003；鍾皓如，2004）。

                                                      
〔28〕法文中的「mise en place」最符合本研究所使用的「操作」概念，這也是 Barthes 和 Baudrillard

等人常使用的概念。可惜這個概念無法翻譯成英文，最接近的英文對應字彙應是「operation」。 

〔29〕此數量是以「客家」為論文「關鍵字」在全國碩博士論文資訊網進行蒐尋，但其中並未包

括期刊論文。查詢時間：2011 年 6 月 30 日。 



630 
 

 

相對於此，客家電視廣告是由政府出資與廣告商進行創作後，所形塑的在地化樣

貌（此處所謂在地化是指客委會對於客家文化的自我詮釋）。 

就研究者的立場而言，本研究計畫是為體現客家學之跨學科之特性，並以作

為客家人與客家研究學院研究生的雙重角色間，進行客家廣告所展現的特殊現象

作為研究的依據。本計畫試圖從現今客家學界還未討論的客家廣告，進行客家生

活意象的再現與閱聽人感知差異之研究，並期盼從二個面向進行： 

1. 運用 Barthes 的符號學分析（semiotic analysis）探討廣告文本的論述意

涵，以瞭解這些客家文化節慶廣告藉由何種影像風格的呈現來進行現代

文化意象的詮釋。 

2. 以閱聽人角度選定實地訪問調查中的焦點團體訪談法（focusing group 

interviewing），以準實驗法測試閱聽人反應及其所建構的廣告意涵。 

  以上所得資料在相互比較時，將以接收分析（reception analysis）取徑藉研

究兩者在廣告意涵呈現上的差異，以檢證其廣告效果，並進一步探討客家與非客

家族群對於這些廣告是否具有感知（包括認同與鑑賞）的差異。本計畫期能將研

究結果供作政策執行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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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獻探討與反思 

一、 廣告中的客家文化節慶 

由於客家文化節慶廣告的特殊性（包含著宣傳第三部門的文化節慶理念），

因此經由廣告的設計下，其活動的背景，皆會因為廣告所挾帶的敘述性特徵，並

借助了隱喻、轉喻、修辭技巧等複雜的影像敘事手法，去包裝調配出客家文化節

慶的情感意象。 

廣告影像訊息的流動，較屬高密度的表現，在開始播放到結束，在短暫的播

放時間下，必須挾帶著許多訊息與資訊傳遞給閱聽人，藉此希冀能灌輸、感染某

種特定的意義。而廣告影像的生動性與記實感形成了強烈的視覺衝擊力，可促使

廣告的訴求從價值的直接陳述，轉換到隱喻的使用與表現型態（Jhally, 1992／馮

建三譯，1998：57）。藉此，廣告的影像可作為通過模擬某一真實人或物來引發

人們的情感；說明某事確實發生、並被拍攝記錄下來的證據；推銷商與其他形象

之間建立一種隱含的關係的三大作用（Messaris, 1997／王波譯，2003：3）。 

廣告的三大作用固然會體現於客家文化節慶廣告對於政府（客家族群）的形

象包裝，但客家文化節慶的背景理念，亦會影響廣告的設計文案內容，並以此背

景理念作為影像表現的方式。回顧客家桐花祭、客家美食嘉年華、台灣客家博覽

會與六堆嘉年華等廣告產生的背景，應可印證此說。 

客家文化節慶大體上是出自於 2002 年前客委會主委葉菊蘭所提出的「大家

愛客家」的政策目標中有關「客家社區營造策略」的計畫。此計畫首度展開了對

於客家文化產業的共識，並舉辦「客家桐花祭」，作為一種新客家運動中活力客

庄、再現客家的目的。在推廣的過程中，引起社會大眾的注意，創造 5 億元的產

值，使得「客家桐花祭」成為台灣為人熟知客家節慶（立法院公報，2002：328-329）。

2004 年後，客委會大力促進客家藝文演出與現代旅遊活動結合，並賦予民間節

慶活動結合現代休閒、娛樂、生態及文化功能的「客家桐花祭」，確實地體現「深

耕文化、振興產業、帶動觀光、活化客庄」的目的（立法院公報，2004：212）。

2005 年後，客委會為延續並持續客家意象，除以「營造客家意象」為目的的「客

家桐花祭」外，並新增「客家美食嘉年華」和提升台灣客家特色商品的「台灣客

家博覽會」與連結南北客庄增強「北桐花、南六堆」之連結，進行六堆客家歷史

精神與在地產業的強化，所形塑的「六堆嘉年華」（立法院公報，2005：471-472）。 

由此脈絡看出，客家文化節慶與活動的衍生，除了強調在地客家產業外，更

重要的是希望藉此推廣客家俗民生活，並藉由廣告影像的三大作用，進行客家文

化的意義重塑。這些節慶與活動的特色，是多半是希望以振興客家文化產業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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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的目標，藉以提升消費作為主要的經濟動力。但就文化面向觀之，這些文化

節慶與活動，不僅需要大量的客家元素與意象作為背景，並牽連至與「客家」的

關係，試圖提倡客家文化並以此凝聚客家人的族群意識（曾韋澐，2009.03.22）。

反觀廣告的作用，確實可進一步地實現客家文化節慶的影像呈現。Cook（1992: 

208）曾指出，廣告除了顯現某種影像文化外，它所塑造出來的乃是一個美好的

理想世界，讓大眾有追求的欲望，幫助消費者構連與產品的關係，喚起在現代生

活方式中適合消費者和產品的解釋架構。 

二、客家俗民文化元素與再現 

Barker認為，關於文化的再現與意義，無法與其他物質條件須臾分離，必預

依託於聲音、銘刻、物件、影像、書刊與電視節目等，不是在特定的社會脈絡中

產製成形，也在特定社會脈絡中被使用與理解（Barker, 2000／羅世宏譯，2004：

10）。因此，在客家文化節慶廣告的影像表現中，使用客家物質元素的原始素材，

可以藉此表達客家文化的象徵作用。這些具有象徵性的物質元素，在廣告中的效

果，如同一種意義的轉移，並進一步讓具客家文化象徵的物質元素，牽引至廣告

中表現出元素與各文化節慶的關係，亦或呈現出元素與現實社會情境的關聯。因

此這些元素，在廣告中的表現尤其重要，並作為替代影像上不易突顯的客家人的

體格特徵。是故，本研究在此部份，亦回應客家文化節慶廣告之特殊性質中表現

第二部門的客家物元素，進行文獻的回顧。 

基本上，本研究試圖探討的是客家文化節慶廣告中所出現的客家俗民文化，

並將其「象徵物」（形式）與「被象徵意」（意義）的關聯視為一種「動機性的連

結」。這些客家影像的連結，可能依個人角度來選擇那些事物的標準特色，但無

論如何，能被社會普遍認知並標記出來的標準特色，就是在特定背景下適合或足

以充份指涉事物的意義。這些標準特色的詮釋對形象製作者來說，應該也是最適

合且最貼切的表現方式。例如，當提到「客家」時，人們的腦海就會出現許多圖

像，這個圖像是我們對客家的認知結構所建構的意象；同時，也會聯想到許多象

徵語彙，這是社會價值系統所賦予這些意象意義的文化符碼（王雯君，2005）。

而廣告媒介的影像具有形象性，意即用來吸引閱聽人注意的代表性元素（Messaris, 

1997／王波譯，2003：5）。由是，在客家文化節慶廣告中，各式的客家文化元素，

則成為重要的標記性指標，藉以形成客家文化氣息的影像工具。但又因現今的學

術研究中，尚未有客家文化節慶廣告之相關研究，故本研究採以現今客家文化中

具代表性之客家元素作為回顧，其次，則是整理相關傳播研究中，客家文化再現

的意涵作為論述上的輔助。 

準此，研究者大致將國內學界對客家元素的形式（象徵物）中所的隱含的意

義（被象徵意）整理歸納。首先，在表現客家人的傳統食品上，主要以菜和米食

為主食，像是麻糬和醃製食品的影像，隱含著客家人自給自足，勤儉成性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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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忠正，1996：22）；其次，是作為象徵客家人的傳統服飾，男性穿著無領布

扣衫（即唐衫），多為白色或黑色，褲子則多為黑色的大褲管。女性則身著藍衫，

下身也是大褲管。其中客家婦女的「藍衫」近年來引起相當的注目，甚至成為客

家婦女的重要標誌（戴寶村，2006：10），同時「藍衫」代表著平實無華與吃苦

耐勞的意義。不僅如此，在邱彥貴與吳中杰所合著的《台灣客家地圖》中，所出

現的用來表現客家人的方式，多半運用客家名人與女性之肖像與舊照片作為代表

性的指涉（邱彥貴、吳中杰，2001）。黃琬喬（2008）則進一步研究客家電影（包

括《東東的假期》、《童年往事》和《美麗時光》），發現這些電影中的客家影

像表現手法，是以「家庭」和「老人」的出現，牽引出倫理與族群認同的觀感。 

有關客家區域的影像呈現，首先是地域上的象徵，黃儀冠（2007：59-96）

曾研究台灣電影中對於客家族群的形象以及客家族群播遷的記憶，她發現臺灣電

影中的客家文化意象及空間影像以新竹、苗栗及美濃為主，而客家鄉音的電影基

調隱含著鄉土記憶，包含著母性的孕育、感官身體的具象實感。不僅如此，各式

的客家建築，更是突顯客家地域的特色，像是「白牆」和「黑瓦」，所具有的「保

守性」與「防禦性」，同時亦代表著排他與不開放的意思。其他如菸樓、客家大

夥房、東門城樓和惜字亭等等，都是知名的客家建築特徵（戴寶村，2006：15），

並且客家建築也可以是祖先對於「原鄉」的思念，是一種空間文化傳承的象徵（林

忠正，1996：30）。 

除了影像的表現外，客家傳統音樂的運用，亦是形塑傳統客家文化的象徵，

其中，以八音中的低胡、二胡、高胡、通鼓、鼓槌和哨吶的音樂配樂，表現客家

人對於音樂的愛好（戴寶村，2006：33）。最後是有關於客家器具的層面，主要

為六種： 

一、工藝類：木刻印模、花器、謝籃、紙傘和針線籃等。 

二、壺器類：茶壺、油壺和夜壺等。 

三、燈類：磚燭台、油燈及木製竹台等。 

四、筒類：竹製筒、筷筒等。 

五、甕類：死板、無紋路等。 

六、其他：枕具、刀具及神像等。 

這些器具是有別於其他族群的特點，是會利用當地現在材料，以實用為主、

美觀為輔，以耐用、攜帶方便為其製造之理念，帶有客家族群篳路藍縷的奮鬥精

神，和轉換自然器材為工具的珍惜資源的象徵（林忠正，1996：50）。在上述工

藝類的油傘，是客家傳統觀念的吉祥物，蘊含多種特殊的意義。例如，「傘」這

個中文字符，由一大四小的「人」所構成，故有多子多孫之意。其次，在客家話

中，「紙」（四縣話音「ziì」，海陸「ziǐ」），與「子」同音，因此送油紙傘給兒子，

表示兒子已成年，而送油紙傘給女兒當嫁妝，則帶有「早生貴子」的祝福。其三，

將油紙傘打開，傘呈圓形狀，則象徵著父母祝福子女「圓滿」的意思。其四，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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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祝女兒可以為夫家傳宗接代之意。此外，在一般客家民俗慶典中，油紙傘也被

視為人們遮日避雨、趨惡辟邪的象徵（戴寶村，2006：52）。 

經由上述對於客家俗民文化元素的回顧中，客家文化節慶廣告的影像表現如

同 Dent（1999／郭慧敏譯，2009：45-46）認為，具代表性的相關物質元素，成

為「物」的符號象徵，該符號也為物在包含時空元素的文化參數裡找到其定位，

並表現出該物所具備之功能、意義與美學上的傳達功能。因此，在廣告情境中，

這些客家文化中的相關器具，亦可成為客家文化節慶廣告，代表過去客家文化與

現今客家文化節慶中的特色、意義與轉變。 

藉由上述客家象徵物與其對應的象徵意義整理中，大致上可瞭解客家文物、

建築所表現出的意義為何。藉此，本研究將以客家族群意象與價值體系之間的關

聯，作為文本分析之基礎。 

在本研究中，雖以探討客家文化節慶廣告中俗民生活的再現，但就再現的意

義上，本研究亦整理出在客家文化再現的相關研究議題，像是以林彥亨（2003）

經由客家廣播的場域，瞭解散佈在不同環境、空間中的客家社區，是如何再現彼

此差異的「客家意象」，並如何再現客家文化與凝聚客家認同，並發現廣播節目

呈現出濃厚的鄉愁與鄉民生活、再現出客家菁英與庶民的落差、在廣播節目的議

題上，客家意象多半源自行動者（主持人）主觀經驗的投射，進行客家文化的描

述、客家意象的形塑是透過議題動態參與的過程、客家意象的差異獲得形式上尊

重多元的共識，最後則是在廣播節目中客家意象正勾勒著「台灣客家」的共同範

疇；姜如珮（2003）以公共電視「客家新聞雜誌」為研究個案，探討電視框架下

的客族生活文化，在報導主題上，多半以「實體的」客家文化取向為主，夾雜「概

念的」意象、對於客家精神面向歌功頌德、節目仍以中原客家情懷出發、節目融

入並吸收多元文化，展現「新客家」風貌；鍾皓如（2004）則以客家義民為核心，

探討使客家義民概念在電視新聞（民視與 TVBS）中再現的相關因素，並發現新

聞中的義民作為他者，符合一般義民的忠義形象，進而表現出義民就是保衛國家

的最佳代言人，並且在新聞中亦發現政治人物不斷地宣揚義民的精神，同時也進

行政治權力對於族群論述的主導地位；林信丞（2008）從客家雜誌分析台灣客家

形象之變遷的研究，發現客家形象在雜誌的分布大致以客家語言與認同之喪失佔

多數，其次則為傳統精神與藝術的流失、義民論述等。 

在上述有關傳播媒體的客家文化再現研究中可發現，客家意象逐漸從早期的

負面刻板印象中生成並轉向正面的評價，但仔細觀之，伴隨這些「新客家」的正

面評價所開展出來的客家再現場域，常受限於私人媒體機構的特殊意圖（鍾皓如，

2004），以致於對客家的論述多流於主觀描述或政治議題的操作。相對的，包括

客委會在內的公營機構，則因肩負興復客家文化的使命，因此其所製播的廣告，

試圖回溯傳統客家意象，以傳承∕銜接客家文化的新舊貌，並由此帶出「新客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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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必須面臨文化處境的論述觀點。因此，客家廣告作為政府（族群）形象與客家

文化節慶的宣傳下，其再現的客家文化面貌是否會展現出新與舊的文化交替，又

或是有別於其他傳播媒介對於客家文化的再現詮釋。 

整體而論，本計畫主要是以「客家文化元素」作為客家文化研究中的符號，

並以此作為研究文本分析的知識基礎，整理近年來有關客家文化的再現。透過初

步的文獻整理發現，近年來的客家文化再現研究，多半是在「傳統／現代」、「公

共／商業」的知識框架中，進行客家文化的對比和演變，甚或利用影像表現的手

法進行客家氛圍的意義再創。在這些文獻研究的基礎上，本研究將進一步進行客

家廣告中的俗民生活與現代意象的再現之研究。必須強調，這兩組概念原本既非

相互涵括、亦非相互排斥。但問題在於，在目前地方民俗論述的文本建構中，「客

家俗民的想像=傳統客家的想像」，而「傳統客家的想像≠現代客家意像」。因此，

客家廣告如何使用新的視覺化符號，並透過文化節慶中的現代俗民生活意象來翻

轉既有的族群刻板印象，將是客家現代化過程中的重要關鍵。但此一問題不能只

停留在符號學的分析層次上，而必須透過閱聽人端的接收分析來印證各種符號傳

達的效果。至於在廣告文本的選擇上，本研究之所以鎖定公部門（客委會）的廣

告為樣本，是因為以公部門（公共）的角度出發所進行的客家文化行銷策略應具

有不同於一般商業廣告的意義。透過「客家文化節慶廣告」的研究，最能看出握

有詮釋客家文化的首要單位，究竟如何再現客家文化的意涵。 

三、 廣告中的消費制度規範與程序 

“廣告的主要策略之一，就是邀請觀看者／消費者在廣告世界中盡情遨

遊想像。那是一個抽象（abstraction）運作的世界，一塊潛在的地方或

國度，不屬於現在而屬於想像中的未來，廣告承諾消費者可以在哪裡得

到「你」該得到的東西，以及一種你可享有的生活風格”（Sturken & 

Cartwright, 2001／陳品秀譯，2009：217-218）。 

廣告的策略，提供了一種可享有的生活風格，這種影像表現方式，如同一種

展現消費的製度規範與程序，亦無疑是一種消費文化的發展，它使視覺影像的探

討再次回歸「消費性」的研究傳統。同時，廣告中的消費活動不僅取決於對物品

本身的需求與生活方式，而且還取決於慾望和感性，這些非物品固有的要素（星

野克美，1988／黃恆正譯，1990：51）。而這種消費象徵的轉換過程，以廣告創

作者的角度觀之，可藉由一種消費性的影像操作，佔據一個較寬廣的文化性聯想

與幻想。 

在消費文化的表述中，Featherstone（2007／趙偉妏譯，2009：19-38）在《消

費文化與後現代主義》Consumer Culture and Postmodernism 一書中，提出當代消

費文化研究存在著三種觀點，首先是「消費的生產」，標明消費的目的是為了促

進消費，增加生活的質與量；其次是「消費的模式」，強調消費本身及商品所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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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社會象徵性；最後則是「消費夢想、影像與愉悅」，隨著資本主義的過度生

產，使得現今主體對於消費源自於慾望而轉為因消費所帶來的愉悅感。使得當代

西方社會中象徵性商品的過度供應，以及朝向「文化失序」（cultural disorder）、

去分類化的發展趨勢。 

如此，在賦予廣告擁有需求、生活方式、慾望與感性中，則是歸屬於廣告創

造意義的層面，Leiss, Stephen & Jhally（1990: 202-203）則說明了廣告中有關創

造意義的三種面向：首先，是符號意義的轉移，可以藉由廣告影像的物體，進行

人與物體之間的位置、社會情境與物體之間、物體與物體之間，以及物體與情感

之間的轉移；其次，這種轉移的意義並非在廣告中所完成，而是觀看者自我的聯

想；最後，為了產生意義的轉移，廣告物體必須早已具備要移轉的意義，不然，

經過廣告呈現後，對於觀眾而言，會難以產生共鳴。 

由上述文獻得知，消費已非彰顯著需求，而是一種對於想像的愉悅，使得廣

告產品的價值從強調原先的使用功能轉向為產品的文化意涵。此功能的轉向即為

一種「商品符號」的構連表述。此種構連的機制，以一種接縫的方式去連結影像

主體中的相關情境，如特定的歷史、事件、文化元素等，為企圖展現與召喚閱聽

人對於訊息所需要的認同位置。對於廣告所企圖操作的影像方式，是根植於影像

表現的差異標示，意即，廣告影像的表現情境，會無形進行其影像內各種元素的

分類系統，並將廣告所呈現的文化意涵重新提了一種新的秩序，如同一種烏托邦

式的理想世界（Day, 1990:4）。 

然而，作為廣告的創作者，在進行影像的操作時，首先會回歸至創作者自身

的生活經驗、自我觀感與情感，這涉及了意識與無意識的範疇，藉由該「如何呈

現廣告」去提供一種廣告創作所需要的創作意義。換言之，「符號消費」意味著

現今社會的消費形態已超出維持基本生存水準，開始加入了文化的、感性的因素

（林信宏，2003：45）。 

在此 Baudrillard（1968／林志明譯，1997：212）在符號性的層面提出一個

概念：「物品必須成為符號，才能成為被消費的物。」他認為商品具有雙重特性，

首先是商品具有的「使用價值」，這是由商品的品質、功能及性能所塑造出來的，

讓物具有實用性。其次，商品具有「符號價值」，這是由商品的型式設計、顏色、

品牌、廣告及營造的形象等所塑造出來的價值，而人們消費的是加入意象的商品。

因此，在消費執行的過程中，商品必須具備消費者所欲追求意義的某種符號，才

能成為被消費的物品。在此情況下，消費者不再將消費品視為純粹的物品，而是

當成有差異意義的符號。 

在《關於符號的政治經濟學批判》For a Critique of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sign 一書中，Baudrillard（轉引自季桂保，2002：56）對於消費的運作邏輯，提

出了四種主張：（1）、使用價值的功能邏輯（the functional logic of use value）；（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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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換價值的經濟邏輯（the economic logic of exchange value）；（3）、符號價值的

差異邏輯（the differential logic of sign value）；（4）、象徵交換的邏輯（the logic of 

symbolic exchange）。在上述主張中，只有第三項「符號價值的差異邏輯」直接

與廣告中的消費邏輯有關。「符號價值的差異邏輯」包含了使用價值、經濟交換

價值與象徵交換價值的過程。這三者結合在一起，可以用來指稱的對象包括了彼

此的交換，它們之間不間斷的循環建立了社會關係（Baudrillard, 1981／吳瓊譯，

2005：56）。因為一種物品之所以成為消費的對象，並非因為它具有精神、心靈

的象徵，或是擁有功能的工具、商業的產品，而是因為它是符號，是一種依循著

差異性邏輯的符號，也就是所謂「符號消費理論」（陳坤宏，2005：64）。 

符號消費源自於後工業時代，過剩的消費及商品使用價值的差異性逐漸消失

而產生的。商品為了刺激消費大眾採取購買的行動，因此運用廣告擴大符號意象

的要素，讓廣告中的商品強化的是符號上的差異而非實用性，使得廣告人找到了

一種意指方式來重新表述「日常性」（everydayness）的意義（Goodman, 2005／

吳瓊譯，2005：116）。致使廣告人輕易的將「消費意識」植入了廣告中，並讓廣

告符號價值的產生成為一種藉由影像傳達意念的「現實交談」（Goodman, 1983

／吳瓊譯，2005：121）。 

因此，經過操作化後的消費意識正是透過廣告而被符號化，而符號透過廣告

的運作代替了商品本身，甚而成為一個新的物品，再經由廣告的論述，物品才能

成為消費的文化商品（1968／林志明譯，187：212-216）。同時，Baudrillard 亦

指出，廣告是一面「打開來映照著政治經濟和商品的世界鏡子，也是一種擴張性

的想像」（Baudrillard, 1981／吳瓊譯，2005:107）。如此，在廣告的展演下，所謂

的商品消費已經根植在廣告影像中，而廣告藉由日常生活中的各種符號元素進行

包裝，藉此與其他商品之間產生差異，從而創造商品的符號意義與象徵的價值。 

在消費與文化的意義轉移，MacCracken（1990: 71-72）認為在意義轉移的過

程中，有三種意義的位置，即是文化建構的世界、消費品與個體的消費者；同時

意義有兩種轉移的場合，首先是從文化世界轉移至商品，另一則是從商品到個人。

所以商品成為了外在世界與人之間的傳遞中介，而消費行為則是以各種儀式，將

商品意義轉移至消費者的身上，如圖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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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消費與文化的意義轉移模式 

資料來源： McCracken (1990, 72) 

Cook（1992: 177-178）進一步指出，廣告的主要目的是廣告製作者形塑廣告

影像的意義，並通過虛構與幻想的影像表現，進入現實世界中傳遞給接收者。因

此，廣告存在著四種象現，首先分為傳送者與接收者，而傳送者的面向則又為現

實與虛構的層面，而接收者則分為幻想情境與現實情境的層面。在這四種象現中，

廣告製作，在進行廣告影像製作時，經由現實社會中產品推銷，進行廣告文本中

的表演者與影像符號的虛構表現、流入收接者的幻想情境，再回歸至接收著的現

實生活，如圖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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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廣告的四種象現 

資料來源：Cook (1992, 178) 

面對消費文化的衝擊，可以想像廣告影像的品質必須相應提高。但對於有著

強烈創作意圖的導演們而言，這套新形成的影像已經漸進成為新的教條、新的傳

統（黃蕙清、王行恭，2006：13）。德國學者 Burdek（1994／胡佑宗譯，1996：

207）認為，廣告中的影像設計，主要是廣告主在與廣告商進行廣告託製過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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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廣告主要內容（物、某群人、某樣訊息）的語言功能以及實用功能所進行的

協商結果。Burde 並未進一步闡釋廣告語言的「實用功能」，但這基本上與廣告

呈現的形式有關。不同形式（實用功能）的廣告將決定不同的故事架構之設計，

其重點在於突顯廣告理念的優勢與特點。而「語言功能」的概念，即是用來描述

表現在特定受眾與廣告中理念間的關連：藉由廣告創作者的影像設計，進而投射

出受眾與廣告理念的關係，如圖 2-3 所示： 

 

圖 2-3：廣告影像設計 

資料來源：修改自胡佑宗譯（1996:207） 

進而言之，廣告中的語言功能既然包含了以敘述故事情節為走向的劇情式表

現，就必然也包括各種意念、幻想情境佈局的美感表現（洪于茹，2004）。Messaris

（1997／王波譯，2003）則認為，廣告劇情中所表現的視覺風格（記號功能），

主要是作為一種有效的影像暗示，且常與性別、社會地位、青春活力等象徵有關。

然而，廣告中的語言又有異於日常生活語言的特殊與結構功能，Burdek 認為其

中至少包含記號功能與形式美學功能。 

Haug 則將廣告語言中的美學問題扣連到階級問題，並試圖在現代資本主義的

框架底下進行商品的美學批判。在《商品美學批評》Critique of Commodity 

Aesthetics 一書中，他一面論述現代資本主義社會商品本質，一面也探討廣告中

刻意塑造的商品外表斷裂分離的奇異現象。Haug 認為，透過商品美學（如廣告）

的精緻包裝，商品投射了階級品味，號稱可以反映人際之間的情感，連結基本的

社會關係（孫秀蕙、馮建三，1995：79）。 

綜合上述，廣告中消費的制度規範與程序，不只是一種視覺消費，更是一種利

用視覺表徵和圖像處理來建構身份與操作認同的過程。但圍繞在視覺表徵之下，

消費意識的闡述過程需要借助形象的表現來發揮作用。藉由「物」的純功能轉換

為「商品」，再晉升為「形象」的視覺消費過程中，藉以體現商品化（Commodification）

的轉換，並利用廣告佔據一個較寬的文化性聯想與幻想，讓產品的價值從強調原

先的使用功能轉向為產品的文化意涵，以便使用「商品」去劃分社會關係。然而，

這種象徵主義不僅在生產與行銷過程的設計與幻想上是明顯的，同時，物品的象

徵性聯想也是可以被加以利用，並且作為妥協生活方式差異的功能（Leiss, 19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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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引自陳坤宏，2009：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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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論架構與研究方法 

由於本研究需要先行針對客家文化節慶廣告的視覺影像所再現的現代客家

俗民生活意向，做質化及意涵層面的探討。在文本分析中，將選取具代表性之影

像進行符號學的影像分析，此取徑將配合廣告的消費論述以及閱聽人背景和感知

的分析，用以推論客家廣告作品中，在不同時空背景下的主題意涵，所再現的意

義為何？至於閱聽人的接收分析，主要將以焦點座談搭配深度訪談。透過挑選具

代表性的閱聽人樣本，探測廣告中的視覺符號系統所傳達的「現代客家意象」感

知效果，並依此做為重新論述客家廣告中現代俗民生活意象的再現的依據。茲針

對此二研究方法分述如下： 

一、 Barthes 的符號分析法（semiotic analysis） 

在 Fiske 的歸納裡，符號學包含三個主要的研究領域，第一個領域包括符號

本身、符號傳遞訊息的方式、以及符號和使用者之間的關係。第二個領域則是組

成符號所依據的符碼或符號系統，指的是一個社會或文化如何因應其自身需要而

發展出的各種符碼。最後則是研究符號或符碼運作所依循的文化（Fiske, 1990／

張錦華譯，1995：117）。由此可見，符號研究的範圍相當廣闊，從符號本身、

符號規則到符號文化等問題都可以成為符號學的研究領域。 

1. Barthes 的符號學研究取向 

Roland De Barthes 延續了 Saussure 的結構符號學研究取向，在〈今日神話〉

Le mythe aujourd'hui 一文中將神話視為一種符號的過程，他認為神話如同其他溝

通系統一般，都是一種「言說」（parole），並且是構成我們所處時代的各種文

化機制根本邏輯。〈今日神話〉最終不過是在闡釋神話的符號構成中，揭示符號

是如何產生以及最後被還原的可能途徑（Barthes, 1964／吳瓊，2005：7）。因此

〈今日神話〉一文的論述內容成為了一種「符號化」的過程概念，其解析的過程

如圖 3-1： 

1  能指 2  所指  

3  符號 

Ⅰ  能指 
Ⅱ  所指 

Ⅲ  符號 

圖 3-1：Le mythe aujourd'hu 中的符號與言說過程 

資料來源：Barthes, 1964／吳瓊譯（2005:7） 

Barthes 對此描述的過程非常複雜，以下就上圖的符號化過程進行說明。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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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rthes 看來，能指與所指的是對「物」意義的最初表達，因此 Barthes 將圖中的

「2 所指」看作是意義（meaning），藉由能指與所指的結合，去面向所指涉的客

體，也就是上圖中的「3 符號」，也被稱作為形式（form）。但在「3 符號」的

基礎上，我們面對的不是現實的客體，而是已經形式化的符號，但這符號經過

Barthes 審視後，又被分成「Ⅰ能指」與「Ⅱ所指」，而「Ⅱ所指」並非最初「2

所指」的客觀物，而是被符號化後的所指意義。 

對 Barthes 而言，「3 符號」經由所包涵的內容，承載著現實與歷史的背景，

但當「Ⅰ能指」作為一種符號的形式時，它便只是一個空洞的符號。這意思指的

是，「Ⅰ能指」與「Ⅱ所指」已被形式化，有別於最初的「2 所指」所表現的意

義。在這過程中是需要意義的賦予，但這意義的賦予產生了超出它所能承擔的意

義範圍，因此形成了「Ⅲ符號」。而「Ⅲ符號」的意義是被歪曲的呈現，但又表

現出客觀的存在，故 Barthes 稱「Ⅲ符號」是一種自然的，以掩蓋人的歪曲。 

對於 Barthes 的〈今日神話〉一文中的符號過程，經後人反覆研究與不斷修

正中，已獲得了相對系統化的運作過程。Fiske 依據 Barthes 的意義分析，整合出

第三個意義層次，來解析意義產製的內涵（Fisk & Hartley, 1995／鄭明樁譯，1995：

30-35；Fisk, 1990／張錦華譯，1995：118-119），並將這三個意義層次稱之為「意

義分析擴充論」。 

2. 意義分析擴充理論 

意義分析擴充論指出符號包含兩個層次，也就是第一層的外延意義（

denotation），和第二層的內涵意義（connotation）的產生過程。外延意義指的是

符號最初的存在意義，是符號和它指涉的外在事物之間，較明顯的符號意義。內

涵意義指的是，由第一層的符號轉向社會價值和意義的指涉，其可經由傳統或文

化而說明符號如何與使用者的感覺與情感及其文化價值觀互動。其次，第二層次

裡的意義產生分別有四種方式（Fiske, 1990／張錦華譯，1995：68）： 

（1）、明示義（denotation）：這是根據 Saussure 所分析的符號第一層意義。它描

述了符號中能指與所指之間，以及符號和它所指涉的外在事物之間的關係。

而 Barthes 將之稱為明示義。指的是一般的常識，也就是符號明顯的意義。 

（2）、隱含義（connotation）：符號的第二層意義，是依據第一層的能指，而給予

社會價值和意義的指涉。是指符號與使用者的感覺、情感以及其文化價值

觀的互動，也就是說解釋意義是同時受到解釋者與符號客體所影響。明示

義是對客體的再製，也就是拍了什麼。而隱含義則是過程中人為的部份，

指的是如何被拍出來。其中包括了畫面、焦距、光圈、拍攝角度、底片品

質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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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迷思（myth）：Barthes 在符號的產製另一種方式就是迷思，有人也將之翻

譯為「神話」，迷思是一種文化概念和理解事物的方式。Barthes 認為迷思

運作的主要方式是將歷史「自然化」，也就是說，迷思原本是某個社會階級

的產物─這個階級已在特定歷史中主宰的地位：因此迷思所傳佈的意義必

然和這樣的歷史情境有關。 

（4）、象徵（symbolic）：指的則是當物體由於傳統的習慣性用法而替代其他事物

的意義時，即成為象徵。在象徵面上有兩個解釋符號意義常用的名詞，將

有助於我們去了解「象徵」，那就是「隱喻」（metaphor）和「轉喻」（metonymy）。

在解讀符號學中「象徵」層面的部份，「隱喻」與「轉喻」是解讀廣告文本

的策略之一。「隱喻」指的是透過類比的方式來表達兩件事的關係。而「轉

喻」將某物的某一種屬性，用來喻指該物之全體。 

最後，其第三個意義層次指的就是意識型態（ideology），是文化面對、解

釋、組織外在現實時所使用的大原則，指的是一種結構原則上的主流意識型態，

這也是呼應了 Barthes〈今日神話〉中一種自然的，用來掩蓋人的歪曲─「Ⅲ符號」。

經整理後的圖示如圖 3-2 所示： 

 

圖 3-2：意義分析擴充理論 

資料來源：修改自 Zoonen, 1994／張錦華、劉容玫譯（1995:108） 

在上圖中，從第一層次到第三層次的面上，最終都以符號的形式存在。只是

符號的類型不同。最初索緒爾符號類型中因符號的二元關係，所產生的符號化現

象，並存在一種客觀性的關聯，可將此歸類為符號意義的指涉所呈現的「類項符

號」。而「類項符號」再符號化的階段，使符號化的符號與被符號化的符號之間

還存在一種因果關聯，進而形成了一種「標誌性符號」。最後因社會環境的影響，

使得符號與客觀物之間變的任意多元，而形成了「象徵性符號」（夏瑩，2007：

227）。 

文化 

明示義 

隱含

迷思 

象徵 內容 

形式 

自然 

第一層次 第二層次 

意識型

能指 
 

所指 

第三層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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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在上述的符號學回顧中，大體來說，是一種符號化的過程，而研究者將

符號反向追溯，通過符號的多次分解與剝離後，即為一種反符號化的過程，而這

個過程和上述「類項符號」轉化為「標誌性符號」的過程，將以圖示過程進一步

說明，如圖 3-3： 

 

圖 3-3：符號化與反符號過程 

資料來源：修改自夏瑩（2007:228） 

在廣告的情境與符號產生的機制中，廣告影像內容的象徵、迷思與意識型態

是一種符號性的概念，是一種從物延伸至商品的轉變過程。回應於本研究文獻中，

對於廣告消費的理論基礎，得知廣告因為日常生活中的審美化過程，使得物在廣

告中被符號化，即物逐漸被形式化、形象化。這使得類象性符號轉向為標誌性符

號，標誌性符號再轉向為象徵性符號。而此轉化的過程，具體實踐到消費過程可

有以下兩個分析面向： 

（1）、物的文本化過程：即日常生活中的「物」轉換成廣告中的「文本系統」，

進入符號體系之中，並在能指與所指的語境下，按照一定的符碼規則來分

析。 

（2）、符號抽象化過程：由具有內在關聯的類象性符號，慢慢的抽象為沒有關聯

性的象徵性符號。 

這些分析的面向對廣告的符號的闡釋而言，就是一種逆向思考，即反符號化

的過程，同時這也是為符號補充意義的過程（在展現出符號意義的同時，去除意

義，還原出符號的價值）。本研究以符號學作為解析客家廣告中的俗民生活的再

現，經由廣告中所表現的客家元素下，試圖瞭解這些元素背後所隱含的意義外，

亦採用深度訪談進行創作者對於客家影像操作之探討。 

3. 廣告分鏡圖之編碼實作與信度檢測 

前述符號學分析的理論架構，在實際應用上，要求對於廣告進行分鏡圖編碼，

符號化過程 

第一層符號化 

所指物 類象性符號 標誌性符號 象徵性符號 

第二層符號化 第三層符號化 

（能指與所指） （迷思／象徵、 
I能指） 

（意識型態、 
Ⅲ符號） 

反符號化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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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搭配質性研究的內容分析方法。一般學者在使用內容分析法時，對於編碼信度

有特別的要求，所謂的「信度」即可靠性（trustworthiness），是指檢測結果的一

致性或穩定性，如果編碼員對所有單位的同意度一致，即表示信度高，研究結果

才有較高的解釋力。檢驗編碼的信度，目的在追求系統性及客觀性。基本上，內

容分析法所欲達成的信度指的是：測度研究者內容分析之類目與分析單位，是否

能將內容歸入一定的類目中。以本研究而言，在進行符號學分析的探討之前，廣

告分鏡的編碼是重要的關鍵，編碼一致性越高，符號分析的可信度和說服力就越

高。 

Robert（林義男、陳淳文譯，1989）認為只有一個編碼者的信度穩定度較弱，

所以本研究除研究者以外，另外增加兩名編碼員進行編碼與信度檢定，編碼員為

本研究案之兼任研究助理與工讀生（皆為國立聯合大學資訊與社會研究所之研究

生，且均修習過質性研究方法課程）。在進入本研究之編碼及信度檢驗前，與研

究者同時受過同樣的編碼訓練，其間產生疑惑，亦立刻進行討論。編碼信度的檢

定採取「編碼員互相同意度」（Intercoder Agreement）信度檢定法。其公式為： 

3M∕(NA+NB+NC) （公式來源：王石番，1991:312） 

其中，Ｍ表示完全同意之數目，NA 表示第一編碼員同意之數目；NB 表示第二編

碼員同意之數目；NC 表示第三編碼員同意之數目。 

  承前述方法，本研究最後經由彙整的 17 部廣告、332 個分鏡圖中，產生 1027

個符號操作編碼。由於編碼員受過共同訓練，因此編碼信度頗高，達 0.96。不一

致之編碼原因多為漏編。經討論過後，保留其中的 1013 個編碼，並以文字敘述

方式將編碼置於第四章各分鏡說明中。 

 

二、 深度訪談法 

深度訪談法（in-depth interview）是質性研究中經常採行的資料蒐集方法。

這種訪談，主要是透過訪談者與受訪者間的口語交談，達到意見交換與建構。質

性研究的目的，是為了取得正確的資訊以及瞭解受訪者對真實世界的看法、態度

及感受（王仕圖、吳慧敏，2005：97）。Malhotra（1993: 152-154）認為深度訪談

法是由面談者使用非結構性、直接的方式與受訪者接觸，是一種單獨的、個人的

互動方式，用來發覺受訪者基本的動機、信念、態度等。但由於訪談資料本身就

是社會互動的產物，因此這種研究方法本身可以被視為是一種社會互動與對話的

過程（畢恆達，1996：36-37；袁方編，2002：257）。Mille & Crabtree（1992: 185）

指出質性研究的資料蒐集方式，主要可經由觀察、錄製及訪談三種方式取得。在

深度訪談的過程中，訪談者應儘可能使用最少的提示和引導問題，鼓勵受訪者在

一個沒有限制的環境裡，針對訪談主題儘可能談論自己的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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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除了針對客家廣告的文本進行分析外，亦著重於瞭解不同族群與背景

的閱聽人，對於客家廣告中有關當代客家族群意象、俗民生活意像與消費意象所

引發之認同、符號感知、美感鑑賞等構面的評價差異。因此，在文本分析之外，

亦同時搭配焦點座談和深度訪談法，即可對於客家廣告之效果進行較深入的瞭解。

一般而言，深度訪談能比一般訪談要花費更多的時間，但是其所得到的結果更能

深入描述事物的本質，以做為進一步分析的依據。就本研究而言，深入訪談資料

有助於釐清許多關鍵問題，並確證文本分析之效度。 

在本研究中，由於客家廣告所設定的閱聽人並非客家人，而是一般大眾，且

拍攝廣告的導演本身也大多是非客家人（羅原廷，2010）。因此，就廣告產製環

境與廣告效益而言，非客家人原本比客家人更具有成為廣告訴求對象的價值。不

過，跨文化的閱聽接收之研究具有相當之複雜性，因此必須謹慎挑選受訪對象，

且恐怕無法僅憑深度訪談便能有效達到本研究預設的目標。為能有效激發受訪對

象對於廣告的深刻反省，本研究將採取準實驗法。基本上，研究者將根據符號學

的文本分析結果，讓已經看過或未曾看過這些客家廣告的研究對象，都能在良好

的提示目標下，重新觀看廣告，並根據預擬的半結構性的討論提綱來參與討論。

研究者期望藉由對話與討論，能激盪出異文化/跨文化視野的交鋒。基於本研究

之特殊目的，研究中搭配深度訪談所使用之焦點訪談將是極為關鍵的設計。茲針

整體研究方法與過程說明如下： 

1. 抽樣原則與方法 

  本研究屬質性研究。在深度訪談的研究對象選取上，主要根據群集抽樣

（cluster sampling）原則，於桃竹苗地區分別抽取三個客家學院的學生作為三個

樣本「群集」，並運用 Patton（1990: 171）所建議的「強度取樣策略」（intensity 

sampling）。但由於本研究必須配合學生上課到校時間，因此原則上以同一學院

中選修特定課程的上課同學作為強度抽樣下的群集樣本。但不同時間選課的學生

又未必完全符合本研究原本規劃的對照原則（即須包含一定比例的客家與非客家

人）。最後，本計畫接受三校相關教授之推薦，直接於各當日在校學生中（包含

1-2 班）先合班編組，並於樣本比例懸殊時以滾雪球法接受推薦。以下針對本研

究中牽涉到的抽樣原則分別敘述如下： 

1-1. 強度抽樣法（intensity sampling）：此種取樣策略的重點在於找到具有充

足資訊的訪談對象（information rich cases），即具代表性（representative）

的研究個案，以俾強烈地突顯研究現象的特質（manifest the phenomenon 

intensely），例如表現特殊的好學生、好老師或生活在貧窮線以下的窮學

生等。但這並不意味著強度取樣策略的研究個案就是極端的（extremely）

個案。在本研究中，基於對客家文化符號系統的熟悉度、文化親近度（認

同度）與參與討論和表達能力等多重考量，本研究將於中央（桃園）、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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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交大）、苗栗（聯大）等三校客家學院中，抽取符合資格且數量適足

的研究生作為焦點訪談與深度訪談的樣本。 

1-2. 群集抽樣（cluster sampling）：有時又稱「部落抽樣」、「叢聚抽樣」。當母

體底冊的蒐集及編造極為困難或龐大，而在調查時又希望節省成本時，

可採用此種抽樣。基本上，群集抽樣的方法是將母體分成幾個群集（區

域）。但此一區分有一個重要的前提：即當群集間的變異小、但群集內的

變異較大。此時可從這幾個群集中抽出數個群集進行抽樣或普查。在本

研究中，主要將根據客家區位進行劃分，在桃園、新竹、苗栗三地的客

家學院中各抽出相當比例的樣本，其中包括「客家∕非客家」「一般生∕在

職生」等有機組合的群集樣本，以利深度訪談和個案研究之進行。 

1-3. 滾雪球抽樣法（snowball sampling）：此種抽樣是指先隨機選擇一些受訪

者，在對其實施訪問後，再請他們提供另外一些屬於所研究目標總體的

調查對象；根據所形成的線索選擇此後的調查對象。滾雪球抽樣是針對

特定的母群體成員難以界定、或針對不易接觸到的受訪對象時才採用的

方法。在本計畫中，主要的抽樣原則是根據群集抽樣法。但當某群集內

的樣本取得發生困難時，將搭配滾雪球法以挑選較適合之受訪對象。 

  採用強度取樣方式，最大的問題是研究對象同質性太高（年齡、教育程度、

收入等）。但強度取樣的重點，原就在於抽取具有較確定意見且能深入陳述意見

的對象，屬於特殊的立意抽樣。考慮到客家電視廣告多在客家電視台播放，但該

台收視率極低，廣告效果並不清楚（目前尚未有研究評估客家電視台的廣告效益）。

在此情況下，若採一般抽樣方法，雖可提高樣本代表性，但可預估拒訪率很高，

且不一定能提供足夠深入的看法，因此即使樣本分配較合理，也不一定有助於控

制抽樣誤差。經審慎評估後，研究者認為國內現有的三個客家學院學生應是本研

究的「最適樣本」，因為客家學院的學生對於客家電視廣告的討論參與度與專業

程度，是其他樣本遠遠不及的。雖然三所客家學院的學生在族群分佈上有較高比

例為客家族群，但仍有相當比例學生是非客家籍；因此在樣本的族群代表性上仍

可設法控制。至於年齡分佈的偏差，由於有在職生，因此年齡層的合理分佈也屬

可控制範圍。準此，唯一的無法控制的樣本代表性問題應在於教育程度。不過，

本研究之對象原本就不預設學歷太低的受訪者。碩士生的學歷固然偏高，但卻更

符合強度取樣的初衷。 

2. 建立受訪者清單（並依族群背景資料選定受訪者） 

本研究於焦點座談之前，首先將蒐集桃竹苗地區三個客家學院學生名單，並

分析其族群背景和語言習慣，以做為取樣基準，並做為閱聽人分組參考及閱聽人

反應分析之依據。原則上，焦點座談每次以不超過十人為限。此外，為得到較佳

的比較效果，本研究擬將焦點座談情境分為「客家組」（純客家人）、「非客家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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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純非客家人）、「混合組」（客家與非客家各半）等對照組。每組分別包括 1-2

次活動，預擬受訪者之背景與場次如表 3-1。 

表 3-1：受訪者預擬表 

受訪者學校 受訪者背景 備註 

中央大學 客家組 

受訪對象皆為

碩士班研究生 

非客家組 

混合組 

交通大學 客家組 

非客家組 

混合組 

聯合大學 客家組 

非客家組 

混合組 

3. 訪談大綱之設計 

本研究之深度訪談主要係針對客家廣告閱聽人進行訪談，主要的訪談題綱共

分為以下三個題組： 

第一組為一般性問題：針對個人文化背景與廣告接收習慣，詢問受訪者的基

本資料、是否參與過客家文化節慶、以及對客家產業運用在廣告中的看法。藉此

瞭解閱聽人本身的對於廣告主題的認知程度與背景，以進一步瞭解閱聽人接收廣

告經驗符號的歷程，並回應本研究的動機與目的。 

第二組為廣告內容風格之問題：主要針對廣告風格、個人收視偏好、以及對

於廣告中的客家元素與其意義的感知。藉由這些問題，有助於回應本研究之基本

問題意識（瞭解這些廣告如何利用視覺化的客家元素，進行客家文化節慶的想

像）。 

第三組為核心價值感知之問題：主要針對廣告接收過程中所感知到的核心價

值與公益特性之感知，並對客家印象的視覺元素進行詮釋，最後再針對所接收到

的廣告內容之核心價值賦予意義。此外，亦要求受訪者比較這些客家廣告與一般

商業廣告的差異。此題組是用以回應本研究問題之第三項目。經多次修訂後，本

研究訪談綱要如表 3-2。 

表 3-2：深度訪談題組與綱要 

題組 訪談綱要 

第一組 

（個人文化背景

與廣告接收習慣） 

1.訪談人的基本資料 

2.請問訪談人主要的學經歷領域 

3.請問訪談人對於這些客家文化節慶廣告的瞭解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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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請問訪談人對於客家產業運用廣告宣傳的方式有何看法 

第二組 

（廣告風格與客

家視覺符號認知） 

1.請問訪談人對廣告風格、理念或價值的呈現方式之偏好 

2.請問訪談人在廣告中發現有哪些部份是與客家有關的（演

員、場景、故事情節、背景音樂、語言文字） 

3.請問訪談人廣告主要是針對哪些族群所設計的 

4.請問訪談人在廣告中所發現的客家文化元素之呈現方式是

否符合以往經驗 

第三組 

（廣告核心價值

與公益特性感知） 

1.請問訪談人在廣告接收過程中所感知到的客家印象視覺元

素，以及對這些元素的意見 

2.請問訪談人對於所接收到的客家文化節慶廣告內容之核心

價值與意義的看法 

3.請問訪談人在看完廣告後是否與預期有落差 

4.請問訪談人這些客家廣告有別於一般商業廣告之處 

5.請問訪談人是否感覺這些廣告太過刻意操作某些客家元素 

 

綜上所述，本研究以客家廣告中的「現代客家意象建構」為題，並以客家文

化節慶廣告為例，進行廣告文本分析與閱聽人接收分析。在研究方法上，前者主

要是以 Barthes 的符號學取徑進行影像資料的文本分析，搭配產製過程中的製作

人（包括導演與製片）的深度訪談。後者則以焦點座談和深度訪談雙軌並行的方

式進行研究。總體研究架構如下圖所示： 

 

圖 3-4：本研究主要研究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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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研究計畫甘特圖 

    研究進度及預期完成之工作項目：請依預定工作項目逐項繪成甘特條型圖，

以為進度控制及檢討之依據。（研究執行日期：100 年 1 月至 100 年 11 月） 

月份 
項目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蒐集相關文獻與廣告 
            

文本編碼與分鏡圖製作 
            

選定並連絡訪談對象 
            

焦點座談分組設計 
            

建立初步分析模型 
            

3 梯次焦點座談 
            

深度訪談 
            

訪談資料整理、編碼 
            

資料分析與理論檢討 
            

研究報告撰寫 
            

表 3-3：研究計畫甘特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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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廣告文本的語義與符號分析 

本研究所選取的客家文化節慶廣告，試圖以表現客家傳統與現代元素的歡愉

節慶中，設立既定的操演框架進行創作的干預，致使廣告的表現呈現一種無結構

的表達秩序。對於此種過程，Cantwell（1993: 215-215）認為俗民模仿中的「俗

民」是一種複合式的集合體，它試圖建造各種有意義的象徵符號，作為俗民文化

的產品，或是參考某些菁英或流行框架，藉此營造成新的節慶話語與論述形式。

就廣告中所呈現的俗民元素論述而言，「俗民模仿」或許有助於提供一個新的分

析思考脈絡。Lau（2000）即曾以此概念進行跨國企業推廣芳療、瑜伽與太極拳

的研究。這些學者認為，廣告文本使用俗民化文的方式，重點不僅僅是單純再現

傳統的俗民文化元素，而是進行商業消費的加工。本研究認為此一觀點對於解析

族群廣告文本即其背後的產製操作，頗具啟發性意義，因此本章節的重點，將探

討客家文化節慶廣告文本，是依據何種再現手法與內涵，形塑何種文化節慶的樣

貌。 

具體而言，本章節將呼應此一觀點，並以符號學取徑處理本研究的主要問題

意識（即客家廣告所呈現的文化節慶的表現方式是藉由何種客家俗民文化元素進

行影像的再現）。以下將分為五節解析各種客家廣告所隱含的意義、象徵和迷思。

就廣告內容的範疇而言：第一節探討的主題為「客家桐花祭」；第二節探討的主

題為「客家美食嘉年華」；第三節探討的主題為「台灣客家博覽會」；第四節探討

的主題為「六堆嘉年華」；最後是以整體觀之客家廣告的「客家俗民生活的再現」。

以下分論之。 

第一節  客家桐花祭系列 

一、2005 客家桐花祭《讓我們同在一起篇》 

2005 年客家桐花祭的活動主題為「春白五月、人文客家」。在廣告影像上

的表現中，油桐花飄落的場域，分別為藍天之下現代風格的建築、廣場上的青苔

和階梯、具有現代感的臥房、辦公室場景、放置在門前的鞋、戶外停車場、樹下

涼亭，正在閱讀書籍的女性和最後開車前往的汽車。 

以場域的轉換來看，廣告中桐花所出現的場景，即為現代都市生活的場域，

藉由桐花飄落的地點，營造出五月雪般的詩畫情境，傳達出活動主題的「春白五

月」的到訪。以此不難瞭解，其桐花主要的訴求對象為都市民眾，王武雄則認為：

「整理的時候，就是我到底要吸引誰，所以我就開始找說 office，要告訴辛苦的

這一些辦公族，要吸引全家人，要吸引誰……那桐花應該掉在哪裡。」（王武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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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3-226）。這種幻想情境的意象呈現，藉由油桐花的行動（飄落），出現在臥

室、辦公室、休憩的人（閱讀書籍的女性）與開車前往的汽車之中（影像如圖

4-1），並以旁白告知都市的民眾：「桐花開了，桐花祭來了」。 

  

分鏡 3 分鏡 4 

  

分鏡 7 分鏡 8 

圖 4-1：2005 客家桐花祭廣告分鏡圖（附錄 A） 

再者，廣告字幕與音樂的使用，是作為「人文客家」的轉化關鍵，如王武雄

說：「我覺得我畫面裡面必須有這樣一個人文的東西，，所以我就把它〔邱一帆

的詩〕拿來運用。」（王武雄，259-260），採用客家歌手謝宇威，結合客家詩人

邱一帆的客家詩所創作的〈油桐花〉歌曲：「相逢在油桐花下 你撿起一蕊一蕊

的雪白 我聞出滿鼻子的清香」，進行客語與桐花的交互連結。其意為：桐花雖

具有指涉客家的功能，但出現在廣告中，為加強與客家的關聯，使用客語詩來刺

激「桐花＝客家＝人文」的符號意義。 

整體而言，2005 客家桐花祭中，主要的能指是「桐花的意象」，所指則是

雪白飄落的桐花；兩者結合的隱含義則是客家桐花祭（客家節慶）的基本構成。

相對的，這種飄落的桐花象徵著五月雪一般的異國風情，進而促成整體廣告形成

一種客家人文氣息的符號，如圖 4-2： 

桐花意象 

（能指） 

雪白飄落的桐花 

（所指） 

 

桐花祭（=客家節慶） 

（隱含義） 

五月雪般的異國風情 

（象徵） 

客家人文氣息 

（符號） 

圖 4-2：2005 客家桐花祭符號意義 

二、2006 客家桐花祭《把感覺帶回家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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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 年客家桐花祭的活動主題為「春桐千姿、雪舞客庄」，廣告整體敘事

即為呈現，在桐花樹下家庭戶外野餐的愉悅與感動。首先，孩童在散落油桐花之

樹林下玩樂奔跑，隨著大量散落在廣告人物上的桐花，與各種不同片段的桐花特

寫，展現「桐花」具有親近感的影像精神，其次廣告中野餐的三代家庭（老年、

中年、少年），同時也代表著客家重視家族價值的傳統，並延伸出對於家庭戶外

休閒旅遊的意涵。因此，廣告以油桐花樹下的野餐，加強「桐花＝親近大自然」

的符號意義，有別於 2005 年客家桐花祭廣告中人文氣息的展現，並適時的結合

「把桐花的感動帶回家」的感動。 

當桐花與親近大自然作為連結，延伸出都市生活對於戶外休閒的嚮往，並以

桐花做為休閒符碼與都市符碼之間的轉換中介，使「桐花」得以有效結合都市人

對於旅遊的需求，進而找到在心理層次上的語義定位：「把桐花的感動帶回家」，

並進而成為「對於自然崇尚」的都市生活迷思（影像如圖 4-3）。 

  

分鏡 5 分鏡 7 

  

分鏡 12 分鏡 14 

圖 4-3：2006 客家桐花祭廣告分鏡圖（附錄 B） 

同時，此部廣告使用客家歌手謝宇威，結合客家文學家李喬所寫的〈油桐花〉

歌曲：「填滿胸脯、綠蔭蔭的油桐花、鋪在上山頂、白雪雪的油桐花、天地這麼

有情、大家也很多情、瞇著眼的相望……」，藉此以客語加強「桐花＝客家＝戶

外休閒」的連結過程。 

綜合上述，2006 年的客家桐祭廣告所呈現的能指、所指、隱含義與象徵義，

如同 2005 年桐花祭一般；但在 2006 年客家桐花祭中，以家庭戶外休息作為主要

的廣告串連，逐漸地從 2005 年所代表的客家文人氣息，轉化為一種精緻品味的

家廣戶外旅遊，如圖 4-4。 

桐花意象 

（能指） 

雪白散落的桐花 

（所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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桐花祭（=客家節慶） 

（隱含義） 

五月雪般的異國風情 

（象徵） 

精緻品味的家庭戶外旅遊 

（符號） 

圖 4-4：2006 客家桐花祭符號意義 

三、2007 客家桐花祭《林相繽紛篇》 

2007客家桐花祭廣告主要由自然與人文兩組符碼構成。自然影象符碼包括：

油桐花樹林、林中的綠茵草地、油桐樹、盛開的油桐花特寫、以及緩慢飄落的油

桐花瓣；人文影像符碼包括：成年男女、女學生、青少年。對於創作者而言，桐

花影像的自然符碼與不同年齡層的人文符碼的設計，主要是因為：「我的企圖心

其實只是要讓它更……不管是客庄的人，或者是其他族群都看的清楚桐花是長什

麼樣子，桐花跟客家人是什麼關係」（魏家瑞，105-106）。 

藉由拉近民眾與桐花和客家的關係，在「桐花飛舞」的影像表現，該廣告由

接續出現的十五個畫面構成，隨著各種不同的桐花特寫、全景、遠景、仰拍與俯

拍，加入影像鏡頭的語言，藉此填補旁白的空缺並鋪陳整體故事劇情。在配樂的

部份，則以輕調的鋼琴音樂為開端，接續以磅礡的協奏曲調帶入影像情緒的高潮，

同時搭配漸次淡入的字幕，進行影像鏡頭的操作，如表 5-1。 

表 4-1：2007 客家桐花祭鏡頭操作、表意與音樂強度 

鏡頭操作 鏡頭表意 字幕淡入 配樂強度 

全景 社會關係 靜 弱 

仰拍 威嚴 數大、仍然寧靜  

俯拍 渺少、微弱 踏實、依舊綻放  

特寫 親密 開枝、散葉、自在融合 強 

特寫 親密 堅毅謙沖、展現性格  

遠景 環境、距離 賞桐花、親客家  

全景 社會關係 純白相遇 弱 

當影片缺少客語的旁白，為刺激桐花進行客家符碼的連結與轉化，此部廣告

則加強了鏡頭操作，與字幕呈現的意涵，以此引導整體廣告中「桐花」與「客家」

的對應，再藉由配樂的強度，擴增情緒的張力，藉以描述油桐花中所依附的客家

族群意象論述：「靜、數大仍然寧靜、踏實依舊綻放、開枝、散葉、自在融合、

堅毅謙沖、展現性格」，達成文字與影像情境的相互連結機制，同時廣告人物帶

著微笑的表情凝視著遠方，配合少許桐花的掉落，擴增了觀者對於桐花散落的想

像意境，魏家瑞指出： 

針對腳本的哪些點要去做哪些高潮、哪些平舖直敘，前面的單音、單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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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都讓你慢慢、慢慢的去接受他，其實他後面有人出現的時候你也發

現他的聲音就起來了，那音樂一揚起來，但是也不誇張，只是讓你覺得

那個有……有有更龐大的感覺，但是那個是有舖陳的。（魏家瑞，305-308） 

廣告的意義展現，仍挪用 2006 年桐花祭廣告中，象徵客家重視家族價值的

傳統（老、中、青三代）。就劇情結構來看，魏家瑞藉著「賞桐」的活動，將桐

花與客家人進行意義的連結，當然，就廣告的形塑的場域看來，自然場景中油桐

花下凝聚著不同「不同性別、年齡、身份」的人，都能享受廣告所建構的「同質

性」的品味（影像如圖 4-5）。 

  

分鏡 16 分鏡 18 

  

分鏡 19 分鏡 20 

圖 4-5：2007 客家桐花祭廣告分鏡圖（附錄 C） 

2007 年客家桐花祭中的能指、所指與隱含義大致如同 2005 年與 2006 年的

客家桐花祭廣告。就表現手法而言，2007 年的廣告的主要特點在於試圖藉由桐

花來象徵客家族群的特性，並進一步的將廣告中客家桐花祭的符號轉變為客家精

神的呈現，其廣告符號意義如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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桐花意象 

（能指） 

桐花飄落 

（所指） 

 

桐花祭（=客家節慶） 

（隱含義） 

客家族群特性 

（象徵） 

客家精神 

（符號） 

圖 4-6：2007 客家桐花祭符號意義 

四、2008 客家桐花祭《旅程篇》 

2008 年客家桐花祭的主題為「春桐樂揚、創藝客庄」。廣告的表現上，已

擺脫了原先真實情境的拍攝，改由動畫的方式去呈現，王君玲（2005）曾指出，

動畫是一種充滿幻想和奇幻的創作，可以創造出絢爛亮麗的場景，也可以呈現超

越現實傳統的想像空間。而客家桐花祭動畫中的主角漫步在桐花樹林間，桐花飄

落至主角的掌心，主角沿著樹林小道行走，在鏡頭使用上，大多以全景和特寫的

方式，完美的呈現出桐花與主角（旅客）中桐花的親近性和旅遊情境的社會關係

（影像如圖 4-7）。 

  

分鏡 1 分鏡 3 

  

分鏡 8 分鏡 12 

圖 4-7：2008 客家桐花祭廣告分鏡圖（附錄Ｄ） 

此部廣告，並未使用字幕，所以在配樂的主奏樂，以手風琴作為主要的音樂

基調，手風琴又因為其方便攜帶，音色悠揚柔和，在音樂學中，使用手風琴作為

音樂主調象徵著流浪且無拘無束的精神情境，並帶有強烈的民族色彩，藉此表現

「春桐樂揚」意境。 

在廣告動畫中，附近的攤位上賣著桐花的相關商品，主角購買桐花風車，周

圍的旅客正在進行野餐，沿路上有著騎著自行車的旅客，旅客走向小徑的終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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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著戴著花圈和穿著藍衫的女性，以及正在辦桌的客家三合院。是故，桐花已

經可以從原先真實自然場景中，複製延伸至動畫情境中的週邊商品，這充份的表

現出，桐花祭廣告中的「桐花」，所具備的「功能性」，再者，這些週邊商品（桐

花風車與包包），也相對地指涉著桐花祭的內涵，逐漸朝向一種消費特徵，以體

現「創藝客庄」的理念。 

在廣告中的最後，以客語旁白道出「2008 客家桐花祭」，再以中文「春日

限定之旅」，經由語言的轉換，大致可以瞭解，其廣告的訴求對象為一般非客家

民眾，原因為，廣告結尾的旁白，具有強調和提醒的功能，是為明確的突顯廣告

所要陳述的核心價值。再者，廣告的最後以「春日限定之旅」作為結尾，明確的

表現出，客家桐花祭的觀光旅遊意涵。 

在 2008 年的客家桐花祭廣告，仍延續之前廣告中的能指、所指與隱含義，

但客家桐花祭的象徵逐漸轉為桐花週邊商品的替代，並試圖透過這些週邊商品，

讓廣告成為一種觀光旅遊的符號。其廣告符號意義如圖 4-8： 

桐花祭 

（能指） 

桐花飄落 

（所指） 

 

客家節慶 

（隱含義） 

桐花的週邊商品 

（象徵） 

觀光旅遊 

（符號） 

圖 4-8：2008 客家桐花祭符號意義 

五、2009 客家桐花祭《桐花仔篇》 

2009 客家桐花祭的主題為「春桐映雪花間遊」，廣告一開始，出現一朵桐

花飄落，飄落至行人號誌，隨即依附在藍色通行的行人號誌的人形圖上，並中行

人號誌燈中走出，變成由桐花所組成的桐花仔，鏡頭切至大馬路上，許多的桐花

仔在馬路上奔跑，影像字幕淡出：「全台的桐花仔都跑去參加桐花祭」。此部廣

告運用動畫的技巧方式，結合行人號誌的通行燈，轉化為桐花仔進行擬人化，此

時桐花變為此部廣告的行動者的創意表現，藉此，桐花的影像展現已不再是以往

的飄落風格，改以桐花仔集體式的舉步掃街，來象徵「花間遊」的主題。 

在此部廣告中，主要串連的場景有掛滿樹枝的燈籠、穿著花布衣的孩童、拉

大提琴的女性、一對結婚的新人、客庄用餐的家人，其字幕依序是「賞燈」、「唱

歌」、「結婚」、「捏陶」和「美食」，其中，主要的故事劇情，以這些片段作

為串場的架構，形成此部客家桐花祭的主要敘事，其內容象徵著客家桐花祭所暗

示的功能性包括字幕所列舉的項目，廣告中所出現的客家元素，像是紅色花、紫

色花布、甕裝置藝術的陶藝公園、客家祠堂、客家菜。意即桐花祭的內涵已淡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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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往異國風情的形象，改以「奇觀」（Spectacle）式的影像快感表現，致使客家

桐花祭逐漸轉變為一種商品展示的風格（影像如圖 4-9）。 

  

分鏡 10 分鏡 11 

  

分鏡 13 分鏡 14 

圖 4-9：2009 客家桐花祭廣告分鏡（附錄 E） 

鏡頭切換至，站在客家祠堂下的少女與桐花仔一同揮手，並說著：「歡迎來，

客家庄鬥鬧熱」，最後，鏡頭切至油桐花樹佇立的公園旁，一位吹著薩克斯風的

男士，字幕淡出，並加上旁白：「2009 客家桐花祭、白雪紛飛、桐鬧客庄」作

為結尾此廣告之符號意義如圖 4-10： 

桐花祭 

（能指） 

桐花仔、賞燈 

唱歌、結婚 

捏陶、美食 

（所指） 

 

客家節慶 

（隱含義） 

桐花週邊商品 

（象徵） 

觀光旅遊 

（符號） 

圖 4-10：2009 客家桐花祭符號意義 

六、2010 客家桐花祭《萬物都在啊篇》 

2010 年客家桐花祭的主題為「桐舞春風、樂揚客庄」。為呼應 2010 年客家

桐花祭之主題，廣告中不免俗地，以萬物生靈驚奇等待那春天第一瓣掉下的桐花，

所發出的讚嘆。是故，廣告的主題強調著「萬物都在啊！」。在整體廣告內涵中，

從早期強調著家庭戶外生活、族群精神、觀光遊旅，到 2010 年已隱然轉向為一

種自然萬物的慶典；至少在廣告中安排許多自然背景中的動物禮讚（啊），並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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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之慶典」替換早期擬仿的五月雪般的異國風情，更強調著客家在地化的客家

人文情境。透過這種生態環境的經營，將原本強調的族群、旅遊意義，抽離了過

往人為的客家意象，也加強了自然慶典的氛圍。如圖 4-11 

  

分鏡 1 分鏡 3 

  

分鏡 4 分鏡 5 

  

分鏡 7 分鏡 10 

圖 4-11：2010 客家桐花祭廣告分鏡（附錄 E） 

雖廣告中的動物，並非客家崇敬的生靈，但作為廣告主角的重要角色，這些

動物，是可比喻每個個體生命的「換喻」功能。再者，這些動物並非現今都市社

會中顯而易見的生命。因此也隱含著台灣歷經都市化洗禮後，早期農村生活中常

見的青蛙、白兔、貓頭鷹、鴨子和松鼠，都可作為追憶農村時代的生態環境。進

一步的想像是，這些動物現今多存在於尚未被都市化的自然環境中；廣告安排這

些罕見的動物與桐花蟹逅，似乎也暗示著客家族群本身所面臨環境因素。 

七、2011 客家桐花祭 

  本片與過去桐花祭的影片最大的不同，在於廣告中所出現的人文符號廣泛結

合世界各國象徵性地標（英格蘭的 Stonehenge closeup 巨石陣、倫敦鐵橋、巴黎

鐵塔、埃及金字塔…），最後帶回到台北 101。這些地標明顯超越了在地與客家

範圍。如圖 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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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鏡 1 分鏡 13 

  
分鏡 15 分鏡 17 

圖 4-12：2011 客家桐花祭廣告分鏡（附錄 E） 

  廣告中的隱含義似乎朝向在地脈絡的自我消解，隱約暗示著客家桐花祭可以

擺脫客家在地氣息、推向國際的路線。相較於過去的桐花祭系列廣告，本片可說

是一個新的開創性嘗試。雖然此種國際化的文化地標符號早就被大量運用在商業

廣告中，但是出現在客家脈絡中，卻很難令人理解桐花與各國風景的連結。此外，

透過與傳統客庄的對比（參見分鏡 11-12），這種反向式的「異國風情」的渲染手

法，主要是將在地的桐花，疊加在各國的場景上，以製造出後現代的視覺拼貼效

果。就「現代客家」意象的呈現而言，這部廣告確實具有相當程度的創意，但也

因為桐花原本就是後設的文化符碼（其與客家的關連原本就建立在抽項的基礎

上），以致此種「國際化」的連結似乎缺乏說服力。｛透過與導演的訪談，可印證

本片確實具有將客家桐花推向國際，並以此詮釋「客家現代化」的企圖。但閱聽

端的調查顯示民眾並不喜歡此種呈現手法｝ 

世界第五季 

（能指） 

各國人文地標 

(倫敦、巴黎、

埃及、台北) 

（所指） 

 

客庄與全球 

（隱含義） 

國際化 

（象徵） 

客家現代化與國際化 

（符號） 

圖 4-13：2011 客家桐花祭符號意義 

八、小結 

綜合上述，桐花祭的影像表現，象徵著吸引都市居民的異國風情、客家人文

氣息與觀光旅遊，正如開辦桐花祭的前客委會主委葉菊蘭當年所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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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家族群敬拜天、敬拜神、尊敬土地，客家文化可以說是山林文化，北

台灣丘陵每年四、五月當油桐花盛開時，客家人總是抱著感激、崇敬的

心回到土地的懷抱……客委會希望透過油桐花祭典，就像日本的櫻花季

一樣，能夠吸引國內外所有的遊客，分享和感受客家的美麗、客家的純

淨（楊永盛，2002.04.28）。 

經由上述，桐花的純白除了象徵客家人對於山林文化的崇敬，另還指涉著如

同日本櫻花季一般的慶典模仿。在廣告中，為觸發早期客家意象中辛酸刻苦的意

象，並試圖流入現代生活中，以此表現出對於人們對於追求烏托邦生活的迷思與

想像。這種以自然場景中桐花飄落所帶來的生活美感，是試圖營造出一種舒適怡

然的氣氛，這種場景的規劃如同文化的中介，讓客家桐花祭模仿日本櫻花季，並

兼顧五月雪般的異國風情，並坐落在假想性的社會空間中，這正呼應了 Cantwell

對於整體模仿制度下「儀式般的佯裝」，用以他者的異國情境彌補客家桐花祭在

歷史經驗上的不足。 

再者，對於純白桐花的意義建立，依客委會對於桐花祭與客家的象徵與連結

所做的詮釋，主要是欲藉由桐花的純白，象徵客家的清高形象（王俐容，2005：

25）。對於白色的詮釋，Baudrillard 認為，黑色、白色和灰色、這些「零度顏色」

本身具有一種尊嚴、壓抑、道德地位的典範，而這暗喻著一種已被編碼的文化意

義（1968／林志明譯，1997：33-34）。而這種表現，在歷年中從早期突顯客家

人對於大自然的崇敬，轉化為桐花的雪白意象的旅遊象徵，到近期以多樣化商品

進行替代的具體表現，在這種過程中「白色」所原有的清高形象意涵，已逐漸淡

化，轉變為創造適合該節慶中的各種元素，如桐花商品、桐花音樂、桐花詩、陶

藝、桐花婚禮、賞燈、客家美食等，這是一種物品意涵的產製過程，以便建立一

種象徵性消費情境（桐花消費的觀點），形塑消費者的消費心理，並滲透至社會

對於油桐花的產品價值觀。 

最後，廣告中的自然元素操作，似乎以吸引都會群眾的（旅遊）消費為目標，

而透過戶外休閒的影像包裝，則試圖沖刷「傳統客家」的原始風貌，藉以現代化

的浪漫想像，讓人遺忘客家族群堅毅的客家精神，透過消費與休閒，潛移默化地

掩蓋對於早期客家人的刻版印象，以便讓觀者對於客家（他者）產生傳統意象上

的進化與現代化情境的同化。 

第二節  客家美食特色展系列 

一、2006客家美食嘉年華 

本研究所指「客家美食特色展系列」廣告，包括「客家美食嘉年華」與「客

家特色產業展」廣告。本系列廣告最早始於2006客家美食嘉年華。當時舉辦該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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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的緣起，主要是企圖扭轉早期客家菜比較不注重裝飾盤面，也較不強調在食

物外觀的美學層次，在以往這是客家菜不受到美食評論界青睞或被認為不登大雅

之堂的原因（賴守誠，2006：32）。 

2006年的美食嘉年華廣告中，主要背景處於現代商業化都市中，忙碌的工作

情境，以轉動的時鐘，象徵時間的快速流逝。商業大樓中的男女上班族不斷的看

著手錶、和急忙趕著過馬路的女上班族，同時在廣告對白中不斷的重覆著客家話

的「來得及嗎？」以及廣告最後「客家美食嘉年華，太晚出門就吃不到」，藉此

對比快速轉動的時鐘，形成一種都市生活下的時間焦慮，意即，「工作」與「消

費」的二元對立。 

廣告透過影像塑造的上班族生活情境，藉由提供完美的消費焦慮，面對廣告

中所特寫的精緻客家美食－苦瓜、麻糬、青江菜、苦瓜蛋、大白菜裏肉和鳳梨夾

肉，突破一般客家菜中強調簡樸的舊有印象，並指向精緻化大眾化消費的可能性。

藉以翻轉客家菜「鹹」、「肥」和「香」的表現方式，以廣告中精緻的影像包裝而

言，除了展現消費文化，對於食物的商品化、多樣化、符號化的表現。 

從廣告中，精心設計的擺盤，除了呈現「精緻美味」的視覺訴求之外，更重

要的是透過高彩度的色彩對比（以活潑鮮明的紅、綠、黃、白色調為主），其傳

達出來的意涵是「健康、清淡而精緻的客家美食」。而這個新的美食意象，則意

圖置換傳統客家菜給人「重鹹、太油、菜色單調」的刻板印象，重新詮釋並指向

客家美食的「現代化」意涵的趨勢，同時也扮演著文化溝通者的角色，藉由現代

客家菜的轉型，賦予客家菜全新的面貌，用以接合傳統與現代的飲食轉變（影像

如圖 4-14）。 

  

分鏡 21 分鏡 22 

圖 4-14：2006 客家美食嘉年華廣告分鏡圖（附錄 F） 

雖然廣告影像的表現，主要精神在於細緻化的影像處理，但就廣告影像中物

品所展現的狀態，亦會誘發品味的變動，同時，其品味的變動亦傾向或間接的方

式誘發出生產場域的轉型。此轉型的方式，如同 Cantwell 對於習性的見解，在

廣告中傳統的客家菜，逐漸地向現代化美食格靠攏，刺激以視覺消費的可能。 

是故，當為人熟知的客家美食，經由廣告的影像包裝下，作為客家文化的中

介者，其所代表的象徵，會從客家族群對「食」講究實用主義下的意涵，轉變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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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食物反轉成美學的展現，如廣告之符號意義如圖 4-15： 

美食意象 

（能指） 

精緻的客家菜餚 

（所指） 

 

客家飲食活動 

（隱含義） 

客家飲食的現代化特徵 

（象徵） 

都市人對於客家菜的品味 

（符號） 

圖 4-15：2006 客家美食嘉年華符號意義 

二、2009 客家特色產業展 

  客家特色產業的成立宗旨在於推動客家特色產業品牌形象，提升客家文化產

業國際形象及知名度等。在 2009 年的廣告中，導演不以國際舞台為背景，而是

選取傳統客家庄（春田窯）作為背景。廣告一開始，鏡頭特寫一個身上畫著桐花

的人偶，之後陸續帶到樣式古樸的茶壺、古厝（劉恩寬古宅）、彙古陶邑等傳統

客家意象；特別的是其間刻意將鏡頭帶過台北南港展覽館，以對比現代展場的意

象（參見圖 4-16）。在廣告中不斷地強調「打包」、「席捲」、「搬空」、「外帶」、「火

速」等字幕，不難瞭解，2009 年度所講求的重點是希望能展現「原汁原味」的

客家產品，而非經過精緻包裝後的客家商品，亦也因此，影像的視覺安排，並非

顏色精美與外表亮麗，試圖打造純樸的客家風味，再加上，貨運宅配的廣告主打，

凸顯出當年度包羅萬象的客家特色都盡在南港展覽館。當然，其所載運的不僅僅

只有商品，而是將客庄的「熱情」、「美食」和「表演」一併奉上。 

  

分鏡 1 分鏡 4 

  

分鏡 6 分鏡 14 

  

分鏡 15 分鏡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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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6：2009 客家特色展廣告分鏡（附錄 E） 

 

三 2010 客家特色產業展 

  2010 年的客家特色產業展的廣告，一開始即是以國際機場作為開場背景，

其中暗示著，男女主角正挑選著理想的活動是「時裝秀、品嘗各地美食、藝術節、

國際設計大賞」，在男女主角一來一往的對話中，場景隨即褪去，煥然一新的置

身於老街佈景，誠如大街展示著各式的客家商品，俯拾即是各式客家元素「紙傘、

美食、花布、陶藝品等」，在路過人群手拿伴手禮，人來人往中突顯了熱鬧的氣

氛，更加強了「好客」的意義（參見圖 4-17）。 

  

分鏡 1 分鏡 8 

  

分鏡 11 分鏡 15 

圖 4-17：2011 客家桐花祭廣告分鏡（附錄 E） 

  在此，客家不再是老舊與純白的對比，而是斑斕的亮麗風格，再次洗刷，傳

統客家慶典中大雜匯的民俗氣息，以強調「櫥窗展覽式」的視覺「奇觀」為主。

重點是，廣告中所強調的「繽客群集、給你精彩每一刻」，如同彩繪般的，為客

家畫上繽紛色彩。 

從機場到老街∕

形形色色的客家

人（能指） 

族群人文性格

的重塑 

（所指） 

 

客家文化創意（時裝秀、品嘗各地

美食、藝術節、國際設計大賞） 

（隱含義） 

現代客家族群的好客特徵 

（「繽客群集」的熱鬧氣氛） 

（象徵） 

從傳統到現代的意象流動 

（符號） 

圖 4-18：2010 客家特色展符號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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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台灣客家博覽會系列 

一、2006 台灣客家博覽會 

廣告中的場景，以捷運車廂內，鏡頭拍攝呼嘯而過的捷運，男女主角坐在捷

運候車座上、女主角手持紙傘、男主角翻著白皮書、男女主角各在紅藍色桐花布

前、出現兩個客家製粄的麵龜、客家小炒、紙燈籠與書法文稿、春聯、和冒著煙

的陶壺、客家戲劇和一張台灣客家博覽會的海報，強調客家符號與都市生活情境

的互動感，藉由客家文化產品中的時尚變化，展現多元的影像風格。 

然而，捷運內的男女以桐花和油紙傘呈現客家意象，這是廣告中物品展示的

一種形象表現，藉由影像中顏色（暗色系列的場景）搭配，營造出一種鄉土文化

的影像時間歷史呈現，同時廣告中的男主角所翻動的電子書，是當年度客家博覽

會為提倡客家文化的數位保存，因此具有客家邁入電子科技時代傳承的意涵。黃

嘉緯指出：「渲染的概念跟有聲書，因為當年有展出有聲書這件事情。所以是把

有點像商業廣告，我們使用一個技巧把展出的內容把它美化，然後呈現在廣告上

面。就是他其實一直在翻書。」（黃嘉緯，35-37）。而黃嘉緯則是以渲染的概

念，營造出「歷史場景」與「現代生活」的空間翻轉，如同旁白最後道出「承接

體驗、承接印象」，也間接的指出「承接」著過去與現代的歷史傳承（影像如圖

4-19）。 

  

分鏡 4 分鏡 6 

  

分鏡 18 分鏡 19 

圖 4-19：2006 台灣客家博覽會廣告分鏡圖（附錄 G） 

依循著客家美食與文化的象徵轉換，指出台灣客家博覽會的展覽特色。其廣

告背景音樂－傳統客家山歌，致使影像產生現代化場景，與傳統客家意象的錯置，

來塑造觀看情緒。並由此催生消費心理的過程，藉由一些傳播影像上的藝術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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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影響消費者。 

整體而言，2006 年台灣客家博覽會，藉由博覽會意象（能指），帶出客家文

物的所指，形成了客家文化活動的隱含義，並以傳統和現代的的影像換置，帶出

象徵歷史與現代的重疊後，成為客家文化的現代化過程的符號意義。廣告之符號

意義如圖 4-20： 

博覽會意象 

（能指） 

客家文物、客家

電子書 

（所指） 

 

客家文化活動 

（隱含義） 

歷史與現代的重疊 

（象徵） 

客家文化的現代化過程 

（符號） 

圖 4-20：2006 台灣客家博覽會符號意義 

二、2007 台灣客家博覽會 

在廣告中藉由影片中拍攝的照片牆上的照片、人物經由動畫處理可在相片中

任意移動、出現的相片服裝木板下的男女合照，內容為男女著藍衫、男戴斗笠女

拿紙傘、在相片外的場景隨著蝴蝶動的黃蝶，相片中的女子移動到另一張客家美

食的照片中、移動至美濃紙傘店的相片中、移動客家樂團的相片中、最後隨著蝴

黃蝶停留在客家歌手謝宇威的鼻上。 

在此，場景的轉移是用來連結影片主角中的行動。經由追逐具有客家意象的

「黃蝶」，來尋獲各種不同的客家文化，這些動畫的呈現是一種廣告中的商品陳

列，可以藉由不斷的移轉中，讓陳列的商品獲得一種被賦予的秩序（組裝、排列），

並進行分類的空間關係。同時也帶出 2007 年時的數位典藏技術運用在客家文化

的保存意涵，希冀大眾在參與活動時，能如同觀賞相片一般地回顧客家歷史、吸

收客家文化知識（影像如圖 4-21）。較特別的是，廣告中的空間的關係也試圖表

現出各種客家文化元素應具有的意義指涉，像是客家菜＝閣家團圓；撐開的油紙

傘=團圓美滿；以及為呼應好客，用以客家樂團的奏樂＝歡迎。 

  

分鏡 2 分鏡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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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鏡 9 分鏡 13 

圖 4-21：2007 台灣客家博覽會廣告分鏡圖（附錄 H） 

廣告最後出現字幕「好客、台灣客家博覽會」，是在快速的瀏覽各客家產業

的特色後，指出如服飾、紙傘、樂團等客家族群意象的展示空間，這服膺了一種

廣告特色中產品的展示功能，並藉由空間的轉換，給予商品一種創造性的生命

力。 

綜上而論，2007 年台灣客家博覽會，同樣也以博覽會意象作為能指，但改

以南部客家元素，如黃蝶、油紙傘、花布裝飾品、客家文化數位典藏和客家樂團

作為所指，進而帶出當年度新舊客家文化元素的併陳，同時象徵著客家文化的多

樣性，最後再以熱鬧團聚的氛圍形成客家好客精神的符號意義，如圖 4-21： 

博覽會意象 

（能指） 

黃蝶、油紙傘、美

食與客家樂團、客

家文化數位典藏 

（所指） 

 

南北客家文化併陳 

（隱含義） 

客家文化的多樣性 

（象徵） 

客家的好客精神 

（符號） 

圖 4-21：2007 台灣客家博覽會符號意義 

三、2008 台灣客家博覽會 

廣告的一開始出現一位少女與朋友們一同撐著紙傘，字幕隨即出現「多帶一

把傘」，而「傘」在客家文化中所象徵的，即為一種「圓滿」與「遮日避雨」的

象徵，切換到牆上貼著倒著寫的「客」的春聯，以影像符號的表現，即為一種「客

到」的意涵，此時，孩童們開心的打開木門觀望，歡迎到訪的客人，並開心的接

受客人手上的伴手禮，字幕出現「多一份禮物」，並且影像切至桌面上擺滿精緻

包裝的客家禮品，影像切至倒水的水杯，水杯上刻有桐花的符號，字幕出現「多

準備一個杯子」，影像換至大夥正坐著喝茶聊天。 

此時，出現一連串不同的客家粄與精美擺放的客家美食，影像中的大夥正開

心的在客家院內用餐，最後，影像切至大夥正準備合照，字幕出現「多一份好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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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歡喜來作客」。在此，影像主要形塑的情境在於「作客」與「好客」之間的

關係連結，並作為一種客家生活圈的互動情境。在作客意涵的呈現手法上，以影

像隨即出現的各式商品，所延伸出的意涵為「送禮」，接著再以好客的意境表現，

以影像呈現出精美的菜色，作為「共同享樂」的氣氛，呈現出「禮尚往來」且「平

等互惠」的禮物經濟的活動隱含義，藉此象徵著客家生活圈的樣貌，呈現台灣客

家博覽的好客符號意義，如圖 4-22： 

作客意象 

（能指） 

客家伴手禮、餐飲、茗茶 

（所指） 

 

客家生活圈與禮物經濟 

（隱含義） 

客家生活網絡 

（象徵） 

客家的好客精神 

（符號） 

圖 4-22：2008 台灣客家博覽會符號意義 

四、小結 

台灣客家博覽會以加強在地的客家文化特色及文化科技的結合，呈現客歷史

源流、音樂、戲劇、美食和客家特色商品。這如同世界博覽一般，試圖展現人潮、

商品和各式各樣的展覽館大概的構成元素，並具有強烈的大眾消費和通俗娛樂特

質之外，它也是現代社會建構的特殊文化景觀，是許多意識型態具體化、合理化、

普遍化，以及權力關係運作與展現的場域，其中還隱含著社會價值和生活品味差

異，以及「異國情調」商品化等問題（胡家瑜，2005：4），進而展現各國的帝

國雄風與振興產業（辜振豐，2003：64）。 

相對於世界博覽會，台灣客家博覽會廣告所展示的商品如同世界博覽會中，

展現科技（客家電子書、客家文化數位典藏）與經濟的空間場域。台灣客家博覽

會以「好客」作為「消費」的儀式，以懷舊（老舊的客家文物）和時尚（精美的

客家產品）的元素，結合濃郁的人情味包裝，提供娛樂與刺激消費，並試圖傳遞

客家精神與俗民生活元素。在廣告所出現的元素，並隱含著官方對於客家產業經

濟提升的宣示意圖，同時，在廣告中出現的文化元素，亦也形成了「傳統」與「現

代」對比的搬演框架，進而界定客家產業中對外展示的商業價值與定位。 

在廣告中的物質元素，多半呈現著商品、器物、食材，經由廣告影像的挪移，

其元素的特色，也會開始產生不同的變化。簡言之，這些元素，為突顯其使用價

值與差異，有時可成為商品或象徵文化的文物等，進而使得原先「傳統」與「現

代」的對比，因受到價值與差異的質變，而轉為功能上的「奇異」與「混雜」。 

第四節  六堆嘉年華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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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2006 六堆嘉年華《文化思考篇》 

2006 年的六堆嘉年華，廣告的一開始，出現了台灣地圖，經由動畫，將鏡

頭特寫至屏東六堆各地：「左堆、先鋒堆、中堆、後堆、前堆」，鏡頭切至動畫

人民與敵軍的戰爭。影像的一開始，即說明了六堆的歷史：「300 年前，高屏地

區客家鄉親，組織義勇軍團，平常時，耕田讀書，戰亂時，團結一致，用生命保

衛自己家園，這就是六堆的故事」。藉由動畫表現的手法，試圖展現六堆客家地

區文化圖譜（culture mapping），用來作為「一種瞭解人們如何體驗他們的地方

與文化的方式」（Grogan, Mercer & Engwicht, 1995: 74），進而拉進六堆與客家

的歷史與地理關係。藉由影像所穿插的六堆客家祠堂、穿著藍衫的客家女性、客

家耆老，、在街巷打鬧的孩童等，即表現出六堆「俗民生活意象」，和象徵客家

「忠勇」的「忠義祠」，藉此將六堆客家的鄉土情懷投射在廣告情節，並進一步

的展現客家地方精神，形塑六堆地區代表客家性格的影像元素（影像如圖 4-23）。 

  

分鏡 10 分鏡 13 

  

分鏡 16 分鏡 20 

圖 4-23：2006 六堆嘉年華廣告分鏡圖（附錄 J） 

在孩童在六堆客家園區中跑動，此時影像切至一位穿藍衫的少女，正在客家

祠堂的門口觀望，影像切至祠堂內曬在衣架上的客家花布、最後，影像切至一位

男性抬頭仰望，與一群孩童在田間奔跑。字幕出現「40 年來六堆運動會，讓這

個故事一直在傳承，六堆要一直跑下去，今年特別創新，六嘉年華，歡迎大家來

玩。」是在隱喻著六堆人民，活力永續的個性。 

整體而論，2006 六堆嘉年華，以嘉年華意象作為能指，對應著六堆客家運

動會與當地客家環境風貌。藉由廣告旁白的歷史回顧與不斷奔跑的孩童，隱含著

客家文化的傳承，進而象徵著六堆當地的庶民生活，形成六堆嘉年華的客家文化

運動的符號意義，如圖 4-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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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年華意象 

（能指） 

六堆客家運動會 

六堆客家環境風貌 

（所指） 

 

客家文化傳承 

（隱含義） 

六堆庶民生活 

（象徵） 

客家文化運動 

（符號） 

圖 4-24：2006 六堆嘉年華符號意義 

二、2007 六堆嘉年華《自行車篇》 

配樂採用好客樂團的〈好客戲〉，「戲」代表著是傳統節慶或祭典，配合影

像的展現，此部廣告結合了時下對於單車熱潮的流行嚮往，首先，廣告主角經由

手上的 PDA 進行定位，搜尋車隊出發的位置，隨即出現六堆地景，再微縮至台

灣六堆與大武山。經由 PDA 顯示六堆簡化的鳥瞰圖，描繪出今年度六堆嘉年華

之活動規劃範圍。一群自行隊開始行進穿梭在山林、稻田間、六堆客庄、竹田車

站、最後抵達屏東新埤，以快速的瀏覽當地風土民情作為一種展覽式的搬演，並

作為時下休閒娛樂的代言場域。再加上，自行車騎士努力的前往終點，亦也呼應

了廣告旁白的「客家意識，六堆嘉年華，歡迎來玩！」，意即，自行車旅被替代

作為客家意識的象徵，表現出客家意識並非一種辛酸刻苦的意象詮釋，而是一種

身體活力的旅遊精神（影像如圖 4-25）。 

  

分鏡 6 分鏡 10 

  

分鏡 17 分鏡 21 

圖 4-25：2007 六堆嘉年華廣告分鏡圖（附錄 K） 

同時六堆鄉民相繼出外觀望，影像切至兩位穿著客家服飾的女性，手提著燈

籠，到最後的六堆村民迎接抵達的車隊，亦也象徵了好客的精神，以當地居民的

「等待」和自行車騎士的「到訪」，形塑出六堆客家與旅客的異地對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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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部廣告，承接著歷年嘉年華意象的能指與六堆客家運動會和當地環境風貌

的所指，並以自行車競賽作為現代休閒旅遊的隱含義，象徵著體力、活力與朝氣

的地方意象，加強客家文化運動的符號意義，如圖 4-26： 

嘉年華意象 

（能指） 

六堆客家運動會 

六堆客家環境風貌 

（所指） 

 

現代的休閒旅遊 

（隱含義） 

體力、活力與朝氣 

（象徵） 

客家文化運動 

（符號） 

圖 4-26：2007 六堆嘉年華符號意義 

三、2008 六堆嘉年華 

影像一開始，拍攝左堆軍的紀念石碑，再顯示出動畫所表現的台灣六堆地圖，

與轉動的紅紙傘，和開賽起跑的鳴槍，表現出眾人跑至竹田客家文物館，文物館

內穿著客家服飾的女性正拿著燈籠翩然起舞，作為一種活力的象徵（影像如圖

4-27），影像切至內埔客家文化園區，美濃客家文物館，影像切至竹田文心蘭、

美濃粄條、萬巒豬腳、客家粄、甲仙芋頭酥，分別顯示出，其六堆地區的特色商

品，並為其賦予客家意義的位置。 

  

分鏡 8 分鏡 10 

圖 4-27：2008 年六堆嘉年華廣告分鏡圖（附錄 L） 

藉此，廣告影像中，並非單單的呈現某一塊地景和意義，而是藉由地景的出

現轉向並連結至商品，同時，廣告的配樂以傳統客家樂曲為主，用來支撐這些地

景與商品轉換下的客家空間性結構（圓樓）。而廣告中主要的演員們主要以舞動

的方式，進行串場的表演方式，一如國外嘉年華會般的大型演出，引發民眾的激

情和想像力（辜振豐，2003：35），再以接續著「客來迎賓，活力盡現。」呼應

到嘉年華的特色。 

2008 年六堆嘉年華，以嘉年華意象作為能指，此一能指有別以往之處，在

於其中新增了六堆美食、傳統建築、插花與客家運動會，使隱含義化為當地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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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特色，並搭配特殊的美學風貌，以進一步象徵客家傳統創新與活力。最後，再

藉由各式的影像（美食、舞蹈、環境、插花、運動會）作為客家文化產業的符號，

其符號意義如圖 4-28： 

嘉年華意象 

（能指） 

六堆美食、六堆客家環境風貌 

、插花、客家運動會 

（所指） 

 

六堆地方特色與美學風貌 

（隱含義） 

傳統創新與活力 

（象徵） 

客家文化產業 

（符號） 

圖 4-28：2008 六堆嘉年華符號意義 

 

四、2010 六堆嘉年華 

  六堆是屏東最具客家特色的區域，同時「六堆」因在臺灣歷史上，因保衛家

園的動亂時期，發揮了客家人團結合作，忠勇衛國與保衛家園的精神而著名。在

此脈絡下，「六堆嘉年華」系列從早期的南部客家特色商品宣傳，逐漸加入了「六

堆運動會」的活動，此活動並非推陳出新，而是南臺灣客家族群特有的運動會，

並有「大武山下的小奧運之稱」（林玫君，1994），不僅如此，六堆運動會，與其

它臺灣所有的運動會不同的特色在於，它具備了「聯誼」的意涵（傅楷傑，2003），

藉由各地運動好手，齊聚一堂，運用體能競技展現當地的文化活力。 

  

分鏡 12 分鏡 13 

  

分鏡 15 分鏡 18 

圖 4-29：2007 六堆嘉年華廣告分鏡圖（附錄 K） 

 

《功夫》意象 

（能指） 

功夫裝、功夫招式、 

扯鈴、獅吼 

（所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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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動與體魄 

（隱含義） 

傳統創新與活力 

（象徵） 

六堆運動會 

（符號） 

圖 4-30：2010 六堆嘉年華符號意義 

 

  在 2010 的廣告文本中，引入了一個極具創意的做法：翻拍且挪用了周星馳

當時風靡全台的《功夫》電影劇情，並在六堆客家文化園區作為展示功夫的地點。

其用意，不外乎是體現與翻新對於六堆運動會單純的運動表現，而是改以創意的

廣告構想，試圖表達客家精神得以外擴銜接的文化意涵。透過在廣告中出現圍觀

的客家人可瞭解，此活動是屬於客家族群爭相參與的活動特色。有趣的是廣告中

呈現的功夫的招式並非原版《功夫》情節中的中國武術，而是六堆運動會中的各

式比賽項目。在此，2010 年藉由挪用商業電影《功夫》的構想，順利的達成，

不以特色商品作為客家族群的代表元素，而是簡單的以藍衫、花布作為衣料，單

純的呈現客家人的服飾特色，並且原版《功夫》電影中的角色，所穿著的服飾，

也多半為中國人傳統的白衫與黑褲，而 2010 的廣告，以藍衫和花布衣的替代，

巧妙的讓客家植入，而減少了環境、人種與服飾上的影像衝突。在閱聽研究中，

該部廣告的創新做法獲得不少閱聽人得正面回響（參見第六章）。 

 

五、小結 

Cantwell（1993: 98），認為嘉年華會總出現在赤貧的城市，藉由活動的舉

辦，公開地展現出表演的才能與人才，在歡愉與產業的推廣下，其中含有音樂上

的技能、舞蹈和音樂、創意和發明，但它終究是資本主義機器引導下的慾望追求

和情緒的場域。在六堆嘉年華的會歷年廣告中，除了表現政府結合六堆運動會的

理念，以「奔跑」、「自行車旅」和「歌舞」作為模仿嘉年華會的表現，當然這

些象徵「活力」層面，所對應的是「傳統客家」的創新風貌與朝氣。就廣告目的

而言，六堆嘉年華的所展現的文化傳承與各種象徵年輕活力的影像，顯然是為了

推動六堆當地的觀光產業而設計的。面對漸漸式微的客家六堆地區，希望能藉由

嘉年華形式的解放，結合運動會作為一種提升產業競爭力的表徵。 

在此，藉由幾部廣告中的隱含義及其象徵的關聯分析，隱然可見六堆地區客

家文化的新時代行銷策略：藉由「嘉年華」展示一種脫離日常生活的櫥窗化商品

慶典。無論是客家文化運動或客家文化產業，在此都透過文化情感指向消費利

益。 

 

第五節  客家俗民生活的再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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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Cantwell 有關俗民生活呈現的論述中，處在資本主義、消費文化與後現

代歷程的混雜情境中，各民族以模仿他人之節慶進行我群的節慶表現，其中，模

仿來的節慶，在整體架構中，雖挪用於模仿對象的精髓，但在實質層面也會因為

該民族之既有特色與文化元素進行內部的重整，產生似而非是的現象。以下將根

據此一觀點，綜合以上 17 部客家廣告文本分析進行綜合性的討論，並結合上述

文本分析之結果，探討客家廣告中如何在模仿國外節慶活動的情境下，展現俗民

模仿的意涵。 

一、詩性的儀式：「客」與「家」的影像寓意 

有關客家來源的研究論述中，陳運棟（2007：21-25）指出：客家是漢族民

系也是離散族群，所謂的「客」是源自於，居山的越人與漢人所統稱的「山客」

而來。而客家經渡台移墾後，散居各地，墾居安家。而客家文化節慶廣告中，對

於客家的族群論述，多半經由消費儀式下，以合乎「客」作為一種旅遊的形式，

以廣告字幕來看，像是「桐花開了，桐花祭來了」、「歡迎來，客家庄鬥鬧熱」、 

「客來迎賓，活力盡現」、「春日限定之旅」、「六嘉年華，歡迎大家來玩」、

「客家美食嘉年華，太晚出門就吃不到」、「好客、台灣客家博覽會」和「歡喜

來作客」，上述旁白中，皆表現了「坐客」的精神，並以歡愉主題下，襯托「好

客」的意象，並作為台灣客家的族群象徵。 

相對地，「家」的表現，藉由，影像的特寫、遠景與切換等不斷的遷移與停

駐在不同的影像場景中，在不同廣告主題的所標榜的活動場域，像是在特地的場

所（六堆嘉年華）、地點（台灣客家博覽會、客家美食嘉華）與環境（客家桐花

祭）下，如同 Cantwell 對於俗民文化中，藉由一種情感論調的方式，表現出現

今客家節慶文化框架中具表演性的慣用語義，象徵一種「感受客家」是沒有疆界

的游牧隱喻。 

從客家桐花祭用以都市生活對於「自然崇尚」的旅遊休閒作為象徵、客家美

食嘉年華的「現代化飲食」、台灣客家博覽會的「好客精神」到六堆嘉年華的「活

力再現」中，分別以「異國風情」、「精緻品味」、「商品陳列、禮物交換」和

「運動精神」貫穿各式的廣告主題，其中一種幸福的生活、營造一種虛幻的享受，

同時也富涵著以家庭式的消費取向。 

Cantwell（1993: 178）指出，在任一模仿的節慶中，刻版印象通常傾向游走

於「社會神話」（social mythology）情境中，並往往以某種形式與流行的現象結

盟，這種目的是希望能表現出社會的現實性，強化當下的族群威望、權力結構和

推翻舊有印象。也因此，客家文化節慶廣告藉由各種不同的客家族群符號，試圖

建立一種品味上的消費觀感，引導出一種自然環境的物質消費、精神消費和族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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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費的表徵。然而這之中的主體訴求又是以客家為目的，突顯出人們重視精神需

求，強調客家產業廣告所能帶來的價值理念，建造一種人文的文化空間想像，並

進而洗刷舊有的刻版印。 

二、歸屬與差異：「城」與「鄉」的影像區辨 

廣告既賣弄歸屬感（歸屬於某個社群、國族、家庭、特殊團體或階級）

也賣弄差異（與他者不同之處）。有時候，當廣告要求我們消費商品符

號時，會把產品和國族、家庭、社群及民主等觀念黏貼在一起（Sturken 

& Cartwright, 2001／陳品秀，2009：247-248）。 

客家廣告的影像表現有賴於敘事包裝，不同的客家廣告中所展現的客家元素，

自會因地域的不同、政策走向的差異，以及製作者對於特定元素的喜好與認知上

的區隔而有所不同。這種區隔致使廣告中的客家元素形成一種歸屬與差異的編碼

機制，並以「城市」與「鄉鎮」作為主要的區分依據。這種城與鄉的區隔，以

Cantwell（1993: 1）的觀點而言，這種文化地區上的分隔，會產生一種文化上的

邊界，並在所處的社會環境與文化習慣中進行區隔，藉此表現出該地區所屬的族

群特性、種類、階級和生活的方式。 

在分析的廣告中，「客家桐花祭」所引導的「都市生活」對於「休閒生活」

的響往，與「六堆嘉年華」中用以「當地文化運動會」與「客家鄉鎮古蹟」來突

顯「族群特質」的方式，建構台灣客家節慶活動的客家俗民文化差異。像是，近

年客委會積極推動客家地區產業，所推動的「北桐花、南六堆」意象，如新聞報

導指出： 

李永得並表示，近年來北部客家舉辦桐花祭十分成功，而南部六堆地區

的歷史、文化資源如此豐富，所以客委會從去年〔2006〕開始決定以有

悠久歷史的六堆運動會為基礎，擴大舉辦「六堆嘉年華」，希望打造「北

桐花，南六堆」兩大活動，用文化元素及創意，促進地方產業的發展（行

政院客家委員會，2007.10.12）。 

面對政策的走向，台灣客家文化已區分了南、北的客家特色，在廣告中客家

元素的表現手法上，產製者對於南、北客家的元素運作，亦會作不同的區隔，並

以「北花布、南藍衫」的區域隸屬，作為廣告影像中象徵不同地區的客家族群符

碼，如楊璇貞指出： 

因為他們有一些是廣告他們是辦活動，那有的時候活動有幾年是主要在

北部辦，有幾年是南部辦，那可能在廣告裡面的元素就會稍微去做區

別……像什麼，北花布南藍杉……就是在那個裡面的元素上面會做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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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調配。（楊璇貞，87-90） 

在南北客家的的地區分布中，就客家廣告中「客家桐花祭」與「六堆嘉年華」

而言，試圖建構出一種「城 vs 鄉」的客家文化差異，在桐花祭中，桐花的飄落

所營造的場景以精美、細緻的影像包裝，堆砌出清新脫俗的現代休閒場域，並用

以「簡單祭儀精誠致意，以蘊含客家文化傳統、肅穆、潔淨、虔誠、祈福的精神」

（行政院客家委員會，2008）。作為客家文化的象徵，藉此吸引都市群眾進行閤

家旅遊與觀賞，展現桐花親近大眾，與大眾親近桐花的意義；客家美食嘉年華中

都市生產的客家精緻美食，以生產的場域象徵著都市對於食材上的品味鑑賞；台

灣客家博覽會的元素，也會因為舉辦場地的不同而有所區隔，像是從一開始的舉

辦場地台北，進行「傳統客家元素」置入「現代生活」的復古風格、到隔年的高

雄，南部客庄的客家元素，至最後的桃園，客家園區的地點標示，而六堆嘉年華

中，出現的六堆鄉鎮古蹟，以及當地特色名產，並穿插孩童奔跑、鐵馬自行車行、

歡樂舞動的影像主題，賦予六堆早期抗戰的新族群意象。 

 

三、從傳統到流行：客家俗民生活的消費傳遞 

本研究在客家廣告中的文本發現，客家文化節慶，除了企圖洗刷過往客家族

群的刻版印象外，同時也試圖藉由廣告，將客家文化提升至通俗文化的層面，展

現時下流行的影像表現手法，提供閱聽大眾一種幻想的族群生活形式。這導致了

客家廣告中的文化節慶因受商業力量與外來文化的相互滲透，模糊了真實文化與

商業文化的區分。正如 Cantwell（1993: 295）認為，這種商業化的力量，雖使得

一個文化領域擴大了社會思想，但它仍存在於我們社會生活中的經濟價值和國家

權力的實踐與結構中，也因此使得「文化」在部份依然存在於原始與尚未理論化

（untheorized）的感知中。 

在實際表現對於國外節慶的模仿中，像是客家桐花祭對於日本櫻花季中對於

自然崇敬轉變為異國風情的呈現、客家美食嘉年華中用以提升傳統美食的可能性，

轉變為精緻食材作為現代飲食的鑬賞品味、台灣客家博覽會呈現好客精神，轉化

為生活消費所展現的禮物經濟形態、六堆嘉年華將六堆運動會轉換為轉變為六堆

客家文化產業行銷。 

整體觀之，客家廣告亦是模仿了時下流行文化中對於旅遊消費的形式與年輕、

精緻的品味，這逐漸地將客家文化推向一種時尚的大眾消費模式，對於愉悅快感

的追求，如同 Lau（2000）認為俗民文化因受困資本主義的影響，致使俗民逐漸

模仿通俗消費的模式。並且 Cantwell（1993: 291）也認為，若過度的使用消費生

產的方式，將族群的認同依附在生產產品上的鑑別能力，其結果並非象徵一種文

化的產製，而是一個被消費的物，使得族群的邊界越過了文化符號，產生了意識

傳遞上的振盪，讓產品產生了抗拒釋放族群象徵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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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顧本章針對客家廣告所進行告的文本分析，可發現客家廣告中的俗民文化

呈現，是透過「客」和「家」的影像寓意，透過人文與自然的交融、都會與鄉村

的對比、傳統與創新的驚喜，使廣告中的客家文化，朝向現代化、年輕化、充滿

活力、且具備高生活品質的內涵，進行刻版印象的翻轉。再者，廣告所進行的客

家元素區辨，則是為了突顯台灣客家文化的歸屬與差異，呈現出不同地區的客家

文化風格與品味。包括桐花祭營造的異國風情、六堆嘉年華訴求的在地特色，甚

至台灣客家博覽會因舉辦地的轉變而有不同的主題，都是不同客家區域的文化特

色而進行風格化和品味化的最佳範例。最後，客家廣告文本中，以商業的形式增

加商品的種類、進行精美的包裝，使得客家文化的傳遞以傳統的元素，形成具流

行特徵的消費意義。在客家美食節和客家博覽會等系列廣告中，尤可窺見流行文

化的商品美學操作痕跡。 

在考察客家廣告的文本面向後，下一章節的內容將以產製分析探知廣告中的

操作因素，以瞭解廣告中創作者與政府對於客家文化節慶廣告之各種產製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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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廣告製碼的操作過程：製作端分析 

在文本內容分析之後，本研究接續研究這些廣告的操作過程，以及過程中出

現的實務問題。研究資料來源主要為針對廣告製作人與導演的深度訪談。本研究

訪談時間自 2009 年 08 月 24 日 2011 年 08 月 23 日，期間針對客家文化節慶廣告

導演與製作人的訪談內容，總計共 86,413 字，439 個對話段；內容集中在導演與

製作人對於承包客家文化節慶廣告的原始構想、客家想像及符碼運用、廣告創作

環境、審查機制…等重要的產製面要素。在此特別說明，本研究僅能在研究報告

中引述創作者的談話，無法附上訪談逐字稿。這主要是因為客家節慶廣告歷年得

標廠商非常有限，技術上要無法完全過濾訪談內容中足以透露訪談者身分的訊息，

這可能影響訪談人未來參與競標之機會30。 

本章之創作者分析，旨在探討影響客家廣告的整體製作流程因素，以及廣告

創作者如何利用客家俗民元素進行客家文化節慶的想像。本章分為三節，第一節

以廣告產製與再現之間的曖昧，指出客家廣告的製作流程，與創作者所遭遇之困

境，主要的切入點以政府組織層次與一般商業廣告產製慣例差距，進而影響廣告

創作進行創作過程中的各種現象。在此過程中，本研究將之視為一種權力機制相

關連的廣告操作過程。第二節以廣告創作者對於符碼意義的建構中，所呈現的客

家文化社群想像，作為廣告中常規化的運作與實踐上的操作方式。第三節則是接

續上節中對於客家文化符碼建構後，客家文化節慶廣告中的影像表現，如同一種

創造消費的制度規範與程序，並進一步的瞭解客家廣告符碼的商品美學，所表現

的客家文化。 

第一節  廣告產製與再現之間的曖昧 

客家廣告是由政府編列年度預算後，以政府勞務採購的方式進行公開的招標，

而製作公司皆可進行投標比稿，首先，製作公司需進行腳本設計後，再由政府進

行審核。在本研究訪談製作者的過程中發現，通常完成廣告後，都會被進行修改

的動作，所以讓廣告產製與創作者實際想再現的客家文化有播出上的落差，在這

結主要說明到底是哪些原因介入，讓廣告產製與再現呈現曖昧的現象。同時本研

究為呼應 Shoemaker & Reese（1996／轉引自陳炳宏，2005：213）所指出的影響

媒體內容的因素的五個層次（即個人層次、日常產製的慣例、組織層次、媒體外

                                                      
30由於本研究涉及之廣告製作人與導演母群數量極為有限，訪談內容逐字稿無法隱避其身份（若

欲將此類訊息完全過濾，訪談內容至少有 70%必須加密，這將導致訪談內容無法忠實呈現），提

交逐字稿有違保密原則與研究倫理。雖然客委會尚未建立機構內的倫理審查委員會（Institutional 

review board，IRB），但根據國科會「人類研究治理架構」（HRP, 2010），及台灣社會學會「研究

倫理準則」（2011），本研究報告基於保密原則及無害原則，製作人焦點訪談逐字稿無法提交。敬

請諒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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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層次以及意識型態層次），分別整理出客家廣告產製過程中遇到的主要問題，

並區分三個面向進一步說明，以深入探討廣告製作者所面臨的創作處境。這三個

向度分別是：實作差異、多重審查機制與官方的理想標的。此外，在引述訪談過

程中，若涉及文本呈現時，將直接引用原始分鏡圖進行輔助說明。 

一、實作差異：體制與流程的差距 

在實作的差異中主要以製作流程、分工、預算與時間、廣告訴求與目標群眾

與創作者的創作認知作為此面向的探討方向，這些差異因素，對於本研究而言，

存在著政府與商業體系下的創作權力，同時也影響著創作者能否在適當的創作環

境下進行廣告的創作，並在以下作進一步的探討。 

（一）製作流程 

在一般電視廣告的流程，講求的是系統性的機制，從客戶對於製作廣告的需

求，開始進行製作公司的委託承包，其次製作公司再尋找導演進行廣告的影像設

計與產品所欲表現的訴求（李孟麗、徐村和，1998：196），對此，黃嘉緯以個人

經驗指出實際的製作流程： 

商業廣告它是其實機制是大概就是這樣，它是從客戶，最高層是客戶，

客戶再來中間會有一個廣告代理商，所以廣告代理商就像什麼奧美，像

理奧貝納和智慧湯遜，這些也許你們沒有聽過，有台灣電通，大部分都

國際性的廣告公司。然後在廣告公司下面才有個 production house，所

謂製作公司。璇貞的公司（普達訊公司）就是所謂的 production house

製作公司，然後我們全都是 freelancer 以台灣的廣告環境來說，導演、

攝影師、美術你想到的大部分都是 freelancer。像這間公司就是做 post 

production 就是後期剪接、特效然後他們也是跟 production house 配合。

所以等於是一層一層一層這樣下來。所以如果以商業廣告來說的話，它

大概會有一般就是兼客戶他有什麼要的需求，他有什麼商品要上市，他

有多少預算，然後他會給代理商 brief，然後代理商會去想創意，想腳

本，想 idea，想去跟客戶提過。然後他們可能一次不只提一個，不只提

電視廣告。然後他們還要提週邊、平面什麼活動，什麼提一提，他們再

建議導演然後再找 production 然後再問這個導演有沒有空，然後再打給

我們，我們再聊。然後提過了 OK 的 brief，跟導演提過了 ok 的 brief

然後再導演習慣跟什麼、什麼人配合，然後再組成一個 team，一個 team

再去拍一個片子。（黃嘉緯：68-82） 

黃嘉緯導演描述了一般電視廣告的流程，在商業體制來看，最重要的是客戶

對於商品表現的需求，其次再經由廣告公司對於產品目標的設定。當然，在創作

廣告的過程中，廣告的創意必須與客戶不斷的接洽，再藉由廣告公司尋找拍攝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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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最後組成拍攝團隊。然而，就客家文化節慶廣告而言，楊璇貞提出了不同的

流程描述： 

就是基本上他們上標，上標就是把他們的一個案子訊息公告……之後那

我們就開始寫企劃……企劃書之後就先給他們……他們會有一個審查，

他們基本上審查分兩個部份，一部分叫資格審查，另外一部分叫企劃審

查，資格審查就是要審查就是你公司的資格有沒有符合，因為有一些是，

因為公家機關他們會有一些基本的你要備好的文件……企劃審查他們

每一個都一定會有那個評審委、就是評審會，評審會裡面就是會有他們

本身就是客委會裡面的人，不管是窗口也好或是他們的課長、科長什麼

之類的，然後還有另外一部分是評審委員，那評審委員在評審會議裏面

評審委員會是比較重要，因為我們是去提案嘛，那提案的時候你可能就

大概講一下，那他們都有限時間，大概是 10 分鐘到 15 分鐘……評審問

完問題給你 10 分鐘回答那些問題，那評審就會針對我們這一次裡面的

腳本創意去提出一些問題，或是說如果要再加強的話你們有沒有什麼想

法嗎之類的……然後他們就會評分，評分之後他們就會分出一個序位，

那序位的話就是，如果我們是第一名的話…我們有優先議價資格……議

價之後 ok……我們就是得標，那他們都會有個期限，比如說他們預計，

因為他們這個活動都是一定都會有媒體排期嘛，那我們一定得在那個之

前完成廣告……交片之後他們再去那個媒體排期這樣子。（楊璇貞，

697-718） 

就政府廣告而言，發包的對象為政府，在進行廣告招標的過程，分別需進行

資格的審查，在確定投標廠商符合法定規章的要求後，再進行企劃書審查的程序。

爾後，再通知投標廠商進行評審會議的提案，詢問腳本內涵與相關創意的修正，

最後則是擇優委辦廣告製作。透過上述流程，可清楚得知：客家文化節慶廣告，

首要的權力機制的操作範疇，有別於一般商業機制下的流程體系。同時，在評定

客家文化節慶廣告的作品上，亦無關於創作者本身的族群身份，則是針對整體投

標作品的完整性進行委辦。 

但就魏家瑞而言，因為工作於客家電視台，當年度的客家桐花祭廣告是委託

客家電視製作，而這項委託節省了一些勞務採購的招標與比價的過程，但在製過

程中，也必須經過客家電視台內的審核後才可將成果繳交： 

我們的程序比較不一樣，因為這等於就是……因為我們到現在的幾任，

仍然是客委會委託公共電視承辦的一個業務，所以說，白一點講我們是

一個標案，客家電視台是客委會每年的一個標案，只是說現在的標案一

直都是委……透過公股釋出條例，是委由公共電視來辦理，所以我們還

是客委會的執行單位可以這麼說，所以當時當年我們跟其他的製作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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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是當年客委會可能預算、可能什麼各項問題他決定不發包，所以他

告訴客家電視台，告訴我們行銷部說，你們要做桐花祭的廣告，所以我

們根本不用標案，我們根本不用跟人家比勞，我們就是去執行長官要求

要去做的東西，我們只是很基本的，好，那什麼時程列出來、預算列出

來，然後腳本做出來，然後讓……讓自己台內的主管審核，然後送到客

委會那邊，由他們來審核，他們說 OK，就照這樣子，然後告訴我們的

主管，我們就這樣去辦，那當然我們在控管的狀況就是說，我必須精準

的控管預算、控管時間，我不能延誤什麼……這些還是跟一般標案是一

樣的，只是時程跟預算的部份我們絕對是要標準化，那只是說在當時我

們不用去比勞、不用去比案，我們就是審核、通過、執行這樣子，交片。

（魏家瑞，219-232） 

從上述中，不難發現商業廣告與客委會的廣告製作流程，首要的差異即是商

業流程與政府流程，但實際而言，商業廣告需確定主要的產品需求，在進行廣告

製作廠商的腳本設計後，再進行導演與拍攝團隊的組成，而客家廣告，則是在進

行投標時，需先行廣告文案的構想後，再進行比稿的程序後，使可進行廣告的實

際拍攝。但在實際進行拍攝的過程中，還也存在著細部的工作掌控，將在下述中

說明。 

（二）分工、預算與時間 

除了流程上的差異外，製作廣告經費的分工、預算也略有不同，像是黃嘉緯

導演指出： 

我覺得這是最根本上的不同，就是說商業廣告分工比較細……它能夠負

擔分工比較細，是因為一半它預算比較高，公家片相對一般來講預算可

能比較低一點，所以它分工會比較粗一點點。我覺得這是第一個最大的

不同，第二個最大，因為這個分工比較粗細的關係，就會影響到很多東

西的精細度。（黃嘉緯，88-92） 

由上述得知，預算經費的高低，會影響廣告製作的分工狀態，也因為無法進

行細密的分工流程，進而會影響到廣告內容的精細度。除此之外，徐筠庭更進一

步指出不同的看法： 

就是在我收到這個東西〔廣告文案〕的時候，我們再去執行的時候，其

實時間非常非常短，你必須很快很快的迅速的反應說我們現在能夠使用

的資源能有多少？很快的去把它完成，大家可以滿意的東西。（徐筠庭，

348-350） 

徐筠庭所指出，有別於黃嘉緯對於分工與細緻度上的問題，對於徐筠庭而言，

客家廣告的製作時間極為迫切，必須在有限的時間內，考慮可運用的資源，不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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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又必須創作出客委會滿意的成品。 

（三）廣告訴求與目標群眾 

通常廣告主在訂定廣告目標時，皆儘可能明確化，以利廣告文案之發展，發

揮最大的廣告效果（李育哲，1994：9），反觀客家廣告對於產品訴求與目標群

眾的設定原則上，對於王武雄而言，其主要目標是針對非客家群眾： 

客委會要做廣告，你說是做給客家人看嗎？你認為是？還是給不是客家

人看？這個是必須要去處理的，要不然廣告，絕不是促銷所謂的已經是

客者，應該是要增加來客者，多半來講，只要有廣告，一定就是，就像

選舉一樣，會投你的大概就是這樣，你就是要爭取不投你的，所以其實

我們在找那個題材，其實只是要告訴客家精神。（王武雄，32-36） 

同時王武雄進一步認為，增加來客量，主要的理念是希望藉由廣告的宣傳達

成提醒式的形象包裝，並試圖影響閱聽者，將客家桐花祭視為一種戶外休閒選

擇： 

其實是要告訴很多，他不一定是客家人，你跟客家人提醒這幹什麼？你

當然是要去吸引跟你不同族群的人來參與，其實重點，我們說廣告其實

是要，告訴那些，最好是增加什麼，增加以前沒有的客源，有的人，其

實你只要提醒一下，這是變成提醒比較多，因為那時我知道，桐花的來

客數，和去的那個知名度已經很高了，已經沒什麼問題了，就是提醒式

得比較像是在包裝它的形象，可以慢慢的把它推的更更，它就變成台灣

以後都市城，一種所謂的，應該講是一種生活上面的，就像你們家一年

裡面大概會出去玩，那玩什麼？可能桐花是一個選擇，它變成一種慣性，

生活的習慣。（王武雄，195-202） 

但在政府進行廣告招標時，即明顯的指出，目標群眾即為一般大眾，對於善

於製作廣告的楊國欽則認為： 

在我們過去廣告公司受的訓練裡面，target audience 必須很精準。可是

對著客委會他在公開招標會會有一個 brief，會有一個招標的文件，上

面會寫它的 target audience 可是有寫跟沒寫是一樣的。（楊國欽，138-140） 

面對廣告群眾目標的不明確，相對的也牽引出廣告訴求，變的模糊與不明確，

徐筠庭表示： 

客家文化，我覺得這幾支下來，它沒有明確的商品。所以基本上，我們

在操作它的時候，它是一半是偏向於說你沒有辦法去把一個東西明確化，

這是一個困難，我不是賣，這次我根本不是要賣桐花，因為桐花也不能

買。你知道你賣得是那個總體，我覺得是理解到的那個差異非常明顯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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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裡，因為商業廣告所有東西都要到達一個正確的位置。（徐筠庭，

217-221） 

在此，徐筠庭主要所面臨的困境在於，客家文化並非具有明確的商品偏向，

以客家桐花祭而言，徐筠庭認為，客家桐花祭所有具的總體價值，並非輕易的就

能安排到一個正確的推廣位置，反觀商業廣告，皆必須要有明確的訴求導向，徐

筠庭進一步指出： 

商業廣告操作是，假設這一瓶商品，它設定十四到十五歲，比方說碳酸

飲料，因為老年人不愛喝碳酸飲料，所以它不會去打那個族群。所以你

很明顯就是要設定成年輕人，年輕人會吃那一套呢？你可以吃美式的、

可以吃日式的，然後可以吃什麼式，你看到塗鴉的也許就是，因為那些

人會吃的，某一個族群會吃的。所以他們是目標更清楚，設定的更明確。

（徐筠庭，211-215） 

一般的商業廣告，必須特別針對不同的對象群調整訴求重點，如此才可

使廣告更具效果（李育哲，1994：11）。但對於客家廣告並未設定特殊的目

標群眾，因此廣告創作者無法如同商業廣告製作中針對分眾需求發揮創意。

在上述的訪談中亦可發現，創作者經常被迫「自我衡量」其廣告內容中的目

標。 

（四）創作者的創作認知 

製作廣告時，廣告創作者本身的專業認知，亦會影響整體廣告的屬性差異。

對於個別創作者而言，創作者會從本身的背景與經驗中獲取態度與想法，以致對

創作產生決定性的影響（Grossberg, Wartella & Whitney, 1998／楊意菁、陳芸芸

譯，2001：64）。 

在創作者的專業認知中，首先就判定客家廣告的屬性來看，每位創作者皆有

不一樣的看法與認知。像是楊國欽就認為，客家廣告較屬於公益廣告的範疇： 

你不能因為說把桐花這個印象加深了，它就變成是商業，大概不是這樣

的狀態，對不對。你把它注重是在客家的整個印象的時候它就變成是公

益，不是嗎？它基本上都按學術上的分類，它基本上都是公益啊！它都

不是商業，是不是？（楊國欽，184-187） 

黃嘉緯則認為客家廣告較屬於政府形象廣告的一環，並有助於塑造政府的形

象：「我覺得公家機關打形象廣告，我自己覺得某種程度上是對於那個政府形象

的一個很好的正面幫助。」（黃嘉緯，297-298）。然而，徐筠庭則表示自己在

創作客家廣告時，發現客家廣告則是具備一種商業性質的特徵： 

客委會的廣告基本上你只能說它只有一種，它只有一種操作方式，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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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只是使用一個什麼形式去套在那個身上。因為文化總體很難去在描敘

裡面呈現……所以我看來就是說，它的操作目的性是商業性質的。（徐

筠庭，225-228） 

而魏家瑞則指出，客家廣告則可分屬於更多不同的廣告類型： 

如果你要去行銷客家的話，其實我們以客家，就好像客家是 7-11 一樣，

客家這個品牌，他有那麼多東西，他有可能是節慶，也有可能是產業，

也有可能是政令宣導、文化，這些就當作是 7-11 底下的很多產品。（魏

家瑞，371-373） 

綜上而論，創作者對於客家廣告的性質，即是站在政府部門的角度，多半認

為，廣告代表客委會之形象，但又具備行銷客家文化與表現客家精神之功能。但

站在本研究訪談人的角度觀之，客家廣告的表現邏輯依然是以商業廣告中推銷商

品的角度進行創作。 

經由上述的訪談資料得知，客家廣告的製作流程與一般商業廣告的製作流程

存在著許多的差異，有關製作流程、分工、預算與時間、廣告訴求與目標群眾上

有別於商業廣告的實作流程外，而創作者的創作認知，主要是對於客家廣告性質

的認定，發現客家廣告的影像表現仍是站在商業廣告的製作進行創作。這種體制

與流程上的差異，首要地侷限了創作者對於客家文化節慶的想像。 

除此之外，客家廣告尚有許多不同於一般商業廣告的實作差異，亦突顯出客

家文化節慶廣告在創作權力下的阻礙，尤其前文提及的委製過程中的多重審查機

制，在一般廣告產製流程中是相當罕見的作法。以下就此詳論。 

二、管制與干預：多重的審查機制 

雖然，客家廣告是以政府勞務採購的方式進行公開的招標，但後續執行廣告

的過程中，不單單只有表現出最初投標的廣告腳本，而是需要顧慮政府對於廣告

品質的管制，對此黃嘉緯表示： 

以客委會來說，我們那時候做那個案子，都是主委在決定。以客委會來

說，你要先跟他們的承辦接洽，承辦 ok 了，再上去就副主委，因為副

主委不行就重來，然後就是給副主委過了，反正就一直來來回回你到這

邊不行打回來，這邊過了再上去，這邊不行打回來，再上去，不行，就

一直來回很多次，最後到主委他不喜歡，所以前面都是重來。所以，就

是會有一些這樣子。在商業廣告也會，但這樣機會比較少。（黃嘉緯，

119-126） 

在製作時間有限的處境下，這種不可抗拒的外力因素而會使得廣告製作者，

對於一開始設定好的廣告風格而受到干預，進而無法展現創作者想表現的影像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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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對此徐筠庭認為： 

第一個時間短，第二就是說怕中間有一些反覆的錯誤的訊息。那錯誤訊

息修正，腳本有時候要修正，修正來修正去很多時間都被浪費掉，當我

們去執行的時候，就是時間就會相對比較短。短的時候，其實我自己比

較覺得沒有這麼滿意的事，置入的那個風格化的東西沒有被落實。（徐

筠庭，350-354） 

上述徐筠庭所指出的狀況中可知，因為時間短，同時又有錯誤訊息的風險，

會使得廣告製作過程無法完全落實製作者本身的想像。即便如此，創作者為捍衛

自己的作品，在進行審查答辯的過程時，亦會有抵抗與辯解的行動，像是徐筠庭

進一步說明： 

其實說實在話很多時候，你就是見縫插針，當他們注意力分散的時候，

你就放你覺得不錯的東西進來，通常他們的 sens 是不 ok 的，他們的美

感 seans 是不 ok 的。（徐筠庭，495-497） 

相反地，並非所有的創作者皆會進行廣告創作理念的抵抗行動。在訪談中，

也發現有創作者會在面對審查答辯過程中進行妥協。例如黃嘉緯就清楚的表示： 

我們去報告的時候，我不敢說我專長是行銷，但起碼我專長在廣告，我

略懂行銷，我起碼知道一點皮毛。可是我是知道一點皮毛的人，跟一群

一點皮毛都不知道在那裡的人講話，如果你願意聽也就算了，你不願意

聽你就告訴我不要，或者我就是要這樣。到最後為了，可能我們還是有

良心一點的，有一點理想的人可能還是會去衝一下。可是我跟你講不對，

不是這樣。我建議這樣、這樣、這樣，可能建議這樣，你就是這樣、這

樣。那你做這件事，往往遇到還是不要，你也沒辦法啦！那你要不要交

片？你還是要交片嗎？你是不是只好改給你，你要這樣，好吧，我改給

你，最後變成這樣。（黃嘉緯，328-336） 

但就楊璇貞的自身經驗，即察覺到客家廣告的製作過程中，除了要經過一開

始的勞務採購下的文案審查外，多半與主委的喜好有很大的關聯： 

所以等於說我們那時候去提案的其實有一點像是評審老師在做決定，因

為他們要評分，在所有廠商裏面他每一個都評分，那評分高的、得到分

數比較高的那一個，那就是得標廠商，那得標廠商之後還得要跟他們那

個，因為他們其實，客委會那邊還是得通過他們那個主委那邊的審核，

如果他覺得這腳本ok的話才能拍，那可是到主委那邊，因為我們做這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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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裡面剛好經過兩個主委，一個之前是李永德，現在那個叫黃主委，我

忘記了，他們兩個的風格比較不太一樣，前面那一個他可以接受很新的，

後面這一個他會比較focus在產業的東西，他〔黃主委〕會希望說，他

還蠻有那一份心說要幫助那個客家產業那一部份去，比如說他們的產品

啊，或什麼去推廣，所以他們這一個主委〔黃主委〕的話，後來我們就

已經知道說，就是只要通過那一關，大概就是要說他其實很要求，要把

產品、一些他們那些或美食那些露出，就是他很重視這一部份，可是之

前的那一個〔李永德〕的話……他會覺得我們用這種表現的方式他就ok，

對，我覺得兩個風格有點不太一樣，前面那一個他可以接受很新的，後

面這一個他會比較focus在產業的東西，他會希望說，他還蠻有那一份

心說要幫助那個客家產業那一部份去，比如說他們的產品啊或什麼去推

廣，所以他們這一個主委的話，後來我們就已經知道說，就是只要要通

過那一關，大概就是要說他其實很要求，要把產品、一些他們那些或美

食那些露出，就是他很重視這一部份，可是之前的那一個的話，他會比

較、他會比較free……我覺得兩個風格有點不太一樣，但我覺得沒有什

麼不好啦，就是他們的可能政策上或什麼的一些考量……所以大概就這

樣。（楊璇貞，118-130） 

由廣告創作者所指出的多重審查機制來看，客家廣告的投標商除須通過政府

勞務採購機制的管制流程，在最後的採購驗收流程中還必須經過重重的關卡，像

是客委會與實際審查的委員，就會根據其自身對於該節慶活動的認知和喜好，直

接「建議」創作者修正，並納入政策所需的客家元素與目的。如此一來，如同

Rose（1992：143／轉引自林祐聖、葉欣怡譯，2003：101）的研究發現，「政府」

是對於「行為的導引」（conduct of conduct）的關切。藉由「管理與掌控社會與

個人的存在，以便帶來經濟、秩序與德行」，這是通過了知識與實踐來管制行為

的結構或邏輯。因此，在客家廣告管理與掌控的過程中，面對政府管制與干預的

權力，反映出客家文化節慶廣告，對於提倡「產業」與推廣「文化」之間的拉扯。 

而在這種拉扯下，突顯出政府對於廣告的理想標的，而其標的的設定又是如

何？以下將進行進一步的說明。 

三、創造與約束：官方的理想標的 

你是客戶，你是客委會，我們是不管我們是導演或企畫，我是幫你做廣

告而已。我們兩個的想法都應該是要一致的，一致在那裡呢？一致就是

我們這廣告到底要對誰說話？……怎麼說話？用什麼方式說話？這些

都要設定很清楚，我設定給你或是你告訴我，你的想像，然後我們來討

論，這些東西都定了，任何東西才有標準。找什麼樣的演員；找什麼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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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音樂；穿什麼樣的衣服；找什麼樣的場景，任何事情才有標準。而不

是你喜歡我，我喜歡你。這麼主觀的標準，所以理論上是這樣子，可是

往往都不是這樣子。因為關鍵在什麼？你知道嗎？關鍵在於，我相信底

下這些，關鍵在於這些政府機關。（黃嘉緯，318-326） 

由上述得知，客家廣告進行文案審查的過程中，多半受到政治立場下的約束，

使得創作者與官方形成了「創作」與「約束」的生產矛盾，進而在客家文化節慶

廣告的影像中，官方進一步要求創作者進行廣告中軟性（娛樂）內容與硬性（資

訊）內容的影像表現，在軟性內容中，以年輕化的風格進行整體廣告娛樂內容的

要求，而硬性內容則是以商品的鑲嵌作為客家廣告的資訊內容，並在以下逐一分

述。 

（一）年輕化 

經由上述指出，客家廣告具有了與商業廣告不同的體制與流程的差異外，同

時，亦擁有了政府部門在進行引導廣告創作上的理想表現，這種機制所隱藏的操

作，致使廣告創作者間接的表現政府對於其廣告影像敘事表現方式，如同楊國欽

指出： 

我們那個時候知道他們〔客委會〕的一個取向，他們要年輕、要現代，

他們不要老、不要舊，不是說他們不要老的文化就好…而是說他們要露

出來是活潑，是有 energy 的……知道整個客委會他在所有製作物上面

的一個趨勢是往年輕化走的，所以我們就自然把這樣的一個視覺往這個

方向去走。（楊國欽，148-150） 

同時，徐筠庭也發現，這種年輕化的表現是以包裝精美並加入一種具「現代

感」的設計概念進行結合，藉此去促進當地產業的經濟效果： 

我覺得的目的很清楚就是要讓大家知道這個活動，讓大家去促進那個地

方多一點的經濟效果，消費，那個地方的商家有更多的發展，然後做一

些更新的一些嘗試，比方說像新的客家商品……包裝越來越精美，跟現

代的新的設計概念去結合。我覺得應該是他們的方向應該是這樣，也沒

有說，太有疑問。（徐筠庭，197-201） 

而楊璇貞進一步指出，政府的年輕化趨勢，在廣告實際製作上，會將較為老

舊的客家元素進行年輕化的影像拍攝： 

因為後來我們其實廣告都會想辦法就是弄得年輕化一點，那其實不管是

我們在做廣告或者是說客委會他們後來的一些政策或者是一些設計上

面，我覺得大家都感覺的出來他們有想要讓客家文化這一部分的，感覺

上他這種傳統文化原本會比較老舊，那他們會希望說能夠對年輕的那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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輩族群能夠去推廣，所以我們後來的一個策略上面都會想辦法讓它，就

算裡面的元素是比較傳統的，我們都會希望它表現方式是比較年輕，可

以吸引年輕族群。（楊璇貞，196-201） 

在這種刻意迎合元素的舉動上，容易造成創作在製作廣告上的瓶頸，意即，

形成創作上的意義貧瘠，但身為創作者的立場，還是必須思考要怎麼去突破這種

困境，魏家瑞導演指出： 

我相信可能其他製作公司都會碰到相對的一個壓力，就是除了這些〔客

家文化的展現〕我還能表現什麼創意？可是他們又被要求一定要用某些

元素，我覺得當然製作商，如果把客家族群當一個廠商的話或者客委會

當廠商的話，你勢必要去化解那種壓力，或者去達到他們的需求，可是

這就是你在創意上會碰到一個問題，比如說，我一直在思考那什麼時候

什麼點可以突破這些之外，讓人家更能夠接近客家這件事情，其實那的

確有一些瓶頸在。（魏家瑞，325-330） 

若以 Cantwell 的「俗民模仿」觀點來看，俗民較易被視為一種即原始又後

落的表徵，它在進行文化上的演變時，較容易受到壓迫顯得無能為力。在多元文

化的意識型態下，上述的年輕化的特定廣告生產策略，即可視為一種通俗化的現

象，並使之成為代表一個族群發言的表現形式。這也是後現代情境中「文化行為」

（cultural act）之所以與「大眾資本受造物」（massive Being of capital）脫鉤的脈

絡（Cantwell, 1993: 215）。就廣告製作的角度而言，年輕化所代表的即為一種品

牌的創意主張，是為連接與喚醒時下消費族群的價值觀，形成一種向心力（柳婷，

1999：37）。現任客委會黃主委即曾表示「產品包裝年輕化，是為了讓年輕人接

觸客家、喜愛客家，客家文化才能不斷傳承發揚下去」（行政院客家委員會，

2009.08.24）。藉此，年輕化的取向，富涵著政府所投射的創作表現。 

（二）商品鑲嵌 

在客家文化節慶廣告中，必須表現出某些特有的元素，但在其他的廣告中，

則著重於客家文化特色產品的展現，如徐筠庭指出： 

因為商品面的東西，我就舉例說，08 年的六堆〔2008 年的六堆嘉年華

廣告〕，後面的四個商品，如果我覺得不要負擔那邊的任務，其實整支

片子會更好看。也許我會剪一些更精彩的畫面進來，但是客委會希望能

夠明確的看到說這是甲仙芋頭酥；這是萬巒豬腳……他們覺得這才是有

效的，所以在反覆的修改過程中間，他們就選擇了這種方式。（徐筠庭，

354-358） 

徐筠庭所指出的四種商品，主要以六堆地區的名產作為廣告這四種商品

的表現（參見分鏡圖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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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鏡 18） （分鏡 19） 

  

（分鏡 20） （分鏡 21） 

圖 5-1：2008 六堆嘉年華廣告分鏡圖（附錄 L） 

不僅如此，楊璇貞進一步指出，2008-2009 台灣客家博覽會廣告，在一開始

設計的腳本並非實際呈現的樣貌，因為受到了主委的要求，進而採納將各式商品

置入的廣告表現方式（參見分鏡圖 5-2）： 

我覺得這一次、他們這一任主委就會比較有這方面的限制，比如說，因

為他的，他現在就是很希望去推廣他們的產業，他希望可以幫助他們那

些客家的店家能夠增加他們的營收或什麼的，所以他會很希望說廣告裡

面如果可以的話，盡量出現那些產品，對，產品或食物，所以後來我們

今年的那個，應該是去年吧，去年的那個博覽會〔2008-2009 台灣客家

博覽會〕，我們其實一開始提的腳本並不是那樣，後來是因為主委有這

樣特別要求，所以我們是盡量讓那一些比如說美食、產品之類，能夠露

出的就盡量讓它露出，對，所以今年的這個客委會他會比較有一點點這

樣子的限制、這樣子的要求啦。（楊璇貞，244-256） 

  

（分鏡 8） （分鏡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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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鏡 12） （分鏡 14） 

圖 5-2：2008-2009 台灣客家博覽會商品（附錄 I） 

經由上述訪談內容與分鏡說明可以瞭解，客家廣告中所鑲嵌的各式客家美食

與商品，並非完全都能保留廣告創作者的最初構想，而是經過了多重審查機制後，

重新修正／包裝後的廣告橋段。藉此，客家廣告的意義生產，經由採購流程中的

層層管制，無異被強行置入政府所欲表現的元素，以遂行商品鑲嵌的干預。 

（三）素材的樣式 

在上述年輕化與商品的鑲嵌外，本研究亦發現，客家廣告的創作，在音樂的

使用上亦受到了約束，就黃嘉緯在進行製作的過程，使用了許多客家音樂，並希

望可以藉由較新形式的客家音樂作為廣告配樂的創造，但就在選用的尺度上，也

必須注意官方的喜好進行替換： 

你會遇到，我不喜歡這音樂，我不喜歡這人唱腔，我不喜歡，你要去跟

他說：不是，你不應該這樣。可是他們不會聽這個，他們的音樂，我們

會建議建議，我們找很多客家音樂，然後我們希望年輕一點，我們希望

它，所以我們那時候找一些客家比較新形式的音樂，比較它有結合有一

點 jass 有一點什麼的。我透過那次我才知道客家音樂其實還蠻多樣的，

有很多所謂客家音樂在做傳統客家音樂以外的一些東西，我覺得很不錯！

但是，他都不喜歡，究竟為什麼我也忘了，反正中間我覺得音樂是最久

的。（黃嘉緯，179-185） 

再者，楊璇貞在進行廣告的企劃時，使用動畫進行客家建築的描繪，本應多

少進行動畫創意上的改繪，但亦也受到了指導與糾正： 

手繪上面我們那時候是想說從客家的元素裡面，比如說他們有伙房，從

他們裡面在去變形這樣子，因為畢竟想說它是動畫，想說讓它就是再有

一點風格這樣子…但是因為客委會他們還蠻重視他們一些基本的元素，

或者是他們有沒有一些伙房上，或者一些他們客家建築物上一些原則，

所以他們那時候他們有告、有請我們去跟那個他們一個客家文化老師陳

板，就是陳板陳老師有去跟他聯絡，對、對、對，然後他們那時候就是，

老師有指導我們，就是他意思就是說這個東西這煙囪不應該長這裡什麼

的。（楊璇貞，94-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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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像是 2006 台灣客家博覽會中出現的客家文物，在使用與呈現上，

也必須注意到該文物的規格是不是真正屬於客家文化的範疇： 

就是你做粿的時候要把它壓進去那個模，他就會覺得說那個東西不對的，

他會對、他會針對某一些元素去做要求，可是你說我們人物設計上的那

些服裝，他倒覺得還 ok，可是有一些就很傳統的他們就會覺得說這不

對，這不是客家的，就，但我覺得這是我們可以接受，因為畢竟這是客

家的東西，我覺得還是需要有一個類似像顧問或專家的來協助。（楊璇

貞，644-648） 

在此層面中，大致上可得知具有年輕化、商品鑲嵌和素材樣式上的創造，但

在這之中，創作者面臨的不僅只有創造，同時又必須顧及官方理想表現的約束，

但就整體而觀之，客家廣告的消費性與現代化趨勢始影像產製原因，使於此階段

的過程。 

四、小結 

在客家廣告中產製與再現之間的曖昧，是一種「上對下」的操作，而在本研

究中，此節即突顯出客家文化節慶廣告，在與權力機制相關之的各項因素中，廣

告創作者，面對客委會的產製期望下，不斷地進行廣告影像的增修。這逐漸形成

一種擁有生產工具（means of production）的人同時也控制了它們所生產流通的

思想和觀點，同時，媒體是一種優勢的工具，它被統治階級所控制，而統治階級

透過媒體「販售」他們的想法，進而掌控其他經濟階級的群眾（Sturken & 

Cartwright, 2001／陳品秀，2009：193）。由是，客家廣告的產製與再現，存在

於一種媒介的工具性（instrumental）觀點，這反映出客家廣告的運作與表現，可

藉由所有權的干預、對支配利益的工具性追求，進行廣告的操控與運作。 

在本節以描述客家廣告的製作流程和創作者所遭遇之困境下進行分論，並描

述在客家文化節慶廣告中，對於權力機制下的操作因素。在下章節的內容，則是

進一步瞭解，客家廣告中對於符碼意義的建構，所呈現的客家文化社群的想像。 

第二節  符碼意義的建構：客家文化的社群想像 

「廣告不要只看到水面上落下的葉子」。（王武雄，317-318） 

在上述，王武雄對於客家文化節慶廣告的感言，可以發現，廣告中的客家文

化節慶，不僅僅只有表面上的裝飾，而是充斥著內在的意義。正如Jally（1992

／馮建三譯，1996：204）指出，廣告拉住我們的方式有二種：第一，我們依靠



692 
 

 

廣告提供的意義，界定了我們自己的社會生活。第二，廣告也倚賴了我們的知識，

從我們的參照體系提煉了意義得以運作的素材。在本節中，客家廣告的製作，對

於政府形象、族群描述或在地特色的運用，可以藉由該文化節慶中，政府所預設

的文化情境作為承載廣告影像劇情的依據。但在這些創作想像中所隱含的價值理

念，皆會與引導社會群體的消費之間產生互動。 

在本節的討論中，主要是以客家文化節慶廣告，在操作上的常規化運作實踐，

探討創作者對於文化節慶的想像，並試圖回應本研究問題，廣告創作者如何利用

客家俗民元素，進行客家文化節慶的想像。在此節中，首先將說明廣告創作者對

於客家文化的想像。其次，則是說明廣告製碼的目的，進一步指出客家廣告的作

用是連繫在哪些層面上。最後，將根據廣告影像的符號，說明創作者是利用哪些

符碼和方式來建構客家廣告中的客家文化。 

一、創作的來源：客家文化的想像 

客家文化節慶的廣告創作，圍繞在有關「客家」的詮釋主權上。當然在本研

究中的創作者，僅只有魏家瑞是具有客家人的身份，同時其現任之工作環境為客

家電視台。而其他受訪之創作者，皆非客家人，亦處於一般商業體系的工作場域。

如此，這些創作者是如何在非客家文化的工作場域中，進行客家文化的想像進行

客家文化的詮釋。 

就楊璇貞而言，在進行客家文化節慶的創作時，其所認為的客家文化，分為

「舊」與「新」的客家元素，所謂的舊，較屬於原先具備的客家象徵的元素，誠

如藍衫、花布與紙傘。但就新的元素象徵，較分屬於進行形式上新的包裝後所呈

現的樣貌，亦是接近現代化的影像呈現： 

我覺得他們客家的東西，比如說我們一些勢必要加入的東西，我覺得那

一些元素裡面你大概又可以分為兩種，一個是他們真的很傳統，比如說

藍衫，或者是花布那種東西，或者是你說紙傘，我覺得那是他們原本就

是比較傳統的東西，可是他們有另外一部分是後來他們其實客家就是有

在做那個產業結合，他們做的東西其實他們可能內容物是傳統的，可是

他們後來包裝的方式都會用比較年輕的東西，我覺得像你那個郭家庄那

種醬菜，他們包裝方法就是新的，然後或者是說他們桐花祭的商品其實

也都很新，嗯，就算他們在做陶瓷啦，他們的樣式其實也都越來越現代

化，那我覺得大概就可分為這兩種。（楊璇貞，609-616） 

黃嘉緯則指出，自己是經由廣告創作中，進行對於客家文化的資料蒐集，才

進一步地認識有關客家文化的特色，但其特色較偏屬於一般較為人熟知的客家元

素： 

我大概還記得客家元素，藍衫、油紙傘、油桐花、黃蝶、美食，美食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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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會忘。大概客家小抄。為什麼是藍衫？為什麼有黃蝶？為什麼有油桐

花？我可能隱約還記得一點點，比方說油桐花好像，我記得好像是我們

後來操作出來的，其實本來客家沒什麼關係，油紙傘好像是美濃什麼之

類，可是你說為什麼油紙傘跟客家就有絕對的關係？我可能只能跟你說

隱約會有一點印象，是因為我們之前有去看這些資料，就這樣看過去、

看過去，可是老實說以我個人來說，我並沒有看得那麼深入到我現在還

能記得清楚，我並沒有到這樣。（黃嘉緯，261-268） 

同時，王武雄亦是經由資料之蒐集，才進行2005年客家桐花祭廣告中的影像

表現：「像我們在製作的時候都會找一些證據，如果說油桐花、傘是怎樣、小炒

是怎樣，因為製作本來就是每個都要求證，因為我們不是客家人，所以我們會弄

錯，所以要印證，印證才能拍。」。（王武雄，65-67），但經由整體廣告的宣傳目

的確立後，則試圖以其他的手法替代傳統客家的表現： 

其實一開始的時候，我就談到硬頸，那其實我們的硬頸客家，人家自然

「硬頸(客語發音)」，這我還真不會講，這樣拍的時候，那到底要表現

什麼，那硬頸是一種吃苦耐勞，如果講起來是覺得，那時候，可能大家

在討論，這過程已經模糊掉了，那時候在講，這樣你告訴人家我很吃苦

耐勞，是對不同族群在講，你的意思是什麼？其實我們只是要告訴人家

參加桐花吧。（王武雄，74-79） 

徐筠庭在進行2008-2009年六堆嘉年華廣告時，首先進行客家文化元素的想

像，亦是存在的早期客家文化中較具代表性的建築與歌舞團：「那基本上它

〔2008-2009六堆嘉年華〕的背後想法其實是跟以前沒有什麼不同，就是說基本

上你要讓大家看到，比如說圓樓、比如說紙傘、比如說客家的跳舞的文化的一個

團體，其實我們最早的核心想法是，舞動的這些人是帶領著這些我們視覺去看到

這些東西。」（徐筠庭，137-140）。而楊國欽在進行2009年的客家桐花祭廣告

時，他認為：「桐花祭，其實並不是傳統客家的節日。那個元素也在過去也並不

是說專屬客家的，其實那是一個美麗的錯誤。」（楊國欽，7-8），同時他亦指

出對於客家桐花祭的想像，主要是：「桐花祭是被形成是一種活動，讓人家來欣

賞這樣子一個景象。當然這些東西其實，就是桐花祭其實，不是那麼傳統客家的

東西，其實這些都不重要。」（楊國欽，30-31），也因此，對於楊國欽而言，

客家桐花祭的客家想像，存在於一般商業體系下的宣傳與推廣。 

但對於在客家電視台工作的魏家瑞而言，則是想脫離一般社會大眾對於客家

文化的刻版印象，同時又能區別於一般影像表現的手法，希冀能以廣告呈現出不

同風格的特性： 

我回想以前看的客家電視，或者電視台裡面在講到客家人怎樣的時候，

我覺得他其實是有一些被貶低的，而且他有一點是被粗俗化或local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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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含綜藝節目或者是其他對客家其實不是很友善的一種表現方式，其實

我看過蠻多的。當然客委會也都致力在把這個形象拉出來，可是他反而

容易被人家操作在語言上面，然後擂茶啊、老舊啊這些東西還是很容易

被人家抄，即使你用很高質感的東西去表現，他還是很容易被人家這樣

拉進去，那我很希望就是說，我用全世界都看得懂的方式，我用畫面的

方式，跟文字的方式，我就是抽離的讓你很……focus在我告訴你客家

人有哪些特性，或者客家人有哪些事情，然後讓你跟桐花結合在一起。

（魏家瑞，272-280） 

經由上述，各創作者對於客家文化的知識來源，皆經由一般的資料蒐集後，

才進行廣告的創作，但就創作想像上，多半經由傳統的客家元素，進行影像的重

新呈現居多，同時也為迎合各種客家文化節慶之需求，加入一般商業性質的宣傳

手法，但就具備客籍身份的創作者而言，較偏向以不同的影像表現手法，呈現客

家人的特色，作為廣告的創作的基礎。 

因此，在瞭解創作者對於客家文化的想像後，則進一步地探知，這些創作者，

對於客家文化節慶廣告的目的與其作用。 

二、製碼的目的：客家文化節慶廣告的作用 

一般而言，廣告的目的包括了提醒、告知、說服和倡議等四種目的（惠忠姚，

2009：245-246），同時，這些目的也會因為傳遞的內容而尋找適合表現的目的

形式。就客家廣告而言，雖以消費作為一種傳遞，但其中所包含的目的層面，經

訪談後發現，共分為政府形象的連結、吸引都市居民和客家精神／生活的重塑與

轉換，並在以下分論之。 

（一）政府形象的連結 

有關客家文化節慶之廣告創作，每部廣告的導演，皆有不同的看法，像是

2005 年客家桐花祭的導演，對於廣告中桐花與客家的連結，並未多加著墨，因

為是早期客委會以桐花作為其部門象徵的花朵，所以王武雄導演指出： 

因為我其實覺得桐花和客家已經，你想想看，那個客委會上面有那個桐

花，那已經是連結的，你就不需要再去說桐花是客家的，我覺得有些東

西已經到了，你就不用太去管它，可是你在這邊的使命只有一句話要說，

就是提醒人家桐花祭來了，每次你只要告訴這件事。（王武雄，298-302） 

那時候桐花這個東西被推出來的時候，油桐花就開始，這個部份大家就

知道，曉得說它是一個很客家的代表性的花朵，然後再來是，它是一個

觀光旅遊的催生辦法。（王武雄，116-118） 

所以，桐花祭多半的指向除了代表客家族群之外，亦也作為客委會的代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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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識別系統，進行政府形象的維護和文化節慶的歸屬。然而，客家廣告除了連結

政府形象外，亦是以吸引都市居民為目的。 

（二）吸引都市居民 

在客家廣告中，吸引的民眾多半取向為非客家族群與生活在都市的大眾，為

有效地傳達訊息與創造消費的慾望，就以客家桐花祭廣告而言，王武雄則是巧妙

的運用桐花瓣的掉落與各空間的轉換進行一種客家與都市的連結（影像的呈現詳

見附錄 A 的分鏡 1 至分鏡 5），此種連結方式可增加都市民眾對於桐花的感官滿

足： 

這個桐花來了，桐花開了，純粹就是要帶給，其實，它有一個提醒作用

就是連結，用桐花把在都市的人把它連結起來，告訴它，這個時間你應

該可以走到有桐花的地方走一走，其實這也是一種連結，就是我用桐花

掉落、花開了，然後落在哪裡，落在你們家、office。（王武雄，127-131） 

除了之外，對於楊國欽而言，利用動畫與擬人化的手法進行桐花仔的創作，

在廣告中，桐花仔的大舉掃街，象徵著都市群眾，並催促著大眾如同桐花仔一般

相繼前往參與客家桐花祭： 

從都市裡面，從城市裡面去帶到這一個桐花祭。住在鄉下人大概對桐花

很熟，對客委會來講他要做廣告影片，他其實應該都還是希望都市的人

進到山間，所以我們用都市的語言、都市的視覺，去對都市人溝通。很

自然的就是，我主體是桐花，我都市的象徵是什麼？然後就一直飄飄飄，

變成是那個小綠人，然後就讓它走下來。這個是當初小桐花仔來的一個

想法。（楊國欽，113-117） 

廣告反射的是消費者慾望的對象，它幫助消費者拓展對這個世界的印象，藉

著自我呈現的過程重新修正社會關係（孫秀惠、馮建三，1998：80）。就以上述

客家桐花祭廣告而言，主要是希望進行「桐花」與「都市人」的關係連結，並試

圖讓廣告中的情境拉進都市化生活的場景，為再現的目的提供一個適合的位置。 

除了吸引都市民眾外，客家廣告的目的也兼具客家精神／生活的重塑與轉換。

以下針對此一轉換進行分析。 

（三）客家精神／生活的重塑與轉換 

有關客家性格的評論中，范楊松（1994）綜合了正負面的相關特徵提出客家

人具備了「現實入世精神」、「家庭倫理觀念」、「重義輕利作風」、「名節面子主義」、

「勤儉樸素傳統」、「忠誠正直的態度」、「人際與人情取向」、「保守中庸性格」及

「重功名輕實業」的特質。在本研究中，客家廣告的創作者對於客家族群之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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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概念模塑，必須配合著政府所欲形塑之形象後，重新整合客家族群的描述進

行創造，像是魏家瑞導演就指出： 

我是以桐花為主角，但是桐花它跟客家人的連結是什麼？我覺得它用表

演的方式會很難去做到，所以我就把它用文案的方式，跟用鏡頭語言的

方式，就是把客家人可能硬頸的精神，然後遷徏，然後再跟環境結合、

共生的能力，比如說，客家人很沉默，就是說雖然人數很多，但是不大

表達意見，那他們接受意見，就是有一點順從，就是說表現出現在生活

的環境，使用桐花林在其他樹木當中它們的融合方式，那桐花樹他也可

以就在山壁上長起來，也可以就在平地上，就是在居住家的旁邊，所以

我會拍到一些房子跟桐花樹的關係，就是說，它就是在哪裡都可以生存，

它可以跟別人共生，它也可以自己長的一大片，但是它雖然長一大片，

那我用很柔美的音樂告訴你說我很漂亮、我綻放、我很努力在生活，但

是我不會吵，我不會有很搶眼的方式去顯示我這個族群的特性，我就是

默默的在那邊綻放。（魏家瑞，43-55） 

對於王武雄而言，一般客家族群所具有的勤儉、刻苦，轉化在廣告影像上，

以一種較為低沉的色調進行整體的色澤表現，同時在音樂的使用上，搭配慢版的

鋼琴配樂進行簡約的風格呈現（參見附錄 A 的分鏡 1 至分鏡 4）： 

其實我是希望客家文化，包裝起來是很小品的，不要太過，因為客家人

要小品，不能太大，因為客家人講的是簡樸，客家人給我的觀念是勤儉、

刻苦、很持家的，所以你不能把它弄的很花錢，很華麗的，這是那時我

在執行上面一直告訴自己，裡面所有的東西會比較沉一點點，沒那麼過。

（王武雄，273-276） 

在上述的廣告視覺表現外，王武雄認為客家人所具有的樸實，可以用這種方

式形塑出新的客家文化： 

桐花本來就是扎扎實實的那麼美，它就是一個味道而已，客家人其實就

是，就像我們剛才講的，客家人就是很樸實的，它有一個新的客家新文

化。（王武雄，286-287） 

除了客家桐花祭外，在客家博覽的廣告中，由政府所推廣的展覽形式的文化

節慶，導演也亦會對於「2008-2009 台灣客家博覽會」進行洗刷過往客家族群，

在日常生活中刻版印象的表述，誠如小氣、吝嗇等。徐筠庭展現台灣客家博覽會

的想像以好客的生活方式進行廣告的串連（參見分鏡圖如 5-3）： 

對於 2006 台灣客家博覽會，我覺得好客，一般來說它有兩個意義就是

客家人有一個客嘛!然後另外一個好客就是好的跟喜歡你來的那個意義

存在。所以，從好客這邊去出發，然後多一個什麼、多一個什麼、多一

個什麼其實它是一個內在的意義，指的是說應該是說是一個很溫暖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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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概念，因為年節我覺得是要置入這個概念進來，就是它是很溫暖的，

就是你不管誰你來我都會留一個位置給你，留一個什麼東西給你，是這

種出發點。（徐筠庭，250-255） 

  

字幕：多帶一把傘 字幕：多一份禮 

（分鏡 3） （分鏡 8） 

  

字幕：多準備一個杯子 字幕：多一份好心情 歡迎來做客 

（分鏡 10） （分鏡 14） 

圖 5-3：2008-2009 台灣客家博覽會廣告分鏡圖（附錄 I） 

 

在六堆嘉年華的表現上，楊璇貞指出，為賦予六堆地區具有活力的象徵，以

當地歌舞劇團合作，使用歌舞和年輕人奔跑的方式作為一種活力的象徵： 

就是一個活力的地方，就是，對、對，就是整支它表現的就是一個活力，

不管是那個穿著藍衫的那種，他們有個藍衫歌舞團啦好像是，然後他們

的年紀，他們舞者的年紀其實是偏大的，偏老一輩的，我覺得不管是老

一輩他們在跳傳統的歌舞，或者是說我們後來有年輕人在奔跑的那種，

其實我們都是希望說就是不管年紀大、年紀小的，就是各種族……各個

年齡層族群在那邊都是能夠表現他們活力的這樣子。（楊璇貞，510-515） 

除了藉由影像表現出活動，楊璇貞更進一步指出，在廣告的字幕使用，也得

注意到語句上的使用，像是「勤儉」和「吝嗇」的負面刻版印象，較不易吸引民

眾的目光，而「好客」則可以呼應廣告進行吸引人潮的標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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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在廣告裡面你當然不可能講說他們的，就是，我說勤儉這或許還可以

講，但是你不能講說這個吝嗇或什麼的，而且我覺得講的是他們的一個

精神啦，但你說節省這方面你在我們的這戲裡，這，不管是哪一個活動

裡面，其實你都還蠻難帶入他們勤儉這個部份，嗯，它，我覺得它倒不

會是我們廣告的裡面的一個主要訴求，它不會是啦，我們如果要去表現

的話，一定是從它「好客」這方面，就是一個，因為我覺得它畢竟它所

有辦所有的活動就是希望說吸引人潮嘛，對，所以你當然會把那個重點

放在好客部份，而不會放在他們的個性上多麼勤儉這樣子。（楊璇貞，

439-445） 

在客家精神／生活的重塑與轉換中，本研究發現，廣告創作者以描述油桐花

樹的自然生態進行客家精神的重塑、以現代影像的簡約風格呈現客家樸素的特徵、

從客家博覽會中的好客進行小氣、吝嗇的性格轉換等，進行該文化節慶中與客家

進行意義的牽連，進而突顯出各種不同的客家文化節慶都帶有不同的客家文化表

述。 

綜合上述，可以看出客家廣告在此層面中，主要是進行政府的組織形象包裝、

再進行都市民眾的宣傳，最後則是進行客家精神／生活的重塑與轉換，以進行客

家意象的賦值過程（mise en valeur）。分析這些廣告的目的，最終都指向觀光旅

遊與文化消費。如同 Hunt（1975: 7）所言，當代的旅遊發展，在很大程度上都

仰賴「印象」作為中介。而透過廣告中所塑造的「客家世界」的新意象，閱聽者

同時也在進行客家俗民生活的認知模擬，從而啟動俗民模仿的文化標記過程。 

二、符碼的形式：客家元素的顛覆與延用 

在廣告的產製過程中，Lury（1996／張萍譯，2003：3）指出，一件物品的

使用或挪用，通常是消費，又是生產；即是破壞，又是生成；即是解構，又是建

構。經由上述對於各廣告創作者的訪談中，可清楚地瞭解，廣告中的客家元素即

是想顛覆傳統，但在影像的表現上又必需延用固有的傳統元素。故在此層面中，

以客家廣告符碼的形式，探討廣告創作如何運用即有的客家元素進行顛覆與沿

用。 

（一）元素的顛覆：替換與組合 

傳統文化新包裝，那其實他們你只要新包裝的話一定都會加一些創意，

那可能就會跟原本的東西不太一樣，那所以我覺得那個東西你就很難去

界定說它到底是不是正統的……因為我覺得……你就是得接受那一些

就是創新的東西，可是那些創新的東西它是包含著傳統精神、原本的精

神。（楊璇貞，668-672） 

客家廣告影像的創意展現中，楊璇貞指出，所謂的創意，來自於新的包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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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有別於傳統的形式，這種表現的手法，存在著「新」與「舊」的影像顛覆。在

「新」與「舊」的替換，Campbell（1992／孟登迎譯，2003：272）認為其中就

以「新」的角度觀之，蘊含著三種層面的差異，首先是作為新鮮的或新意創造的

新近創造的新（fresh or newly created），這種對比是與時間有密切的關連，但不

意味著有著顯著的差異；其次，是以改良的或革新的新（improved or innovative），

這涵蓋著更多的效率與技術的能力層面；最後，則是作為不熟悉的或是新奇的新

（unfamiliar of novel），這種對比純粹是一種經驗性的體驗，基於體驗到的與先

前的相異，這很可能與產品本身的特性毫無關聯。而楊璇貞的對於元素上的替換

較屬於新近創造的新。 

對於徐筠庭而言亦是如此，他是以現代化精緻手法的包裝作為一種影像符號

的改良式重現的過程： 

其實後來就認識到原來其實客家文化有很多豐富的東西，但是那些豐富

的東西其實是被創造的。我覺得那是被創造的，不管是新式的、舊式的，

或者是一些延伸的產品，就是用舊的那種花布去做一些新的包包，袋子

或是什麼的。那是符合現代大家時下年輕人也會喜歡的老東西，我覺得

應該是這樣講就那一支的處置是，實際的去把它呈現，美美的出現在畫

面上面。（徐筠庭，63-69） 

由上述得知，藉由將舊的花布去做成一些新的包包、袋子的替換手法，是為

了迎合時下年輕人的品味，這種新式的替換根基於舊有的物品範式，試圖延伸物

質或產品的生命長度。相反的，影像的精緻化亦可表現在廣告劇情的動畫展現，

對於 2007 年的台灣客家博覽會來說，廣告主角的在象徵回顧客家元素的場景中

游走，表現了視覺性精緻與南部客家元素的組合（參見附錄 H 的分鏡 8 至分鏡

11）： 

我覺得它〔2007 年台灣客家博覽會〕對於一般廣告可能不太一樣，所

以我們就覺得說它符合幾個條件。第一個我覺得它的主旨是我剛講得就

屬於照片回憶，這個其實是可以 match 客博會的，一張照片每張照片可

以放很多客家元素，它這個視覺性是比較特別。（黃嘉緯，145-148） 

對於廣告創作者而言，影像的形成與編排，如同文章般有其結構性與原理，

尤其廣告影像必須在有限的時間與版面創造出具有衝擊性、銷售性的影像（蕭湘

文，2005：125）。經由這種影像表現方式，黃嘉緯試圖展現出客家元素的整合，

而楊國欽則是顛覆以往舊有的客家顏色，去突顯節慶敘事的生動感： 

在一個片子裡面我們擅長的應該是在說我們懂得用現代的語言，然後去

把豐富的客家的所謂很 color 這些元素，譬如說它是大紅、它大黃，裡

面也有一些綠綠的元素，我們巧妙的把譬如說它這一個衣服的顏色是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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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的顏色，就是桐花杉不光只是這一種紅色而已，它也有這些比較是紫

色、綠色的這樣的這樣一個狀態。這個對我們來講的話，其實就是多就

是美。我們把這些多的元素，color 這個元素，透過現代的一個視覺語

言把它呈現出來，大概的想法是這樣子。（楊國欽，128-134） 

楊國欽進一步的指出，替換的效果除了善用顏色之外，也可以運用數量的多

寡作為一種視覺上的對比，像是廣告中出現大量的燈籠、動畫桐花仔和桐花進行

視覺上的對應（參見分鏡圖 5-4）： 

所以當我們知道說視覺元素裡面有這些燈籠來的時候，我就跟製片講說

我要三、四十盞。這些其實全部也都是過去我們的廣告影片製作經驗，

裡面告訴我們燈籠，如果它只是兩、三盞大概成不了什麼氣候，可是當

它變成是一種片的時候，它能夠跟這一個繁盛的這樣的桐花去形成一個

有趣的對比。我們從桐花這個地方轉到裡來，也是透過的方式從多的花、

多的小綠人、小桐花仔，然後去轉到多的這個燈籠，然後顏色裡面我們

去轉到多的人。（楊國欽，122-127） 

  

（分鏡 7） （分鏡 10） 

圖 5-4：2007 台灣客家博覽會分鏡圖（附錄 H） 

在上述中的各式客家元素的替換中，亦如Baudrillard所言（1968／林志明譯，

1997：35），鮮豔的色彩，總是被當作生活經歷中，擺脫束縛的記號，並用來補

償最基要品質上的缺陷。不僅如此，楊璇貞亦指出，在桐花祭近年來的影像符號，

也會以婚禮進行一種象徵，主要的原因是受到桐花純白的影響： 

因為大家都會覺得說桐花就代表一個潔白啊這樣子一個概念，所以很多

人都會把它跟婚禮這種部分或者是愛情，就是，而且是很單純的那種愛

情做一個結合這樣，做一個聯想。（楊璇貞，176-178） 

根據此一構想，可發現客家桐花祭透過廣告中的婚禮儀式，已從原先所象徵

的對於大自然的崇敬，轉化為一種純淨、潔白的婚禮象徵，藉以增加客家桐花元

素的多樣性，同時亦配合著當年度客家桐花祭中有關桐花婚禮的活動。 

經由上述對於客家元素顛覆的探討，可知廣告創作者對於客家文化社群的想

象，存在著以現代情境作為背景的影像手法。這種方式，主要是對於早期（富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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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早味）的客家風土民情的顛覆，藉以傳遞現代客家的風貌與想像。 

 

（二）元素的沿用：象徵與區隔 

為表現客家，適當的沿用既有的客家元素可以提高廣告整體的識別度，楊璇

貞指出： 

我們不外乎就是紙傘一定是啦，我覺得紙傘這個是大家一定都知道，藍

衫這個大家一定也知道，花布這個也是，所以我們幾乎每次的，我們要

挑選的不管是產品或是一些特色基本的元素一定有這些，除了黃蝶北部

的人可能真的不太知道，對，然後你說食物的話我們一定會有就是那種

粿類，然後豬腳一定會有，然後其他一些，喔，粄條，就像這些是一定

我們勢必得放進去的，因為我們會覺得說有一些可能並不是客家人，非

客家人的我們也得顧慮到他們的感受，所以會希望說他們可以，而且廣

告才 35 秒，我們一定會勢必得找一些就是識別度最高的東西，對，所

以我們基本上元素的話我們都做一樣的。（楊璇貞，404-411） 

在廣告中，地景的鑲嵌可以作為召喚客家想像的可能。特別是在具有濃厚客

家地方色彩的六堆地區，如實地呈現真實的地方古蹟，可被再現為一種未被外界

力量所碰觸及改變的文化（吳天泰，2006：433）。這樣不僅可以形塑出俗民生

活的環境，更可以使創作者給予廣告，帶有一種區域性的認同，像是徐筠庭認為： 

在做六堆嘉年華時，對六堆的認識是其實那個時候叫六堆是因為就是幾

堆幾堆，那時候是防衛的，其實是跟軍事或者是村落集合的有關的一個

名詞，它其實是一個地域性的加總，那一帶就是會有一些特別的東西會

出現。我對六堆的認識就是，它是一個在跟地域色彩的，就是它有點像

區分南客北客或者像地域上的不同。六堆這地方就是代表性的一個文化

加總，有一些建築，有一些像是特產或什麼、什麼、什麼的（徐筠庭，

130-135）。 

六堆本已具有的客家意義，可以被用來形成一種區域性的認同外，使用當地

各種不同的客家代表元素，也可以形塑出客家文化區域上的差異觀感。黃嘉緯在

進行 2005 年客家博覽的廣告創作時，因該活動地點於高雄，但在廣告中並未明

確的指出地方特色建築，故採以元素的使用作為反應地區的象徵與區隔： 

我們一定在事前提企劃的時候就要先做功課，因為我不是客家人，我不

知道，我說你可能要幫我找一些，我自己也找一些討論，有那一些是什

麼很標準的客家元素。比方說油紙傘、比方說藍衫、比方說黃蝶祭、比

方說還有什麼，大概設定幾個，所以我們才會用那個來設定照片的主題。

所以我記得一開始好像從那個藍衫到紙傘，客家菜然後黃蝶，然後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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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黃嘉緯，191-196） 

除了本身即具有相當濃厚的客家文化特色的六堆，像是早期 2006 年尚未有

明確舉辦地點的台灣客家博覽會，為合乎當年度舉辦場所（台北火車店），廣告

製作者所面臨的事，該如何將客家文化元素與當地的結合，倘若當地的客家文化

特色並不強烈時，創作者會將展現各式的客家元素作為一種空間背景，藉以讓舉

辦的現代都市情境中產生一種客家風貌的異己場域（參見分鏡圖 5-5）： 

對於 2006 客家博覽，其實我們本來的構想就是，用一個渲染的概念，

因為它那剛好那個客家博覽會是在台北的、台北車站那邊辦，那所以那

時候本來的腳本是有一個人，然後他走在台北的、台北車站那附近，他

走到哪他的那個客家的那個元素、那個代表的元素他就會開始慢慢渲染。

有點像是那個地方處處你都可以感受的、感受的到客家的氛圍這樣子。

（楊璇貞，286-290） 

楊璇貞所指出的「渲染」，是希望能藉由各式的客家元素，慢慢地從廣告畫

面中擴散，藉以帶出各式文物、美食的陳列與展示，代表著客家從靜默到喧嘩的

過程。 

  

（分鏡 12） （分鏡 13） 

  

（分鏡 14） （分鏡 15） 

圖 5-5：2006 台灣客家博覽會分鏡圖（附錄 G） 

同時楊璇貞對於 2007 年台灣客家博覽會的舉辦場地在高雄，故在廣告中所

出現的黃蝶，則是六堆當地保育黃蝶翠谷生態的鄉土關懷象徵，藉此進行南北客

家元素的區隔： 

它就是那個代表性，像 2007 年〔台灣客家博覽會〕我們用一個那個黃

蝶嘛，就蝴蝶在飛，那個女的就穿過各個、就是照片去尋找那隻蝴蝶這

樣子，那其實蝴蝶就是它其實是因為那陣子他們那一屆是在南部，有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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蝶祭，我們把黃蝶祭這個元素帶進去……但是它因為他們是有一個特殊

性比較高，因為北部就沒有嘛，但南部有，對，所以我們是它的特殊性

比較高，我們就會使用那樣子的元素。（楊璇貞，335-340） 

像是客家桐花祭廣告中，不僅只有桐花是客家的象徵，同時桐花的顏色，也

是創作者試圖進行連結的部份，就魏家瑞而言，他以桐花的白作為替換客家傳統

客家的風貌： 

最明確的一個概念就是……我整個廣告都維持一個非常純白的tone調，

然後他當然就是跟桐花的顏色密切結合在一起的，我最明確的是想要告

訴人家：客家人，客家人在台灣，然後客家人在目前是什麼樣的一個狀

況，客家人有什麼樣的特性。（魏家瑞，269-272） 

上述元素的沿用所具備的象徵和區隔，是試圖用傳統較為人熟知的客家文物

與地點襯托出不同客家節慶活動的文化特色，並試圖創造出即有的客家文化社群

的秩序。但在客家廣告中，作為沿用的文化元素，多半是希望突顯當地之特色或

藉由客家元素的展示與流動，作為與當下社會情境中的文化差異。 

三、小結 

本節中主要探討廣告符碼的意義建構下，所呈現的客家文化的想像。依照創

作者對於客家文化的想像，多半源自於舊有或是較為人熟知之客家元素。並將之

視為代表客家文化的影像標記。其次，就廣告主要的目的來看，客家文化社群的

建構是根植於建立政府良好形象，藉以對都市群眾進行客家形象的重整。在使用

客家文化的符碼中，物質元素的顛覆與沿用，是試圖彰顯出各元素的功能（視覺

上的影像替換與組合）與類型（地區元素的象徵和區隔）上的對應。 

然而，在當前的消費與休閒娛樂產業邏輯中，整體客家文化社群的建構與客

家文化元素，逐漸地被政府與創作者的價值觀所框限，並潛移默化地灌輸各種不

同客家文化節慶中的廣告影像差異，但在影像手法的展現上，卻又是以精緻的影

像手法表現出同質的雙重矛盾，但相對地，用來支撐整體廣告的客家內涵的核心

點，是以一種樸實純真的好客情懷和有如夢幻式的展示櫥窗，招攬著遊客可以體

驗不受拘束下，自由愉快的遊玩與消費。 

第三節  創造消費的影像操作：廣告符碼的商品美學 

在上述探討客家文化節慶廣告中再現與產製的曖昧與符碼意義的建構後，本

研究進一步針對客家文化節慶廣告在產製中，所形塑出對於消費氣息上的制度規

範與程序。在本節中發現，客家廣告藉由各式商品進行客家文化的意義重塑，並

藉由文化節慶的主題加註消費氣息。在此各式的商品所上演的策略規範中，逐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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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被消費邏輯中想像的愉悅所入侵和攻陷的現象，並利用油桐花、美食和當地名

產等的符碼來建構客家文化。但研究者亦發現廣告作為一種傳遞客家文化的媒介，

卻成為一種文化節慶與商業（商品與消費）的共謀。這種過程，如同市場交易的

環境一般，使得廣告創作者必須以生產消費進行大眾與產品的連結，並將影像重

新具體化後，賦予新的表現意義。Haug（1986／轉引自孫秀蕙、馮建三，1995：

79-83）認為這是一種「商品美學」（commodity aesthetic）的過程，意即生產者

必須創造使用價值的想像，將以美學的方式傳遞產品內外形式的舒適，以進一步

引起消費者的共鳴。 

綜上所述，本章節將提出以如下兩個論題作為後續申論的基礎：其一，廣告

中大量的商品符號的展演，本身就代表著具消費的生產制度。再者，廣告影像中

的審美感知，乃是特定的視覺消費模式的表現程序。茲就此二論題分述如下： 

一、商品符號的展演：消費的生產 

客家文化其實希望能夠被消費，不是消費掉它，而是它的東西是可以透

過消費而被傳播的，就像是說，所有人去使用它、去了解它，去那個地

方玩。你就會多一點認識。我覺得客委會其實是設定成那個目的，因為

它其實越來越像商業廣告。我覺得把它當成商業廣告，操作並沒有不好。

（徐筠庭，187-190） 

誠如徐筠庭所言，客家文化是以消費作為一種傳播的方式，然而，當廣告作

為傳播的媒介，生產者依靠著它，試圖為自己的產品「製造」出足夠的消費市場

（Jhally,1992／馮建三譯，1996：33），如同徐筠庭進一步認為：「我覺得的目的

很清楚就是要讓大家知道這個活動，讓大家去促進那個地方多一點的經濟效果」。

（徐筠庭，197-199） 

為了要促進當地消費的可能，在客家廣告中，以商品作為文化節慶的展示，

像是楊璇貞則指出，在進行廣告拍攝前，必須先大量搜集相關的特色產品，進行

拍攝的取樣： 

我覺得應該是說我們去蒐集我們有什麼東西、有什麼東西可以拍，還有

什麼東西是他們主打的，那我們想辦法把那些東西融入我們的劇情。（楊

璇貞，311-312） 

在 2008 年客家桐花祭廣告中，為增進該文化節慶中影像內容的質與量，徐

筠庭導演除了在整體廣告敘事中以「旅程」作為貫穿廣告的主題，並作為「消費」

的意義轉換，由廣告主角的漫步中，過場景像也充斥著許多象徵性的商品與相關

活動主題，並用來呼應該年度客家桐花祭的商品項目，廣告分鏡如圖 5-6： 

我覺得 08 年〔2008 年客家桐花祭〕那一次，基本上設定都還是傳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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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裡面東西還是有講究，比如說他們當年有一些像是事蹟類的，比方

說，創意市集，他們當年 08 年應該有創意市集，所以我們就放了一些

有人在賣一些什麼風車之類的東西。然後或者是放一些像是他們有在，

搗糯米的那些畫面進來。（徐筠庭，110-114） 

  

（分鏡 9） （分鏡 10） 

圖 5-6：2008 客家桐花祭廣告分鏡圖（附錄 D） 

客家桐花祭的廣告，藉由桐花掉落的影像場景所營造的氛圍下，創造出桐花

並非單單只有觀賞桐花的旅遊功能，而是鼓勵大眾在賞花之際，對於其週邊的商

品（客家美食、陶藝、童玩、客家農產品等）進行消費，進而在各式相關商品上，

以桐花的樣式作為一種商品的模型，進行影像形式上的表現，進而致使桐花成為

一種為具備消費的圖騰象徵。 

楊璇貞在進行台灣客家博覽會企劃時，亦瞭解博覽會意義中商品與各式展覽

的特殊文化景觀構成，並採用不同的出客家商品營造消費與娛樂的性質，用以吸

引群眾消費的可能： 

我覺得客家博覽會就是它可能就是會比較有一點大雜燴的形式，因為它

既然都叫客家博覽會了，所以他們勢必就是任何客家的東西都會加入，

比如說桐花的商品其實也算其中一塊，所以我倒不會覺得說因為他們活

動不一樣所以限制會比較多。（楊璇貞，329-332） 

這種「大雜燴」式的表現方式，就黃嘉緯而言實質上是在刺激消費心理，以

好玩作為宣傳的目的： 

應該是說它現在要講客家博覽會的東西，它要宣導客家博覽會好玩的，

或是什麼，反正重點就是它其實它這廣告目的就是叫大家來客家博覽會。

然後另外一個目的是，可能兩個目的，一個是叫大家來看，另外一個就

算你不來它也讓你知道有客家博覽會這個東西。（黃嘉緯，135-138） 

楊璇貞進一步指出，台灣客家博覽會廣告，因跨了許多節慶，像是聖誕節、

新年和元宵等，主要是想吸引家庭進行採購用以增加、激發相關客家商品的銷售

能力： 

客博會就是，它幾乎都是希望說能夠讓全體民眾，對，我覺得尤其是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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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家庭式的，所以我覺得它後來幾年啊，就是像 2008 它的那個感覺就

很節慶，因為剛好，因為尤其 2008 今年的會比較特別是因為它剛好有

跨年，它從 2008 年底到 2009 年初，所以他那時候跨的那個節慶就還蠻

多的，就是剛好是聖誕節後幾天而已，還有過年嘛，好像還有春節什麼

之類的，他們就是很注、很，就是剛好跨了很多節慶，所以那個時候他

當然會希望說讓人家有一種年節氣氛的感覺，然後可以讓他們到客家博

覽會那邊去購買一些商品，比如說因為年節送禮或自用兩相宜這樣子，

所以他們那一年會有特別這樣子的需求。（楊璇貞，367-374） 

然而，除了台灣客家博覽會會進行各式的商品挪用之外，楊璇貞談到 2009

客家桐花祭的廣告後像是各式相關活動也會被進一步的吸納，化為該廣告主要的

文化節慶主題內容： 

因為如果說談到桐花祭的話，其實我看今年〔2009 年〕，我大概也感

覺的出來他們有一些是勢必要置入的，比如說，就算桐花祭他們產品不

一定要出現，可能他們有某些活動也是一定要進去的，比如說，我記得

今年就是一開始就是那個桐花小人嘛，那後面有結婚還有音樂會，然後

我記得它好像都有上字幕，他們類似有什麼活動好像是這樣的，所以我

覺得桐花祭他們如果說真的要講限制的話，其實桐花祭他們也是有勢必

要加入的一個東西。（楊璇貞，324-329） 

而魏家瑞在製作 2007 年客家桐花祭廣告時，雖企圖將商品和文化做進一步

的展示與連結，但因受限於整體廣告預算：「他牽扯到公家機關的預算問題，但

是如果是這樣的話，我就會想辦法一步一步砌出商品跟文化的結果，我當然希望

做這些事情能夠讓客庄的消費是增加的」（魏家瑞，204-206），所以無法進一

步的展現，但在實質的廣告目的中，魏家瑞是以希望能吸引民眾的目光，增加旅

客的人潮：「你來了客庄，你可能就會來這邊消費，對我們有另外一個企圖心，

希望是做這樣的事情」（魏家瑞，79-80）。 

上述中，客家廣告被視為一種對現實社會的消費生產機器，試圖將人與物或

活動的關係模塑為，客家文化與社會互動和客家商品觀的建立之間的結果。這種

消費的生產方式，會致使客家廣告中文化節慶活動的「客家」與「商品」的疏離。

簡言之，雖然客家文化節慶廣告，用以影像生產的方式，列增許多新與舊的客家

文化象徵，但其影像的表現方式卻多半指向於具消費機能的內涵。因此，廣告中

的客家文化，逐漸地成為販賣客家特色商品的功能。 

二、廣告中的美感：視覺消費的模式 

主導文化生產場域的傳播工作者如記者、導演、廣告公關人員……他們

透過不斷的投資（文化品味的學習）在符號詮釋上取得主導的地位，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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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支配商品流行走向，主導商品美學的定義……但他們操縱符號的能力，

乃是取決於他們對於媒體等資源的經濟性掌握能力，而不是純粹是心智、

品味上的投資（孫秀蕙、馮建三，1995：87-88）。 

如上所述，廣告創作者在進行視覺影像的呈現，即是擁有了各自對於符號的

詮釋地位，但這種詮釋手法，不見得來自己自身對於該物的美學感知，而是在製

作環境下，對於廣告影像的表現策略，亦為一種展現消費的模式。在廣告中，所

謂的消費模式，即為一種消費的表現方式，這是以消費作為一系列「反建制」

（antidiscipline）、一系列的「程序及策略」，人們可以經由它讓文化（包含物

質文化）融入生活（Dent, 1999／郭慧敏譯，2009：51）。而廣告效果的達成，

需要一種有利於它的氣氛與世界觀之搭配，也就是需要一種能夠強化消費傾向與

習慣的訊息，至少，廣告要求環繞它四週的資訊，不能妨礙其產品的推銷（孫秀

蕙、馮建三，1995：121）。 

在客家廣告中除了不斷的陳列具消費特徵的商品外，其運作的本身亦也存在

著某種形式，並作為一種消費的表現模式。因為影像的形式如同一種語言的功能

一般，具有提示性、象徵性，同時又帶有形式美學的功能（Burdek, 1994／胡佑

宗譯，1996：207）。同時，商品文化具有建構社會真實的能力，它謹慎地製造

中產階級的消費需求（如廣告策略中的區隔segmentation的概念），界定「合理」

的階級品味，甚至訴諸社會規範的改革（或穩固既有的社會價值觀），用迷人的

圖像與華麗的包裝來販賣商品（孫秀蕙，1996：225）。在客家文化節慶廣告的視

覺消費模式中，楊璇貞分別將廣告分為「文化氣息」與「熱鬧氛圍」兩種的影像

表現策略： 

我覺得如果你要問我說是客家廣告，就是這一系列廣告它們的氛圍的話，

我覺得大概可以分為兩種，一個就是種文化氣息，比較沉靜的路線，那

另外一種就是走熱鬧的那種氛圍，那熱鬧氛圍的話幾乎，台灣客家博覽

會幾乎都是走這個路線，那，但是 2006 它其實是走一個比較文化氣息

的路線，那 2007、2008 那兩支就非常熱鬧，還有六堆那支也是非常熱

鬧。（楊璇貞，557-562） 

同時，楊璇貞進一步的解釋客家桐花祭所表現的是一種輕鬆柔和的風情、台

灣客家博覽會則是藉由舉辦在其他節慶重疊的時期，而產生節慶中的節慶，作為

引導消費氛圍的策略，六堆嘉年華則是以年輕／活力，復興產業的象徵和傳統運

動會的複合體： 

大家都會覺得說桐花祭的印象就是一個比較輕柔的 tone 調，所以我們

會讓它有一種就是比較輕鬆，然後柔和的感覺，所以我們那時候我們音

樂才會選用那一個，那其他像，因為桐花祭他們的印象本來就是這樣子

嘛，比較一個輕鬆、柔和的感覺，可是你說像博覽會那種就不太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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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要求的就是一個熱鬧，而且博覽會幾乎每一年辦都是在年底要過年

前或者是他們有一些聖誕節前後，像那種的話就是有關節氣的那種東西，

就是節慶啦，所以他們就會希望說博覽會他們的一個 tone 調會是比較

熱鬧，可以有那種吆喝大家一起來的那種 feel，所以我們在廣告設計上

或者音樂選擇上我們會有這種區隔在。嘉年華也是，嘉年華、那個六堆

嘉年華也是比較熱鬧型的，因為它是一個運動會去做一個結合。（楊璇

貞，218-226） 

而徐筠庭在製作六堆嘉年華時，面對客家文化古蹟的豐盛場景中，並非呈現

古老傳統的歷史感，而是藉由串連一系列的建築與生活美感，以拓增六堆的視覺

消費意涵： 

基本上就是從六堆那個部分先優先的去選擇，當不足的時候，比方說，

其實你看後段其實都是特色的東西。特色的東西所在六堆的環境裡面，

其它的比如說像是串連的一些比較具有美感的東西，就比較沒有那麼嚴

苛。（徐筠庭，149-152） 

同時，楊國欽更進一步的指出，這種美感的呈現是一種現代化的視覺語言，

創造出消費的空間： 

如果大部分的人都是去做傳統……如果説，過去客委會的一個基礎點是

在這個地方的時候，我們要跨過這個基礎點，站在這個基礎點上面的我

們給它什麼？我們那時候抓到一個點就是我們要給它現代化、都市化、

科技化、然後活潑化，更重要的是什麼？是現代的視覺語言，從這樣的

一個想法裡面我們就持續下去，幾乎我們接的所有的案子，全部都是我

們公開投標去比來的。（楊國欽，90-97） 

再以魏家瑞對於 2007 年客家桐花祭的創作為例，魏導演同樣也希望能藉由

現代化的視覺影像手法融入廣告情境，打破一般傳統的客家氛圍： 

我很……我其實不是很希望人家對客家就是古色古香，如果是這樣的話，

有客委會或者是很多廣告它就已經呈現了，包括藍衫不斷出現、包括那

個花布不斷出現，那，我相信這些人一看大概已經做到大家看到都會連

結上客家，所以我覺得我應該要摒除，抽掉就是說，這些是不是太負面

了，你看那塊布就是客家嗎？所以，我剛剛提到就是，我希望你進來客

庄看的是文化的東西，那我用最現代的方式，就是我要去吸引的就是你

剛剛講的，我可能所有人看到這支廣告都是清新舒服的，然後，這種

是……可能他在廣告語言上，他是打破了跟客家人的距離，我開始就想

要做出這樣的一個狀況，打破你對客家距離。（魏家瑞，134-141） 

對於王武雄導演而言，試圖讓廣告塑造成一種促進消費的工具，並進一步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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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為一種大眾的生活習慣，如此之下，廣告的作用帶有一種工具性需求（經濟效

果），並作為一種廣告的策略： 

桐花是一個選擇，它變成一種慣性，生活的習慣，就像中秋節，現在不

是看月亮，叫烤肉，這個也是廣告人做出來的，那以後是不是到了那個

季節，就是看看桐花，吃吃擂茶，再來吃一下客家的麻糬也可以，就是

把它變成台灣人重要的一個生活習慣。（王武雄，202-205） 

在廣告策略中，最主要的差異即是展現創意，當廣告主題的確立後，為進一

步達成廣告目標，廣告的影像表現即是貫徹廣告策略的效果（劉美琪、許安斯、

漆梅君、于心如，2000：170；鈕則勳，2005：30）。同時，「創意概念」是將

「商品主張」（Product Concept）轉換成一種最合適的「溝通訊息」（Communication 

Message）（張樂山，2002：72）。這對於善於製作廣告的楊國欽而言，他指出

自身對於客家廣告影像表現的看法： 

我做廣告影片已經二十幾年了。我們也做蠻多商品的廣告，然後也看過

很多國外的廣告，我們很擅長的一件事情，第一個我們講究創意，第二

個是說我們知道運用最新、最好的一些技術，然後來讓整個視覺活潑化、

生動化，然後擬人化，這個是我們很擅長的。（楊國欽，83-86） 

不僅如此，楊國欽更認為，在製作客家廣告的過程中，除了展現廣告創意外，

更不會忽略客委會對於商品展現的目標： 

我們今天，如果說這是我們擅長的話，我們這個 team 擅長的話，對我

們來講這兩樣東西是不可分的。就是說我們今天講一個故事，不會因為

我講了故事就忘了商品，忘了主題，忘了客委會的一個主要的 message，

也不會因為我只講一個主要的 message，我就失去有趣的那個部分，故

事也好，創意也好，那個活潑度也好，這個是我們不太一樣的地方。（楊

國欽，197-201） 

然而，就黃嘉緯而言，2006 年台灣客家博覽會是藉由相片式瀏覽式的廣告

動作進行客家廣告的創意設計，藉由主角在相片中游走，展現出各種不同的客家

元素，同時又兼具視覺性的效果： 

那時候覺得這支廣告的 idea 我覺得很不錯，因為它是相片，我們可以

用這個東西，就可以感覺說這群人他去台灣客家博覽會玩回來之後在那

邊照很多相，然後剛好一個人在這不同相片裡面走來走去，那這個型式

是視覺風格比較強。（黃嘉緯，142-145） 

而徐筠庭則進一步指出，2008-2009 的台灣客家博覽會廣告，藉由一種美新

的包裝，改變一般大眾對於客家的認知，並希冀能促進當地產業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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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在 run 這支案子〔2009 台灣客家博覽會〕的時有一個較大的重點是

它有一些客家商品，客家商品我們實際去看到真實的東西的時候，我們

發現其實它包裝真得跟你以前看到的感受都不一樣。不過，它真的很漂

亮又好吃，我覺得這是很吸引人的，然後客委會就主委他們本身就是說，

其實他的想法沒有非常得直接，他就是希望這些能夠上去，然後被讓大

家知道說其實我們的東西很好。（徐筠庭，269-273） 

然而就影像的表現上，徐筠庭進一步指出，廣告製作過程中，影像敘事最難

表達的即是邏輯連貫性、連戲和審美的共通性： 

因為三十秒的 TVC 其實是很難去表達一些什麼事情的。第一個就是邏

輯，邏輯這件事情非常難，你根本其實就要把邏輯拋開。第二件事情是

連戲，連不連戲是它是戲劇的事情，對廣告來說沒有這件事。另外一件

事情就是，還有再是說它的畫面的美感是建立在一個極短的秒數裡面，

所以其實 TVC 的狀態它會受限很多，但這也是它有趣的地方。（徐筠

庭，380-384） 

正因為廣告受限於時間限制上，就徐筠庭曾製過 2006 台灣客家博覽會、2008

客家桐花祭和 2008 六堆嘉年華，他進一步表示，展現在客家廣告裡，其邏輯並

未有太多的差異，而在廣告元素的運用上，也多有重覆的現象： 

電視廣告三十秒，你在電視上看其實你稍微不注意就過去了。基本上我

們會做一些 study，為什麼要去 study，是因為同類型的東西其實很多，

在以往你一直在做的事情，不管是客博會，不管是六堆，不管是什麼、

什麼，跟客委會有關的一些 TVC，電視廣告，它出的樣子基本上你不

會看到太多的不同，因為就是出拍那些東西，每年都重覆。你有沒有這

樣的感覺，其實每年都重覆，每年要講的東西都是這邊好玩來玩，這邊

有什麼東西、什麼東西、什麼東西，基本上邏輯是一致的。（徐筠庭，

84-90） 

然而，雖然客家廣告具有高度的元素重覆現象，同時又必須面對許多現實面

的考量，但徐筠庭仍堅持尋找新的方式進行客家廣告的表現，像是「2006 台灣

客家博覽會」採取渲染的影像表現手法、「2008 客家桐花祭」則是用手繪動畫的

形式和「2008 六堆嘉年華」以音樂表演式的風格進行廣告的差異表現： 

其實我每一次在做不管是商業廣告或者是這四支，也許在我做客委會的

時候，我覺得它是具備有比商業廣告更多空間的。然後在我意識到這件

事情的時候，我就會想要因為我的想法是比較希望能夠 try try 看 try 一

個新東西的心態，剛在做客委會的時候，不管那一次我都有排除現實的

困難，因為現實的困難有時候我也沒有辦法。因為有些東西喬不到，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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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東西不行，你只能在這個有限的環境有限的條件下去完成一個你心目

中要的樣子。在這種情況下，我還是會有一個意識到說你必須要，你在

拍這四支的時候你可以用一點不同的感覺，跟一般廣告不同的感覺。比

如說，我覺得前二支比較明顯，就是用一個渲染的風格跟一個插畫式的

風格，第三支用音樂式的風格，第四支我覺得是比較想要拍得想要貼近

人。（徐筠庭，311-320） 

除了上述的廣告創意的表現與侷限外，魏家瑞製作的 2007 年客家桐花祭廣

告，所呈現的創意主要在於文字上的表現： 

另外一個層面就是，那這樣子鋪陳的一個廣告是不是所有的人都看的懂？

那個是我自己當時有一些掙扎的，就是有些文字、或者是我是不是要透

過講客語的方式，可是……文字跟……跟語言就會有一些落差，文字可

能很美，我自己都可以承認文字可能很美，可當你轉換成客語要去講的

話，他可能就不美了，因為語言跟文字的差異就在這裡，更何況是客語，

那如果我用客語去配……因為當時也有這一些討論嘛……是不是要配

客語、要不要講……要不要用客語講出來這件事情，我堅決就是說用文

字……文案表達是因為全台灣的人都看得懂文字，可能 99 以上的都看

的懂，但是全台灣只有百分之三十二……百分之多少聽得懂客語？甚至

客家人裡面只有百分之多少聽得懂你某個腔調的客語？那我這支廣告

是要行銷給大眾，我是希望大家都去桐花祭，所以我希望他就算我不講

華語、不講國語，我也希望他是讓人家可以用欣賞，可以看得懂的方式

來進來。（魏家瑞，251-261） 

綜合上述，以商品美學的角度來分析視覺消費的模式，可發現：客家廣告在

形式的美學中，主要是以文化氣息與熱鬧節慶氣氛作為戲劇的張力。其次，在功

能美學上，則是強調客家元素的多樣化，以展現客家廣告中影像內容的可供性。

最後則是傳達美學上，以精緻亮麗的影像包裝作為一種客家文化邁向現代化特徵

的趨勢。 

三、小結 

本節以客家廣告中的廣告符碼的「商品美學」概念，探討消費的生產與視覺

消費的模式。研究發現，客家廣告中所包含的生活與消費中的產製手法，主要在

於呈現出現代化的特徵，例如表現都市化風格的客家元素，趨向一種同質化的大

眾品味。同時，視覺包裝的精緻化則以一種審美的共通性出現，其重點在於將傳

統的節慶氣息轉化為一般世俗習以為常且周而復始的節慶特徵，增加客家廣告中

客家文化元素的親近性。 

整體而論，在本章節對於廣告的操作過程中，發現了產製與再現的曖昧層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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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突顯政府製作廣告的流程有別於商業廣告的產製過程外，同時也發現，政府

亦依照內流程的廣告品質管制形成一種干預，而這些干預則導致創作者在廣告創

造過程中備受約束。最後，在此結構下的創造與約束，也間接地展現政府與創作

者對於客家文化元素的影像認同。透過比較廣告創作者與政府之間對於廣告符碼

的再現，可發現妥協後的最終廣告成品，目的在於形塑連結政府形象、都市群眾

與客家精神／生活，並以廣告影像的表現賦予客家元素的顛覆與沿用，以展現出

客家文化社群的集體想像。最後，再回歸至廣告中以商品美學的方式進行客家文

化的生產與消費的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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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廣告效果評估：閱聽人分析 

一、閱聽對象訪談樣本分佈 

本研究主要採用群集抽樣（cluster sampling）與強度抽樣（intensity sampling）

原則。通常當母體底冊的蒐集及編造極為困難或龐大，而在調查時又希望節省

成本時，可利用群集抽樣法。基本上，群集抽樣的方法是將母體分成幾個群集

（區域）。但此一區分有一個重要的前提：即當群集間的變異小、但群集內的變

異較大。此時可從這幾個群集中抽出數個群集進行抽樣或普查。志於強度抽樣

策略的重點在於找到具有充足資訊的訪談對象（information rich cases），也就是

具代表性（representative）的研究個案，以期強烈地突顯研究現象的特質（manifest 

the phenomenon intensely）。但這並不意味著強度取樣策略的研究個案必須是極

端的（extremely）個案。強度抽樣法最大的問題是研究對象同質性太高（年齡、

教育程度、收入等）。但強度取樣的重點，原就在於抽取具有較確定意見且能深

入陳述意見的對象，屬於特殊的立意抽樣。 

在本研究中，主要是根據地緣關係選定桃竹苗三地的客家學院，配合強度

抽樣策略，選定與客家廣告傳播或文化節慶相關領域之研究生。最後挑選了中

央大學客家學院社會文化研究所、客家政治經濟研究所；交通大學客家學院社

會與文化碩士在職專班、人文社會學院傳播研究所；聯合大學客家學院客家語

言與傳播研究所、經濟與社會研究所、資訊與社會研究所等七個研究所，並於

2011 年 4 月 26 日至中央大學客家學院、2011 年 5 月 12 日至聯合大學客家學院、

2011 年 6 月 16 日至交通大學客家學院，抽取各該校碩士班研究生作為本研究之

閱聽人分析訪談對象，總計抽取樣本數 32 人31，樣本分佈狀況如下： 

 
圖 6-1. 依性別分 

 
圖 6-2.依年齡分 

                                                      
31

 實際上參與焦點訪談的人數為 33 人，其中包括 1 名中央大學社文所教授。因該名教授擔心其

身份對學生產生影響，故僅局部參與座談。研究者將其意見改列焦點訪談資料，不計入焦點座談。 

女

72%

男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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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3. 依族群別分 

 

圖 6-4. 依職業別分 

 
圖 6-5. 依學校別分 

 

圖 6-6. 依婚姻狀況分 

 

圖 6-7. 依居住地區分 

 

圖 6-8. 依居住代數分圖 

 

二、閱聽反應：廣告印象模糊 

就客家文化節慶廣告的一般效果而言，受訪者普遍反映有印象模糊、識別度

低、喜好分眾化等問題。其中，印象清晰度和識別度低落的現象，或許與廣告投

入的金額和時段有關。礙於無法取得客委會的相關數據（例如廣告投入金額），

因此無法進行成本效益分析，僅能就全局進行描述性的閱聽反應與廣告效益分析。

在閱聽者評分設計上，本研究針對每一部廣告，透過下列五道主要問項取得閱聽

者評價：1.是否有印象曾在電視上看過某廣告；2.以 1-5 分描述對這支廣告的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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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喜好程度；3.以 1-5 分描述對這支廣告所傳達的訊息效果；4.以 1-5 分描述對

這支廣告的客家意象識別度；5.在這支廣告中所看到的客家元素（開放式問項）。

此項閱聽反應調查結果顯示：大多數閱聽人對於這些廣告的認知有一致性趨勢

（各系列、各年度的廣告問項得分級距與標準差都不高）。以下就研究發現的細

節進行分項說明（相關數據參見表 6-1）。 

表6-1. 歷年客家廣告之閱聽反應 

 個數 最小值 最大值 平均數 標準差 

桐花2005印象 32 1 3 1.94 .669 

桐花2005喜好 32 1 5 3.16 .920 

桐花2005效果 32 2 5 3.19 .998 

桐花2005識別 32 1 5 3.06 1.216 

桐花2006印象 32 1 3 2.06 .504 

桐花2006喜好 32 1 5 3.53 .983 

桐花2006效果 32 1 5 3.47 .950 

桐花2006識別 32 1 5 2.78 1.289 

桐花2007印象 32 1 3 2.03 .309 

桐花2007喜好 32 1 4 2.56 .801 

桐花2007效果 32 1 5 2.66 .937 

桐花2007識別 32 1 5 2.41 1.043 

桐花2008印象 30 1 3 2.03 .414 

桐花2008喜好 32 2 5 3.56 .914 

桐花2008效果 32 2 5 3.63 .942 

桐花2008識別 32 1 5 3.41 1.103 

桐花2009印象 31 1 3 1.68 .541 

桐花2009喜好 32 3 5 4.53 .621 

桐花2009效果 32 3 5 4.50 .718 

桐花2009識別 32 2 5 4.38 .793 

桐花2010印像 31 1 3 1.97 .407 

桐花2010喜好 32 2 5 3.44 .982 

桐花2010效果 32 1 5 3.09 1.118 

桐花2010識別 32 1 4 2.16 1.081 

桐花2011印象 31 1 3 1.71 .588 

桐花2011喜好 32 1 5 3.13 .976 

桐花2011效果 32 1 5 3.25 1.078 

桐花2011識別 32 1 5 2.34 1.181 

六堆2006印象 32 1 3 1.91 .466 

六堆2006喜好 32 2 5 3.81 .6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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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堆2006效果 32 1 5 3.34 .937 

六堆2006識別 32 1 5 4.09 .995 

六堆2007印象 31 1 3 2.00 .258 

六堆2007喜好 32 2 5 3.47 .803 

六堆2007效果 32 2 5 3.75 .622 

六堆2007識別 32 1 5 3.25 .803 

六堆2008印象 30 1 3 1.97 .414 

六堆2008喜好 32 1 5 3.81 .859 

六堆2008效果 32 3 5 4.22 .706 

六堆2008識別 32 3.0 5.0 4.484 .6658 

六堆2010印象 32 1 2 1.72 .457 

六堆2010喜好 32 1 5 3.59 1.043 

六堆2010效果 32 2 5 3.75 .950 

六堆2010識別 32 1.0 5.0 2.953 1.1242 

客博2006印象 32 1 2 1.91 .296 

客博2006喜好 32 1 5 3.59 1.132 

客博2006效果 32 1 5 3.62 1.040 

客博2006識別 32 1 5 4.19 .998 

客博2007印象 32 1 2 1.94 .246 

客博2007喜好 32 3 5 3.66 .653 

客博2007效果 32 2 5 3.84 .884 

客博2007識別 32 1 5 4.00 .916 

客博0809印象 28 1 2 1.79 .418 

客博0809喜好 32 1 5 3.56 1.045 

客博0809效果 32 2 5 3.44 .948 

客博0809識別 32 1 5 3.84 .987 

美食2006印象 32 1 3 2.09 .390 

美食2006喜好 32 1 5 2.97 1.031 

美食2006效果 32 1 5 3.28 1.054 

美食2006識別 32 1 5 2.38 1.100 

特展2009印象 31 1 2 1.94 .250 

特展2009喜好 32 1 5 3.25 .842 

特展2009效果 32 2 5 3.62 .707 

特展2009識別 32 2 5 3.69 .738 

特展2010印象 28 1 2 1.75 .441 

特展2010喜好 32 2 5 3.50 .916 

特展2010效果 32 2 5 3.56 .8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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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展2010識別 32 2 5 3.47 .842 

有效的 N (完全排除) 22     

 

首先就廣告印象而言，一般民眾對於這些客家廣告普遍都有印象模糊的問題。

在五分量表中，平均分數只有 1.91 分，整體而言印象非常模糊。勉強來說，只

有 2006 年的「客家美食博覽會」（2.09）、2006 年的「客家桐花祭」（2.06）、2006

年的「客家桐花祭」和 2008 年的「客家桐花祭」（同為 2.03）這四部廣告的得分

相對較高，其他 13 部廣告分數都偏低。 

造成廣告印象低落的原因可能很多。例如，廣告播出期間太短、播出時段不

佳…但最重要的原因是客家文化節慶廣告在商業電台播出的次數不夠多｛研究者

目前尚無法取得廣告託播的相關數據｝。雖然大多數受訪者表示曾在客家電視台

頻道看到過這些廣告，但客家電視台的平均收視率極低；絕大多數非客家人並未

固定收看該頻道。對他們而言，可能不曾看到這些廣告。由此也引發一個重要的

問題：如果這些客家文化節慶廣告所設定的主要閱聽對象是非客家人，則很有必

要在預算許可範圍內增加在商業電視台的播出頻率。事實上，本研究發現：即使

是客家人，也不見得對這些廣告有印象。在 ANOVA 檢定中，客家與非客家群體

對於歷年廣告的平均印象分數並未達到顯著差異。但在以準實驗法進行的座談中，

許多客家人都非常訝異知道有如此高品質的客家廣告。一位受訪的客家人表示： 

在我之前讀書的環境，有些是客家人，有些是非客家人，我嘗試去了解非

客家人對客家人的印象是什麼?他們對這個客家人意義其實不是很清楚，

然後看這些廣告，我也完全沒看過，我非常震驚，我對客家也很長關注，

可是我怎麼都沒有看過這些，我想說是我的資訊有落差，還是怎麼樣。

（NCU-05） 

  此外，若以活動的系列屬性來比較，本研究發現：「美食特色展」系列（包

括客家美食節與客家特色展）的平均印象分數最高（1.93），「客家桐花祭」系列

其次（1.92），再次為「六堆嘉年華」（1.90），最低為「客家博覽會」（1.88 分）。

推測美食特色展較易於讓觀眾留下深刻印象的原因，可能是因為美食的符號的使

用最為直接，毋須經過隱喻和換喻的改裝修飾。許多社會心理學的研究都證實，

愈簡單的事務愈易於被記憶與接受（葉肅科，2007）。但在此必須強調，印象分

數未必能轉換為喜好度。以下分別是一位聯合大學和另一位交通大學的受訪者所

表達的意見。這兩種意見在某種程度上反映出在喜好程度上的相反方向和理由： 

最吸引我的廣告是那支美食的廣告 2006 年的，就是它就廣告立場而言，

一開始有一個東西，然後大家就是說要去吃什麼？來得及嗎？來得及嗎？

那個廣告就有一個吸引，就我閱聽人來看的話，我會覺得那支廣告很吸引

我，因為會想說他要幹麻？後面說要去吃東西，然後就開始介紹東西，{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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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那個東西就會覺得說好像得去唷，就是看廣告的部份。（NUU-04） 

我比較不喜歡的是 2006 年客家美食展的廣告，就是幾個人用客家話講話

說下班了，等下要幹麻，就是都餓了嗎？就是去看美食展，所以我覺得就

是在那邊擺食物讓人家吃，既沒有客家意象，也不會說特別的吸引人，因

為食物出現的畫面沒有很多，都是前面一群人講說等下要去哪裡之類的話。

（NCTU-05） 

僅管美食特色系列的平均印象分數最高，但在客委會歷年來的所有廣告中，

印象分數最低的廣告卻也來自該系列：2010 年的客家特色展（僅 1.75 分）。比較

同一系列的活動廣告中，2008/2009 年的客家特色展就頗能拍出特色｛無論在受

喜愛程度或廣告效果上均在該系列中拔得頭籌｝。從廣告中所使用的元素來看，

這兩部廣告片其實都提供了非常豐富的客家符號（參見表 6-2）。但 2010 年的廣

告主軸在於「傳統∕現代」的對比式跨越，但如此一來，關於客家的傳統意象秒

數自有嚴重侷限，以至於給人印象不夠深刻。以下是一位交通大學的受訪者在焦

點座談中報告的感想： 

那個一對夫婦我想要看時裝，我想要看什麼什麼的，因為等於是結合休閒

活動，它是把客家文化沒有強調客家這個東西，而是把它當作是一個休閒

活動，比較像是推廣觀光那種東西，那就等於說是多一個選項，那可能看

廣告的人會覺得好像還滿有趣的，那我沒有去過，就可以去，等於到了現

場以後才去學到或看到這些是跟客家相關的文化或著是特產這樣子，我覺

得是要推銷讓其他不知道的人來參加活動的話，這樣子的方法會比較好，

就是效果會比較好，但它就是沒有辦法在廣告上傳達很強烈的客家意象。

（NCTU-02） 

  相對於「客家美食展系列」，「台灣客家博覽會系列」在廣告效果上似乎略遜

一籌。但研究者在此必須特別強調：客家博覽會的行銷並非完全沒有利基。事實

上，客家博覽會的廣告中，幾乎包含了所有的客家元素。對於客家閱聽者而言，

基於對其中的客家元素的熟悉感，可能會對這類廣告情有獨鍾。但即使是非客家

人，也常能因為這些文化符碼所具有的簡易辨認性與區別力，而增進對於客家文

化的親近感。以下兩段談話分別來自交通大學與中央大學的受訪者： 

因為我本身不是客家人，所以…我覺得我會比較想看說客家文化是怎麼樣，

不管是桐花祭、嘉年華，都會很重視對文化的感覺，如果說他在廣告當中

有把一些桐花、或是一些建築，或是紙傘之類的，就是把意象表達出來，

就會讓我想去那個地方去看是否真的有這樣的客家文化存在…我覺得總

體來講比較喜歡的廣告，就是博覽會那個系列廣告，雖然說不會讓我真的

要去那個博覽會，可是會引起我對客家文化的興趣，因為你有那個興趣之

後，你才有可能去接觸那些景點，我可能不一定會去，但是我會有那個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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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跟興趣在。（NCTU-06） 

從頭到尾這樣看下來之後，其實我覺得台灣的客家博覽會，讓人家真的有

博覽會的感覺，它裡面放入了很多客家的元素，而且它的元素比較多元，

其實它在每一部裡面，…他把所有的東西都放進去，我最喜歡{…}2006 年

的那一部，它裡面放入了好多客家元素，然後到最後，同一系列到最後

{2008/2009 客家博覽會}的時候，它放入了「好客」，放入了客家感情的部

份，所以我覺得有內化的一個效果存在，它其實它那一塊是最豐富的，然

後再來說用廣告來提升客家印象，我個人就像她們一樣是第一次看這些廣

告，但是我覺得這些廣告真的很美，就是把客家傳統我們對於客家人的一

些印象整個提升，它當然也會提升我們對客家印象的效果，不過我覺得拍

得很好，這不是重點，不過我們大家都沒看過，我就不知道有多少人看過

這樣的廣告。（NCU-04） 

  此外，2006 年的廣告中使用的山歌，對於客家人而言，似乎不具吸引力（客

家受訪者的喜好程度不高），但該片至少帶給非客家人頗深的印象。就廣告效果

而言，應屬成功行銷。在聯合大學的焦點座談中，有受訪者提道客家博覽會中的

傳統客家元素： 

｛…｝然後在配樂方面，我是覺得 2006 年客家博覽會，它呈現的是那種

客家山歌，我覺得客家山歌一聽就覺得就是客家的東西。（NUU-11） 

 

三、歧義與混雜：符號使用的飽和狀態 

相對於前述的美食特色展和客家博覽會系列中的「符號飽和狀態」，桐花祭

系列廣告中可用的人文符碼並不多。本研究透過符號學的文本分析（參見第四章），

已指出桐花祭中的自然景觀所對應的符碼系統，基本上是與「城∕鄉」、「客∕人」

的對立具有系統關連和句段關連的符號邏輯系統。此外，桐花祭自始就暗示著「異

國」與「外來」的文化情境，因此，以此為賣點所進行的觀光訴求，也帶有浪漫

的文藝氣息。此種氣息其實未必與客家有關，但卻頗能吸引年輕客家女性觀眾的

青睞與認同。雖然在總體的 ANOVA 檢定中，性別並未在喜好程度上造成顯著差

異，但在控制婚姻因素後（以婚姻為共變數），則發現未婚的年輕女性明顯對於

桐花祭具有較高的易感性。 

本研究透過訪談資料發現，桐花祭的意象頗符合未婚女性對於「浪漫氣氛」

的想像。在控制性別和婚姻的影響後，不同年齡層對於桐花祭廣告的評價差異，

至少反映在對於 2006 桐花祭廣告的識別度（顯著值=0.038）；2007 桐花祭廣告的

印象度（顯著值=0.01）、喜好度（顯著值=0.009）、效果（顯著值=0.015）；2010

桐花祭廣告的識別度（顯著值=0.023）。基本上，年輕群體對於桐花祭廣告的接

受度和印象均高於年長群體。以下是來自三校（包括客家與非客家）女性受訪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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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焦點座話發言。研究者認為其觀點相當具有代表性： 

就是看那個唯一的桐花廣告，看完之後就覺得它那個，以這種廣告的類型

來講，這種類型很容易跟其他廣告印象重疊，我看到後面，我會想到雞蛋

花，就是也是白色，然後它的意境那種也是慢慢慢｛飄下｝，然後很唯美

的，就覺得說看了油桐花，就好像要去看花展，或是說過要那種很寧靜的

生活…（NUU-01） 

剛我看了桐花祭還有嘉年華，還有客家民俗特色展，我覺得這三種廣告訴

求很不一樣，桐花祭就是要塑造給客家族群跟非客家族群來這個地方觀光，

所以它用出來都是要很美、很浪漫、很夢幻這種印象的感覺，我覺得像桐

花祭廣告用小胖的那支廣告｛指 2011 年桐花祭廣告｝，今年我有在華視那

種，或台視，我有看到我很震驚，它這部拍的算還滿成功的，我覺得很多

之前的客家廣告，都是把它朔造成只有花布，只有藍衫可以代表客家，它

這部就嘗試連結法國巴黎鐵塔，還有過世界第五季，它可以跟世界做結合，

我想或許客委會他有想嘗試讓客家走出世界，讓非客家族群注意到…

（NCU-05） 

我不是客家人，我看完三個大系列的廣告，那其實客家桐花祭系列的廣告，

我多數都看過，一直以來就有印象，那客家桐花祭的廣告我最喜歡的應該

是 2009 年那一支，它裡面就有真的桐花在飄，進入客家庄，就感覺去那

邊就有吃有喝有玩，其實每年桐花祭我都會注意，因為時間到就告訴我有

一個可以出去玩的理由，要去哪裡，要去吃喝玩樂，所以我比較偏好花是

來真的，然後有吃有玩的訊息很清楚…（NCTU-04） 

  不過，儘管 2011 年的桐花祭廣告在營造「國際化」的視覺意象上是成功

的，但爭議性也很高，以致評價出現兩極化的狀況。對於年輕的客家閱聽人

而言，這種國際化的意涵似乎並不自明。以下是交大傳播所受訪者的感想： 

我本身是客家人，我爸爸媽媽都是客家人，我是豐原東勢的客家人，我看

了這些廣告以後，就是這些文化節慶，如果是以行銷的觀點來看，如果你

要推廣客家文化節慶的話，我覺得你吸引的人絕對不是客家人，因為客家

人在台灣的人口還是少的，你還是要吸引很多別的族群的人，而且還是要

會從事休閒活動的人，多半還是家庭會帶著小孩去參加或是年輕人，所以

非常強調傳統的客家意象什麼的，可能對於推銷這個活動比較沒有什麼直

接幫助。｛…｝我不太了解｛2011 年桐花祭廣告｝，就是它把客家桐花跟埃

及金字塔，還有什麼鐵塔之類的放在一起，它可能想要今年推廣到國際化

的層次，可是我覺得這樣有點接不起來，這是兩件事情那種感覺。

（NCTU-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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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而言之，在歷年的桐花祭系列廣告中，2009 年的廣告顯然最受閱聽人青

睞，無論是喜好程度（4.53）、廣告效果（4.50）、客家識別度（4.38）都獲得最

高分。分析該廣告受歡迎的原因，首先在於片中使用了交通號誌中的「小綠人」，

作為「都市」與「客家」場景的過場指示，此種隱喻手法有助「現代客家」意象

之嵌入。在中央大學與聯合大學的焦點訪談中，多位非客家受訪者表達下的看

法： 

那個小綠人掉下來，然後變桐花嘛，對我來講，它傳達台灣對客家的訊息

很濃，因為小綠人就是台灣所創造的一個小發明，它又有都市的意象，所

以就是說小綠人掉下來之後，會有讓人有會心一笑的感覺，那樣的一個鏡

頭運用馬上就跟台灣客家有一個很緊密的連結，然後那部片子裡面也有傳

達比較多豐富的客家元素，包含他們居住空間，其實是有城鄉之間這樣居

住空間的存在，另外他對於客家美食、花布，還有語言這些客家元素都在

裡面，然後它節奏可能也比較符合一般人接受廣告的那種節奏、起伏、視

覺印象比較豐富{…}（NCU-01） 

從 2005 到 2006，還有 2007、2008 這些廣告我覺得整個看下來，在廣告中

在桐花占的比例太重，那如果真的把桐花拿掉的話，裡面廣告內容會讓人

家感覺沒內容，像 2009 桐花祭的廣告我覺得拍得不錯，因為我記的它好

像一個小綠人跑出來，因為我覺得像我以非客家人來講，我覺得廣告，一

開始你要吸睛，它一開始結合那個小綠人，那個廣告一開始沒有吸睛的話，

會讓人覺得很無聊，而且它後面結合那些客家元素，它安排的畫面，我覺

得它畫面不會太緊湊…（NUU-08） 

  就符號學的觀點而言，2009 年的桐花祭廣告之所以如此受歡迎，更重要的

因素或許是因為它成功地將原本只是族群意義上的「好∕客」轉換成熱情∕熱鬧的

「好客」。此種符碼運用非常巧妙地發揮能指的流動性，將客庄節慶的熱鬧景象，

與「好客」的客家主體相互關連，營造出新的「好∕客」意象。以下分別是幾位

中央大學和交通大學的閱聽人（其中包含客家與非客家人）的意見：  

我覺得桐花可能會要傳達一種比較靜態的印象，可是實際上{…}，除了客

語或桐花，客家的好客、熱鬧應該也是一個特點。在桐花祭廣告裡，只有

看到 2009 年，從 2008 年開始，前面的都沒有｛好客、熱鬧的一面｝，都

是比較靜態的，到 2008 年開始才有山、有水，然後到 2009 年才會出現比

較熱鬧、好客的意象出現，所以我給 2009 年的廣告分數也比較高，我也

是第一次看到它，但到 2010 跟 2011 的廣告我就覺得這種感覺又沒了。

（NCU-02） 

我是住在桃園，但我爸爸是苗栗的客家人，我最喜歡的廣告是 2009 年的

那支桐花祭的廣告，它裡面的色調很鮮明，可能因為我姓徐吧，然後有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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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堂，所以印象特別深刻，而且他表現出來的是說，歡迎我們來，而不是

說我們生活在這邊，然後很客家人這樣子，就是有點準備好，讓大家來的

樣子。（NCTU-05） 

  若撇開調查統計數字，根據焦點訪談所得進行內容分析，則可發現，除了桐

花祭之外，在所有文化節慶廣告中，實際上最常被提出討論的就是六堆嘉年華系

列的廣告。2006 年的廣告無疑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作品之一。以下是一位聯合

大學的非客家觀眾的描述： 

我也是最喜歡那個六堆 2006 的廣告，因為我本身不是客家人，想說要了

解的話，其實從歷史的才會比較了解，然後它也呈現花布啊，客家建築圓

樓，還有什麼藍衫的，這部會比較有印象…（NUU-11） 

另一部具代表性的廣告是 2010 年的六堆嘉年華。雖然在 ANOVA 檢定中看不出

客家與非客家的差異。但透過焦點座談與深度訪談，卻發現非客家受訪者對該片

的典型想法相較於客家受訪者更具肯定性。以下是一位中央大學客家學院非客家

受訪者在焦點座談中的談話： 

我覺得印象最深刻就是《功夫》的那個，那個人用獅吼功的，我印象很深

刻的原因是有周星馳的功夫，那它所代表的廣告效果，藉由一個全台灣都

知道的東西，去告訴別人一個全台灣比較不知道的東西，這在很多的電影

或是廣告手法大概都會去用，告訴你一個很知名的，然後去帶給你一個不

太知名的東西，那它這個不太知名受到這個知名的而起來，那我覺得它有

的客家意象，可能只有那個場景，那個圓樓{…}（NCU-03） 

  在稍後的座談過程中，另一位非客家受訪者（NCU-01）特別將 2010 年的六

堆嘉年華廣告與 2006 年進行比較，並對 NCU-03 的種觀點提出如下回應： 

我想回應一下…2006 跟{相較於}2010 的廣告，裡面有比較強的義民或是

對抗的那種感覺，像 2006 那個…就有穿著藍色衣服的人出來這樣打打打，

那個是看起來滿不舒服的，可是後來{2010}那個獅吼功的…我覺得有化解

掉那個歷史上的對立的感覺，反而用比較幽默的去解決歷史上的難題，然

後它又用了「功夫」的橋段，剛好他們又住在好像類似圍樓的空間裡面，

有很幽默的，很現代化的方式去化解南部客家問題，另外吸引我注意的就

是它的圍樓，它的公共空間那一塊。（NCU-01） 

  不過，2010 年的六堆嘉年華廣告以周星馳的《功夫》為創意腳本，在該

部電影的脈絡下「植入」六堆運動會的訊息。此種做法頗具創意，也很能吸

引年輕世代的注意。問題是，對於未看過該部電影的閱聽眾而言，此種手法

就顯得有些脈絡跳躍，從而產生突梯的異質感。例如中央大學的另一位受訪

者，當場就表示：「我沒有看過周星馳的電影，我看到的是圓樓，還有客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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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一塊…」（NCU-04）。對這位閱聽者而言，該廣告的識別度是很低的。此外，

近年來功夫片的盛行也可能產生「仿同作用」（simulation effect），使得該片的

文本脈絡被模糊化。例如，參與焦點座談的另一位中央大學受訪者就表示：「我

覺得六堆嘉年華還滿有趣的，像很多什麼騎腳踏車，還有武功什麼的，讓我

想到《葉問》，反而沒有想到那個(周星馳)」（NCU-05）。 

 

四、商業行銷下的客家元素：閱聽人對於「客家元素」的感知與評價 

  本研究最後將就歷年來客家文化節慶的 17 部廣告中被感知到的客家元素進

行分析。研究發現，無論是客家桐花祭系列、六堆嘉年華系列、客家博覽會系列、

客家美食特色展系列，都面臨「客家元素」不夠豐富的窘境。透過下表（表 6-2）

的整理，可發現所謂的「客家廣告」的自我辨識度，除了客語旁白或配樂之外，

主要來自廣告中的某些客家刻板印象。例如傳統建築（客家圓樓、紅瓦屋、祠堂、

三合院）、美食（粄模、小炒、粢耙、菜包、麻糬、擂茶）、民俗技藝（舞獅、

扯鈴、擊鼓）、工藝（紙傘、燈籠、陶藝）、景觀（桐花、菸田）。但在抽象層

次，「客家意象」的傳達仍有待廣告創意結合客家文化脈絡的發揮。在這幾年的

客家廣告中，民眾較能感知到的客家精神，主要包括「堅毅、忠義、團結、好客」

等價值。另有關生活型態的描述，「晴耕雨讀」似乎代表了大多數人對於客家生

活的想像。但此種想像某種程度上似乎仍停留在刻板印象上。 

表 6-2. 歷年客家廣告中被感知之客家元素 

廣告清單 閱聽人所感知到的客家元素 

2005客家桐花祭 桐花、建築、客語旁白、客家詩、宅院、五月天（=桐花天）、

純樸、「桐」在一起（諧音）                                                                                                                                                                                                                                                                                                                                                                                                               

2006客家桐花祭 桐花、客家親情、客語旁白、音樂、晴耕雨讀                                   

2007客家桐花祭 桐花、老厝建築、客家人、堅毅（客家精神）、客家服裝、客

語歌謠  

2008客家桐花祭 客家卡通、桐花、藍衫、客語、紅瓦老屋、三合院、一家人、

彈奏樂器、過節回家、麻糬                                                                 

2009客家桐花祭 桐花、門、客家祠堂、改良式的藍衫、客家美食、客語、傳統

生活（婚禮、團圓飯）、紅瓦圍籠建築、花布、好客（熱鬧）、

捏陶、堂號（徐家東海唐）、「天公落水」配樂                                                 

2010客家桐花祭 客家動物、桐花、客語、客家配樂（天公落水） 

2011客家桐花祭 桐花、客家明星、客語、花布、客家國際化 

2006六堆嘉年華 客庄街景、六堆歷史人物、祠堂、客家圓樓、傳統文化、藍衫、

六堆地名、運動、晴耕雨讀、義民、客家精神（忠義、團結）、

客家文物館、菸田、紅磚瓦屋（像菸樓） 

2007六堆嘉年華 客家音樂（歌曲、配樂）、建築（傳統圍籠屋）、三合院、藍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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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方式(燈)、純樸、客庄老街、屏東客家文物館、竹田車站、

菸田 

2008六堆嘉年華 建築（客家圓樓、三合院、紀念碑）、美食（豬腳、茶包、粄、

艾粄、芋頭酥）、藍衫、芸衫、紙傘、燈籠、客語、義民軍、

客家音樂（嗩吶聲配樂）) 、六推客家園區客家文化館、菸樓   

2010六堆嘉年華 客家圓樓、功夫、傳統生活、用具、玩具、建築、節慶方式、

服裝、歷史情境 

圓樓、客家武街（武勇意象）、義民（六堆軍）、客語配音、觀

光、藍衫、運動會、民俗技藝（舞獅、扯鈴、擊鼓）、客家文

物館、油紙傘 

2006客家博覽會 桐花、食物（新竹粄模、小炒、擂茶）、紙傘、客語、音樂、

花布（紅瑰枚藍衫）、傳統大戲、節慶(新丁粄)、客家器物 

2007客家博覽會 懷舊照片、農具、美食、生活方式、紙傘、芸衫花布、油桐花、

客語歌謠、客家藝人（謝宇威、大支、交工樂團）、燒窯、祠

堂（彭城堂→劉姓）、南管胡琴、甜粿、蝴蝶 

2008客家博覽會 

2009客家博覽會 

客家街景、美食（粢耙、菜包、小炒）、紙傘、音樂、桐花、

建築、服裝、花布、奉茶、「客」字（好客）、客語、桐花杯壺、

家庭關係、女性勤勞 

2006美食嘉年華 客語、客家音樂、客家美食、菜包、紙傘、粄、花布藍衫 

2009客家特色展 內灣老街、服飾、桐花、花布、養生飲食、甜點、擂茶、歌仔

戲、客語、生活用品（木雕、陶瓷器）、客家祠堂（膨風堂） 

2010客家特色展 客家建築（三合院）、紙傘、服飾、客語、藍染花布、絲巾、

客家米食（粄、麻糬）、紙傘、三峽客家園區 

透過分析廣告中可被辨認的客家元素量，某種程度上可印證訊息辨識度的

得分情況。在上表中，2010 年與 2006 年的客家桐花祭，是客家符碼最稀薄的兩

部廣告｛至少在眾多廣告中，這兩部廣告中能被記憶並描述出來的元素最少｝；

在相關的量表分析中也發現，2010 年的桐花祭廣告在歷年桐花祭系列中的「客

家識別力」是得分最低的一部（M=2.16）；2007 年得分也略高於 2010 與 2006

言（2.41）。 

  在訪談過程中，研究者發現一個很特殊的現象：不同族群的受訪者對於某些

廣告的印象以及廣告的識別效果顯然有不同的感知。具體而言，客家與非客家族

群對於「2008 年桐花祭」的印象（顯著性=0.025）、「2008/2009 客家博覽會」的

喜好程度（顯著性=0.009）、識別程度（顯著性=0.003）都有顯著差異。其他尚

有許多廣告雖未達顯著差異，但相當接進檢驗門檻。如前述，台灣客家博覽會是

極富客家元素的廣告，其具有較高識別度頗能被理解，而 2008 年桐花祭則是第

一部以動畫呈現的客家廣告，這在當時確實頗引人側目，也因此獲得較高的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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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數。但有趣的是，為何這些廣告的印象效果與識別效果在客家與非客家族群身

上有著明顯的差別？以 2008 年的客家桐花祭廣告而言，非客家人對於該廣告的

印象就普遍高於客家人。對照焦點座談與後續深度訪談的分析發現，此一差距可

能透露出兩方面的訊息：一方面，客家人對於客家電視廣告的呈現方式可能有著

「過度挑剔」的評價，不只希望「客家」廣告能超克陳舊庸俗的客家形象，同時

更希望能以創新行銷的手法呈現出新的客家意象與質感，以獲得非客家人的認同。

也因此，這種「顛覆傳統」的盼望顯然混合著客家認同的情感。另方面，相對於

客家人的過度挑剔，非客家人對這些廣告似乎又有著「過度寬容」的評價，也希

望「客家」能以更具創意且文化符碼較清晰的方式呈現，以便親近客家、分享客

家。由此反映出一個基本的「觀點」問題：這些客家廣告的訴求對象，究竟是客

家人抑或非客家人？若是非客家人，則客委會外聘的審查委員對於客家文化符碼

的解讀與審查，似乎應採取更寬容的標準；同時，審查委員中的非客家人比例允

宜適度增加，以俾廣告效益之突顯。 

  再就各系列廣告中所使用的「客家元素」效果而言，本研究發現：廣告中使

用既有的「客家元素」時，可能面臨到豐富性不足的問題。由意義擴充理論的觀

點切入，本研究認為，導致符號意義不足的原因可能來自外部與內不因素。就外

部因素而言，可能與元素的「過度曝光」效應有關（廣告呈現手法被認為老梗）。

就內部因素而言，則可能與這些元素的「時代意義」的理解脈絡有關（視覺符號

內容被認為老梗）。以下分別是來自中央大學的客籍受訪者，以及交通大學非客

籍受訪者所提出的、極具代表性的質疑： 

我覺得｛廣告中的客家意象呈現｝是滿刻意的，像剛剛提到很多重複性，

然後都是大家所熟知的。我想問南部不是有什麼夜合，北是桐花，南是夜

合花，那為什麼不是用那個南部意象？因為那個客家電視台我們參觀過，

它的電梯就是右邊是桐花，左邊是夜合花，就是兩個平衡，那為什麼就是

不會用到南部客家意象，它其實就是完全沒有南部客家意象，所以南部人

根本不知道什麼桐花，因為它重複性很高的關係，所以…是很刻意的。

（NCU-03） 

其實每年桐花祭我都會注意，因為時間到就告訴我有一個可以出去玩的理

由，要去哪裡，要去吃喝玩樂，所以我比較偏好花是來真的，然後有吃有

玩的訊息很清楚，找朋友一起出去玩。可是我從一個比較純看的人的角度

來看，如果是像六堆嘉年華，或是客家美食特展，其實這兩個系列廣告，

說實話我不曉得它在幹麻，不知道在幹麻的原因，特別是六堆嘉年華，看

過之後，就是客家古老的房子，然後呢？我不是很清楚他要告訴我什麼，

他是要告訴我可以去六堆玩，還是要介紹六堆這個地方，還是介紹客家的

風情？我不是很清楚，所以我很疑惑。（NCTU-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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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訪談研究中另一個重要的發現是：閱聽人對於客家元素運用方式、以及廣告

內容過度涉入商業行銷的質疑，也會延伸到對於客委會政策立場的質疑。特別是

文化自主性較高的閱聽者，對於商業廣告背後所攜帶的文化認同意義，有著較高

的疑慮。以下是匯整聯合大學與中央大學的客家與非客家受訪者的談話： 

我覺得客家桐花祭這一系列的廣告，好像它是比較像刻意打造出來的。因

為桐花，閩南人那邊也有，就比較沒有客家的元素。那還有的話就是用桐

花來代表客家本身就怪怪的…（NUU-03） 

這其實就是跟整個客委會…的政策是有關係，就是說其實有了客委會之後，

當然它們一定會去 pomo 一種他們比較有興趣的一些文化的類型，那只是

我們比較會去思考，為什麼這些文化類型通常是比較容易商品化的東西是

有關係？那我想長期以來，學者都對這個東西有意見，因為…你所挑出來

的東西很明顯就是可以商品化的…對 government 來講是不是有一點問題？

｛…｝我相信對非客家人來講也非常熟悉，它現在看到桐花，他就知道一

定是這樣，…我們就要去思考…某程度來講，作為政策，它就是一種取捨，

那這個取捨我們認為是高度，這個東西與它可以被產品化是有相關的，…

從我們整個廣告的過程來看，會去看到它早期的它一直把桐花跟客家掛在

一起，所以它也不會給你太多的客家意象，它只要你記得一件事，桐花就

是客家這樣子，後來就開始加入比較多東西，可是它挑的一些東西可以很

清楚看到就是可以商品化的，它是有一個消費可能性的…對我來說，會覺

得說我們今天要看的不只是他｛客委會｝想要給我們的東西，而是應該去

思考說，到底這個政策怎麼形成。｛…｝未來對我們來講，更思考它在活

化這些經濟產業過程，它到底是真的是 balance 到客家族群，還是這個東

西其實是一個非常大的問號？整體來講，我認為說這些廣告，我不知道對

非客家人怎麼理解，我們來說已經是非常習慣了。（NCU-09） 

我想回應前面說的，就說很有名的奧美廣告，它就批評類似彩券的廣告，

操作人性的貪婪，而不去操作溫馨的一面…像是文化跟文化產業不同，文

化產業是隨和產業，那我們就看到很多人的理想商品，有一個廣告叫安居

後，就拍的很溫馨很感動，反而我們好像會記住，那這個東西就好像不會

記住，因為就沒有人啊！沒有人這麼溫馨的成分在裡面。（NCU03） 

  有關商業行銷下的客家元素包裝與意義模糊的問題，在訪談過程中意外

得到交通大學一位緬甸僑生的回應。就一位缺乏本地文化脈絡關連的華裔而

言，這些客家廣告中的「客家性」似乎是很模糊的： 

我是從緬甸來的僑生，我之前都不知道所謂「客家」這兩個字，或是客家

人，可是來到台灣之後也沒有從廣告得知客家是什麼，可是從別人口中得

知客家是怎樣，客家人的菜是怎麼樣。我最喜歡的廣告是最後那一支｛2010



727 
 

 

客家特色產業展｝，就是時尚那個，因為我認得那個男主角，就是演光陰

的故事，就是對男生有印象，前面的感覺就都一樣，感覺都是在述說桐花

代表客家，可是所謂的「客家性」就沒有出來。（NCTU07） 

  這位緬甸僑生的意見顯然呼應著前述「沒有人」的感覺，其背後所透露

的訊息應是「客家主體性」的缺席。這也印證了本研究第四章中所論及的，

以桐花符號填充的客家文化意涵過程中所欠缺的實質人文意象。某種程度上

來說，本研究認為這位僑生的意見足以反映出多數「外國人」眼中的廣告效

果。也因此，本研究呼籲相關單位重視此一意見。至少，未來在思考如何將

客家推向國際的時，絕不可能僅以作為商業識別系統（CIS）的桐花來取代「客

家人」。此種手法恐怕無法獲得國外閱聽人的理解與認同。就此而言，「不涉

及節慶行銷、回歸到客家人的實際生活」或許是思考下個階段客家廣告製播

方向的思考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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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結論 

 本研究主要是針對客委會成立後歷年（2005-2011 年）委外製播的「客

家文化節慶廣告」進行文本分析、產製分析、閱聽分析。研究發現主要可歸納為

三個重點。以下以「刻板印象的翻轉：客家俗民生活的再現」、「歧義與混雜：

逐漸消逝的族群邊界」和「邁向工具性的客家廣告：政府支配的產製流程」等三

個層面進行論述，並在每個層面中闡述其產製、文本、閱聽三端的研究結果，以

此進行總結整理。 

一、刻板印象的翻轉：客家俗民生活的再現 

  就「客家俗民生活的再現」而言，本研究探討的層面主要分為產製上的對於

客家文化社會的意義創造與實際文本論述及其呈現的方式。就廣告總果而言，各

系列廣告都試圖將傳統客家文化符碼植入現代場景中，以此翻轉客家刻板印象，

透過閱聽端的深度訪談顯示，此種嘗試基本上是成功的。但就活動促銷而言，客

家元素的使用過度類型化，使符號語義展延的模式具有高度的結構類似性。此種

趨勢未必是正面的，因為觀眾可能因為察覺到過度的商業行銷意圖而減低對於客

家認同的文化思考。以下根據研究架構中的產製、文本、閱聽三端分項敘述。 

 

1. 產製面向 

首先就客家俗民生活的再現而言，研究發現其自始即具有特殊的「目的」：

即以桐花祭等節慶活動，作為連結政府與客家文化的象徵，並期盼能修正與重建

「都市人」與「客家文化」之間的連結關係。這種「修正」，隱然指向客家精神

／生活的重塑與轉換。例如藉由描述桐花樹的生長特性來比喻客家人默默的綻放；

以現代簡約的設計風格重塑客家人勤儉的視聽覺感官。又例如客家博覽會廣告中

以文字和影像描述好客的精神，其中總是多預留了一份東西和位置，提供大眾「作

客」的溫暖意象。而六堆嘉年華則是以歌舞串場和年輕人奔跑視為活力的象徵。 

在根據此一理論架構所進行的分析過程中，本研究也發現：各種或新或舊的

客家文化元素的運用，都試圖彰顯該元素在功能上的對應關係，以分別作為客家

元素的「顛覆」與「沿用」。就元素的顛覆效果而言，主要是運用「新」與「舊」

的替換與組合，進行現代客家文化的精緻象徵，並適時地進行客家元素的「包裝

形式」、「鮮豔色澤」和「影像編排」，以顛覆具有古早味的客家風土民情，並傳

遞現代客家的視覺特徵。相對地，在元素的沿用手法上，多部廣告都不約而同地

運用「高識別度的客家元素」、「客家地景」和「白色系色調」進行客家文化的區

隔與象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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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文本面向 

就以文本再現的形式而言，這些客家文化節慶表現出廣告元素的歸屬與差異，

且差異的形成主要都圍繞著「城」與「鄉」的影像區辯。以城市作為背景下，所

出現的客家元素，像是客家桐花祭引導著「休閒生活」的響往。在早期的廣告中，

以都市作為背景，展現桐花的親近與被親近之間的關連，而近年的客家桐花祭影

像展現，則是增添了相關桐花商品與活動（桐花音樂會、桐花婚禮）。客家美食

嘉年華則是以都市作為美食生產的場域，象徵著現代化生活對於美食的「鑑賞品

味」。舉辦在都市場地中的客家博覽會，則是營造出現代都市生活中對於「傳統

復古」的意象風格；而以鄉鎮作為背景下，六堆嘉年華則是運用「當地文化運動

會」、「歷史古蹟」與「特色名產」展現南部客家的文化與產業特色。舉辦場地在

桃園客家園區與高雄八五大樓的客家博覽會，前者是標榜該園區「場景標示」與

相關的「客家商品」，後者則是統整出「南部客家元素」，如「黃蝶」、「油紙傘」

和「客家美食」。這些文本形式上的再現，讓廣告元素在不同節慶活動中，擁有

了該歸屬的影像空間和表達每種元素與其節慶元素中不同的差異。 

就意義上的再現，廣告文本試圖形塑出一種詩性的儀式，並藉由客與家作為

影像敘事的舖陳，試圖以旅遊的形式，替代「客」遷徙的意涵，再者，「家」的

表現，用以不同場域中的廣告場景作為象徵。不僅如此，其俗民再現的意涵，以

客家桐花祭用以都市生活象徵「自然崇尚」的旅遊休閒、客家美食嘉年華的都市

生活的「現代化飲食」、台灣客家博覽會的「好客精神」到六堆嘉年華的「活力

再現」中，分別以「異國風情」、「精緻品味」、「商品陳列、禮物交換」和「運

動精神」進行客家刻版印象的再現意涵。 

綜合以上客家廣告的產製與文本，藉由翻轉客家刻板印象後，所再現的客家

文化意涵，就以當代客家文化發展的面向，明顯地投射出，政府極欲推廣的在地

化與想像的客家族群認同。但整體而言，在本研究所分析的 17 部客家廣告中，

已隱然出現「類型化」的現象：包括客家文化元素的呈現手法與寓意，在能指、

所指與符號意（象徵意與隱含意）等層次的安排設計，都令人有大同小異之感。

而本研究認為，廣告手法的趨同化現象，可能與政府單位的審查機制和干預方是

有關（詳如後述）。 

3. 閱聽面向 

  如前述，就閱聽端所接收到的廣告產最終呈現的結果來看，這些客家廣告中

意圖進行的客家意象的翻轉，主要是圍繞在「城∕鄉」、「客∕家」的區辨上。就

符號學上的效果而言，應以「桐花祭」的翻轉效果最成功。桐花的純白除了象徵

客家人對於山林文化的崇敬，更隱然指向如日本櫻花季一般的異國情趣。在閱聽

研究中，許多受訪者都肯定桐花飄落的自然場景所帶來的生活美感，及其刻意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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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出的舒適怡然的氣氛。此種廣告手法，具有顯著的「文化中介」作用，使客家

桐花祭自始即帶有「五月雪」般的異國風情，並坐落在假想性的社會空間中。就

理論層次而言，此種手法正好呼應了 Cantwell 對於整體模仿制度下（即客家人

所預期的非客家眼中的客家呈現）的「儀式般的佯裝」。 

  相對於桐花祭廣告，六堆嘉年華的廣告數量雖不如桐花祭多，但在閱聽訪談

調查中，關於「喜愛程度」的正向極端值經常落在六堆嘉年華廣告中。分析該系

列廣告成功的原因，從 2006 年第一部廣告中帶入濃厚的歷史人文氣氛（義勇軍）

開始，就為之後的廣告樹立某種「脈絡基模」(context schema)，之後如 2010 年

的六堆運動會（仿「功夫」電影）廣告，亦被認為具有深厚的人文色彩（武勇、

團結）。值得一提的是這兩部廣告中都刻意並置「傳統」與「現代」影像；從而

暗示著由「傳統到現代」的客家精神歷久彌新的隱含意。其他廣告，如 2007 年

的自行車廣告是由亙古雄倨的大武山脈跳轉到 PDA 的過場安排，2008/2009 年的

竹田客家文物館亦刻意透過對比手法，突顯傳統客家工藝與現代建築之美。 

  除了桐花祭與六堆嘉年華之外，最具代表性的例子應是美食特色展該系列。

分析該系列廣告原本成功的原因，首先是因為其中包含豐富的傳統客家元素頗具

客家識別效果，但更重要的是該系列廣告以創新的手法，將這些客家元素融入在

具有高度現代感的背景中，故能於極短暫的是覺體驗中注入「現代客家」的意象。

相似的手法亦見於客家博覽會與六堆嘉年華這兩個系列。從整體效果來看，各系

列廣告中，受喜愛程度的高低與客家識別效果之間，隱然呈現某種脈絡上的一致

性｛雖未達統計檢驗門檻，但這可能與樣本數過低有關｝。 

 

二、歧義與混雜：逐漸消逝的族群邊界 

本研究探討的另一個層面，主要集中在客家廣告經由產製過程中呈現的商品

美學特徵，以及文本形塑出傳統到現代的意涵為主要申論的方式。研究發現，就

「形塑現代客家族群意象」而言，族群邊界是逐漸消逝的（有客家元素、但看不

到客家人）。謹將研究發現簡述如下： 

1、產製面向 

首先就產製面向而言，客家廣告形塑出一種視覺消費的模式，以進行廣告氛

圍與形式上的華麗包裝；這同時也是以商品文化建構社會真實的能力。在實際的

運作上，客家廣告分別展現出客家桐花祭中「文化氣息」的舖陳與客家博覽會、

六堆嘉年華中「熱鬧氛圍」的環境。在文化氣息的視覺消費中，客家桐花祭以一

種輕柔的步調與具現代化視覺美感的影像呈現，作為美學化的過程；客家博覽會

則是藉由與其他傳統節慶的重疊，顯現出熱鬧的氣氛；六堆嘉年華，則是運用文

化古蹟與當地運動會，進行古老傳統的歷史感與揮灑活力的生活美感作為視覺消

費的意涵。餘如台灣客家博覽會與美食特色展等系列廣告的創意，也多少是基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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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同的美學差異邏輯。就美學呈現的手法而言，各別的廣告都有相當的水準，在

閱聽眾訪談中也都發現獲得不少支持。問題是，這些廣告基本上都是系列性的文

化節慶活動宣傳。在觀眾先後看過歷年來的廣告後，會發現這些客家廣告的視覺

消費模式有明顯的「產製規格化」現象。經由訪談發現，許多閱聽人認為：客家

廣告原本訴求的文化節慶理念，正逐漸轉變為刺激消費的訴求，從而顯得實際上

像是在販賣商品，而非表現客家文化。長此以往，可能會使客家廣告的「文化性

質」出現嚴重歧義。 

其次，客家廣告呈現出一種商品符號展演的消費生產意義。整體而言，客家

廣告是作為提升當地消費市場機能的工具，試圖帶動當地產業的商機。所以在各

式不同節慶活動的廣告中，皆會展示出該文化節慶與活動的「特色產品」、「象徵

性週邊商品」、「該節慶活動的主題內容」以及「一般傳統的節慶氣氛」，營造出

消費與娛樂的性質，用以吸引群眾消費的可能。就以廣告中不時穿插出「桐花飄

落」、「桐花商品」、「客家菜」、「客家建築」等，以奇觀式的影像呈現作為一種客

家俗民文化動活的想像秩序，呈現出消費享樂的節慶迷思，並讓廣告中所表現的

客家文化場域，藉由搬演「具消費性的意涵」，增添了客家文化節慶活動力混雜

性。 

2、文本面向 

就文本內涵意義的轉變而言，客家桐花祭由原本的「崇敬自然」轉變為「異

國風情」的旅遊休閒；客家美食嘉年華，以「提升傳統美食的可能性」，轉變為

「現代飲食的品味鑬賞」；台灣客家博覽會，以呈現「好客精神」，轉變為「生

活消費的禮物經濟形態」；六堆嘉年華則是將「文化運動會」，轉變為「六堆客

家文化產業行銷」的產業活動。這些皆是將客家文化推向大眾化消費的過程，並

且使得客家文化節慶化為，足以被消費的物，失去了原有的指涉性質。同時，亦

也顯示了客家俗民文化被「消費迷思」所取代的空洞交換價值，同時也透過符碼

的不斷複製繁衍，呈現的是表裡空泛的廣告口號與訴求。如此之下，任何的客家

俗民文化之文物與活動，皆可被成功取代與更替。 

在此，本研究也發現客家廣告逐漸創造了一個「客家」與「消費」之間的虛

假關係，意即，「客家」逐漸轉化為一種「商品」，並藉由連結不同的消費意象，

如戶外休閒、旅遊運動和精緻美食展覽等，並進一步建構消費慾望的過程。故本

研究發現，這種過程即可視為一種掩蓋真實需求的方式，導致廣告中的影像符碼

除了表現客家又是賣弄商品，即是呈現文化精神／生活，同時也是表現商品價值

與差異。 

然而，廣告的功能除了成功塑告出消費意涵外，亦試圖凸顯各節慶中具特色

的商品概念，並以最佳的拍攝方式呈現。並且，影像中不時出現的各種商品，形

成一種影像式的噪音，形成客家廣告形塑俗民文化意象的干擾，並也逐漸消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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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家族群的特色。由是，當客家文化節慶的俗民表現，不再具有自身所限定的文

化規則，反以地景與商品作為吸引大眾的影像表現，造成一種意義上的貧瘠，也

逐漸使客家族群的邊界因受內涵上的歧義與影像表現的混雜而慢慢的消逝。 

綜上所述，可知俗民模仿的精神，即是藉由模仿他者之節慶，進行族群的自

我呈現。這種呈現，可能會賦予全新的文化動力，但若過度地進行消費的推展，

會使得族群的邊界失去特有的文化特質。本研究認為：在客家廣告中所出現的客

家族群邊界的消逝現像，透露出文本與產製的交會共通之處，即在於展現消費的

特徵。 

3. 閱聽面向 

本研究根據文本分析結果，指出在各系列廣告中的物質元素，多半呈現著商

品、器物、食材，經由廣告影像的挪移，其元素的特色，也會開始產生不同的變

化。簡言之，這些元素，為突顯其使用價值與差異，有時可成為商品或象徵文化

的文物等，進而使得原先「傳統」與「現代」的對比，因受到價值與差異的質變，

而轉為功能上的「奇異」與「混雜」。此種混雜的效果可能嚴重影響閱聽人對於

客家廣告的意義認知。透過閱聽分析，本研究發現：廣告中在使用既有的「客家

元素」（如圓樓、藍衫、紙傘…）時，可能面臨到豐富性不足的問題。由意義擴

充理論的觀點切入，本研究認為，導致符號意義不足的原因可能來自外部與內不

因素。就外部因素而言，可能與元素的「過度曝光」效應有關（廣告呈現手法被

認為老梗）。就內部因素而言，則可能與這些元素的「時代意義」的理解脈絡有

關（視覺符號內容被認為老梗）。 

另一個重要的發現是：閱聽人對於客家元素運用方式、以及廣告內容過度涉

入商業行銷的質疑，也會延伸到對於客委會政策立場的質疑。特別是文化自主性

較高的閱聽者，對於商業廣告背後所攜帶的文化認同意義，有著較高的疑慮。是

實上，本研究在客家廣告中的文本研究中已發現，客家文化節慶除了企圖洗刷過

往客家族群的刻版印象外，同時也試圖藉由廣告，將客家文化提升至通俗文化的

層面，展現時下流行的影像表現手法，提供閱聽大眾一種幻想的族群生活形式。

但此一意圖卻可能導致客家廣告中的文化節慶因受商業力量與外來文化的相互

滲透，模糊了真實文化與商業文化的區分。誠如 Cantwell（1993: 295）所言，「這

種商業化的力量，雖使得一個文化領域擴大了社會思想，但它仍存在於我們社會

生活中的經濟價值和國家權力的實踐與結構中，也因此使得「文化」在部份依然

存在於原始與尚未理論化（untheorized）的感知中」（參見第四章）。在針對閱聽

端的研究中也發現，以桐花符號填充的客家文化意涵過程中所欠缺的實質人文意

象，可能引發「客家主體性」模糊的焦慮（參見第六章）。綜合客家人、非客家

人與海外僑生的看法（參見第六章），本研究認為：客委會未來在思考如何將客

家推向國際的時，絕不可能僅以作為商業識別系統（CIS）的桐花來取代「客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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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此種手法恐怕無法獲得國外閱聽人的理解與認同。就此而言，「不涉及節慶

行銷、回歸到客家人的實際生活」或許是思考下個階段客家廣告製播方向的思考

方向。 

 

三、邁向工具性的客家廣告：政府支配的產製流程 

本研究在產製面向的訪談中發現，客家廣告的產製流程，出現了產製與再現

上的曖昧。首先是，有別於一般商業廣告的「實作差異」，這種差異性質反映在

製作流程（廣告的審查機制）、分工、預算與時間（有限的人力、經費與時間）、

廣告訴求與目標群眾（不明確的商品偏向與目標群眾）和創作者的創作認知（以

商業廣告的製作理念，進行政府廣告的創作）的差異層面上。特別是因為製作經

費的侷限與時間的壓力，同時導演又非客家人的情況下，對於客家文化脈絡的思

考容或有「錯誤訊息」的風險，以致無法獲得審查委員的認同。為了順利完成標

案，製作單位必須設法修正創意方向，以致廣告製作過程無法完全落實製作者原

本的想像。 

就客家廣告在政府勞務機制的採購流程中而言，表面上政府制定的法令與政

策明白的賦予廣告商特定的任務和目標，但在實際執行廣告製作時，又必須經過

重重關卡。為應付各種行政程序上的規定，於是便出現工具性的媒介特徵，間接

地運作出受支配利益的影像表現。在進一步的反思中則發現，此種現象，似乎也

隱涵著意識型態的國家機器的操作痕跡，體現於客家廣告中，為當前政府政策進

行意識型態的塑造。 

  其次，透過閱聽分析，本研究還發現：不同族群的受訪者對於某些廣告的印

象以及廣告的識別效果顯然有不同的感知。具體而言，客家與非客家族群對於

「2008 年桐花祭」的印象（顯著性=0.025）、「2008/2009 客家博覽會」的喜好程

度（顯著性=0.009）、識別程度（顯著性=0.003）特別顯著。有趣的是，為何這

些廣告的印象效果與識別效果在客家與非客家族群身上有著明顯的差別？以

2008年的客家桐花祭廣告而言，非客家人對於該廣告的印象就普遍高於客家人。

對照焦點座談與後續深度訪談的分析發現，此一差距可能透露出兩方面的訊息：

一方面，客家人對於客家電視廣告的呈現方式可能有著「過度挑剔」的評價，不

只希望「客家」廣告能超克陳舊庸俗的客家形象，同時更希望能以創新行銷的手

法呈現出新的客家意象與質感，以獲得非客家人的認同。也因此，這種「顛覆傳

統」的盼望顯然混合著客家認同的情感。另方面，相對於客家人的過度挑剔，非

客家人對這些廣告似乎又有著「過度寬容」的評價，也希望「客家」能以更具創

意且文化符碼較清晰的方式呈現，以便親近客家、分享客家。 

  此一研究結果所反映出來的一個基本問題，顯然與廣告製作與接收過程中的

閱聽人身份（客家∕非客家）及其「觀點」有關。歸納這些問題，本研究認為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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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要釐清：這些客家廣告的訴求對象，究竟是客家人抑或非客家人？誠如黃嘉緯

（318-326）所言：「我們這廣告到底要對誰說話？……怎麼說話？用什麼方式

說話？這些都要設定很清楚」。而根據客委會和製播單位的認定，這些「客家廣

告」的主要接收對象應是非客家人。若然如此，則客委會外聘的審查委員對於客

家文化符碼的解讀與審查，似乎應採取更寬容的標準；同時，審查委員中的非客

家人比例允宜適度增加，以俾廣告效益之突顯。 

其次，「管制與干預下的多重審查機制」，在此層面中，充份的表現出，敂家

廣告的創作，必須受困於政府對於廣告品質管制下的干預，拒礙了創作者的個人

創作風格。本研究曾針對一家獲得最多次客家廣告標案的廣告公司進行深度訪談。

透過訪談發現，客家廣告的製作過程中，除了要經過一開始的勞務採購下的文案

審查外，多半與主委的喜好有很大的關聯，因而也形成了政府對於客家廣告創作

的行為的實際引導與干預。如同 Rose（轉引自林祐聖等譯，2003：101）所言：

政府是對於「行為的導引」（conduct of conduct）的關切。藉由「管理與掌控社

會與個人的存在，以便帶來經濟、秩序與德行」，這是通過了知識與實踐來管制

行為的結構或邏輯。因此，在客家廣告管理與掌控的過程中，面對政府管制與干

預的權力，反映出客家文化節慶廣告，對於提倡「產業」與推廣「文化」之間的

拉扯。 

在管制與干預的提前題中，勢必隱涵著「官方的理想標的」，形成創作者與

官方的「創造」與「約束」的二元對立過程。在這過程中，政府進一步地要求，

客家廣告需進行娛樂內容（年輕化）與資訊內容（商品鑲嵌）的置入，同時又必

須針對廣告使用的素材，進行形式上的約束。而在此結構下的創造與約束，也間

接地展現政府與創作者對於客家文化元素的影像認同。透過比較廣告創作者與政

府之間對於廣告符碼的再現，可發現妥協後的最終廣告成品，目的在於形塑連結

政府形象、都市群眾與客家精神／生活，並以廣告影像的表現賦予客家元素的顛

覆與沿用，以展現出客家文化社群的集體想像。最後，再回歸至廣告中以商品美

學的方式進行客家文化的生產與消費的現象。在閱聽眾分析中，許多受訪者確實

也察覺到這些問題，並曾有許多受訪者提出對客委會立場的質疑（參見第五章）。

此一意見頗值得客委會相關主管單位參考。 

四、研究成果：完成之工作項目及成果 

1. 本研究完成之工作項目 

1. 蒐集並整理客委會補助之客家文化節慶活動之電視廣告文本。 

2. 製作每部廣告之分鏡圖，並依影像、聲音、字幕資料將廣告文本重新編碼。 

3. 以 Barthes 的符號學分析架構探究廣告文本的符號學意義與人文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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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於中央大學、交通大學、聯合大學三校之客家學院挑選願受訪之閱聽對象。 

5. 於三校分別舉行客家文化節慶廣告之焦點座談（現場收視）。 

6. 於焦點座談後挑選重要對象進行深度訪談。 

7. 比較廣告文本的符號分析與閱聽人分析結果。 

8. 撰寫結案報告 

 

2. 本研究獲得之成果 

1. 了解目前客委會委外製播的廣告服務，可否滿足閱聽大眾需求。 

2. 評估客家文化節慶廣告的效益與價值，及其與閱聽人滿意度之關連。 

3. 分析不同族群的閱聽人在接收不同風格的廣告中的差異解讀與評價。 

4. 將本研究成果與其他子計畫進行跨學科整合，提升客家研究之學術水準。 

5. 提供國內傳播學界與客家學術界對於客家廣告效益之研究參考。 

6. 藉由本研究結果，提供客委會提升客家廣告水準之可行建議。 

7. 研究結束後於國內外學術會議及期刊上發表本研究成果。 

 

3. 參與之工作人員獲得之訓練 

1. 熟悉與研究相關之文獻資料分析能力。 

2. 培養研究設計、專案管理與執行能力。 

3. 培養影像資料分析、廣告分鏡處理與符號解讀之能力。 

4. 培養問卷調查與經驗資料統計分析之能力。 

5. 培養深度訪談與理論推理之綜合思辨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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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附錄一 客家廣告分鏡圖 

2005 客家桐花祭 745 

2006 客家桐花祭 747 

2007 客家桐花祭 750 

2008 客家桐花祭 753 

2009 客家桐花祭 756 

2010 客家桐花祭 759 

2011 客家桐花祭 761 

2006 六堆嘉年華 764 

2007 六堆嘉年華 768 

2008-2009 六堆嘉年華 772 

2010 六堆嘉年華 776 

2006 台灣客家博覽會 779 

2007 台灣客家博覽會 783 

2008-2009 台灣客家博覽會 786 

2006 客家美食嘉年華 789 

2009 客家特色商品國際展 795 

2010 客家特色產業展 726 

 

附錄二 閱聽人焦點座談逐字稿 

2-A 中央大學訪談 

2-B 聯合大學訪談 

2-C 交通大學訪談 

 

附錄三 製作人焦點訪談逐字稿（略） 

 

 

附錄四 客家文化節慶廣告閱聽人調查問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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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客家廣告分鏡圖 

2005 客家桐花祭 

廣告文本描述： 

音樂：（油桐詩）歌曲 

作曲人：謝宇威／作詞人：邱一帆 

分鏡 分鏡圖 影像 文字／旁白 

分鏡 1 

 

以仰角拍攝紅磚黑瓦的

房子，襯托著藍天，油

桐花緩慢飄下。 

文字：相逢在油桐花下

（客語） 

聲音：鋼琴獨奏 

分鏡 2 

 

鏡頭切入油桐花飄下有

微微青苔的水泥牆、階

梯。 

文字：相逢在油桐花下

（客語） 

聲音：鋼琴獨奏 

分鏡 3 

 

字幕淡出、鏡頭切入兩

道白牆中的臥室，油桐

花緩慢飄下。 

聲音：鋼琴獨奏 

分鏡 4 

 

鏡頭切入辦公室，油桐

花飄落在辦公桌上。 

文字：你撿起一蕊一蕊

的雪白（客語） 

聲音：鋼琴獨奏 

分鏡 5 

 

鏡頭切入房門外階梯上

的四雙鞋，油桐花飄落

在白色布鞋裡頭。 

文字：你撿起一蕊一蕊

的雪白（客語） 

聲音：鋼琴獨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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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鏡 6 

 

字幕淡出、鏡頭特寫桐

花緩緩飄落在，一部黃

色車的車頂。 

聲音：鋼琴獨奏 

分鏡 7 

 

鏡頭切入油桐花飄隨著

車子開出停車位。 

文字：我聞出滿鼻子的

清香（客語） 

聲音：鋼琴獨奏 

分鏡 8 

 

鏡頭切入以仰角拍攝，

涼亭中有一位女性正在

看書，油桐花緩緩飄

下。 

文字：我聞出滿鼻子的

清香（客語） 

聲音：鋼琴獨奏 

分鏡 9 

 

鏡頭切入油桐花及花

苞，油桐花緩緩飄下，

出現桐花祭字幕 

文 字 ： 2005 客 家

HAKKA 桐花祭 

聲音：鋼琴獨奏 桐花開

了  桐花祭來了

（中文發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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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 客家桐花祭 

廣告文本描述： 

音樂：（油桐花）歌曲 

作曲人：謝宇威／作詞人：李喬 

分鏡 分鏡圖 影像 文字／旁白 

分鏡 1 

 

鏡頭俯拍，兩位小孩子

奔跑在佈滿雪白的油桐

花草地上，小孩子跑向

野餐地點，油桐花正持

續的飄落。 

文字：無 

聲音：填滿胸脯、綠蔭

蔭的油桐花（客語） 

分鏡 2 

 

鏡頭切至樹上的三朵油

桐花。 

文字：無 

聲音：填滿胸脯、綠蔭

蔭的油桐花（客語） 

分鏡 3 

 

鏡頭切至兩位小孩子在

油桐花緩緩飄下的森林

場景中，繞著草地上的

油桐花樹幹嬉鬧。 

文字：無 

聲音：填滿胸脯、綠蔭

蔭的油桐花（客語） 

分鏡 4 

 

鏡頭切至特寫枝葉上的

油桐花。 

文字：無 

聲音：填滿胸脯、綠蔭

蔭的油桐花（客語） 

分鏡 5 

 

鏡頭切至兩位小孩子，

坐在油桐樹下，伸手迎

接飄落的油桐花。 

文字：無 

聲音：填滿胸脯、綠蔭

蔭的油桐花（客語） 

分鏡 6 

 

鏡頭切至一位女生手裡

拿著書，笑著並朝另一

方看去，緩緩的將手中

的書合起來，油桐花緩

緩飄下。 

文字：無 

聲音：鋪在上山頂（客

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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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鏡 7 

 

鏡頭切換並俯拍，有五

位人分別站在、坐在佈

滿油桐花的草地上，兩

位大人坐在野餐墊上，

墊上有食物，另一位大

人則走向野餐墊，兩個

小孩子在草地上奔跑

著，樹幹旁停放一台腳

踏車。 

文字：無 

聲音：白雪雪的油桐花

（客語） 

分鏡 8 

 

鏡頭切換並特寫，陽光

下樹上盛開的油桐花。 

文字：無 

聲音：白雪雪的油桐花

（客語） 

分鏡 9 

 

鏡頭切換並俯拍，鏡頭

溶入拍攝三位大人，兩

位大人坐在佈滿油桐花

的草地上，另一位女性

抬頭望著緩緩飄下的油

桐花，樹幹旁停了一台

腳踏車。 

文字：無 

聲音：天地這麼有情（客

語） 

分鏡 10 

 

鏡頭切換並特寫，樹幹

上的一朵油桐花。 

文字：無 

聲音：天地這麼有情（客

語） 

分鏡 11 

 

鏡頭仰拍，小孩臉朝向

天空，展開雙手，試圖

觸摸紛紛落下了油桐

花。 

文字：無 

聲音：天地這麼有情（客

語） 

分鏡 12 

 

鏡頭切至佈滿油桐花的

草地，草地上的野餐墊

上放著食物，其中竹籃

裡放的是麵包，一旁的

樹幹停放一台腳踏車。 

文字：無 

聲音：大家也很多情（客

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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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鏡 13 

 

鏡頭切換，盛開桐花的

桐花樹。 

文字：無 

聲音：大家也很多情（客

語） 

分鏡 14 

 

鏡頭切換並特寫，一位

小女孩，靠在大家的肩

膀上睡著，同時一片桐

花緩緩的飄至小女孩的

額頭。 

文字：無 

聲音：瞇著眼的相望（客

語） 

分鏡 15 

 

鏡頭淡出，出現桐花祭

的海報圖。 

文字：2006 客家桐花祭 

將桐花的感動帶回家 

聲音：將桐花的感動 帶

回家（客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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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7 客家桐花祭 

廣告文本描述： 

音樂：協奏曲 

分鏡 分鏡圖 影像 文字／旁白 

分鏡 1 

 

鏡頭以鏡頭遠景，拍攝

山林。 
音樂開始。 

分鏡 2 

 

鏡頭以鏡頭中景，拍攝

山林。 
文字：靜 （淡入）。 

分鏡 3 

 

鏡頭以仰拍桐花樹。 
文字：數大  仍然寧靜

（淡入）。 

分鏡 4 

 

鏡頭以仰拍桐花樹。 文字：踏實（淡入）。 

分鏡 5 

 

鏡頭以俯拍桐花。 
文字：踏實  依舊綻放

（淡入）。 

分鏡 6 

 

鏡頭以特寫樹枝上的桐

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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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鏡 7 

 

鏡頭以特寫樹枝上的桐

花。 
文字：開枝（淡入）。 

分鏡 8 

 

鏡頭以遠景拍攝桐花

樹。 

文字：開枝散葉（淡

入）。 

分鏡 9 

 

鏡頭以中景拍攝桐花

樹。 

文字：開枝散葉 自在融

合（淡入）。 

分鏡 10 

 

鏡頭特寫桐花。  

分鏡 11 

 

鏡頭特寫拍攝桐花掉

落。 

文字：堅毅謙沖（淡

入）。 

分鏡 12 

 

鏡頭特寫佈滿桐花的草

地。 

文字：堅毅謙沖 展現個

性（淡入）。 

分鏡 13 

 

鏡頭特寫桐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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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鏡 14 

 

鏡頭特寫桐花。  

分鏡 15 

 

鏡頭特寫桐花。  

分鏡 16 

 

鏡頭以俯拍中年男女正

微笑地看著上方。 
 

分鏡 17 

 

鏡頭以俯拍兩位年輕的

女學生正微笑地看著上

方。 

文字：賞桐花（淡入）。 

分鏡 18 

 

鏡頭以特寫拍攝兩位年

輕的女學生正微笑地看

著上方。 

文字：賞桐花  親客家

（淡入）。 

分鏡 19 

 

鏡頭以俯拍兩位男女輕

年與一位男孩童正微笑

地看著上方。 

文字：賞桐花  親客家

（淡出）。 

分鏡 20 

 

鏡頭以中景拍攝所有的

中年男女、年輕女學

生、年輕男女與男孩童

正微笑地看著上方。 

文字：2007 客家桐花祭 

純白相遇（淡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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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 客家桐花祭 

廣告文本描述： 

音樂：手風琴音樂 

分鏡 分鏡圖 影像 文字／旁白 

分鏡 1 

 

鏡頭一開始以遠景拍攝

一位男子走在油桐花樹

間的小道，油桐花不斷

地飄落。 

 

分鏡 2 

 

鏡頭切至並特寫男子正

在觀望，不斷地飄落的

桐花。 

 

分鏡 3 

 

鏡頭切至並特寫，一朵

油桐花緩緩的掉落在手

上。 

 

分鏡 4 

 

鏡頭切至油桐花樹上正

在嬉戲的兩隻小鳥。 
 

分鏡 5 

 

鏡頭切至，孩童正在飄

落油桐花的油桐花樹旁

的河邊放紙船。 

 

分鏡 6 

 

鏡頭切至並特寫男子手

上拿著公事包，身旁有

自行車經過，同時桐花

也隨著自行車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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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鏡 7 

 

鏡時切至並遠景，一輛

一輛的自行車經過男子

的身旁。 

 

分鏡 8 

 

鏡頭切至並遠景拍攝男

子正在向河旁的攤販招

手，桐花緩緩飄落。 

 

分鏡 9 

 

鏡頭切至男子來到賣桐

花風車的攤販，攤販旁

是賣桐花週邊商品，後

有樂團演奏。 

 

分鏡 10 

 

鏡頭切至並特寫男子手

上的桐花風車正在轉動

著。 

 

分鏡 11 

 

鏡頭切至客家三合院，

桐花不斷地飄落。 
 

分鏡 12 

 

鏡頭切至並以遠景拍攝

男子正朝向三合院走

去。 

 

分鏡 13 

 

鏡頭切至並以特寫拍攝

穿著藍衫帶著桐花花圈

的女子，同時桐花正不

斷的飄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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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鏡 14 

 

鏡頭切至活動海報 

文字／聲音：2008 客家

桐花祭  春日限定之旅

（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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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9 客家桐花祭 

廣告文本描述： 

音樂：改編客家音樂〈天公落水〉 

分鏡 分鏡圖 影像 文字／旁白 

分鏡 1 

 

鏡頭一開始特寫一欉油

桐花，同時一朵油花緩

緩掉落。 

 

分鏡 2 

 

鏡頭切至並特寫行人號

誌，桐花緩緩飄向。 
 

分鏡 3 

 

鏡頭切至並特寫桐花緩

緩飄依附在行人號誌內

的人形標誌。 

 

分鏡 4 

 

鏡頭切至並特寫桐花緩

緩佈滿人形標誌上。 
 

分鏡 5 

 

鏡頭切至佈滿桐花的人

形標誌走出行人號誌

器。 

 

分鏡 6 

 

鏡頭切至佈滿桐花的人

形標誌跳至街道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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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鏡 7 

 

鏡頭切至馬路上有許多

佈滿桐花的人形標誌正

在走動。 

 

分鏡 8 

 

鏡頭切至並俯拍馬路上

有許多佈滿桐花的人形

標誌正在走動，字幕淡

出全台的桐花仔  都跑

去參加桐花祭。 

文字：全台的桐花仔 都

跑去參加桐花祭。 

分鏡 9 

 

鏡頭切至並俯拍馬路上

有許多佈滿桐花的人形

標誌正在走動，字幕淡

出全台的桐花仔  都跑

去參加桐花祭。 

文字：全台的桐花仔 都

跑去參加桐花祭。 

分鏡 10 

 

鏡頭切至，傍晚樹上掛

滿著燈籠，字幕淡出賞

燈。 

文字：賞燈。 

分鏡 11 

 

鏡頭切至一群穿著花布

衣的孩童正高興的唱

歌，而油桐花緩緩掉

落，字幕淡出唱歌。 

文字：唱歌。 

分鏡 12 

 

鏡頭切至並特寫，一位

少女正在演奏大提琴。 
 

分鏡 13 

 

鏡頭以遠景拍攝在甕裝

置藝術的陶藝公園中演

奏大提琴的少女，字幕

淡出捏陶。 

文字：捏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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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鏡 14 

 

鏡頭以中景拍一對穿著

結婚禮服的男女正在接

吻，同時桐花緩緩飄

落，字幕淡出結婚。 

文字：結婚。 

分鏡 15 

 

鏡頭切至一位少女，站

在祠堂大門招手。 
 

分鏡 16 

 

鏡頭切至祠堂內正等著

用餐的一群人，並向來

的人招手，字幕淡出美

食。 

文字：美食。 

分鏡 17 

 

鏡頭切至大夥正在招呼

客人。 
文字：美食。 

分鏡 18 

 

鏡頭切至少女與佈滿桐

花的人形標誌在祠堂門

口對著鏡頭說歡迎來客

家庄鬥鬧熱，同時字幕

亦淡出歡迎來客家庄鬥

鬧熱。 

文字：歡迎來客家庄鬥

鬧熱。 

分鏡 19 

 

鏡頭以遠景切至一位男

子正在桐花樹下演奏薩

克斯風，字幕淡出 2009

客家桐花祭白雪紛飛 

桐鬧客庄。 

文字：2009 客家桐花祭

白雪紛飛 桐鬧客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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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 客家桐花祭 

廣告文本描述： 

音樂： 古箏伴奏 

分鏡 分鏡圖 影像 文字／旁白 

分鏡 1 

 

鏡頭一開始一開始一個

動畫繪的森林，草風吹

搖曳，螢火蟲飛舞。 

 

分鏡 2 

 

鏡頭切至真實森林，從

畫面右方出現一隻松

鼠，往畫面左方跑去。 

 

分鏡 3 

 

鏡頭切至松鼠探頭，然

後驚訝的叫了一聲。 
聲音：松鼠叫聲。 

分鏡 4 

 

鏡頭切至一隻貓頭鷹，

然後驚訝的叫了一聲。 
聲音：貓頭鷹叫聲。 

分鏡 5 

 

鏡頭切至一隻灰兔，然

後驚訝的叫了一聲。 
聲音：兔子叫聲。 

分鏡 6 

 

鏡頭切至油桐花搖曳。  

分鏡 7 

 

鏡頭切至一隻青蛙，呱

呱的叫。 
聲音：青蛙叫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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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鏡 8 

 

鏡頭切至油桐花。  

分鏡 9 

 

鏡頭切回呱呱叫的青

蛙。 
聲音：青蛙叫聲。 

分鏡 10 

 

鏡頭切至一隻鳥類，然

後叫了一聲。 
聲音：鳥叫聲。 

分鏡 11 

 

鏡頭切至一群動物仰望

遠方山脈。 
 

分鏡 12 

 

鏡頭切至動畫的開著油

桐花的油桐樹。 
 

分鏡 13 

 

鏡頭拉近開著油桐花的

油桐樹，一朵油桐花掉

落下來。 

 

分鏡 14 

 

鏡頭拉遠開著油桐花的

油桐樹，許多動物在油

桐樹下看著，油桐花像

下雨般紛紛掉落下來。 

 

分鏡 15 

 

鏡頭以俯瞰動物的角

度，地上佈滿油桐花，

文字從中間依序旋出。 

文字／聲音：2010 客家

桐花祭，萬物都在啊。(中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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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客家桐花祭 

廣告文本描述： 

音樂：新編客家音樂 

詞： ／曲：真真 

分鏡 分鏡圖 影像 文字／旁白 

分鏡 1 

 

鏡頭一開始石柱聳立，

雪花紛飛。 
 

分鏡 2 

 

石柱聳立，雪花紛飛，

跳出春字。 

文字：春 

聲音：春(中文) 

分鏡 3 

 

石柱聳立，雪花紛飛，

跳出夏字。 

文字：夏 

聲音：夏(中文) 

分鏡 4 

 

石柱聳立，雪花紛飛，

跳出秋字。 

文字：秋 

聲音：秋(中文) 

分鏡 5 

 

石柱聳立，雪花紛飛，

畫面淡出。 
聲音：冬桐花祭(中文) 

分鏡 6 

 

鏡頭切至兩隻獼猴泡溫

泉，雪花紛飛。 

聲 音 ： 一 年 五 季 好

HAPPY(中文) 

分鏡 7 

 

泡溫泉的其中一隻獼猴

轉過臉來，雪花紛飛。 

聲音：春夏秋冬桐花祭

(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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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鏡 8 

 

鏡頭切至飄雪的夜空，

出現冬字 

聲 音 ： 一 年 五 季 好

easy(中文) 

分鏡 9 

 

鏡頭切至街道，冬字淡

出，桐花從畫面左方飄

出。 

聲 音 ： 一 年 五 季 好

easy(中文)  

分鏡 10 

 

鏡頭切至街道，冬字淡

出，桐花從畫面左方飛

出。 

聲音：春夏秋冬桐花祭

(中文) 

分鏡 11 

 

鏡頭切至街道商店前。 
聲 音 ： 一 年 五 季 好

sweet(中文) 

分鏡 12 

 

鏡頭切至街道商店前，

桐花從畫面左方飛出。 

聲 音 ： 一 年 五 季 好

sweet(中文) 

分鏡 13 

 

鏡頭切至倫敦鐵橋，桐

花紛飛。 

聲音：春夏秋冬桐花祭

(中文) 

分鏡 14 

 

鏡頭切至金字塔，桐花

覆蓋金字塔底部。 

聲 音 ： 一 年 五 季 好

HAPPY(中文) 

分鏡 15 

 

金字塔被桐花整個包覆

住。 

聲音：春夏秋冬桐花祭

(中文) 

分鏡 16 

 

鏡頭切至巴黎鐵塔，桐

花覆蓋鐵塔底部。 

聲音：春夏秋冬桐花祭

(中文) 



763 
 

 

分鏡 17 

 

巴黎鐵塔被桐花整個包

覆住，畫面淡出。 

聲 音 ： 一 年 五 季 好

easy(中文) 

分鏡 18 

 

鏡頭切至台北 101，桐花

飄落。 

聲音：春夏秋冬桐花祭

(中文) 

分鏡 19 

 

鏡頭以俯瞰方式，看台

北 101，桐花飄落。 

聲 音 ： 一 年 五 季 好

sweet(中文) 

文字：2011 世界開始過

第五季 

分鏡 20 

 

鏡頭以俯瞰方式，看台

北 101，，桐花飄落，下

方出現一朵很大的桐

花。 

聲音／文字：2011 世界

開始過第五季(客語) 

分鏡 21 

 

鏡頭切至代言人，出現

主題文字。 

聲音：客家桐花祭(客語) 

文字：2011 客家桐花祭 

桐慶 100 花舞客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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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 六堆嘉年華 

廣告文本描述： 

音樂：傳統客家音樂 

分鏡 分鏡圖 影像 文字／旁白 

分鏡 1 

 

鏡頭出現手繪的台灣地

圖，以遠景拉至特寫。 

文字／聲音：300 年前

（客語）。 

分鏡 2 

 

鏡頭切至並特寫六堆地

區，並以動畫的人物分

別走向六堆各區域。 

文字／聲音：高屏地區

客家鄉親（客語）。 

分鏡 3 

 

鏡頭切至並特寫六堆各

地區，同時以動畫拉出

各地的旗幟，首先是左

堆、先鋒堆。 

文字／聲音：組織議義

通軍團（客語）。 

分鏡 4 

 

鏡頭切至並特寫六堆各

地區，同時以動畫拉出

各地的旗幟，其次是中

堆、後堆。 

文字／聲音：組織議義

通軍團（客語）。 

分鏡 5 

 

鏡頭以遠景拍攝，並以

動畫的方式，畫出義勇

軍與敵軍的對抗，義勇

軍以紅色帽子綠色衣服

表現，敵軍以藍色衣著

表現。 

文字／聲音：組織議義

通軍團（客語）。 

分鏡 6 

 

鏡頭以特寫拍攝一對義

勇軍與敵軍的對抗。 

文字／聲音：平常時 

耕田讀書（客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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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鏡 7 

 

鏡頭以遠景拍攝一群義

勇軍與敵軍對抗。 

文字／聲音：平常時 

耕田讀書（客語）。 

分鏡 8 

 

鏡頭以仰角拍攝一位帶

帽穿著唐裝的男性，畫

面字幕淡出六堆。 

文字／聲音：戰亂時 

團結一致（客語）。六

堆。 

分鏡 9 

 

鏡頭以遠景拍攝一群穿

著唐裝的男子正集合至

祠堂前。 

文字／聲音：戰亂時 

團結一致（客語）。 

分鏡 10 

 

鏡頭以遠影拍攝紙宗祠

的太極兩儀池造景。 

文字／聲音：用生命保

衛自己家園（客語）。 

分鏡 11 

 

鏡頭切至遠景，從傳統

客家建築的走廊中拍攝

一位穿著藍衫的女子。 

文字／聲音：用生命保

衛自己家園（客語）。 

分鏡 12 

 

鏡頭切至客家祠堂的正

門。 

文字／聲音：這就是六

堆的故事（客語）。 

分鏡 13 

 

鏡頭切至一位坐在客家

大院內的老奶奶。 

文字／聲音：這就是六

堆的故事（客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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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鏡 14 

 

鏡頭特寫一位坐在客家

大院內的老奶奶。 
 

分鏡 15 

 

鏡頭切至以遠景從客家

院內拍攝屋外一群穿著

制服的孩童跑動的孩

童。 

文字／聲音：40 年來六

堆運動會（客語）。 

分鏡 16 

 

鏡頭切至遠景拍攝穿著

制服跑在街巷內的孩

童。 

文字／聲音：40 年來六

堆運動會（客語）。 

分鏡 17 

 

鏡頭以遠景拍攝孩童跑

在竹田客家文物館。 

文字／聲音：40 年來六

堆運動會（客語）。 

分鏡 18 

 

鏡頭切換並以中景拍攝

一位穿著藍衫的女孩，

並站在客家大院的門口

觀望。 

文字／聲音：讓這個故

事一直在傳承（客

語）。 

分鏡 19 

 

鏡頭切至客家院內正曬

著藍色與紅色的花布。 

文字／聲音：讓這個故

事一直在傳承（客

語）。 

分鏡 20 

 

鏡頭切換，並以畫面的

垂直分割，左半部為抬

頭仰望的中年男子，右

半部則是在稻田穿著制

服跑步的孩童。 

文字／聲音：六堆 要

一直跑下去（客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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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鏡 21 

 

鏡頭切至一群穿著制服

的女孩童正在齊同歡

笑。 

文字／聲音：六堆 要

一直跑下去（客語）。 

分鏡 22 

 

鏡頭切至一群穿著制服

的孩童奔跑在稻田中。 

文字／聲音：今年特別

創新（客語）。 

分鏡 23 

 

鏡頭切至六堆嘉年華標

語與主題：2006 六堆嘉

年華 高屏地區 

文字／聲音：2006 六堆

嘉年華 高屏地區。 

分鏡 24 

 

鏡頭切換以遠景拍攝穿

著制服的孩童跑過稻田

同時場景中央並放鞭

炮。 

文字：2006 六堆嘉年華 

高屏地區 10 月 14~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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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 六堆嘉年華 

廣告文本描述： 

音樂：好客戲樂團 〈好客戲〉 

分鏡 分鏡圖 影像 文字／旁白 

分鏡 1 

 

鏡頭以遠景慢慢拉進，

畫面出現台灣後端大武

山區域。 

文字：大武山。 

分鏡 2 

 

鏡頭以遠景慢慢拉進，

畫面出現台灣後端大武

山區域，同時以動畫顯

示六堆區域。 

文字：大武山、六堆。 

分鏡 3 

 

鏡頭以特寫並以動畫鎖

定大武山區域和六堆區

域。 

文字：大武山、六堆。 

分鏡 4 

 

鏡頭切至並特寫一個自

行車騎士手上的 PDA，

在 PDF 中自行車騎士仰

望著天空，畫面出現

TARGET。 

文字：TARGET。 

分鏡 5 

 

鏡頭切至自行車隊開始

前進。 
 

分鏡 6 

 

鏡頭切至自行車隊一輛

一輛的向前騎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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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鏡 7 

 

鏡頭切至自行車隊在森

林中穿梭。 
 

分鏡 8 

 

鏡頭切至自行車隊在稻

田間騎駛。 
 

分鏡 9 

 

鏡頭切至自行車隊即將

騎駛至鄉鎮。 
 

分鏡 10 

 

鏡頭切至自行車隊鄉鎮

街巷內騎駛。 
 

分鏡 11 

 

鏡頭切至孩童們從前堂

往外觀望。 
 

分鏡 12 

 

鏡頭切至兩位女子手拿

燈籠並穿著紅色與藍色

的傳統服飾往外觀望。 

 

分鏡 13 

 

鏡頭切至自行車隊騎駛

過竹田火車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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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鏡 14 

 

鏡頭切至客家大院內曬

在衣架上的花布。 
 

分鏡 15 

 

鏡頭切至自行車隊努力

的向前騎駛。 
 

分鏡 16 

 

鏡頭切至自行車隊從街

道巷角快速騎出。 
 

分鏡 17 

 

鏡頭切至屏東新埤的村

民正點燃鞭炮鼓掌歡

迎。 

文字：屏東新埤。 

分鏡 18 

 

鏡頭切至並特寫一位女

騎士正開心的向前騎

駛。 

文字：屏東新埤。 

分鏡 19 

 

鏡頭切至並特寫一位男

騎士手握拳且開心的向

前騎駛。 

文字：屏東新埤。 

分鏡 20 

 

鏡頭切至並特寫另一位

男騎士高舉右手的向前

騎駛。 

文字：屏東新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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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鏡 21 

 

鏡頭以遠景並俯拍自行

車隊順利抵達終點站。 

聲音：客家意識（客

語）。 

分鏡 22 

 

鏡頭以遠景並俯拍自行

車隊順利抵達終點站。 

文字：2007 六堆嘉年華

10 月 20 日起高屏客家

鄉鎮登場。 

聲音：六堆嘉年華（客

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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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2009 六堆嘉年華 

廣告文本描述： 

音樂：傳統客家音樂 

分鏡 分鏡圖 影像 文字／旁白 

分鏡 1 

 

鏡頭以遠景仰拍美濃客

家文物館上方的天空。 
 

分鏡 2 

 

鏡頭切換以仰角並特寫

拍攝左堆軍紀念石碑。 
 

分鏡 3 

 

鏡頭以遠景拍攝客家建

築內的走廊。 
 

分鏡 4 

 

鏡頭切至台灣地圖，出

現六堆區域。 
文字：六堆。 

分鏡 5 

 

鏡頭切至並特寫一把撐

開且轉動的紅色油紙

傘。 

 

分鏡 6 

 

鏡頭切至一隻手拿著鳴

槍並高舉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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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鏡 7 

 

鏡頭切至一群年輕人奔

跑在草地上。 
 

分鏡 8 

 

鏡頭切至三位穿著藍衫

手拿紅色燈籠的女性正

在竹田客家文物館內跳

舞。 

文字：竹田客家文物

館。 

分鏡 9 

 

鏡頭切至兩位穿著藍衫

手拿油紙傘的女性正在

內埔客家文物館外跳

舞。 

文字：內埔客家文物

館。 

分鏡 10 

 

鏡頭特寫兩位穿著藍衫

手拿油紙傘的女性正在

內埔客家文物館外跳

舞。 

文字：內埔客家文物

館。 

分鏡 11 

 

鏡頭切至一群年輕人奔

跑在美濃客家文物館

外。 

文字：美濃客家文物

館。 

分鏡 12 

 

鏡頭切至一位年輕人開

心的跳起。 

文字：美濃客家文物

館。 

分鏡 13 

 

鏡頭切換至客家文物館

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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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鏡 14 

 

鏡頭切換至室外，三位

穿著藍衫的女性正在跳

舞。 

 

分鏡 15 

 

鏡頭以斜角並仰拍一位

女性在竹田客家文物館

內拿著紅色的油紙傘仰

望著。 

 

分鏡 16 

 

鏡頭切至三位穿著藍衫

的女性，正笑著面對鏡

頭。 

 

分鏡 17 

 

鏡頭切換至竹田文心

蘭。 
文字：竹田文心蘭。 

分鏡 18 

 

鏡頭切換並特寫美濃粄

條。 
文字：美濃粄條。 

分鏡 19 

 

鏡頭切換並特寫萬巒豬

腳。 
文字：萬巒豬腳。 

分鏡 20 

 

鏡頭切換並特寫客家

粄。 
文字：客家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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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鏡 21 

 

鏡頭切換並特寫甲仙芋

頭酥。 
文字：甲仙芋頭酥。 

分鏡 22 

 

鏡頭切換兩位女性與一

位男性對著鏡頭笑著。 
 

分鏡 23 

 

鏡頭切換兩位女性與兩

位男性對著鏡頭笑著。 
 

分鏡 24 

 

鏡頭以遠景拍攝一群年

輕人開心的對著鏡頭招

手。 

聲音：六堆嘉年華 活

力盡現（客語）。 

文字：客來迎賓 活力

盡現。 

分鏡 25 

 

鏡頭切至三位穿著藍衫

的女性，高舉著油紙

傘。 

文字：2008 年六堆嘉

年華 即日起~10 月 26

日止 行政院客家委員

會。 

聲音：歡迎大家來玩

（客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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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 六堆嘉年華 

廣告文本描述： 

音樂：傳統客家音樂 

分鏡 分鏡圖 影像 文字／旁白 

分鏡 1 

 

鏡頭俯瞰一名身穿功夫

裝的人。 
 

分鏡 2 

 

鏡頭俯瞰一名身穿功夫

裝的人三個反鹞子翻

身。 

 

分鏡 3 

 

鏡頭切至身穿功夫裝的

人停止練功，看著畫面

左方。 

 

分鏡 4 

 

鏡頭切至身穿功夫裝的

人慢慢轉向正面。 
 

分鏡 5 

 

鏡頭切至身穿功夫裝的

人看著一群人們。 
 

分鏡 6 

 

鏡頭切至身穿功夫裝的

人看著一群人們，並伸

出右手。 

 

分鏡 7 

 

鏡頭切至身穿功夫裝的

人正面，伸出右手來招

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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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鏡 8 

 

鏡頭切至一個人，一個

功夫反身招式。 
 

分鏡 9 

 

鏡頭切至一個人，一個

功夫反身招式。 
 

分鏡 10 

 

鏡頭切至身穿功夫裝的

人，再度伸出右手來招

手。 

 

分鏡 11 

 

畫面前方一名男子轉身

招式，後面有四個人拿

著掃把狀似在掃地。 

 

分鏡 12 

 

鏡頭拉近特寫男子轉身

招式後，後面的人也舉

起掃把。 

 

分鏡 13 

 

鏡頭切至身穿功夫裝的

人，再度伸出雙手來招

手。 

 

分鏡 14 

 

鏡頭切至一群小朋友在

扯鈴。 
 

分鏡 15 

 

鏡頭切至一名女性背後

出現二隻手，其中一隻

手拿著排球，另一隻手

拿著鞭炮，施展著獅吼

功，哇的大叫一聲。 

聲音：哇 

分鏡 16 

 

一時狂風落葉襲來，一

群人被獅吼功的威力震

到快站不住。 

聲音：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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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鏡 17  

 

施展獅吼功的女性，背

後出現四隻手，其中一

隻手拿著排球，一隻手

拿著鞭炮，另一雙手拿

著拔河繩索。文字從下

分依序跳出。 

聲音：第四十五屆六堆

運動會，大年初七初八

(中文) 

分鏡 18 

 

施展獅吼功的女性，背

後出現四隻手，其中一

隻手拿著排球，一隻手

拿著鞭炮，另一雙手拿

著拔河繩索。文字從下

分依序跳出。 

聲音：第四十五屆六堆

運動會，大年初七初八

(中文) 

分鏡 19 

 

鏡頭切至圓樓建築，以

仰拍方式，各層樓佔滿

人們揮動的彩球及招

手，兩個大型布幔往下

展開，右邊寫著六堆運

動會，左邊寫著歡迎來

玩。畫面淡出。 

聲音：在屏東竹田國中

盛大展開。(中文) 

分鏡 20 

 

鏡頭切至圓樓中庭，畫

面前方兩個小朋友分別

左右在扯鈴，中間左右

各有一隻舞獅咬著布簾

分別寫著祥獅獻瑞，大

會成功，後面有一大群

人熱鬧參與。 

聲音：歡迎大家來唷。

(客語) 

文字：六堆運動會 2

月 20~21 日屏東縣竹

田國中。 

 

 

鏡頭切至一名男孩帶著

笑，伸出右手招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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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 台灣客家博覽會 

廣告文本描述： 

音樂：〈好客戲〉好客戲樂團 

分鏡 分鏡圖 影像 文字／旁白 

分鏡 1 

 

鏡頭拍攝在行駛的捷

運，一位男子正蹲坐

著，字幕出現後淡出，

捷運呼嘯而過。 

文字：淡出好客樂團。 

分鏡 2 

 

男子坐在捷運月台一

旁，後面是行駛而過的

捷運，捷運上方背景隨

著捷運行駛由黑色轉為

藍色，行駛的捷運上浮

出台灣台灣客家博覽會

字樣。 

文字：台灣台灣客家博

覽會。 

分鏡 3 

 

影像淡出，一位女子蹲

坐在捷運前。 
 

分鏡 4 

 

影像淡出，鏡頭特寫女

子，女子往掌心上吹出

有油桐花圖案的紅色

煙，此時鏡頭拉遠，女

子手拿著打開的油紙

傘，紅色的煙慢慢擴散

至整個畫面。 

 

分鏡 5 

 

鏡頭俯拍，男子翻閱著

手上的白皮書，背景出

現紅色的油桐花圖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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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鏡 6 

 

畫面切至男子翻閱白皮

書著，背景也由紅色的

油桐花圖案背景轉成藍

色的油桐花圖案背景。 

 

分鏡 7 

 

畫面切至與特寫客家服

飾藍衫。 
 

分鏡 8 

 

畫面切至放置在木桌上

的龜型與桃形的粄印，

旁邊有一碟小糰麵糰。 

 

分鏡 9 

 

鏡頭淡出特寫男子，背

景為藍色的油桐花圖

案。 

 

分鏡10 

 

鏡頭淡出並特寫一朵紅

花。 
 

分鏡 11 

 

影像切至拿著油紙傘的

女子，背景由藍色的油

桐花圖慢慢地向外擴

散，並轉為紅色的油桐

花圖案。 

 

分鏡12 

 

影像切至拿著油紙傘的

女子，背景為紅色的油

桐花圖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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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鏡13 

 

鏡頭切至並特寫擂茶的

器具。 
 

分鏡14 

 

鏡頭切至並特寫傳統的

客家小炒。 
 

分鏡15 

 

鏡頭切至並特寫紙燈

籠，背景是手寫的書法

字帖，紙燈籠旋轉著。 

 

分鏡16 

 

鏡頭切至並特寫鏡頭裝

在竹籠上的兩把油紙

傘，背景為黑色。 

 

分鏡17 

 

鏡頭切至並特寫傳統客

家戲曲的剪影。 
 

分鏡18 

 

鏡頭切至男子起身，背

景是不斷切換的歷史照

片，畫面右側有紅色春

聯及前景為冒著煙的

壺。 

 

分鏡19 

 

女子手持油紙傘站畫面

左邊，背景是藍色的油

桐花圖案背景；男主角

站在畫面右邊低著頭，

背景是紅色的油桐花圖

案背景，畫面中間有棵

油桐樹，油桐花紛紛落

文字：好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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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 

分鏡20 

 

鏡頭出現台灣台灣客家

博覽會的宣傳海報。 

文字／好客：2006 台灣

台灣客家博覽會 台鐵

台北火車站二樓商場 

95年10月25-11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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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 台灣客家博覽會 

廣告文本描述： 

音樂：改編式的客家傳統歌謠 

分鏡 分鏡圖 影像 文字／旁白 

分鏡 1 

 

鏡頭一開始拍攝牆上掛的

相框，鏡頭慢慢拉近往牆

上中間的一幅框拍攝，蝴

蝶此時飛舞著，相框中的

背景是傳統客家建築的紅

磚屋頂，前面站著一對在

人型木板前合照的男女，

男生的人型木板是帶斗笠

拿鋤頭的農夫，服裝是客

家傳統服裝藍衫，搭配白

色褲子；女生的人型木板

為戴斗笠還帶著採茶籠的

採茶姑娘，服裝也是客家

傳統服裝藍衫。接著鏡頭

特寫拍攝至女主角，一隻

蝴蝶飛近女主角，接著向

畫面右邊飛去。 

 

分鏡 2 

 

畫面切至女主角被黃蝶吸

引。 
 

分鏡 3 

 

畫面切至女主角被黃蝶吸

引正跟隨著黃蝶前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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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鏡 4 

 

畫面切至女主角正追著黃

蝶，移動至下一張照片

中。 

 

分鏡 5 

 

畫面切至女主角正追著黃

蝶，移動至拿著客家菜的

闔家照中。 

 

分鏡 6 

 

畫面切至一對定格的女生

手拿筷子夾著發糕準備要

餵男生，女主角調皮的將

它搶走。 

 

分鏡 7 

 

畫面切至黃蝶飛在女主角

的頭上。 
 

分鏡 8 

 

畫面切至女主角看見黃蝶

的頭上，然後跟隨至下張

相片。 

 

分鏡 9 

 

畫面切至女主角移動至一

張有花布圖案的桌燈，女

主角隨即將它開啟，並移

動至下一張照片。 

 

分鏡 10 

 

鏡頭切至女主角移動到賣

美濃油紙傘的照片中，女

主角拿起油紙傘並將它撐

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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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鏡 11 

 

鏡頭切至撐開的油紙傘。  

分鏡 12 

 

鏡頭切至黃蝶飛到客家藝

人謝宇威的鼻子上。 
 

分鏡 13 

 

鏡頭遠景拍攝謝宇威等一

群人拿著樂器，畫面上出

現好客。 

文字／聲音：好客 

2007 台灣台灣客家博

覽會。 2007 ／ 12 ／

21~2008／0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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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2009 台灣客家博覽會 

廣告文本描述： 

音樂：二胡伴奏 

分鏡 分鏡圖 影像 文字／旁白 

分鏡 1 

 

鏡頭以仰景拍攝一位女

孩正伸手接著雨水，字

幕淡出多一把傘 

文字：多一把傘。 

分鏡 2 

 

鏡頭切至女孩拿著傘去

迎接拿著伴手禮的男

女。 

文字：多一把傘。 

分鏡 3 

 

鏡頭切至女孩拿撐傘與

拿著伴手禮的男女有說

有笑的。 

文字：多一把傘。 

分鏡 4 

 

鏡頭切至一位小男孩在

牆上倒著貼一張寫著

「客」的春聯，身旁有

三位孩童看著。 

 

分鏡 5 

 

鏡頭切至孩童們拉開木

門驚喜的笑。 
 

分鏡 6 

 

鏡頭切至室內，一位女

子帶著孩童正迎接著拿

著伴手禮的客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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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鏡 7 

 

鏡頭切至室內，孩童們

接受對方送的伴手禮，

字幕淡出多一份禮。 

文字：多一份禮。 

分鏡 8 

 

鏡頭切至桌上擺滿花布

與桐花包裝的禮品。 
文字：多一份禮。 

分鏡 9 

 

鏡頭切至並特寫正在倒

水的茶壺，字幕淡出多

準備。 

文字：多準備。 

分鏡 10 

 

鏡頭以中景拍攝一群人

正拿著杯子。 

文字：多準備  一個杯

子。 

分鏡 11 

 

鏡頭以中景拍攝一群人

正喝著茶，桌上擺放著

點心。 

文字：多準備  一個杯

子。 

分鏡 12 

 

鏡頭切至擺放著糍粑與

艾粄和假柿仔。 
 

分鏡 13 

 

鏡頭切至一盤一盤的美

食正端上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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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鏡 14 

 

鏡頭俯拍大家正在挾

菜。 
 

分鏡 15 

 

鏡頭以遠景拍攝一群人

正坐在餐桌上用餐。 
 

分鏡 16 

 

鏡頭切至大家正在合

照。 
 

分鏡 17 

 

鏡頭以遠景拍攝大家站

在門口的合照，字幕淡

出多一份好心情  歡喜

來作客。 

文字：多一份好心情 歡

喜來作客。 

分鏡 18 

 

鏡頭切至掛在空中的花

布，字幕上出現好客。 

文字：好客 好客連年

2008~09 台灣台灣客家

博覽會 

2008.12.27~2009.2.15 

台縣三峽客家文化園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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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 客家美食嘉年華 

廣告文本描述： 

音樂：改編客家歌曲〈天公落水〉 

分鏡 分鏡圖 影像 文字／旁白 

分鏡 1 

 

鏡頭特寫一個平放的時

鐘，秒針快速的走著。 
 

分鏡 2 

 

鏡頭特寫一個平放的時

鐘，秒針快速的走著。 
 

分鏡 3 

 

鏡頭特寫一個平放的時

鐘，秒針快速的走著。 
 

分鏡 4 

 

鏡頭由俯拍一棟商業大

樓。 
 

分鏡 5 

 

鏡頭特寫一位穿西裝的

男生正在看著手錶並說

著來得及嗎？ 

文字／聲音：來得及

嗎？（客語）。 

分鏡 6 

 

畫面轉至鏡頭仰拍一位

站在大樓外正看手錶的

女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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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鏡 7 

 

鏡頭特寫這位女生正看

手錶的，說著來得及

嗎？ 

文字／聲音：來得及

嗎？（客語）。 

分鏡 8 

 

鏡頭切至坐在辦公室的

男子，夾著手機並看著

手錶說著來得及嗎？ 

文字／聲音：來得及

嗎？（客語）。 

分鏡 9 

 

鏡頭切至一位女生快速

的走著，同時看著手上

的手錶說著來得及嗎？ 

文字／聲音：來得及

嗎？（客語）。 

分鏡 10 

 

鏡頭切至這位女生正快

速的走過斑馬線。 
 

分鏡 11 

 

鏡頭特寫行人交通號誌

的通行標誌，行人通行

號誌一閃一閃的。 

 

分鏡 12 

 

鏡頭切至站在戶外一位

女生看著手錶。 
 

分鏡 13 

 

鏡頭切至一位男生在室

內看著手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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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鏡 14 

 

鏡頭切至一位女生站在

戶外看著手錶。 
 

分鏡 15 

 

鏡頭切至一位女生站在

戶外看著手錶。 
 

分鏡 16 

 

鏡頭切至一位女生站在

戶外看著手錶，並說著

來得及嗎？ 

文字／聲音：來得及

嗎？（客語）。 

分鏡 17  

 

鏡頭特寫一個平放的時

鐘，秒針快速的走著。 
 

分鏡 18 

 

鏡頭特寫一個平放的時

鐘，秒針快速的走著。 
 

分鏡 19 

 

鏡頭特寫一個平放的時

鐘，秒針快速的走著。 
 

分鏡 20 

 

鏡頭切至室內，牆上掛

著一個時鐘，一位穿西

裝的男生，眼睛瞪大接

著說什麼來得及？ 

文字／聲音：什麼來得

及？（客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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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鏡 21 

 

鏡頭特寫客家美食 -苦

瓜，盤中苦瓜、山苦瓜

與用大瓜包裹著魚肉及

蘆筍相間排著，並淋上

切碎蛋末，盤子旋轉著。 

 

分鏡 22 

 

鏡頭特寫盤子底下墊著

荷葉，竹筍削成筆尖

狀，以直立式放置在黑

色盤子上，盤子旋轉著。 

 

分鏡 23 

 

鏡頭特寫白色盤子裡擺

放著以地瓜為食材做成

的菜包，外型似金桔（客

家米食）。盤子旁邊放置

著白色湯匙，湯匙橫

擺，鐵筷放置在湯柄上。 

 

分鏡 24 

 

鏡頭特寫菱形白色盤子

上有六個糍粑，糍粑用

月桃葉包覆著放置在竹

編的小畚箕上。 

 

分鏡 25 

 

鏡頭特寫竹筍削成筆尖

狀，以直立式放置在黑

色盤子上，盤子旋轉著。 

 

分鏡 26 

 

鏡頭特寫白色盤子上以

青江菜圍圈墊底，排骨

蒸芋頭置於青江菜上

頭，盤子旋轉著。 

 

分鏡 27 

 

鏡頭特寫客家美食 -苦

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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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鏡 28 

 

鏡頭特寫鳳梨盅，鳳梨

外觀牛車樣，盤子邊緣

用葡萄圍成一圈加以裝

飾。 

 

分鏡 29 

 

鏡頭特寫盤中物為秋葵

包裹肥腸，切成段狀，

用火龍果球、蕨及紅蘿

蔔加以裝飾。 

 

分鏡 30 

 

鏡頭特寫竹篩上鋪著月

桃葉，上頭放了六碗水

粄圍成一圈，竹篩中間

放巴西利及兩朵蘭花點

綴。 

 

分鏡 31 

 

鏡頭特寫苦瓜封，苦瓜

及冬瓜切成大塊狀，上

頭用香菜加以點綴，盤

子旋轉著。 

 

分鏡 32 

 

鏡頭特寫苦瓜切成長條

狀，苦瓜、山苦瓜。 
 

分鏡 33 

 

鏡頭特寫苦瓜切成長條

狀，苦瓜，盤子旋轉著。 
 

分鏡 34 

 

鏡頭特寫苦瓜切成長條

狀，苦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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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鏡 35 

 

鏡頭特寫一位女生，並

說著客家美食嘉年華，

太晚出門就吃不到。 

文字／聲音：客家美食

嘉年華，太晚出門就吃

不到（中文）。 

分鏡 36 

 

鏡頭特寫一位女生，並

說著客家美食嘉年華，

太晚出門就吃不到。 

文字／聲音：客家美食

嘉年華，太晚出門就吃

不到（中文）。 

分鏡 37 

 

鏡頭特寫一整桌以上所

介紹的客家佳餚。 
 

分鏡 38 

 

畫面切至穿著西裝的男

生正禮貌的鞠躬。 

文字：8／11~9／10 客家

美食嘉年華，並出現網

路美食人氣王投票的網

址，與行政院客委會的

標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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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 客家特色商品國際展 

廣告文本描述： 

音樂：傳統客家音樂 

分鏡 分鏡圖 影像 文字／旁白 

分鏡 1 

 

春田窯為背景，鏡頭特

寫一個身上畫著桐花的

人偶。 

 

分鏡 2 

 

鏡頭拉遠，桌上依序擺

放兩個花瓶、兩個不同

顏色的茶壺，和一隻貓

頭鷹。 

聲音／文字：打包一屋

子的創意。 

分鏡 3 

 

鏡頭上貓頭鷹消失，桌

上依舊擺著兩個花瓶、

兩個不同顏色的茶壺。 

聲音／文字：打包一屋

子的創意。(客語) 

分鏡 4 

 

鏡頭上右方淺色茶壺消

失。 

聲音／文字：打包一屋

子的創意。(客語) 

分鏡 5 

 

鏡頭上右方深色茶壺消

失。 

聲音／文字：打包一屋

子的創意。(客語) 

分鏡 6 

 

鏡頭切至劉恩寛古宅。  

分鏡 7 

 

古宅院子中央出現新樂

園戲劇團成員。 

聲音／文字：席捲客家

庄的美麗。(客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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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鏡 8 

 

古宅院子中央戲劇團成

員表演著。 

聲音／文字：席捲客家

庄的美麗。(客語) 

分鏡 9 

 

鏡頭切至南庄街上，一

名婦人穿著桐花花樣的

圍裙提著菜籃走著。 

聲音／文字：搬空整條

客家街的熱情。(客語) 

分鏡 10 

 

鏡頭切至南庄街上，一

名男性戴著桐花花樣的

頭巾，拉著一推車滿滿

的禮盒進入。 

聲音／文字：搬空整條

客家街的熱情。(客語) 

分鏡 11 

 

鏡頭切至南苗大市場，

畫面左右擺滿各式攤販

人來人往在做生意。 

聲音／文字：外帶整座

客家市場的美食。(客

語) 

分鏡 12 

 

在南苗大市場，駛入兩

輛藍色貨車。 

聲音／文字：外帶整座

客家市場的美食。(客

語) 

分鏡 13 

 

鏡頭切至載滿貨物的藍

色貨車後方。 

聲音／文字：火速送到

第一屆客家特色商品

國際展。(客語) 

分鏡 14 

 

鏡頭切至台北南港展覽

館。 

聲音／文字：火速送到

第一屆客家特色商品

國際展。(客語) 

分鏡 15 

 

鏡頭切至彙古陶邑，從

窯裡推出許多陶藝作

品。 

聲音／文字：要你好

看。(客語) 

分鏡 16 

 

鏡頭切至勝興火車站月

台上，一群穿著桐花樣

式的傳統服裝小朋友坐

在月台邊擂茶。 

聲音／文字：要你好

吃。(客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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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鏡 17  

 

鏡頭切至劉恩寛古宅，

新樂園戲劇團在表演。 

聲音／文字：要你好

玩。(客語) 

分鏡 18 

 

鏡頭切至劉恩寛古宅，

新樂園戲劇團成員開心

地豎著大拇指。 

聲音／文字：要你好

玩。(客語) 

分鏡 19 

 

鏡頭切至勝興月台，一

群穿著桐花樣式的傳統

服裝小朋友坐在月台邊

一手抱著擂茶的缽，一

手揮舞著擂茶的杵。 

聲音／文字：好康 好

料 好好玩。(客語) 

分鏡 20 

 

畫面切至活動文宣。 

聲音：客家特色商品國

際展，台北世貿南港展

覽館。(客語) 

文字：2009 第一屆客

家特色商商品國際展

09/12/26~10/1/3 台北

世貿南港展覽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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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 客家特色產業展 

廣告文本描述： 

音樂：鐵琴伴奏 

分鏡 分鏡圖 影像 文字／旁白 

分鏡 1 

 

鏡頭以一開始機場作為

背景，一對男女在機場

裡討論要去哪裡。 

聲音：機場廣播 

分鏡 2 

 

鏡頭拉近特寫女方興奮

提議要去看時裝秀。 

聲音：我們要去看時裝

秀(客語) 

分鏡 3 

 

鏡頭切至男方搖頭不表

贊同，提出要去吃美

食。 

聲音：我們要品嘗各地

美食(客語) 

分鏡 4 

 

鏡頭切換至女方不同

意，說要改去藝術節。 

聲音：哈哈 我們要去

藝術節(客語) 

分鏡 5 

 

鏡頭切換至男方不以為

然表示要去看設計大

賞。 

聲音：我們應該要去國

際設計大賞(客語) 

分鏡 6 

 

鏡頭切至女方一副不認

同的樣子背過身。 
 

分鏡 7 

 

鏡頭拉遠至男女雙方背

對賭氣，背景抽換。 

聲音：沒問題，來 2010

客家特色產業展 (客

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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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鏡 8 

 

場景換成客家特色產業

展現場，男女看起來很

驚訝的樣子。 

聲音：滿足你所有需求

(客語) 

分鏡 9 

 

鏡頭切至男女在觀賞展

場人員旋轉著畫著梅的

紙傘。 

聲音：不管是創意設計

商品(客語) 

分鏡 10 

 

鏡頭切至女方在試戴綠

色絲巾。 

聲音：還是時尚流行配

件(客語) 

分鏡 11 

 

鏡頭切至男方提著手提

袋，笑著看著一個小朋

友雙手提滿東西從畫面

左方跑出。 

聲音：或是傳統客家美

食(客語) 

分鏡 12 

 

鏡頭切至女方餵男方吃

食物，男方點頭表示好

吃。 

聲音：都在 2010 客家

特色產業展(客語) 

分鏡 13 

 

鏡頭切至活動文宣。 

聲音：10 月 2 日到 10

日在高雄工商展覽中

心(11月 6日到 14日在

台中創意文化園區 ) 

(客語) 

分鏡 14 

 

鏡頭拉遠，背景是客家

建築騎樓上掛著很多紙

傘，男女雙方看著寫著

活動文宣的手提袋，後

方有人準備拿走手提

袋。 

聲音：繽客群集，給你

精彩每一刻(中文) 

分鏡 15 

 

男女雙方看著寫著活動

文宣的手提袋，後方的

人拿著寫著活動文宣的

手提袋向左右離開。 

聲音：繽客群集，給你

精彩每一刻(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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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鏡 16 

 

男方拿著寫著活動文宣

的手提袋向右離開。 

聲音：繽客群集，給你

精彩每一刻(中文) 

分鏡 17  

 

女方拿著寫著活動文宣

的手提袋向左離開。 

聲音：繽客群集，給你

精彩每一刻(中文) 

分鏡 18 

 

畫面停留在寫著活動文

宣的手提袋，背景是客

家建築騎樓上掛著很多

紙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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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閱聽人焦點座談逐字稿 

2-A 中央大學訪談 

客委會 100 年補助計畫 

計畫：客家文化節慶廣告中的現代客家意象建構：廣告文本的符號分析與閱聽人

接收分析 

主持人：李威霆 博士 

時間：2011 年 4 月 26 日 14:00~16:00 

地點：中壢 中央大學 客家社會文化研究所 

訪談逐字稿 

NCU01： 

我對前面桐花祭的廣告 2009 的印象很深刻，它是那個小綠人掉下來，然後變桐

花嘛，對我來講，它傳達台灣對客家的訊息很濃，因為小綠人就是台灣所創造的

一個小發明，它又有都市的意象，所以就是說小綠人掉下來之後，會有讓人有會

心一笑的感覺，那樣的一個鏡頭運用馬上就跟台灣客家有一個很緊密的連結，然

後那部片子裡面也有傳達比較多豐富的客家元素，包含他們居住空間，其實是有

城鄉之間這樣居住空間的存在，另外他對於客家美食、花布，還有語言這些客家

元素都在裡面，然後它節奏可能也比較符合一般人接受廣告的那種節奏、起伏、

視覺印象比較豐富，這是我對於廣告的一些意見和想法，我個人的喜好。 

所以你覺得桐花祭廣告對你而言，就是那個小綠人 2009 年你覺得印象最深刻? 

嗯，印象最深刻。 

那你覺得難不難看得懂?對你而言。 

很容易，很容易了解。 

NCU02： 

這些廣告我大部份都是沒看過，幾乎都沒看過。因為住宿舍比較少看電視。就覺

得像桐花，它可能會要傳達一種比較靜態的印象，可是實際上會覺得說，客家意

象除了就是用客語或桐花的話，我覺得客家的好客、熱鬧應該也是一個特點，那

在桐花祭的廣告裡，只有看到 2009 年，從 2008 年開始，前面的都沒有，我覺得

我是看到沒有，都是比較靜態的，到 2008 年開始才有山、有水，然後到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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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才會出現比較熱鬧、好客的意象出現，所以我給 2009 年的廣告分數也比較高，

我也是第一次看到它，但到 2010 跟 2011 的廣告我就覺得這種感覺又沒了，所以

我就不是很喜歡，然後在六堆嘉年華，可能它是個運動會，所以他也會拍的比較

活潑，然後我會覺得它加入比較多客家歷史論述，像 2006 年跟 2007 年都有這個

部分，那 08 年以後，就加入更多像美食、藍衫這些東西，那他們唯一的特點，

都有出現那個圓樓，然後在客家博覽會的廣告，我就覺得傳達意象都差不多，美

濃油紙傘、美食跟客家器物，我覺得我對客家的美食系列廣告分數也給得比較低，

因為我覺得很難去鑑定說什麼是客家美食，所以你可能擺出了一個什麼豬腳或是

什麼的，我覺得是很難去釐清的，那它在廣告意象裡面就會用大量的花布跟桐花

這樣子。 

NCU03： 

我覺得印象最深刻就是功夫的那個，那個人用獅吼功的，我印象很深刻的原因是

有周星馳的功夫，那它所代表的廣告效果，藉由一個全台灣都知道的東西，去告

訴別人一個全台灣比較不知道的東西，這在很多的電影或是廣告手法大概都會去

用，告訴你一個很知名的，然後去帶給你一個不太知名的東西，那它這個不太知

名受到這個知名的而起來，那我覺得它有的客家意象，可能只有那個場景，那個

圓樓這樣子。我想到兩點，第一個是老師談到說，這對於導演來講是一個考驗，

但是我想以另外一個想法切入，對於觀眾來講是不是也是一個考驗，觀眾如何去

看懂這個東西，我想這就好像我們在逛美術館，那個藝術家告訴你說我傳達好多

好多的意象，但事實上去看的人根本只看懂一個或兩個，就像老師你問我看到哪

些意象，會不會說觀眾不太理解那個導演想要傳達的東西，那第二個就是說，上

學期俐蓉老師有請到其他老師來講文化統計錯誤的東西，那就是說我們如何確定

說，因為像這個廣告從頭到尾，我沒有一個看過的廣告，可是我有去參加最後那

一個高雄特色嘉年華，可是那是因為有什麼學術活動之類，有研討會，就是說去

的人他根本就不是因為受到廣告影響，我們如何確定說這個廣告所造成的效益是

因為是看了這個廣告而去的，我們沒有辦法去理解說這是因為這個廣告而達成的，

去的人是因為看了這個廣告而去，大概想法是這樣子。 

所以你第一個直接印象是想到周星馳的功夫，請問在座有沒有人是沒有看過周星

馳的電影(都看過，其中一位沒有) 

NCU04： 

我沒有看過周星馳的電影，我看到的是圓樓，還有客語的這一塊，我看到的是我

得懂的，我寫下的也是我認識的客家元素，所以在每一部裡，我就是寫出我認識

的客家元素。就是從頭到尾這樣看下來之後，其實我覺得台灣的客家博覽會，讓

人家真的有博覽會的感覺，它裡面放入了很多客家的元素，而且它的元素比較多

元，其實它在每一部裡面，從第一部他把所有的東西，其實我最喜歡的那一部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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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份第一部，就是 2006 年的那一部，它裡面放入了好多客家元素，然後到

最後，同一系列到最後的時候，它放入了好客，放入了客家感情的部份，所以我

覺得有內化的一個效果存在，它其實它那一塊是最豐富的，然後再來說用廣告來

提升客家印象，我個人就像她們一樣是第一次看這些廣告，但是我覺得這些廣告

真的很美，就是把客家傳統我們對於客家人的一些印象整個提升，它當然也會提

升我們對客家印象的效果，不過我覺得拍得很好，這不是重點，不過我們大家都

沒看過，我就不知道有多少人看過這樣的廣告。 

(這些廣告撥的都在什麼時候，只有今年桐花祭小胖的廣告有印象看過) 

問一下技術問題，剛提到博覽會像 2006，它鏡頭其實跳很快，你會覺得它的速

度超越你能夠吸收的，還是你覺得還可以 

因為我們自己本身是客家人，又在客家庄，所以我覺得這對我們來講很簡單，可

是對一般人，我就不知道一般閱聽人他們看得出來還是看不出來。 

這位黃同學你要不要聊聊就剛說的那部博覽會的廣告，說看看你的看法。  

NCU03： 

因為我覺得為了對象，他們加了很多客家元素，所以我就想說有什麼對客家的印

象(這段有很多人說話聲，聽不清在講什麼東西)，像我們之前開過一個通識課教

族群，那個老師就問說對客家有什麼印象，其實講來講去就那幾個，所以就自己

的想像，對客家人他們看這個廣告，我想他們是看不懂，因為他們根本不了解。 

OTHERS：因為他們不敏感，所以是沒感覺。 

NCU05： 

在我之前讀書的環境，有些是客家人，有些是非客家人，我嘗試去了解非客家人

對客家人的印象是什麼?他們對這個客家人意義其實不是很清楚，然後看這些廣

告，我也完全沒看過，我非常震驚，我對客家也很長關注，可是我怎麼都沒有看

過這些，我想說是我的資訊有落差，還是怎麼樣。剛我看了桐花祭還有嘉年華，

還有客家民俗特色展，我覺得這三種廣告訴求很不一樣，桐花祭就是要朔造給客

家族群跟非客家族群來這個地方觀光，所以它用出來都是要很美、很浪漫、很夢

幻這種印象的感覺，我覺得像桐花祭廣告用小胖的那支廣告，今年我有在華視那

種，或台視，我有看到我很震驚，它這部拍的算還滿成功的，我覺得很多之前的

客家廣告，都是把它朔造成只有花布，只有藍衫可以代表客家，它這部就嘗試連

結法國巴黎鐵塔，還有過世界第五季，它可以跟世界做結合，我想或許客委會他

有想嘗試讓客家走出世界，讓非客家族群注意到，我覺得桐花祭的廣告有越做越

好的趨勢，可是我我覺得第二個那個博覽會，還有六堆跟美食，我覺得博覽會跟

美食的，我看了真的沒什麼感覺，看了沒有太大的感覺想要去，可是桐花祭就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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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滿有興趣的，還有我覺得六堆嘉年華還滿有趣的，像很多什麼騎腳踏車，還有

武功什麼的，讓我想到葉問，反而沒有想到那個(周星馳)。 

NCU06： 

像我覺得客委會拍的這些廣告其實質感都很好，它可能不同於商業廣告，他們走

得比較柔柔、優質那種路線，第一支 2005 年，我覺得它給人家的感覺是會讓人

想去知道客家人在幹麻，或是知道客家桐花祭的出現，像 2009 年的廣告是還滿

有創意的，它有都市的一面，也有客家圓樓，那我最記得有一支是他有那個客家

圓樓。那六堆的廣告，我覺得六堆嘉年華本來就是呈現比較熱鬧的感覺，那它也

是大量的使用客家的一些圍樓屋來呈現。我覺得客家美食還有花布，是他們最想

要用的這些元素，可是我不知道除了這些元素之外，還有哪一些可以代表客家，

因為像我寫的很多都重複，好像寫來寫去都是一樣，我不知道除了這些元素去用，

還有什麼元素可以去用，然後剛說那支唯一只有 2006 年那支廣告，我在那邊沒

有看到任何客家元素，第五部的客家美食展系列，這支他剛後面跳超快，

(OTHERS：美食是重點，可是跳很快)我看到一道南瓜什麼，我想說奇怪怎麼會

有這些菜，(畫面)跳很快，可是沒有看到客家元素。 

NCU07： 

我有看到其中一部是多準備一個杯子，我覺得那個會給人家有很溫馨的感覺，我

覺得就是我們客家人在等別人來作客。桐花祭跟博覽會各一部有提到家庭關係，

就是有一桌子的菜，然後一家人圍在那裡，感覺有強調客家人重視家庭關係的部

份。 

NCU03： 

我有一個小小意見，我有修一個客家媒體的課，是客家電視台的台長跟副台長(講

課)，他們有談到說他們重視的是那個質感，他們不會重視商業的那個收視率的

東西，所以我在猜會不會是因為這樣子，第一個大家沒看過，第二個他可能沒有

什麼效果，因為他們很強調他們的質感，就是很藝術，就是為藝術而藝術，不是

為商業就很藝術，就那台長有談到這個部分。 

NCU08： 

我覺得六堆嘉年華 2006 的部分，我覺得它非常強調南部客家的關係，我自己覺

得不一定每個人都可以接受這種表達的方式。 

你可以說一下，你猜測可能哪個年齡層，或哪些特定人，你覺得會比較難接受? 

就是可能年輕一輩的可能會不大清楚，六堆的那個關係這樣。 

在 2007 年，就是第二年的時候，它有改變它那個廣告的拍攝手法，它用騎腳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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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我覺得它應該是朔造一個客家純樸、單純的這樣鄉鎮，因為旁邊很多人教你

來，表示說希望大家來認識六堆客家，來歡迎這樣子。 

所以你自己最喜歡的是? 

如果是這兩個比較，我會比較喜歡 2007 的。 

請問一下你是哪裡人? 

我是新竹人。 

你以前有接觸很多六堆文化? 

還好，有在南部唸書過。 

以一個客家人而言，你會不會覺得這些廣告裡面的客家意象呈現，對你而言，你

會不會覺得很刻意? 

NCU03：我覺得是滿刻意的，像剛剛提到很多重複性，然後都是大家所熟知的。

我想問南部不是有什麼夜合，北是桐花，南是夜合花，那為什麼不是用那個南部

意象？因為那個客家電視台我們參觀過，它的電梯就是右邊是桐花，左邊是夜合

花，就是兩個平衡，那為什麼就是不會用到南部客家意象，它其實就是完全沒有

南部客家意象，所以南部人根本不知道什麼桐花，因為它重複性很高的關係，所

以我的回答是它是刻意的。 

那它會讓你覺得不舒服嗎?還是你覺得它很好? 

NCU03：因為已經習慣了。 

NCU01：我想回應一下那個廣告，這四部廣告裡面，2006 跟 2010 的廣告理面有

比較強的義民或是對抗的那種感覺，像剛講的 2006 那個台灣出來之後，就有穿

著藍色衣服的人出來這樣打打打，那個是看起來滿不舒服的，可是後來到了那個

獅吼功的時候，我覺得有化解掉那個歷史上的對立的感覺，反而用比較幽默的去

解決歷史上的難題，然後它又用了功夫的橋段，剛好他們又住在好像類似圍樓的

空間裡面，有很幽默的，很現代化的方式去化解南部客家問題，不過剛提到六堆

嘉年華的客家意象，的確還是有客家元素在裡面，看起來裡面都有藍衫的感覺在

裡面，(OTHERS:還有油紙傘。NCU01：我比較沒有注意到。)另外就是它的圍樓，

它的公共空間那一塊。 

NCU09： 

這其實就是跟整個客委會，我們之前在討論去思考客委會的政策是有關係，就是

說其實有了客委會之後，當然它們一定會去 pomo 一種他們比較有興趣的一些文

化的類型，那只是我們比較會去思考，為什麼這些文化類型通常是比較容易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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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的東西是有關係，那我想長期以來，學者都對這個東西有意見，因為客家，我

們政府，你所挑出來的東西很明顯就是可以商品化的，那就會產生剛才李老師ㄧ

開始提到的東西，對 government 來講是不是有一點問題？所以我自己去看這個

東西，我當然會有這種疑惑，就是說你去採取這些東西，到今天來講我們大家都

熟能生巧了，我相信對非客家人來講也非常熟悉，它現在看到桐花，他就知道一

定是這樣，這個東西就變成了一個習慣，這個東西的背後，我們就要去思考為什

麼客委會是去做這件事，去思考做這件事情的時候，當然會知道說某程度來講，

作為政策，他就是一種取捨，那這個取捨我們認為是高度，這個東西與它可以被

產品化是有相關的，他做政策來講，他會比較好奇說，為什麼它會去做這件事情，

那的確從我們整個廣告的過程來看，會去看到它早期的它一直把桐花跟客家掛在

一起，所以它也不會給你太多的客家意象，它只要你記得一件事，桐花就是客家

這樣子，後來就開始加入比較多東西，可是它挑的一些東西可以很清楚看到就是

可以商品化的，它是有一個消費可能性的，這樣子的一個狀況，對我來說會覺得

說我們今天要看的不只是他想要給我們的東西，而是應該去思考說，到底這個政

策怎麼形成。我至今還是非常好奇，到底當初客委會中間也是經過政黨輪替的部

份，那為什麼好像不太分政黨，去執行這些政策的時候，它還是類似的這子的部

份，當然某種程度對學生來講，很容易被理解他想要去活化某種客家經濟的部份，

未來對我們來講，更思考它在活化這些經濟產業過程，它到底是真的是 balance

到客家族群，還是這個東西其實是一個非常大的問號，整體來講，我認為說這些

廣告，我不知道對非客家人怎麼理解，我們來說已經是非常習慣了，就每天都接

收這些東西，我不是非常理解到底對非客家人他們怎麼去理解這些東西，但是我

猜對很多非客家人來講，他們應該也很熟悉了，因為他們也是每天不斷的，不管

是透過這種廣告也好或是其他論述，因為現在也非常多的研究生在做各種的這樣

問題，發現已經有高度的有共識，桐花代表什麼?百分之九十九吧，包括客家跟

非客家人，都說這就是客家，花布也是大概百分之九十幾說這就是客家的，那這

其實就是建構起來不到十年內的東西，就這點來講，客委會真的還滿厲害的，它

其實是非常迅速的建構，那我覺得未來其實要思考的就是說，這些東西後續的發

展跟影響，我覺得其實還滿重要的。 

NCU03：我想回應前面說的，就說很有名的奧美廣告，它就批評類似彩券的廣

告，操作人性的貪婪，而不去操作溫馨的一面，我覺得像老師講的對，像是文化

跟文化產業不同，文化產業是隨和產業，那我們就看到很多人的理想商品，有一

個廣告叫安居後，就拍的很溫馨很感動，反而我們好像會記住，那這個東西就好

像不會記住，因為就沒有人啊！沒有人這麼溫馨的成分在裡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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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B 聯合大學訪談 

客委會 100 年補助計畫 

計畫：客家文化節慶廣告中的現代客家意象建構：廣告文本的符號分析與閱聽人

接收分析 

主持人：李威霆 博士 

時間：2011 年 5 月 12 日 12:00~14:20 

地點：苗栗 國立聯合大學 資訊與社會研究所研討室 

訪談逐字稿 10’13 

NUU01：(利萍) 

我覺得這些印象當中是六堆嘉年華，廣告一秀出來是六堆保家衛國的畫面，這是

所有廣告中唯一有顯現歷史記憶，是有加入歷史因素，可以看到客家人的記憶，

那個歷史記憶是非常新的，它的廣告也有提到一些該有的元素，比方說花布、音

樂、建築，他們也是用客家話在講，它的元素如果說要認識客家，它的元素是比

較飽滿一點。看廣告，我覺得我比較喜歡熱鬧的廣告，不喜歡卡通的，因為動畫

卡通表情太唯美了，就花掉下來，一個女生還帶花圈，就跟我參加桐花祭看到的

不一樣，桐花祭就感覺在產業上就覺得很熱鬧啊，就跟廣告看起來，又不是在作

SPA，所以我覺得那個意境不一樣，如果說到桐花祭啦，嘉年華就喜歡熱鬧一點，

比較吸引人家去。 

NUU02：(瑜鴻-客家人) 

我也比較喜歡六堆嘉年華，喜歡 2006 那個六堆嘉年華，它那個有呈現，有出現

六堆的特色，還有藍衫，還有當地古宅，還有出現客家的一個樣貌，所以感覺起

來在客家的元素裡面，它感覺比較多，比較能夠有客家意象，再來就是說，我剛

好跟學姊相反，我是比較喜歡動畫的部分，我覺得那個動畫的部份，看起來比較

新鮮，因為會比較認真會仔細去看，如果像剛才那個正常拍攝手法去拍，感覺就

是桐花、古宅、藍衫的部份就太過詳實，所以就比較不會去注意。 

NUU03：(玫瑩-客家人) 

我覺得客家桐花祭這一系列的廣告，好像它是比較像刻意打造出來的。因為桐花，

閩南人那邊也有，就比較沒有客家的元素。那還有的話就是用桐花來代表客家本

身就怪怪的… 

你的意思是客家元素的區別力不是很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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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 

那花布呢？閩南人可能也有，還是你覺得比較客家特有? 

花布比較有客家的元素。 

那這麼多支廣告桐花祭的，我是覺得2009年的那個桐花祭廣告會比較熱鬧一些，

因為它裡面有音樂、客語發音，除了客語發音之外，還有花布，還有美食，就是

團圓這樣子美食，那再來的話，就是跟前兩位同學一樣，我對六堆嘉年華 2008

年那個廣告，那一支廣告也滿熱鬧的，比較能代表，比較多客家元素，因為他最

後都會問這些廣告當中能不能看到一個客家元素嘛，那我是覺得其實這麼多廣告，

客家元素，像桐花祭，它比較會刻意打造出來的，那六堆嘉年華的廣告，它有一

個廣告是六堆的歷史故事，比較可以看出客家的元素。 

所以你覺得比較有歷史感嗎？還是可以看出客家人的性格？ 

它六堆嘉年華，它應該是一個地域性的吧，所以它比較著重它地域性，它那邊地

方性的歷史故事，那邊也是客家人比較多。 

你覺得你看到的是六堆那個當地的客家特殊民情？還是你看到得是客家人一般

那種比較好客那種東西？ 

是客家人的那個好客，然後那邊的特色比較可以呈現出來。 

同時帶有當地的特色？ 

對對對。 

NUU04：(怡珍-半個客家人) 

我是半個客家人，因為我還沒結婚之前，都是住在那個閩南，就是在後龍那邊，

那我認識的大都是外省人的爸爸媽媽這樣子，對於客家的話，是結婚之後，接受

客家人，學習客家話也是，所以就是後面才有接觸到一點，那站在我的立場，我

在看這些廣告，其實最吸引我的廣告是那支美食的廣告 2006 年，就是它就廣告

立場而言，一開始有一個東西，然後大家就是說要去吃什麼？來得及嗎？來得及

嗎？那個廣告就有一個吸引，就我閱聽這樣看的話，我會覺得那支廣告很吸引我，

因為會想說他要幹麻？後面說要去吃東西，然後就開始介紹東西，哪個東西就會

覺得說好像去唷，那就是看廣告的部份。然後 

那你覺得美食給你的感覺是什麼？是精緻的嗎?平價的?還是 

我覺得是精緻的，就是特別的。 

有客家味嗎？感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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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因為上面有比較特殊，比如說像一般人不會去吃到的，那你在苗栗地區可能

有些東西是可以看得到的，但是你在別的地方的話 

那想請問你那些客家美食你這樣乍看過去，基本上還算熟悉嗎？ 

對，因為我現在是熟悉的，因為像粄啊，什麼東西的 

所以畫面跳的速度對你而言是適中的，你可以接受？不會覺得太快？ 

OK，對，因為我本身在台中上班，我認識的同事比較少部分是東勢的客家人，

但是大部分都是閩南地區的同事，那我之前問過他們對於客家的印象，其實他們

對桐花比較有印象，然後客家的美食，這兩大主軸，其實對於六堆他們其實沒有

什麼太大的概念，甚至很多人都沒有看過那方面的廣告，像我自己的話，我對六

堆的那個嘉年華的印象，其實不會印象很深，那個人喜好，其實我對六堆嘉年華

那個廣告其實沒什麼興趣，但是在我們讀一些書籍的話，它會有一些客家的元素

在裡面，還滿強烈的，因為像建築，或是它會有一些花布，中間一些服飾那些的

東西、紙傘，那些有一些特色出來，但是我個人不是很喜歡那種廣告。然後桐花

的部份，像最近大家都，類似一直想要把它捧，把它推出，我覺得想邁向國際，

像 2011 最新的這支廣告，它的音樂很特別，我覺得很可愛，第五季嘛，就是一

年春夏有四季，它是第五季，然後就是很想把桐花，客家桐花的元素讓好像台灣

的人都在瘋桐花，這一個月都是在瘋桐花，因為我同事，像我們可能桐花祭還不

見得會去，我同事去了好多次，每一個都有去，從北到南這樣子，他們有的還去

收集什麼印章啊，什麼有的沒有的，然後紀念品，開幕的紀念品，然後拿來跟我

獻，問我有沒有去。桐花的話，他有一個 2009 年那個，我覺得還不錯，因為他

會有傳達一些作客客庄，熱鬧客庄，它那個就是把客家人那種人情味完全顯現出

來，大家就是一個圓桌歡迎你來客家庄作客，那種感覺會吸引你去，感覺上就會

覺得好像不錯，如果是一個外地人，就會覺得說那邊好像很熱鬧，有吃的，有好

玩的，就會想要去的那種感覺。 

那就拍的很成功，對你自己有吸引力嗎？ 

對我自己看到的時候就會很想去，當下會很想去，至於去不去那是行動的問題，

要看時間上，但是當下看完會覺得，哇!很棒，那個很熱鬧，因為前面那些桐花

就是有一個意境的感覺，其實它是把它拍的比較唯美一點，其實另外一個它在

2008 年那個其實也滿不錯的，就是一家大小，弄得像櫻花的那種感覺，就像日

本的櫻花季，賞櫻花在日本也是很大眾的一些事情，我感覺他想把它做成一家大

小都在桐花樹下野餐這樣子的感覺，對我而言，其實我問過我同事，桐花祭她們

很常參加，就是六堆嘉年華不會，像那個客家博覽會的話，其實它幕前大部分都

是在台北跟高雄在辦，因為之前有看過一些那個特色文化，就是文物，比較沒有

那麼豐富，一些東西比較沒有那麼豐富，所以會覺得不會特別想要去看客家博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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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那個部份。 

NUU05：(智祥)21’00 

這十幾部廣告當中，我對比較有印象的是的是六堆嘉年華，六堆那個是因為戡亂，

所以那個地名是這樣來的，我比較有看過的廣告就是那一個，那個廣告其實不是

我最喜歡的，我覺得最喜歡的是五月天的那個，如果以一般的年輕人來講的話，

像我們對客家文化可能沒有那麼深入了解，會覺得這樣看過去之後，它當然它的

廣告當中是很多客家的東西在裡面，可是我們不了解的人會覺得，喔，就是那些

東西，會抓不到到底哪一個東西是客家，反而是五月天出來之後，才知道啊，原

來是辦這個桐花祭這個慶典，最後他又說當我們同在一起，然後才知道客家的意

象是桐花祭的圖騰，然後至於拍攝手法上的話，我覺得好像剛剛那十幾部的廣告

當中，好像都很強調一些客家的傳統，像藍布衫、粄，還有一些油桐花、紙傘那

些，反而就是看到之後，覺得一些動畫反而會印象比較深刻，比較吸引人去看，

有一個我覺得比較突兀的，就是他好像要把客家推廣到全世界，所以它就把各地

的觀光景點的東西都變成客家的東西，看起來就覺得有點是很 open 沒有錯，就

是把巴黎鐵塔是用桐花做的，可是其他旁邊的景物都沒變，感覺怪怪的，也不知

道怪在哪裡，就感覺不太搭調，有點突兀這樣子，我覺得他好像要搭配的話，可

能就是要嘛就是全部都用桐花，不要突然間只有巴黎鐵塔是桐花，而其他都沒有

變，就覺得怪怪的。 

NUU06：(書琪) 

我想講比較是我自己看的感覺，像講很多粄、桐花、花布、藍衫、紙傘，這些客

家意象，這些都是深植人心的，可是我會讓我想到說這些就可以代表客家嗎?還

是說這是建構出來的，然後納客委會要推出這些廣告是為了要扶植經濟，還是扶

植客家人對自我意識，如果你是像哪個之前交工方案，你要怎麼去定義客家產業，

那就變成像說桐花祭就越來越多地方，我要，本來可能只有桃竹苗地區，然後就

擴充到別的地方，連東部也有，像這些客家產業怎麼定義，那是客家人創業的叫

客家產業，還是說只要是客家地區，管你是哪個族群，只要是在客家地區都可以

算是客家產業嗎?我是想說他到底目的是要激起我們的客家意識，還是說促進經

濟產業發展，可能跟老師做的研究不太相關 

沒有，你的問題很好，那你覺得呢?如果你這些想法來看，你覺得你怎麼評價他，

有沒有最喜歡的，還是你覺得都有點扭曲，或是怎麼樣? 

就桐花祭來講，我比較喜歡 2009 年，因為我覺得他把陶藝、三合院，還有那個

堂號，它那個拍攝公老堂，它是徐家的，像苗栗還有辦桐花婚禮，他就把他放進

去，我就覺得很明顯，很鮮明這些都是客家庄，辦的特有產業。然後也有很活潑，

歡迎的氣氛，所以我覺得很喜歡這一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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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發現你觀察很細，很了解在地脈絡，你是書琪嘛，你是客家人嗎? 

我媽媽閩南人，我爸客家人。 

你覺得這個東西是ㄧ種比較質樸的方式去呈現客家，而不是太經濟、太商業的。 

嗯 

NUU07：(彥斌-非客家人) 

我個人最喜歡的是 2008 年六堆嘉年華會，因為我覺得如果要呈現具體的客家元

素，要做一個客家廣告的話，他的東西就必須要多，像是代表客家人的物品，那

在這支廣告裡面，有相當多的東西，尤其是有很明顯的嗩吶聲，說到聲音的話，

另外一個我也滿喜歡的是 2006 年客家博覽會廣告，因為它是唯一一支有利用客

家山歌在裡面，那我認為客家山歌是客家人非常有特色的地方，所以我覺得我會

比較喜歡這兩支廣告，那我跟剛剛的同學看法也是一樣，我覺得客家人的廣告，

它必須要熱鬧，因為它是舉辦一個活動，活動就是要熱鬧，才能夠吸引人過來看，

那我覺得客家桐花祭的廣告，很多都是偏於意象，意象的東西可能有一點弱，而

且在我，我知道桐花不是客家的，它屬於是建構起來的，所以把桐花去掉，很多

桐花祭的廣告，它幾乎沒有客家元素在裡面，它唯一的客家元素是客家語言，我

認為這是，在我看來是它比較失敗的地方，意象太多了，那只有用桐花去配的話，

這樣會比較失敗，所以就是剛剛說的，就是東西要具體，比如說美食、紙傘或是

聲音、音樂，還有擂茶這些東西，我會比較欣賞它。 

所以你覺得比較熱鬧的，然後客家特有的文化元素去搭配在一起會比較成功? 

對，它必須要跟閩南的有所隔閡，有一些東西我覺得閩南人也有，沒辦法一眼就

看出來它是客家的，所以我需要那種我看一下這東西就知道它是客家的，它不是

閩南，閩南沒有的，它必須要有一種客家的感覺，我覺得要有那些東西出現，這

樣子才是一個客家人的廣告。 

所以博覽會那個廣告是很成功的，因為你覺得這邊很多元素，你一眼就可以辨認

出來是嗎? 

恩，對。 

你是客家人嗎? 

我不是客家人，我是閩南人。 

你可以很快辨認出來，這是客家的? 

對，因為我接觸客家已經七年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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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提到博覽會這支廣告，意象畫面跳得太快了，速度上你可以 catch 到嗎? 

我覺得我可以 catch 到。 

NUU08：(柏璋) 

如果廣告來講的話，其實我整個看下來，廣告從 2005 到 2006，還有 2007、2008

這些廣告我覺得整個看下來，在廣告中在桐花占的比例太重，那如果真的把桐花

拿掉的話，裡面廣告內容會讓人家感覺沒內容，像 2009 桐花祭的廣告我覺得拍

得不錯，因為我記的它好像一個小綠人跑出來，因為我覺得像我以非客家人來講，

我覺得廣告，一開始你要吸睛，它一開始結合那個小綠人，那個廣告一開始沒有

吸睛的話，會讓人覺得很無聊，而且它後面結合那些客家元素，它安排得化面，

我覺得它畫面不會太緊奏，我覺得它後面有一些東西，特別是客家博覽會的，因

為我對客家的東西不是很熟悉，它一下太多東西，我覺得客家博覽會它有一些東

西跳太快，對一個不熟客家文化的人來講，東西放了那麼多，太多的話可能一下

沒辦法接受，可能看過就忘掉，剛看了什麼，想不起來，我覺得它的廣告博覽會，

它可能想表現客家文化有哪些重點，可是我覺得它一下放太多東西的話，那個消

費者，一般人看到，非客家人看到，它可能效果不好，他可能知道是一個博覽會，

可是他不會記得你有什麼。 

那你覺得桐花祭那個部份，桐花祭重點就在桐花，就非得要有桐花 

對啊 

那如果只就桐花祭那一系列而言，你喜歡嗎? 

那一系列而言的話 

拿掉的話當然是沒什麼東西啊，可是就桐花祭的促銷點，就是讓人去看桐花這件

事情，你喜歡嗎?或者你覺得成不成功?他有沒有刺激到讓你想去看桐花祭呢? 

只有幾個廣告有，那其他的我覺得，像 2005 它可能第一次拍吧，可能比較不成

熟，所以他感覺就沒有那麼強烈，後來發現它就是越拍越有味道。 

NUU09：(正宇) 

我在看客家廣告的時候，我發現我會從兩個面向去看，一個是這支廣告它本身有

沒有創意，那它包裝的精緻程度到哪裡，到那個程度，第二個我是從它有沒有包

含客家藝術，就是客家元素去看，所以變成說我從兩個方向去看的話，我對廣告

可能就會，可能有兩個評價，那我發現說我評價完之後，我發現我會覺得我喜好

的廣告，基本上它的客家意識度要高，因為我是從客家廣告去看，所以我覺得至

少它的客家意識度要高，可是我發現說不是每一支高的我就會覺得它喜好，所以

變成說一個廣告它除了要有客家鑑別度，它可能要有元素之外，它的創意也要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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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後第二個就是，我在看的時候，因為它廣告有分非常慢的步調，跟非常熱鬧，

可是我覺得說雖然它是一個博覽會，它是想要人來參加，如果它音樂的一個氛圍

太慢，我會覺得它太悲傷、太沉重反而不想去，但是他如果太過於熱鬧，用一種

很流暢的語詞一直叫人家去什麼什麼之類的，我會覺得它會給我感覺它在賣家具

什麼之類的，就那種氛圍，我會覺得不夠精緻這樣子，那我裡面比較喜歡的是，

有一部是桐花的廣告，它是用腳踏車的氛圍去，然後最後集結到進入到某個地方

的氛圍｛研究者註：事實上該片並非桐花祭而是六堆嘉年華廣告｝，可能是我比

較會騎腳踏車，所以我說這部我比較認同，我覺得說我比較喜歡這部廣告，然後

還有一個想法就是說，因為其實就是會特別去看它的客家元素，那我可能是一次

看太多了，所以我會覺得說，怎麼客家元素就只有這幾個，這幾樣東西，那看到

最後我會覺得很乏味，因為會覺得說有沒有新的東西能代表客家這樣子，因為它

後面廣告有一些變成說，它一次塞入很多客家元素，那只有在幾秒的畫面這樣出

現出現出現，反而我覺得它深度不夠，那我覺得，我個人覺得，如果是要一部客

家廣告，我覺得它音樂是一個很重要的元素，因為它只要客家山歌一放出來，我

就會知道這是一個客家的廣告，那反而在畫面它是出乎即逝的，我可能一不注意

就會不知道這部廣告想要給我的感覺是怎樣的。 

NUU10：(品興-非客家人) 

我覺得這裡面客家元素是滿多的，有像是歌曲啊，美食、客語啊，我自己想法我

比較想要了解這個客家本身的質感是什麼，我覺得它內在的東西是什麼，像是是

客家人的關係很和樂這樣子，或是之前，我也不知道是哪個廣告，我看了就忘了，

我希望是它是那個和樂融融的感覺，我比較喜歡、偏好這一類的東西，可是廣告

要在三十秒內拍出這種東西，我也覺得非常困難，這樣好像太苛求他們了，因為

三十秒的話，大概只能就是呈現意象式的那種呈現，所以就是說才會放很多那個，

瓷器啊、木雕啊，什麼的衫的，然後又要放多，可是又閃很快，可是太多又不好，

太多又記不住，太少也沒有客家元素，因為有些我看元素很多，可是我也沒有那

麼喜歡，跟我同學一樣，就在 2008 年那個六堆嘉年華，它雖然說它想營造很歡

樂的氣氛，東西就沙沙沙很快，這個對我來說，我可能記不太起來，可能就跟學

長講的一樣，我可能記不太起來為什麼東西這麼多，然後我也看不清楚，因為假

如說是一個非客家人來說，也是不知道那是什麼東西，它有什麼客家元素，他也

不知道，大概最清楚就是這幾年，建構的桐花的，比較意象式，會比較了解說，

喔，桐花，桐花是客家元素這樣子，雖然我也了解桐花也是建構的，然後花布啊

什麼，其實台灣閩南族群或是其他族群可能也有，可是廣告就是一系列的，我覺

得它是一個建構，建構我們自己想像客家它到底是什麼東西，它是不是只有外在

這些，就是我剛講到就是花布啊，老房子啊，還有衣服啊，或是歌曲才能代表客

家元素在呢?會不會有那種更深的，像是關係啊，它本身內在的質感到底是什麼，

我覺得廣告中這個部分好像很難呈現，可是我希望看到這個，然後我最討厭的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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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那個 2011 桐花世界的廣告，就很討厭最後那個小胖而已。 

講到另一個問題，廣告中人跟人的關係，有看到客家文化，可是沒有看到客家人 

人跟人的關係很像疏遠很多。 

NUU11：(冠儀) 

就是我也是最喜歡那個六堆 2006 的，因為我本身不是客家人，想說要了解的話，

其實從歷史的才會比較了解，然後它也呈現花布啊，客家建築圓樓，還有什麼藍

衫的，這部會比較有印象，然後配樂方面，我是覺得 2006 年客家博覽會，它呈

現的是那種客家山歌，我覺得客家山歌一聽就覺得就是客家的東西。 

就一個非客家人，客家山歌對你有吸引力嗎?聽到的第一個感受 

很令人印象深刻。 

會吸引到你嗎? 

會啊。 

還有桐花祭的廣告，都是很靜態的，都是桐花在那邊飄，就覺得感覺還好，就沒

什麼印象，可能是看太多了，可能對這個比較有印象。不然就是美食的廣告，有

一篇，我忘記是哪一篇，它的食物的畫面跳太快，我也不知道它是什麼食物，也

沒什麼感覺，可能要美食方面，可能要說明它是什麼食物，那我也不知道那是什

麼東西。 

對你而言，那是一堆不知名的食物閃過去，那你的感覺呢，雖然你不知道那是什

麼東西，可是你感覺是什麼，是看起來是精緻的嗎，會好吃得嗎?還是看起來會

很貴的? 

我覺得都差不多，都很像 

那你會想去吃那些沒吃過的東西? 

還好 

不會特別想吃? 

(搖頭) 

NUU01：(利萍) 

就是看那個唯一的桐花廣告，看完之後就覺得它那個，這種廣告的類型來講，這

種類型很容易跟其他廣告印象重疊，我看到後面，我會想到雞蛋花，就是也是白

色，然後它的意境那種也是慢慢慢(飄下)，然後很唯美的，就覺得說看了油桐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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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好像要去看花展，或是說過要那種很寧靜的生活，感覺上就是變得太重複了，

就看不出來這是客家的東西。 

NUU06：(書琪) 

老師我突然想到我是做觀察法社區訪談，就是其中有一次在做訪談的時候，就是

提到說現在桐花祭很盛行，他們明明就是一個很純樸，就很純正的客家人，就說

那我們是不是也應該來種桐花，來呼應客委會，也來參加桐花祭，那明明就是很

純正的客家人，為什麼還要做這件事情，那我覺得說，就像我剛講的，就像加盟

店，一定要種桐花的，我才是客家人，就變成這個樣子。 

NUU01：(利萍) 

這個本來就在賣桐花，就在賣啊，這廣告都在賣東西啊，就在賣吃的啊，賣什麼 

NUU06：(書琪) 

可是他明明社區有賣那個客家水粄啊，還有一些客家傳統的東西，一些銅器，這

些東西，他們沒有特別強調他們客家自己傳統的點心，竟然還要去種桐花那種。 

那作為客家人，你是不是曾經出門的時候，很刻意的攜帶或著配帶任何客家或桐

花標誌? 

(沒有) 

那你周圍有沒有這樣的人? 

(也不會) 

他們那個老人家，他們會覺得你是客家人，你應該要講客家話，反而老人家對於

那個 

你說客語? 

嗯，像他們禮拜五都有類似那種上課，他們請外面講師，可是都是阿公阿婆六七

十歲以上的人來聽，他們就會覺得說老師，你是客家人，可是你不講，你不講，

我就拒絕上課，那個阿公就帶著七八個阿公就離席了，然後後來講師知道，因為

中間下課後，那個接待講師的人就跟他講說這些阿公不上課是因為什麼什麼樣，

然後老師就知道，就用客語講上課這樣子。 

NUU03：(玫瑩) 

它這個桐花祭廣告是不是可以搭配客家音樂這樣子，比較好，意識會比較清楚 

比方說你覺得剛提到山歌，嗩吶，不過嗩吶不一定是客家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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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現在不是有很多創新的音樂，就是很多創新跟傳統的音樂，(客家金曲獎得

獎的歌手)都滿好聽啊 

NUU09：(正宇) 

講這支廣告，其實我在看的時候，其實它氛圍是呈現很美很有意境，可是問題是

它是桐花祭，我們對於祭典就是感覺要熱鬧，可是我去看這支廣告，就變成說它

能不能吸引我去參加，那如果它這支廣告是放在某首很抒情的 MV，我覺得說它

拍的很好，可是他把它放在一個祭典，我就覺得說我不會想，不會吸引我去參加。 

如果把祭典的祭改成季節的季，你覺得? 

那我就會覺得 OK，如果它說賞桐花，我就覺得很唯美，我就會想去參加這樣，

那如果是祭典，我覺得不 OK。 

不可以是心靈的祭典嗎? 

這可能就要看我們對祭的第一印象吧 

那這部廣告第一次看過去你有特別留下深刻印象嗎? 

氛圍有啦，可是就是那個祭的關係 

在最後出現五月天之前，最後三四個分鏡出現之前，如果不告訴你，你可以知道

這是桐花祭的廣告嗎? 

可以 

有沒有人對於功夫那個廣告有印象? 

NUU04：(怡珍-半個客家人) 

有電影的感覺，一開始看覺得，嗯(有感覺)，到後面一吼，喔，才知道是運動會，

所以後來給它的辨識度很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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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C 交通大學訪談 

 

客委會 100 年補助計畫 

計畫：客家文化節慶廣告中的現代族群意象與廣告效果：符號系統分析與閱聽人

感知差異之探討 

主持人：李威霆 博士 

時間：2011 年 6 月 16 日 13:30~15:00 

地點：新竹 交通大學 客家文化學院 傳播研究所 

訪談逐字稿 

NCTU01： 

我自己是客家人，我是美濃客家人，我之前在客家電台實習，我要說我比較喜歡

的廣告風格，我會覺得就是比較走溫馨的那種路線，我有點訝異的就是我們之前

在電視上常看到的「安久好嗎?」是什麼系列，我以為他會是這一些活動系列的

廣告，那不是，我覺得也可以用，可能是時間的問題，我會覺得用那樣的方式，

起碼以我身邊來講，我覺得那個效果很好，因為大家都記得那個廣告，反倒是我

們剛剛看過的那幾支，不管是桐花祭，還是其他的廣告，就變成說好像你不會覺

得說跟客家意象有直接相關，其實我大部分都還滿喜歡，可是不喜歡那個好像花

拍的很仔細，好像有蜜蜂那個，我就覺得它非常自然生態，對我來講，我會覺得

那個自然生態對我對桐花的印象有很大的落差，就我沒有很喜歡那個廣告，我覺

得它裡面就是畫圖的那個，我覺得它很詳細，它連河邊穿著藍衫彈著樂器的老人

都有畫出來，可是它很快就跳過，如果你要找客家意象不是那麼容易，尤其是對

於不了解客家的人會更不容易，所以以圖畫的話，我覺得因為圖畫不像是真人，

這個人好像跟我平常生活看到不太一樣，你就會比較有感覺，可是如果以圖畫方

式呈現，可能要在更加的著重或是註記等等，我還滿喜歡它用天公落水的配樂，

然後用不同的節奏什麼的，因為有好幾次就變成那種好像一般的閩南語的民謠，

就覺得比較沒有那個感覺，也許是習慣了天公落水這首歌，然後有拍到客庄以及，

我就發現它在六堆廣告的時候，幾乎每個場景都在屏東那個客家文化館取景，那

個圓梯，其實那個地方我只去過一次，我覺得對於沒有去過的人來講，它沒有任

何意義，或許它可以註記或什麼，因為他註記有點不太明顯，會覺得對看廣告來

講，你一直在欄杆跟圓圈中，我會覺得好像沒有太大的效果。 

總體而言，你印象最深刻的是哪一部廣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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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象最深刻，我現在腦中想到的是一個女生，她一直走來走去，就是走過一個框

然後把紙傘留在那裡，她跟謝宇威一起就是點著一隻蝴蝶那個，那個讓我很有印

象，可能是它的剪接效果。 

NCTU02： 

我本身是客家人，我爸爸媽媽都是客家人，我是豐原東勢的客家人，我看了這些

廣告以後，就是這些文化節慶，如果是以行銷的觀點來看，如果你要推廣客家文

化節慶的話，我覺得你吸引的人絕對不是客家人，因為客家人在台灣的人口還是

少的，你還是要吸引很多別的族群的人，而且還是要會從事休閒活動的人，多半

還是家庭會帶著小孩去參加或是年輕人，所以非常強調傳統的客家意象什麼的，

可能對於推銷這個活動比較沒有什麼直接幫助，因為想要參加這些活動的人，認

識客家文化的人才會知道原來這些東西跟客家有關，所以如果要推廣這些活動，

推銷這些文化的話，比較好的廣告是那個一對夫婦我想要看時裝，我想要看什麼

什麼的，因為等於是結合休閒活動，它是把客家文化沒有強調客家這個東西，而

是把它當作是一個休閒活動，比較像是推廣觀光那種東西，那就等於說是多一個

選項，那可能看廣告的人會覺得好像還滿有趣的，那我沒有去過，那就可以去，

那等於到了現場以後才去學到或看到這些是跟客家相關的文化或著是特產這樣

子，我覺得是要推銷讓其他不知道的人來參加活動的話，這樣子的方法會比較好，

就是效果會比較好，但它就是沒有辦法在廣告上傳達很強烈的客家意象。 

就效果而言，你覺得不錯，這是你個人最喜歡的一部嗎? 

這部我也滿喜歡的。但有一個廣告我不太了解，就是它把客家桐花跟埃及金字塔，

還有什麼鐵塔之類的放在一起，它可能想要今年推廣到國際化的層次，可是我覺

得這樣有點接不起來，這是兩件事情那種感覺。 

所以你覺得對你而言是接不起來的? 

對，我覺得那部的手法比較不好。 

NCTU03： 

我也是客家人，我想說我都是在台北長大，所以我對客家的印象比較不像是傳統

對於客家的刻板印象，我覺得看了那麼多廣告，我其實最喜歡的還是那個第一支

的廣告，因為它其實沒有強加很多很傳統的部份，像圓樓啊，比如說紙傘那些東

西在裡面，它就是裡面看得到計程車，看到一般家庭裡面的衣服、衣櫥，然後就

是高跟鞋放在門口的感覺，會比較接近我真正的生活，就是把桐花的概念跟我現

在的生活做連結，比較像是我會看得到的東西，我會比較喜歡的感覺，它的廣告

就是很強調走出戶外，去看到非常多桐花，非常美的感覺，那是一個很好，很漂

亮的一個畫面，就是跟生活可以做一個連結這樣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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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覺得就是三種廣告，覺得六堆嘉年華那邊，非常強調有菸田，突然強調那邊環

境拍的東西，你可以看到的意象，就是你想像的客家的環境，可是這一個廣告看

下來，你會不知道那個嘉年華廣告到底是要做一個什麼樣的事情，就是那六堆介

紹很清楚，可是活動內容沒有辦法傳達得到。  

NCTU04： 

我不是客家人，我看完其實三個大系列的廣告，那其實客家桐花祭系列的廣告，

我多數都看過，一直以來就有印象，那客家桐花祭的廣告我最喜歡的應該是 2009

年那一支，它裡面就有真的桐花在飄，進入客家庄，就感覺去那邊就有吃有喝有

玩，其實每年桐花祭我都會注意，因為時間到就告訴我有一個可以出去玩的理由，

要去哪裡，要去吃喝玩樂，所以我比較偏好花是來真的，然後有吃有玩的訊息很

清楚，找朋友一起出去玩，可是我從一個比較純看的人的角度來看，如果是像六

堆嘉年華，或是客家美食特展，其實這兩個系列廣告，說實話我不曉得它在幹麻，

不知道在幹麻的原因，特別是六堆嘉年華，看過之後，就是客家古老的房子，然

後呢？我不是很清楚他要告訴我什麼，他是要告訴我可以去六堆玩，還是要介紹

六堆這個地方，還是介紹客家的風情，我不是很清楚，所以我很疑惑。 

你看完會因此引起你的興趣，要去六堆看看嗎? 

不會，我會比較想去墾丁，如果硬要比較的話，六堆跟墾丁，那墾丁好了。 

那像客家美食特展也是，沒有興趣，因為那是美食展，就是吃喝玩樂，那看完之

後也沒有很吸引我想去，所以就純粹我一個看得人，我就覺得反應是什麼。 

NCTU05： 

我是住在桃園，但是我爸爸是苗栗的客家人，我最喜歡的廣告是 2009 年的那支

桐花祭的廣告，它裡面的色調很鮮明，可能因為我姓徐吧，然後有東海堂，所以

印象特別深刻，而且他表現出來的是說，歡迎我們來，而不是說我們生活在這邊，

然後很客家人這樣子，就是有點準備好，讓大家來的樣子。比較不喜歡的是 2006

年客家美食展的廣告，就是幾個人用客家話講話說下班了，等下要幹麻，就是都

餓了嗎?就是去看美食展，所以我覺得就是在那邊擺食物讓人家吃，既沒有客家

意象，也不會說特別的吸引人，因為食物出現的畫面沒有很多，都是前面一群人

講說等下要去哪裡之類的話。 

NCTU06： 

我最喜歡的也是 09 年的那支桐花祭的廣告，因為我本身也不是客家人，所以如

果廣告的消費族群是要引起不管是客家人，還是其他族群來講，或是想要去參觀

的人，我覺得我會比較想看說客家文化是怎麼樣，不管是桐花祭、嘉年華，都會

很重視對文化的感覺，如果說他在廣告當中有把一些桐花、或是一些建築，或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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紙傘之類的，就是把意象表達出來，就會讓我想去那個地方去看是否真的有這樣

的客家文化存在，如果是一個觀眾被吸引的角度來看，我覺得總體來講比較喜歡

的廣告，就是博覽會那個系列廣告，雖然說不會讓我真的要去那個博覽會，可是

會引起我對客家文化的興趣，因為你有那個興趣之後，你才有可能去接觸那些景

點，我可能不一定會去，但是我會有那個印象跟興趣在。 

你覺得哪個裡面廣告，撇開客家學院研究生身分，會讓你覺得是客家廣告，如果

屏除是客語發音也會覺得是客家廣告? 

會，因為我覺得那個元素其實還滿明顯的。 

你會看到很多客家元素，會不會覺得其中的元素是被加得太刻意的? 

有，感覺像行銷，就是跟桐花祭那個不太一樣，桐花祭是感覺很純樸，去年跟今

年不同，就是有加些科技的東西，像動畫，今年就是巴黎金字塔，可是在那之前

就是很簡單的概念，可是它因為是博覽會，博覽會就是一定要匯集很多東西，去

吸引觀眾群，就是說大家都去參觀這樣。 

NCTU07： 

我是從緬甸來的僑生，我之前都不知道所謂「客家」這兩個字，或是客家人，可

是來到台灣之後也沒有從廣告得知客家是什麼，可是從別人口中得知客家是怎樣，

客家人的菜是怎麼樣。我最喜歡的廣告是最後那一支，就是時尚那個，因為我認

得那個男主角，就是演光陰的故事，就是對男生有印象，前面的感覺就都一樣，

感覺都是在述說桐花代表客家，可是所謂的「客家性」就沒有出來。 

NCTU08： 

我不是客家人，所以我應該是廣告的 2205 嗎?，我先講一下第一個部分是桐花祭

的廣告，因為其實我對銅花祭的廣告沒有什麼印象，唯一有幾個印像就是有代言

人，就是有五月天那一支，或是最後一支有星光大道的小胖，我不知道他們跟客

家有什麼關係，可是我就對這唯一有印象的，有代言人的廣告，第二個的話，尤

其是最後一支桐花祭的廣告，它有搭配歌曲，就是有小朋友不斷反覆在唱歌這樣，

我覺得這對於(廣告)我覺得滿有效果，雖然我也覺得那個廣告很爛，就是感覺跟

客家沒有什麼相關的元素。 

但是你是有印象的? 

對，我是有印象的，就是小朋友不斷的唱歌這樣。 

第二個關於六堆的那個嘉年華系列的廣告，雖然大家好像都不是很喜歡，可是我

還滿喜歡的，因為裡面很多就是好像我們非客家人對於客家人應該要有的什麼的

東西的元素，就是都融合在裡面，它有沒有特別要告訴你說要幹麻，就是有一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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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意識形態，就是一個很飄邈的感覺，所以我就還滿喜歡的。 

你可以說一下，你比較印象深刻的畫面，或者哪一支廣告? 

嗯，印象比較深刻的… 

比方說那個氣功的啦，還是… 

好像都是客家的一些菜餚，或者是紅瓦磚的建築，還有花布這些，還有不斷出現

的那首客家民謠，這些比較有印象。2253 

NCTU09： 

我不是客家人，所以我大部分是看廣告才認識客家，所以我還滿喜歡它直接告訴

我這是客家元素，很像是客家小炒，或是客家庄，或是那些油紙傘之類的，所以

我是覺得如果那種元素在裡面的話，我比較會喜歡，可是我比較納悶的是桐花這

個元素，因為我不曉得這個桐花跟客家有什麼關係，因為我覺得它好像是被建構

出來的，就是好像沒有連結到，好像每次桐花祭都是創意產業或是商業之下的東

西，就是桐花我沒有辦法跟客家做連結，好像反而那些油紙傘或是客家庄比較可

以連結到客家。我覺得它在六堆也介紹沒有很清楚，可是我不知道去那個地方要

幹麻，甚至我根本不知道六堆這個地方，所以我覺得它客家特有元素應該要介紹

更清楚一點，然後第二個代言人部份，就是很奇怪，用五月天跟小胖，就也跟客

家也沒有什麼關係，甚至在裡面也沒有講客語，就很怪。 

你覺得很怪，是經過討論才覺得，還是看得時候就覺得? 

看得時候就覺得很怪，為什麼要用五月天，可能是五月雪吧，我也不知道。為什

麼要用小胖，就因為他紅，可是它在裡面也沒有講客語，反而五月天講大家一起

來桐花祭，就覺得這個部分還滿怪的，我在看的時候就覺得很怪。 

那作為一個非客家人，那他們的代言對你是有說服力的嗎，會不會吸引你? 

沒有。 

如果今天換了其他代言人，比方小胖換成張君雅，或者五月天換成飛輪海之類的，

或者 Rain 

就是那些代言人我沒有辦法連結跟客家的關係，所以我是喜歡客家廣告，還是我

是喜歡五月天，就是我不懂，因為我還滿喜歡第一個，可是就是因為五月天嗎?

我也不懂。 

如果一個假設問題，因為你提到代言人問題，假定我們請非客家人甚至是外國人

代言桐花祭呢?既然非客家人可以代言客家活動，是不是其他的偶像天團，包括

韓國團，LADY GAGA，假設他要代言桐花祭，你接受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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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不是接不接受，我覺得沒有連結就不好。 

所以對你而言，比較有說服力的方式是客家人去代言客家活動? 

嗯。 

然後第三個就是介紹美食特展的系列，它食物都很快的這樣照過去，我根本不知

道那食物是什麼，我覺得它可以在字幕那邊打一下這是什麼食物，它這樣一個照

片一個照片這樣過去，我覺得我根本不認識，因為我不是客家人，所以它在字幕

要加強，打一下這個食物是什麼。 

所以那堆食物多半是你說不出名字的? 

對。 

那請問一下，那些食物看起來好吃嗎? 

好吃 

你會想吃嗎? 

可以，就是可以吃，看起來滿好吃的。但是我都不知道是什麼，有些看起來很像

是港式飲茶那種，我都不曉得它那個是港式飲茶還是客家小炒，就是它那個字幕

都沒有寫，然後圖片又很快。 

那食物給你的感覺是精緻的嗎? 

精緻。 

那你覺得價位呢? 

沒有特別想到價位。 

NCTU01： 

我看到也覺得那個美食特展，就是客家美食特展，那個照片幾乎都在拍苦瓜，我

不知道苦瓜跟客家人有什麼太大關係，我覺得它整個拍出來沒有顯現所謂客家美

食展的特色，他今天跟阿基師還是什麼一般的美食展一模一樣。 

你很想知道那是什麼嗎? 

我覺得很奇怪，你是客家美食展，為什麼用的跟一般的美食展一模一樣，那就很

奇怪。我只唯一看到的就是菜包，用得很漂亮，是跟客家有關，其他我沒有看到

什麼認識跟客家有關的食物，因為我畢竟算接近客家很深的人，就覺得很奇怪。 

如果不告訴你是客家美食展的東西，你也無法辨認是客家菜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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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法，我覺得它就是做得跟一般的一樣。 

NCTU10： 

我不是客家人，這幾個系列的廣告，其實最有印象的是桐花祭的廣告，我最喜歡

的前面兩部，就是第一部跟它後面那一部，其實它就是有點像電影的方式，去拍

攝桐花掉落的樣子，第二部也是你看到滿天的桐花掉下來，然後好像有一家人在

那邊野餐，看起來是一個滿休閒的感覺，但我不會把桐花跟客家放上等號，就覺

得這是一個桐花祭，那這個廣告我會去桐花祭，那個系列我最不喜歡就是那個桐

花在各個世界景點的部份，因為我覺得太多了，等於好像是世界各地都有桐花，

不一定要在台灣看，那部我就不喜歡。 

所以你是覺得接不起來? 

對，接不起來。 

對你而言沒有說服力? 

嗯，最後一個景點是台北 101，我不知道台北有沒有桐花，所以我不知道桐花到

底要去哪裡看，所以那個廣告我不喜歡。 

再來，就是嘉年華的活動，其實不太知道活動的重點，因為它是推六堆那個地方，

因為之前我也有拍過那個附近導覽的廣告，因為就知道導演想要加入很多很多的

地方，就是有特色的地方，但是看完這類的廣告，我對於六堆哪一個特別的景點，

我覺得我如果要去看，我沒有概念，它太快速了，但是我喜歡有一個部份，就是

有一群婦女好像去表演，在表演那個油紙傘，穿藍衫，就是我有印象的，可是它

好像要呈現嘉年華的感覺，所以它有用一個腳踏車競賽，還是什麼的，那個我就

覺得又太多了，我不喜歡，我不知道我去那邊是要去騎腳踏車，還是要去參加嘉

年華。 

對你而言是有吸引力的嗎?就是藍衫 

藍衫，紙傘的表演是有吸引力的。 

那如果你被吸引過去，你會希望看到當地人也是穿藍衫，紙傘這樣子的嗎? 

我會覺得那是那邊的一個表演活動，可是我覺得如果小孩也穿藍衫奔跑，好像又

沒有意義。 

然後就是美食特展部份，我會對客家美食沒有什麼印象，但是在六堆嘉年華那邊，

我會記得有出現過板條，或是它有出現過客家小炒，可是美食那邊太多看起來好

像國宴的那種料理，我就不知道… 

對你而言是國宴級的料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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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 

NCTU11： 

我們家就只有奶奶是客家人，所以我也沒有什麼客家印象，我是來讀客家學院才

開始跟客家認識，那我覺得有可能因為就是大學三年就是很常有客家課程，系上

常常告訴我客家意象，所以每次看到客家廣告，就會覺得又來又一樣，就像我上

面寫的，可能就是客家話，油桐花或者是藍衫，都是一樣的印象，就覺得有點膩，

反而會比較喜歡沒有，就是比較少客家意象，像是第一部，然後我覺得印象最深

刻的是動物一直在啊的那個(萬物都在啊)，可能就是前面看了那麼多客家意象的

廣告，突然看到那一部就覺得還滿有趣的，很可愛這樣子。 

所以對於那個啊是有印象的? 

對，我覺得如果是小朋友看到這個廣告，會比較想叫爸爸媽媽帶我去客家桐花祭，

就感覺可能看見那些小動物，雖然那騙人的。 

我覺得那個美食展，六堆嘉年華，就拍得有點速度太快了，常常就好像看到紙傘

了，然後又跳掉了，就常常一閃而過，反而比較沒有什麼印象，然後也覺得最後

一部那個講說今天要去哪裡，那兩個應該夫妻吧在講，覺得那部也好，就是有一

種客家生活化的感覺。 

NCTU12： 

我媽媽是客家人，這些廣告裡面，我這樣整個看下來，就有很多系列看完之後，

我的感覺是大多數的廣告都是把很多客家元素塞進廣告裡面而已，在老師剛剛講

客委會都會有主題之前，我並不知道它到底想要連結什麼，就感覺創意跟客家元

素搭不太起來，會有哪種看過就算了，不會想要繼續深入在追蹤下去的那種感覺，

有一些廣告有太多不必要的非客家元素，導致於不知道廣告到底想要跟我們說什

麼，就會沒有興趣，像剛剛很多同學講有很多國外景點那個，會讓我覺得說那到

底是什麼東西，甚至連看都不會想要把它看完，可能客委會那邊原始的發想是很

好，要讓全世界都接收這個桐花的東西，可是這廣告畢竟是在台灣播，它沒有在

國外播，所以就是有一些不必要的元素可以剔除掉，這是我對這些廣告的一些看

法。 

可不可以談一下，你印象最深刻的廣告?不管你喜不喜歡 

印象最深的是動物看著桐花在叫的那個，可是我覺得那個非常沒有相關性，我也

沒有很喜歡。 

NCTU04： 

老師問題裡面有一個傳達客家意識辨識度的題目，1到 5我幾乎都只有寫 2跟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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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我整個看下來之後，我覺得主要元素只有桐花跟客語，那我覺得只有這跟客

家有關，同樣是代表族群性的廣告，我覺得很有以前，大概是文化總會他少說也

有七、八年前拍的一系列廣告，比如說白天、早晨在東北角魚市場的早起，開始

在賣魚的魚市場，那一系列廣告讓我覺得說印象很深刻，因為同樣代表族群性的

廣告，那一系列讓我覺得表達某一種台灣人勤奮的一種精神，然後興興向榮的感

覺，雖然他們訴求的族群是不一樣的，可是當時文化總會拍的那一系列廣告讓我

都印象非常深刻，而且他每次播我都會好好仔細看一下，那同樣這個，它雖然是

要促銷客家的活動，可是它後面一定有一個目的要傳達一些客家某一種的精神，

那它這裡面的其實精神用透過一些客家語言跟我認為的桐花來講這件事。 

NCTU01： 

如果以客家博覽會系列的話，我覺得就可能跟大家剛都覺得在後面哪幾支廣告有

一點點強加很多意念或什麼東西，可是如果今天我以一個不知道的人，我會覺得

今天其實我不知道剛那個畫面是什麼也好，反正我不知道，反而會引起我的興趣，

因為就像是我寫，我覺得看到客家元素就是 2008、2009 年客家博覽會那個，就

是我寫最多的，我看到花布，我看到客家菜、我看到，我看到菜包，我看到桐花

茶，甚至在茶壺上刻意刻一個桐花，可是我覺得就很明確，就是從頭到尾去看這

個東西，就是你可以從強加它這個說法來看，你也可以説它很豐富，其實這支廣

告算是我看到最多的。 

你會有親切感? 

親切感不會，親切感是剛學姐講的歡迎大家來客庄的那個，東海堂那個，因為我

媽媽也姓徐，所以我外婆家也常看到那個，那一支比較有親切感，但其實客家人

不會穿著藍衫跟花布在路上走，也不會撐紙傘。 

那你覺得是有代表性的? 

我覺得有代表性，但是它不貼近生活。 

NCTU03： 

剛其實有講到有拍到巴黎鐵塔那部廣告，其實我自己在電視上看到那部廣告的時

候，我超認真看，我覺得超有創意，怎麼有辦法把草根性的東西跟國際上做結合，

還以為是客委會有打算把這個東西就開始國際上這樣子，可是我也同意剛同學講

的，可能那東西太多了，就是越扯越遠，可是其實我覺得會吸引到觀眾目光，我

們平常想像客家，跟客家有關的廣告都是那些元素，可它現在還有辦法去跟國外

的東西做結合，而且那時候講四季現在開始過第五季，那個創意是還滿意想不到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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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 製作人焦點訪談逐字稿 

（從略） 
 

  本逐字稿為2009年08月24日2011年08月23日期間針對客家文化節慶廣告導

演與製作人的訪談內容，總計共86,413字，439個對話段；內容集中在導演與製

作人對於承包客家文化節慶廣告的原始構想、客家想像及符碼運用、廣告創作環

境、審查機制…等重要的產製面要素。 

  本研究僅能在研究報告中引述創作者的談話，但無法附上訪談逐字稿。這主

要是因為客家節慶廣告歷年得標廠商非常有限，技術上要無法完全過濾訪談內容

中足以透露訪談者身分的訊息。有鑒於此類訊息之洩漏（包括對於若干客委會廣

告審查機制之不滿）可能影響主管機關對於招標廠商之看法，甚或損害訪談人未

來參與競標之優勢。而若將此類訊息完全過濾，訪談內容至少有70%必須加密，

這將導致訪談內容無法忠實呈現。 

  由於本研究涉及之廣告製作人與導演母群數量極為有限，訪談內容逐字稿無

法隱避其身份，提交逐字稿有違保密原則與研究倫理。雖然客委會尚未建立機構

內的倫理審查委員會（Institutional review board，IRB），但根據國科會「人類研

究治理架構」（HRP, 2010），及台灣社會學會「研究倫理準則」（2011），本研究

報告基於保密原則及無害原則，製作人焦點訪談逐字稿無法提交。敬請諒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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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四 客家文化節慶廣告閱聽人調查 

敬愛的先生、小姐您好： 

我們是國立聯合大學客家學院的研究團隊，目前正在進行客委會補助「客家

文化節慶廣告中的現代客家意象建構」閱聽人調查，目的在了解一般廣告閱聽人

對於各類客家文化節慶廣告的接收資訊與總體評價。您的意見無對錯之分，希望

您能勇於表達自己真實的意見和想法。本問卷採不具名方式，所有的資料僅作為

學術研究之用，絕不對外公開，期盼您能撥冗填寫。您的寶貴資料將為本研究順

利完成之關鍵，衷心感謝您的熱心，謝謝！ 

國立聯合大學資訊與社會研究所 

研究計畫主持人：李威霆教授 

聯絡電話：037-381811 

電子郵件：datoyu@hotmail.com 

 

【第一部分 個人基本資料】 

1. 性別：□男性 □女性  

2. 年齡：□20 歲以下 □20-29 歲 □30-39 歲 □40-49 歲 □50-64 歲 □65 歲以

上 

3. 請問您的婚姻狀況是：□未婚 □已婚 □離婚 □喪偶 □同居 

4. 請問您是否有客家血緣：□是 □否 

5. 請以 1-5分評估您的客語聽力：_______（1 分最低、5 分最高） 

6. 請以 1-5分評估您的客語會話能力：_______（1 分最低、5 分最高） 

7. 請問您的現居地（指宿舍外之固定住所）：_______縣(市)_______(鄉、鎮、市) 

8. 請問您在現居地（指鄉鎮市）之居住年數：           年 （        代） 

9. 請問您的職業（工作性質）：____________________｛無工作者免答｝ 

10. 請問您的平均月收入：□3 萬以下 □30,001-60,000 萬 □60,001-90,000 萬 □

90,001-120,000 萬 □12 萬以上 

【第二部份 客家桐花祭系列廣告接收狀況】 

11. 我有印象曾在電視上看過 2005 年的桐花祭廣告：□是 □否 □不確定 

12. 請以 1-5分評估您對這支廣告的總體喜好程度：_______（1 分最低、5 分最

高） 

13. 請以 1-5分評估這支廣告所傳達的桐花祭效果：_______（1 分最低、5 分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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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 

14. 請以 1-5分評估這支廣告的客家意象識別度：_______（1 分最低、5 分最高） 

15. 請問您在這支廣告中看到哪些客家元素：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6. 我有印象曾在電視上看過 2006 年的桐花祭廣告：□是 □否 □不確定 

17. 請以 1-5分評估您對這支廣告的總體喜好程度：_______（1 分最低、5 分最

高） 

18. 請以 1-5分評估這支廣告所傳達的桐花祭效果：_______（1 分最低、5 分最

高） 

19. 請以 1-5分評估這支廣告的客家意象識別度：_______（1 分最低、5 分最高） 

20. 請問您在這支廣告中看到哪些客家元素：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1. 我有印象曾在電視上看過 2007 年的桐花祭廣告：□是 □否 □不確定 

22. 請以 1-5分評估您對這支廣告的總體喜好程度：_______（1 分最低、5 分最

高） 

23. 請以 1-5分評估這支廣告所傳達的桐花祭效果：_______（1 分最低、5 分最

高） 

24. 請以 1-5分評估這支廣告的客家意象識別度：_______（1 分最低、5 分最高） 

25. 請問您在這支廣告中看到哪些客家元素：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6. 我有印象曾在電視上看過 2008 年的桐花祭廣告：□是 □否 □不確定 

27. 請以 1-5分評估您對這支廣告的總體喜好程度：_______（1 分最低、5 分最

高） 

28. 請以 1-5分評估這支廣告所傳達的桐花祭效果：_______（1 分最低、5 分最

高） 

29. 請以 1-5分評估這支廣告的客家意象識別度：_______（1 分最低、5 分最高） 

30. 請問您在這支廣告中看到哪些客家元素：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1. 我有印象曾在電視上看過 2009 年的桐花祭廣告：□是 □否 □不確定 

32. 請以 1-5分評估您對這支廣告的總體喜好程度：_______（1 分最低、5 分最

高） 

33. 請以 1-5分評估這支廣告所傳達的桐花祭效果：_______（1 分最低、5 分最

高） 

34. 請以 1-5分評估這支廣告的客家意象識別度：_______（1 分最低、5 分最高） 

35. 請問您在這支廣告中看到哪些客家元素：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6. 我有印象曾在電視上看過 2010 年的桐花祭廣告：□是 □否 □不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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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請以 1-5分評估您對這支廣告的總體喜好程度：_______（1 分最低、5 分最

高） 

38. 請以 1-5分評估這支廣告所傳達的桐花祭效果：_______（1 分最低、5 分最

高） 

39. 請以 1-5分評估這支廣告的客家意象識別度：_______（1 分最低、5 分最高） 

40. 請問您在這支廣告中看到哪些客家元素：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41. 我有印象曾在電視上看過 2011 年的桐花祭廣告：□是 □否 □不確定 

42. 請以 1-5分評估您對這支廣告的總體喜好程度：_______（1 分最低、5 分最

高） 

43. 請以 1-5分評估這支廣告所傳達的桐花祭效果：_______（1 分最低、5 分最

高） 

44. 請以 1-5分評估這支廣告的客家意象識別度：_______（1 分最低、5 分最高） 

45. 請問您在這支廣告中看到哪些客家元素：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第三部份 六堆嘉年華系列廣告接收狀況】 

46. 我有印象曾在電視上看過 2006 年的六堆嘉年華廣告：□是 □否 □不確定 

47. 請以 1-5分評估您對這支廣告的總體喜好程度：_______（1 分最低、5 分最

高） 

48. 請以 1-5分評估這支廣告所傳達的嘉年華效果：_______（1 分最低、5 分最

高） 

49. 請以 1-5分評估這支廣告的客家意象識別度：_______（1 分最低、5 分最高） 

50. 請問您在這支廣告中看到哪些客家元素：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51. 我有印象曾在電視上看過 2007 年的六堆嘉年華廣告：□是 □否 □不確定 

52. 請以 1-5分評估您對這支廣告的總體喜好程度：_______（1 分最低、5 分最

高） 

53. 請以 1-5分評估這支廣告所傳達的嘉年華效果：_______（1 分最低、5 分最

高） 

54. 請以 1-5分評估這支廣告的客家意象識別度：_______（1 分最低、5 分最高） 

55. 請問您在這支廣告中看到哪些客家元素：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56. 我有印象曾在電視上看過 2008 年的六堆嘉年華廣告：□是 □否 □不確定 

57. 請以 1-5分評估您對這支廣告的總體喜好程度：_______（1 分最低、5 分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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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 

58. 請以 1-5分評估這支廣告所傳達的嘉年華效果：_______（1 分最低、5 分最

高） 

59. 請以 1-5分評估這支廣告的客家意象識別度：_______（1 分最低、5 分最高） 

60. 請問您在這支廣告中看到哪些客家元素：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61. 我有印象曾在電視上看過 2010 年的六堆嘉年華廣告：□是 □否 □不確定 

62. 請以 1-5分評估您對這支廣告的總體喜好程度：_______（1 分最低、5 分最

高） 

63. 請以 1-5分評估這支廣告所傳達的嘉年華效果：_______（1 分最低、5 分最

高） 

64. 請以 1-5分評估這支廣告的客家意象識別度：_______（1 分最低、5 分最高） 

65. 請問您在這支廣告中看到哪些客家元素：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第四部份 台灣客家博覽會系列廣告接收狀況】 

66. 我有印象曾在電視上看過 2006 年的客家博覽會廣告：□是 □否 □不確定 

67. 請以 1-5分評估您對這支廣告的總體喜好程度：_______（1 分最低、5 分最

高） 

68. 請以 1-5分評估這支廣告所傳達的客家博覽會效果：_______（1 分最低、5

分最高） 

69. 請以 1-5分評估這支廣告的客家意象識別度：_______（1 分最低、5 分最高） 

70. 請問您在這支廣告中看到哪些客家元素：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71. 我有印象曾在電視上看過 2007 年的客家博覽會廣告：□是 □否 □不確定 

72. 請以 1-5分評估您對這支廣告的總體喜好程度：_______（1 分最低、5 分最

高） 

73. 請以 1-5分評估這支廣告所傳達的客家博覽會效果：_______（1 分最低、5

分最高） 

74. 請以 1-5分評估這支廣告的客家意象識別度：_______（1 分最低、5 分最高） 

75. 請問您在這支廣告中看到哪些客家元素：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76. 我有印象曾在電視上看過 2008/2009 年的客家博覽會廣告：□是 □否 □

不確定 

77. 請以 1-5分評估您對這支廣告的總體喜好程度：_______（1 分最低、5 分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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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 

78. 請以 1-5分評估這支廣告所傳達的客家博覽會效果：_______（1 分最低、5

分最高） 

79. 請以 1-5分評估這支廣告的客家意象識別度：_______（1 分最低、5 分最高） 

80. 請問您在這支廣告中看到哪些客家元素：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第五部份 客家美食特色展系列廣告接收狀況】 

81. 我有印象曾在電視上看過 2006 年的客家美食展廣告：□是 □否 □不確定 

82. 請以 1-5分評估您對這支廣告的總體喜好程度：_______（1 分最低、5 分最

高） 

83. 請以 1-5分評估這支廣告所傳達的客家美食展效果：_______（1 分最低、5

分最高） 

84. 請以 1-5分評估這支廣告的客家意象識別度：_______（1 分最低、5 分最高） 

85. 請問您在這支廣告中看到哪些客家元素：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86. 我有印象曾在電視上看過 2009 年的客家特色產業展廣告：□是 □否 □不

確定 

87. 請以 1-5分評估您對這支廣告的總體喜好程度：_______（1 分最低、5 分最

高） 

88. 請以 1-5分評估這支廣告傳達的客家特色產業效果：_______（1 分最低、5

分最高） 

89. 請以 1-5分評估這支廣告的客家意象識別度：_______（1 分最低、5 分最高） 

90. 請問您在這支廣告中看到哪些客家元素：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91. 我有印象曾在電視上看過 2010 年的客家特色產業展廣告：□是 □否 □不

確定 

92. 請以 1-5分評估您對這支廣告的總體喜好程度：_______（1 分最低、5 分最

高） 

93. 請以 1-5分評估這支廣告傳達的客家特色產業效果：_______（1 分最低、5

分最高） 

94. 請以 1-5分評估這支廣告的客家意象識別度：_______（1 分最低、5 分最高） 

95. 請問您在這支廣告中看到哪些客家元素：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問卷結束。感謝您撥冗填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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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壹、研究計畫之背景及目的 

    客家傳統風俗是客家文化之結晶，是客家民系日常生活之依據，更是豐

富之客家文化資產。台灣在全球化之後，隨著工商社會的發展，資訊科技的日新

月異，使得傳統風俗慢慢受到忽視，產生了被遺忘的危機，同時也使得文化的有

斷層和流失的危機。苗栗縣歷經二、三百年來的開發，各種族群在這塊土地上交

流，留下許多豐富的文化資產。傳統客家人祖先崇祀的文化，注重宗祠之建造，

以供奉祖先牌位，一來緬懷祖先功德，不忘本源；二來祈求祖先庇祐，闔宅大小

平安。客家文化富有祖先崇拜的特色，祭祀祖先有慎終追遠、奉行孝道、感恩報

德、維繫親情、祈求祖先賜福與庇祐及延續血緣等目地。客家移民渡海來台有所

成就之後，就會因緬懷祖先、祭祀祖先而購地建祠。開台祖的設立跟購地建祠，

成為客家人凝聚宗族意識的主要方法。購地建祠成為客家宗族在定居地持續發展

的指標，也是宗族的經濟後盾，顯示宗族在當地所佔有的生存空間。購地建祠為

宗族的生存資本，其運作的重點有二：(1)作為集體財產；(2)成為家族成員繼續

發展的助力。台灣屬於移民社會型態，移民家族漸漸成立祭祀公業，祭祀公業世

代肩負祭祀與延續宗族香火的責任，也是宗族權威中心所在。隨著大時代背景的

變化，台灣客家家族移民來台，逐漸奠定家族基礎，發揮宗族意識，建立宗族組

織。 

    客家渡台移民，建立宗族祠堂後，精神上完成宗族向心力；物質上，有土斯

有財，以宗族祠堂、祭祀公業形式存在的土地，為宗族後裔的經濟後盾。由客家

宗族意識來看，越是後期渡台之家族，定居台灣之意願越強烈，完成在台購地建

立宗祠的時間越短。可以說，清代後期移民到台灣的墾民，族中移民經驗豐富，

受到同鄉人士援引，會招引在地緣上或是血緣關係上之原鄉同胞，到台灣來移墾

定居。因此，同宗之人久而久之自然就會建立宗族組織之祠堂，以便祭祀祖先。

由於台灣自明鄭至清領的政權轉移，致使在清時漢人的渡海移墾受到清政府政策

性的限制，禁海令的頒行等的影響，使得台灣社會的漢人人群結構，不同於中國

本土的發展型態，如原鄉籍貫人口比例的落差，閩多粵少的人數差；移民型態也

非一大家族或宗族的遷入，所以早期來台的客家人大都只打算做短暫停留，因此

並沒有祭祖的問題。他們或回鄉祭祖，但台灣海峽形勢險惡，回原鄉並非意易事。

逐漸定居下來後，在台族人漸多，祭祖便成為必備之事，於是開始建立祠堂。客

家人在台灣所建立以祭祀祖先為組織要件的團體，有「唐山祖宗族」與「開臺祖

宗族」。唐山祖宗族通常來自同祖籍地，同姓但不必有直接血緣關係；祭拜共同

的遠祖。開臺祖宗族則是較晚出現，待有些宗族在台灣已繁衍三、四代以後，其

成員也成立祭祀團體，祭拜第一位來臺祖先。這兩種團體是可以相互重複存在的，

數個開臺祖宗族共有一個唐山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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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客家宗族與其祖先的關係是有族譜可循的〈陳運棟，2002：352-353〉。台

灣之宗族組織，一般是以族產或宗祠為基礎，稱這類族產組織為「祭祀公業」。

祭祀公業係先民離鄉背井之際，為懷念其原鄉祖先，而由子孫集資購置田產，以

其收益作為祖先祭祀時之備辦及聚餐費用，其意義是使祖先有「血食」，後代子

孫聚集「食祖」，充分顯示台灣客家先民慎終追遠、尊祖敬宗之文化傳統。台灣

祭祀公業子孫繼承權通稱為派下權，所謂派下權是指身分權與財產權的集合，依

據過去台灣民事習慣，係以男系繼承為主，無男系可繼承者，冠本身家族姓氏的

未出嫁女子、養子女或招贅婚所生男子，亦可擁有派下權，其認定依私權自理原

則，由祭祀公業內部自行依規約或共同決議方式加以認定，政府主管機關原則上

不介入私權之認定。政府在祭祀公業案件處理態度，僅係基於協助祭祀公業後代

子孫清理其派下子系系統表，俾發給祭祀公業派下員名冊之成員召開派下員大會

改選管理人並行使派下員（公同共有人）處分財產之同意權。      

客家社會以合約字為基礎的祭祀公業或蒸嘗，成立時間較早，大多是在乾

隆、嘉慶至道光年間；以鬮分為基礎所組成的祭祀公業或蒸嘗則較晚，大多是在

同治、光緒年間。前者成立的時間大致是在 1850 年代以前的移墾社會時期，後

者大多在 1850年代以後的本土定居化社會時期〈莊英章，1977：190〉。客家人

移墾臺灣初期，面對艱難的環境，非通力合作無以生存，因此以血緣關係組成的

開墾團體就應運而生。客家人的蒸嘗或「祖公會」，到了新的台灣移墾地，為了

尊宗敬祖及互助合作之目的，很自然的連絡原有同姓同宗派下人而成立嘗會。當

移墾台灣漸久，家族興旺、人丁日多，家業繁榮，在事業上有成就的家族，當子

孫鬮分家產之際，特別保留一部分田產充作祭祖之費用，鬮分字之宗族團體因而

形成。 

    本研究旨在探索與詮釋苗栗縣境內客家所建立之「宗祠」與「嘗會」組織，

探討建造宗祠與嘗會之客家精神，並分析其存在之現況及其所能發揮之社會文化

功能，藉以明說客家人深厚之文化意識與其敬祖崇宗觀念，讓客家深厚之宗族組

織與祖先崇拜奧蘊，得以全幅朗現。 

 

相關研究文獻探討 

   文獻的蒐集：如〈一〉《續修臺灣府志》、《淡水廳志》、《苗栗縣志》、《新編苗

栗縣志》、《苗栗縣十八鄉鎮志》等官方出版品。(二)、地方性古文獻的蒐羅：各

姓氏家族譜諜、手抄文件、老分鬮字等。(三)、調查報告：運用官方及相關領域

學者所做的各項調查報告書、研究個案進行歷史文化的追索，並且從不同資料、

不同面相、不同角度獲悉更完備的歷史資訊。(四)、專書：舉凡陳運棟所編著之

頭份林氏、陳氏家族歷史、人物、文化、建築等相關著述，如、《苗栗縣古蹟簡

介》、《苗栗縣文化地圖》、《台閩地區第二級古蹟檔案圖說》、《臺閩地區第三級古

蹟檔案圖說》、《苗栗的開拓與史蹟》等書。(五)、期刊論文：各類相關的博碩士

論文。如：王大良〈姓氏、家譜與民族凝聚力〉，林瑤棋〈臺灣漢人常見的姓氏

聯宗〉討論由姓氏而家族，五百年前是一家的概念產生血脈相連之凝聚力，更藉

由家譜傳承下來。學位論文：民國69年，國立臺灣師範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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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法制度研究〉。論述宗法的本義、宗法制度溯源、實行宗法之社會階級、宗

法制度之傳承、論述宗人對宗所應盡之禮數、宗法制度之特徵、宗法制度之社會

價值與時代意義等等。民國 85年，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學系碩士侯瑞琪〈從

宗法制度看臺灣漢人宗族社會〉。此外，有關客家公廳與嘗會的記載，還散見於

苗栗縣客家鄉鎮之鄉鎮志之中。 

 貳、研究方法、進行步驟 

本研究之方法如下：本研究所採用的研究方法包括文獻資料蒐集法、歷史研究法、

田野調查（field work ）法、比較分析法、分析法、歸納法及詮釋學方法。其

中在田野調查法方面，主要是以非參與觀察與訪談作為蒐集資料的方法。以下大

略介紹每一種研究法及本研究採用此種方法的原因。 

一、歷史研究法 

    所謂歷史研究法是指有系統的蒐集及客觀的評鑑與過去發生之事件有關的

資料，以考驗那些事件的因、果或趨勢，並提出準確的描述與解釋，進而有助於

解釋現況以及預測未來的一種歷程。 

二、田野調查法 

    一般的田野調查，採用觀察和訪談為主要蒐集資料的方法。以下就本研究所

採用的參與觀察與訪談分述如下： 

（一）非參與觀察研究 

（二）訪談－面訪、電訪  

   1、非結構式的訪談（unstructured interviewing）        

   2、半結構式的訪談（semistructured interviewing）  

   3、結構式訪談（structured interviewing） 

    本研究將以非結構性訪談和半結構性訪談作為主要的訪談策略，以獲得有關

整個苗栗客家宗祠與嘗會之相關資料、並在事後再以電話訪談來補充或確認資料，

期使資料更加完整、精確。在田野調查法方面，主要是以參與觀察與訪談作為蒐

集資料的方法。如各類宗祠與嘗會成員或管理人的口述歷史：宗祠中的祖先祭祀

儀式屬於一種無形的文化展演行為，其隨時間與空間的不同而有所變遷，為獲取

http://etds.ncl.edu.tw/theabs/service/student_query_act.jsp##
http://etds.ncl.edu.tw/theabs/service/student_query_act.jsp##
http://etds.ncl.edu.tw/theabs/service/student_query_act.j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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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深入暨更詳細的祭祀文化訊息，除了親身的參與觀察以外，必須進行相關宗祠

與嘗會組織成原之相關口述歷史的採集與訪談。此外還要進行苗栗縣境內十八鄉

鎮內相關時既存在的宗祠與嘗會之瞭解與研究。或從十八鄉鎮的相關文獻中了解

現存之宗祠與嘗會組織，再選擇性的進行實地的田野調查，完整詳實地記錄下相

關的採訪內容，俾有利於進行相關議題的詮釋與研究。 

三、文獻資料分析法 

文獻資料分析法屬非反應類研究法之一，指的是從政府文獻或以前的調查中

蒐集現成的資訊進行分析。文獻資料的來源包羅萬象，可以是政府部門的報告、

學界的研究、文件記錄資料庫、圖書館中的書籍、論文與期刊、報章新聞等等。 

四、歸納法 

    歸納法是從眾多事實中發掘原理原則，組合各明確且特定的單項概念，求出

其關聯性而歸結出一個總括性的概念。其步驟為（1）事項觀察（2）綜合歸納（3）

導出理論。本研究欲歸納以往有關宗祠與嘗會的研究文獻，作為本研究的基礎，

也要蒐集了相關的族譜、照片、老地契與分鬮字等，以資分析探究。 

五、比較分析法 

（一）不同物件的比較：不同物件的相互比較是一種橫向的分析方法。通過比較

分析，從中找出事物的不同點，有利於我們正確認識事物的本質。 

（二）同一物件在不同發展階段的比較：同一物件在不同發展階段的比較，即前

後比較，是一縱向的分析方法，運用這種方法便於認識同一物件在不同發

展階段的特徵和整個發展過程的一般規律。 

本研究所採用的方法外，本計劃也將進一步選擇苗栗縣境內客家鄉鎮現存比

較著名之之宗祠與嘗會組織，進行個案研究法（Case Studies）與深度訪談法

( in-depth interviewing)，透過個案研究法描繪研究對象的實際狀況，並利用

深度訪談法對於研究對象所在環境及文化背景做詳細的描述與詮釋，以進一步深

入探討實際之宗祠與祭祀公業組織。 

    本研究之進行架構如下： 

1. 文獻資料蒐集 

2. 文獻資料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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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選擇比較著名之宗祠與嘗會組織進行田調與實體訪問 

以文獻中有記載及現存較著名之宗祠與嘗會組織為對象。 

4. 設計問卷與選擇訪查鄉鎮對象〈因計畫時間為一年，所以無法對苗栗十

八鄉鎮做全面訪查，將選擇性的進行訪查與問卷發放。例如：本人為劉

士朝家族後裔，該「士朝園合約字」嘗會，有近 300男丁，每年清明節

祭祖與掃墓，可以於當日進行問卷施測，了解其先祖為何會在公館下大

坑地區開墾與發展。 

問卷大綱如下： 

1. 是否知道先祖移墾史？ 

2. 知道宗祠與嘗會建立之原由與年代嗎？ 

3. 目前宗祠與嘗會運作的情況如何？ 

4. 每年是否定其祭祖與算會？  

5. 家族中是否見有祖塔或佳城？ 

6. 是否有改為祭祀公業？ 

7. 知道是合約字或鬮分字之嘗會嗎？ 

8. 嘗會與宗祠對客家人或客家文化的意義為何？ 

9. 宗祠有何祭祀活動？ 

10.宗祠與嘗會之存在功能為何？ 

11.您認為宗祠與嘗會有何社會文化意涵？ 

5. 本研究對著名之公廳、宗祠與嘗組織了解其社會文化意涵。 

   本研究會先針對傳統客家宗祠與嘗會，進而實際田野調查，發放問卷會訪問

耆老，達成研究之目標，了解客家目前所存在宗祠與嘗會社會文化意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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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苗栗客家公廳及其社會文化功能 

客家文化富有祖先崇拜的特色，客家人在遷徙與定居的歷史發展過程中，每

每建造宗族組織之祠堂、公廳及公嘗田，為家族、宗族的祭祀活動提供制度化的

場所與經費，使每年祭祀活動趨於規範化與實用化，讓祭祀活動的功能得以發揮

(陳支平，1991，168)。客家人非常重視祖先的祭祀，通常把祖先崇拜表現在祖

先牌位崇拜與墳墓崇拜兩方面。牌位崇拜則是建立公廳，墳墓崇拜則建立墳墓或

祖塔。 

一、苗栗客家人的「公廳」 

客家人把祖先牌位稱為「祖牌」、「大牌」或「阿公婆牌」，把祭祀活動稱為

「祭祖」或「敬阿公婆」。一般漢人「祖牌」的崇拜，分為「廳堂牌位崇拜」與

「祠堂牌位崇拜」兩種，前者之「祖牌」牌位設置於三合院的正廳，俗稱為「廳

堂」的地方；後者之「祖牌」牌位設置於正式安置家族牌位的「宗祠」或「家祠」

建築中(李亦園，1987，7-8)。但是客家人稱「廳堂」為「廳下」，故稱為「廳下

牌位崇拜」；客家人一般未細分家祠與宗祠，習慣稱為「公廳」，把祖牌稱為「阿

公婆牌」。因此，若以客家人安置阿公婆牌牌位的地點為分類標準，前者為設於

私人家宅之廳下，後者為大家族正式安置並祭拜祖先牌位的場所。過去台灣客家

社會，無論一搬家宅或是所營建的宗祠，兩者大都是三合院式的建築。客家人的

廳下都是屬於三合院建築的「正身」中間那間，或將整個正身劃歸為「公廳」。

原屬自家廳下的阿公婆牌，經由多子多孫多福氣及世系之繁衍之後，因樹大而分

枝，源盈而分派，經分產之需要，往往將三合院正身闢為公廳，為所有子孫共有

而不分產；亦或將整個三合院劃歸為公廳。甚至，有些客家家族在子孫繁衍富有

之後，由各房子孫出資建造家祠或宗祠，專門擺放所有來台祖先的阿公婆牌，成

為整個宗族祭祀的地方。也有人稱之為「家廟」、「宗祠」。 

「公廳」意即由衍自共同祖先且未遠徙的後裔子孫祭拜其共同祖先牌位之所；

「祠堂」和「公廳」常被混淆，兩者不同之處在於，「公廳」通常於每年祖先忌

日均有派下子孫前往祭拜，而「祠堂」則集中於一年的固定幾天舉行總祭，如一

般的春秋兩祭即是，然若無祠堂，也可在公廳舉行如祠堂的規律化祭祀。客家人

也有在「祠堂」舉行家族祭祀祖先的例子，即在祠堂祭拜自己支派的祖先，並非

祭拜來台之共祖；然而祠堂之規模若夠大，也會被稱為「宗祠」。客家人也有在

私人家宅廳下舉行像「公廳」和「祠堂」祭祖的情形，因為家族若並未建造祠堂，

乃將祖先牌位輪流奉祀在某些固定有血緣關係的派下人之家宅，舉行總祭時所有

的子孫均到此人家中祭拜。domestic rites 表示只有一個家庭單獨舉行的祭祖儀式；

communal rites 表示由一群有較近的血緣關係的家庭，所共同舉行的祭祖儀式。

Corporate rites則表示由同一個來台世系所有派下人聯合舉行的祭祖儀式

(Wolf，393-3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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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栗客家人祖先牌位的供奉場所，包含了正廳、公廳及祠堂三種，而阿公婆

牌牌位祭祀情形，具有 domestic、communal 及 corporate等三種儀式內涵，其

中公廳和祠堂的基本性質相近，其建築型式不離傳統客家三合院的形式，有漢民

族的傳統，也有苗栗本土化的特色。 

苗栗的客家建築從中國原鄉帶來了祖先信仰，確立了「宗祠」、「家祠」、「公

廳」等客家特殊建築類型。在空間的表現上，具體呈現在「公廳」與「禾埕」，

這兩個一虛一實兩個空間所貫串起來的組合，形成了「家族昌盛」的象徵意義。

在材料的運用上幾乎都是因地制宜，用泥土、用火磚、用木、用竹，率都以建築

物的在地資源優先考量，從精神層次與型制上，大抵可說是延續原鄉之傳統。苗

栗客家人在生活改善之後，大都會營建三合院，其正身的配置均以三開間為主，

中間一間為祖堂或公廳，兩側的房間一般為長輩所居；另外在正身的左右兩側，

緊鄰著正身，以三開間為基礎建成許多橫屋，情況允許的話，橫屋還可再次發展，

成為「五虎下山型」(黃永達，2004，475)。這類合院的特色，在於其明顯的中

軸線；一條是以正廳為準向前後延伸的「縱軸線」，為主軸線，另一條沿著廳堂

的檐廊延展，稱為「橫軸線」，為副軸線；其中縱軸線尤其明顯。客家人的建築

型式，營造了具有倫理關係的空間意象，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擺放祖先牌位的場所。

一般而言，早期客家人在建造三合院時，把祖先牌位擺放在正身中間的廳下間，

也有較大家族專門營建擺放祖先牌位的公廳，這類公廳大都屬於三合院或四合院

式的建築。 

客家公廳一定要合乎風水原則，而且要辨別周遭地形屬於何種形穴，如鯉魚

穴、龍蝦穴，建材之顏色要加以配合，不能大意。若在平地建造，屋後若無玄武

靠山，則要用泥土堆高成化胎，再圍繞以籬竹，當做後靠。從開工、動土、上樑、

入屋（入宅），客家人都要配合日課（看日仔），日課好，祖先牌位登龕祀奉後，

才能庇祐後代房房子孫順利發達，財丁兩旺。 

二、苗栗客家「公廳」的社會文化功能 

客家傳統公廳建築所構成的『家』，真正體現了人的身體、家和大自然宇宙

生態三個意象之間的密切關係，是一種擬人化的思想產物。客家人和『家』往往

以人的身體為原型（archetype），公廳建築，既由正身、落鵝和兩邊『橫屋』（廂

房、護龍）形構而成，其形狀有如一個巨人伸出雙臂護衛家居之人。廳下是頭腦，

兩邊橫屋為左右雙手，加上圍牆，像手臂般環抱著一個通於天地的生活空間，由

家庭到宗族、鄰里。有些傳統的客家圍屋、伙房更是由許多三合院互相緊鄰而成，

形成保甲單位，成為一防禦體系，更象徵著許多身體緊靠著，大家互相團結起來，

護衛著家族間的集體生命繁衍與發展。 

客家人公廳之營造上有以下之社會文功能值得注意： 

1、堂號或郡號： 

公廳都會寫上早期祖先發源地或發祥地的郡號，或寫上「堂號」，因此，可

以從堂號看出此公廳主人之姓氏來歷。堂號的書寫可以從右至左書寫，如：「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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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彭」，或「堂」字放置中央。如：「城堂彭」。 

2、棟對： 

客家公廳建築，廳下的棟樑上，常有一對長二十餘字的「棟對」。上聯描寫

原鄉宗族源流發展脈絡，下聯則描寫來台開基墾拓情形。（如：公館鄉尖山村劉

屋公廳： 

左幅：讀史仰前徽正字校書數百載往古來今追世德非誇世德 

右幅：就時談近事鄉場會院兩三代登先步後振箕裘克紹箕裘 

3、 祖先崇拜信仰在客家公廳建築中，是常見的共同特徵。「阿公婆牌」置

於廳下的正中央桌上，如有祀神，則多將神牌奉在左邊。 

4、在大多客家公廳中，會有「丁樑」之橫木，上頭掛有燈籠，燈籠的多少

代表此公廳新娶進多少媳婦。而在廳下阿公婆牌兩旁，會放一對燈燭，大門上端

置一盞，每到了傍晚，便須點燃，天亮才熄，終年不斷，稱為「公廳火」，意味

著薪火相傳，生生不息。 

4、龍神： 

客家公廳之祖先牌位桌下，會供奉龍神。龍神（土地龍神）是客家人的特殊

信仰。客家人通常在桌下方，設置正式的香案，還在兩旁配上對聯，有些還開有

往「化胎」（即花台）的龍門。 

5、天神： 

客家人公廳會將天神供奉在大門之外，或設在左邊圍牆上。 

6、化胎： 

「化胎」又稱花台，是正廳背後隆起的土地，有如坐椅之靠背，意味根基穩

固、背後有靠的意思。「化胎」設在宗祠後面，一般民宅則較少見到。 

7、伯公（土地公）： 

伯公信仰，是客家人共同的土地神，但崇拜的形式卻各有不同。一般的伯公，

多以廟宇型出現。而公廳的伯公，有很多是簡易型的，只設有金爐，方便燒金紙，

是另一形式的「土地龍神」的崇拜。 

8、門樓： 

    有些公廳通常會在院落入口處加上形式簡單的門樓，上面會標寫公廳之

堂號。  

9.開台祖牌牌位： 

   台灣客家公廳與原鄉大陸最大的不同，就是祖先牌位中的「開台祖」或

「台灣開基祖」牌位。開台祖是指最先從原鄉來台移墾的祖先，經過數代子孫繁

衍，儼然成為來台開基之第一人，書寫其牌位加以紀念。不過，台灣客家人很少

將開台祖視為第一世，客家人的世輩，大都以嶺南開基起算。以苗栗公館尖山劉

家公廳為例，是大家族所營建置放集合式阿公婆牌位的場所，為一四合院建築，

有內外禾埕，外禾埕有半月型池塘，廳下阿公婆桌上置放劉公懷莞後代所有牌位。

門外有雙舉人石置旗竿，廳內有數個祖牌，並掛有舉人劉公獻廷畫像。其牌位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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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如下： 

          十二世祖舉人諡文和諱獻廷號修堂字集璜劉公妣吳周朱太安人 

臺灣開基總十世祖諡逸介懷莞劉公妣吳太恭人神位 

          十二世祖例貢生諡純輝諱耀廷號治堂字集琮劉公妣黃大安人 

其左右上下再擺放各房世系之牌位。因劉獻廷考上舉人，故其諡、諱、號、

字等書寫齊全，其弟劉耀廷亦為例貢生，其夫人均為「安人」。   

又如公館鄉仁安村劉屋公廳，是台灣前立法院長劉闊財所營建置供奉集合式

祖先牌位的場所，為一三合院之公廳建築，有內外禾埕，外禾埕有半月型池塘，

廳下龕上置放劉氏開台後代所有牌位。 

以上公廳的祭拜，大都屬於祭祀公業所有，除了派人早晚獻香、打掃之外，

每年春祭、秋祭所有派下子孫會共同祭拜，甚或清明節也會有祭祖活動。除了歷

代祖妣之阿公婆牌外，無後嗣的派下人牌位，也都供奉在此。祭祖時，各房代表

至少有一男性代表參加。這類祠堂組織，有專人管理，支出有嘗田可收租，其費

用來源不成問題。 

事實上，客家人的公廳建築是與「族譜」或「家譜」互相配合的，一切較詳

實的繁衍記錄都錄存於族譜當中。過去客家人都是使用毛筆書寫族譜，來台久遠

之後，子孫各支派分散各地繁衍，就會有重修族譜之需求，並採用現代印刷術印

刷。 

 

參、苗栗客家嘗會及其之社會文化功能 

一 、苗栗客家嘗會組織   

  苗栗客家人所建立以祭祀祖先為組織要件的團體，有「唐山祖宗族」與「開臺

祖宗族」。唐山祖宗族通常來自同祖籍地，同姓但不必有直接血緣關係；祭拜共

同的遠祖。開臺祖宗族則是較晚出現，待有些宗族在台灣已繁衍三、四代以後，

其成員也成立祭祀團體，祭拜第一位來臺祖先。這兩種團體是可以相互重複存在

的，數個開臺祖宗族共有一個唐山祖。 

     依據人類學者對於華人宗族組織的研究富，廣東、福區分漢人的宗族

（lineage）和氏族（clan）的重要依據是「共有財產」，一單系祭祀群擁有共同

財產者為宗族；無則為氏族。財產是支撐其宗族形成、發展的動力。也有人認為

「系譜」才是區別宗族與氏族的主要標準。客家宗族與其祖先的關係是有族譜可

循的(陳運棟，2002，353-354)。苗栗客家人 之宗族組織，一般認為是以族產或

宗祠為基礎，稱這類族產組織為「祭祀公業」。祭祀公業係前清或日據時期先民

離鄉背井之際，為懷念其原鄉祖先，而由子孫集資購置田產，以其收益作為祖先

祭祀時之備辦及聚餐費用，其意義是使祖先有「血食」，後代子孫聚集「吃祖」，

充分顯示客家先民慎終追遠、尊祖敬宗之文化傳統。 

    祭祀公業組織，可以說是代表漢人社會獨特而具有歷史意義的習尚，從南宋

「祭田」、「義田」的理念開始，先民希望從敬拜祖先而獲得祖先餘蔭到以宗法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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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所發展出來對家族子孫成員照顧的做法，形成早期台灣社會一股家族團結的力

量。祭祀公業設立必須有二個要件，即人的要素及物的要素，人的部分指須有享

祀人及派下子孫，物的要素指須有財產，大多數台灣的祭祀公業組合條件，都是

土地與房屋，其產權名義以享祀者（即祖先姓名）為登記名義人，常態性的祭祀

公業不動產登記，均冠以「祭祀公業」以區隔一般私人（自然人）不動產，惟其

在宗族性祭祀公業命名上，有以祖先姓名、家族公號、家號、組成房數、祖先偏

名，如「祭祀公業陳○○」、「祭祀公業陳益興號」、「祭祀公業陳七房」；日據時

期大正十一年以後，日本政府以皇民化措施有計畫的消滅神明會組織，使神明會

管理人紛將財產冠上祭祀公業名義，如「祭祀公業三官大帝」，致造成目前祭祀

公業不動產、清理認定上的許多問題。 

  苗栗祭祀公業子孫繼承權通稱為派下權，所謂派下權是指身分權與財產權的

集合，依據當時台灣民事習慣，係以男系繼承為主，無男系可繼承者，冠本身家

族姓氏的未出嫁女子、養子女或招贅婚所生男子，亦可擁有派下權，其認定依私

權自理原則，由祭祀公業內部自行依規約或共同決議方式加以認定，政府主管機

關原則上不介入私權之認定。政府在祭祀公業案件處理態度，僅係基於協助祭祀

公業後代子孫清理其派下子系系統表，俾發給祭祀公業派下員名冊之成員召開派

下員大會改選管理人並行使派下員（公同共有人）處分財產之同意權。 

    根據內政部民政司所提到的重點有四項：一、祭祀公業的產生沿襲傳統，為

祭祀祖先所需之費用，初時族人共同出資購置田產，後以其收益作為祖先祭祀時

之備辦及聚餐費用。二、要件有二，人的要素及物的要素，人的部分指須有享祀

人及派下子孫，物的要素指須有財產。三、祭祀公業不動產、清理認定上將會產

生許多問題。四、臺灣祭祀公業子孫繼承權通稱為派下權，所謂派下權是指身分

權與財產權的集合。意思就是說被列為派下之人即有處分財產之同意權。依照正

常傳宗接代的演化，一家族的派下員會越衍生越繁雜，祭祀公業財產管理的困難

度也會越來越高難度。 

    苗栗之嘗會，大都於嘉慶、道光年間產生，日據時期盛行於臺灣，成為臺灣

特殊之民間習慣。祭與祀有別，地祇曰祭，天神稱祀；公即共也，業指產業。其

意義是使祖先有「血食」，後代子孫聚集「食祖」，充分顯示當時客家人慎終追遠、

尊祖敬宗之傳統。祭祀公業取名無一定標準，客家人則稱之為「嘗」、「公業」、「祖

嘗」、「公嘗」、「嘗會」等(Okamatsu，1971，105)。  

    苗栗的宗族組織，即是以祭祀公業所分成的「鬮分字祭祀團體」和「合約字

祭祀團體」兩種。將鬮分字祭祀公業又稱為「小宗族」或「開台祖宗族」，其祭

祀對象通常是第一位開台祖或其後代；合約字祭祀公業則多指「大宗族」或以唐

山祖為祭祀對象的「唐山祖宗族」。嘗會組織支配法則，完全是從分家的觀念延

伸而來，即所謂『照房份』（pre stirpes）。對於小宗族，或鬮分字的祭祀團體而

言，以這一種支配方式最普遍的組織形態。而『大宗族的構成』，表現在祭祀公

業上的分配方式，往往是照股份（shares）或丁份（percapita），有時兩種同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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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陳其南，1989，105)。有時也有丁份（percapita）或股份（shares）的分

配方式。要瞭解客家的宗族制度，首先就必須釐清祭祀公業的性質。苗栗客家人

的祭祀公業組成，可分為鬮分字祭祀團體與合約字祭祀團體兩種。雖然兩者都是

以祭祀祖先為目的所組織之團體，但設立的方式卻不同。鬮分字祭祀團體是鬮分

家產時抽出一部分來作祭祀公業，鬮分時對家產有份的人全部為派下，而其派下

權的份量則照其家產應分額來分配。合約字祭祀團體，乃是向來自同祖籍地的墾

民以契約方式共同湊錢而購置田產，派下人僅限於出錢的族人。所以，鬮分字的

宗族團體，是由某位特定祖先之後代所組成，也就是在鬮分他的財產時抽出一部

分充當祭祀公業，是純粹基於血緣關係所組成。享祀的祖先多為世代較近的「開

臺祖」。這種鬮分字祭祀公業所組成的宗族稱為「開臺祖宗族」，其祭祀對象通常

是第一位開臺祖或其後代。相對的，合約字的祭祀團體所祭祀的祖先，世代通常

較遠，包容更多的成員。這些享祀的祖先是從來沒有來過臺灣的，故稱為「唐山

祖」。其派下可以包括數位開臺祖之後代，稱之為「唐山祖宗族」。 

二、苗栗客家嘗會的社會文化功能 

     苗栗客家的宗族組織有兩種基本不同的類型。一種是以合約字為基礎所組

成的「會份嘗」，也就是所謂的大宗族；另一種是以鬮分字為基礎組成的「血食

嘗」，也就是所謂的小宗族。這兩種宗族組織，雖然或都稱嘗會，但前者乃移墾

的初期，墾民基於互助與土地投資的意願，以契約認股的方式聯合組成宗親團體，

派下人的權利與義務關係，採照股份之方式，是一種移殖性的宗族團體；後者，

是當邊疆環境漸趨開發而進入所謂「土著化」或「內地化」的社會時，以慎終追

遠紀念祖先為目的之傳統宗族組織乃隨之出現，派下人的權利與義務關係，則採

照房份之方式，因此，它可說是一種土生土長、全新的宗族組織。 

   客家合約字會份嘗或大宗族，實具有另一層深遠的意義。它表面上是以祭祀

為目的，實際上卻是一種土地投資團體，也就是透過宗親的關係聚集勞務與資本，

積極從事墾闢工作。再如，清代漢人在頭份的開拓過程中，幾個大墾號的出現都

是在移墾的後期，也就是在咸豐年間以後；移墾的初期，反而大多以姓氏為基礎

的墾闢團體為重要的角色。此種會份嘗在設立之過程和分配制度上的特性，正也

充份反映出移墾社會的特質。 

客家社會以合約字為基礎的祭祀公業或蒸嘗，成立時間較早，大多是在乾

隆、嘉慶至道光年間；以鬮分為基礎所組成的祭祀公業或蒸嘗則較晚，大多是在

同治、光緒年間。前者成立的時間大致是在 1850 年代以前的移墾社會時期，後

者大多在 1850年代以後的本土定居化社會時期(莊英章，1977，190)。整個客家

社會，宗族組織是促成宗族發展的重要原因。合約字宗族與鬮分字宗族組織，與

現今苗栗流行的各姓氏宗親會(surname association)組織性質，並不相同，雖然都

是一種法人團體(corporate group)，不過宗親會的組織較為鬆散，只要是同姓隨

時可以要求加入客家人為了尊宗敬祖與互助合作，而組成宗族團體，這種宗族團

體是為了適應新環境而出現的型態，是一種在地化的宗族(localized lineage)。某

些客家人的宗親會仍承襲著傳統客家祠堂組織的特色，會員不僅有系譜可尋，且

會員都是同姓的人；各姓氏的宗親會都是這種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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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約字宗族團體的成立，雖然與鬮分字宗族的方式不同，但其運作原則與

功能並沒有太大的差別。事實上，客家人對宗族觀念，原就沒有清楚的界限，一

般而言，客家社會存有一種「族大才能冠一方」的觀念，渡臺墾民往往直視同姓

為同宗。上述合約字宗族另一特色乃宗族之族長權威尚未確立。宗族組織在客家

傳統社會非常重要性，族長也分演極重要的角色。通常族長的推選是以年齡、輩

份和個人的能力為基本條件。此外，個人的社會與經濟地位也同樣具有重大的決

定性。有些宗族是以輩份或年齡為主，亦有以財富為優先條件，然大部分是以士

紳之家世列為最優先(劉興唐，1936，332)。 

    從苗栗之宗族嘗會的運作與內部活動中可以發現，客家聚落的開發與繁榮，

跟嘗會佔有絕對的關係，而嘗會運作的背後須有宗族的力量來支持。早期苗栗地

區客家聚落的嘗會，因為開墾的需要，移民的認同、祖先祭祀等需求。各姓移民

紛紛成立自己的嘗會組織，而嘗會不僅變成地方自治自衛的基本單位，地方上的

各姓宗族更因為嘗會的緣故，彼此相互合作與聯繫，從血緣關係逐漸邁進地域化

的過程；最後苗栗地區之客家聚落，也因為當地各姓嘗會的彼此聯繫與支持，才

能繼續維持下去。    

    嘗會的原始本質與精神有所認識。從客家人遷徙的歷史背景來看，嘗會是一

種古代「義田族產」制度的遺留，而「義田族產」制度的轉變與其中所蘊含的意

義，對於後來客家人所組成的嘗會的組成與運作有相當深遠的影響。另外，客家

「嘗會」在台灣的形成，係自康熙末年後，海禁日嚴，客家墾民在台灣的墾耕方

式難以維持生計，被迫改為組織化的墾殖，即以「嘗會」的組織經營土地墾殖，

而客家嘗會在台灣當地的傳承與發展，不僅有從大陸原鄉所帶來的相關文化基礎，

更因為台灣當地環境的需要與不同地域文化的影響，而與原鄉產生不一樣的發展

與差異。 

    宗姓是宗族共同體的標誌，使本來是內在、難以從外部體察到的血緣關係外

化，使人能從宗族中體察和辦識其間的血緣關係。姓氏作為血緣關係的象徵符號，

成為人們辨別不同宗族的依據。同宗同姓的人集結在一起，便構成一宗姓家族，

而宗姓成為家族成員互相認同的依據。客家人的散居式大家族之所以能夠跨縣、

跨省等聯合起來，應歸功於宗姓體制。總而言之，「祖產」與「族譜」是宗族組

織之所以能夠形成的兩項重要條件。而家族，是構成社會的基本單位。舊時客家

地區特別重視家族制度。其主要社會歷史原因為：出於艱辛遷移過程的需要，出

於防禦和自衛的需要，出於生產實體的需要，出於儒家倫理道德思想。 

 一個宗族發展的條件，系譜及公共土地財產是互補的關係，兩者都是宗族

發展的基礎。以宗祠、嘗會土地財產、祭祖儀式、吃嘗活動、族譜等五個指標，

可以從中了解客家聚落嘗會的發展與影響。苗栗的客家嘗會有時會與台中的嘗會

有關。像苗栗許多劉氏後裔，早年參加了台中的「劉開七公嘗會」。因為，根據

族譜記載，大都是劉開七的後裔，雖非共來台祖，但是屬於共唐山祖。由於遷台

後散居各地，所以來台後成立嘗會，每年會有嘗會集會與算會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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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以苗栗邱氏啟祥公後裔為例，邱氏啟祥公來臺時，開墾於苗栗縣苗栗市南

勢坑段下南勢坑地帶。其後人將 10 公頃的土地，設立邱氏墓園墓地，該地永遠

為啟祥公派下裔孫家塚之用。1947 年時，啟祥公派下裔孫已經至地政事務所登

記成立「祭祀公業苗栗縣邱曰賢公嘗邱曰福祖嘗」，並設立三位管理人制度，管

理其數筆土地。但當時未完成登記之程序。當 1988 年邱氏啟祥公墓園建成後，

雖多次向政府登記立案，但都受限於法令而未能成功。2009 年 1 月，邱氏宗族

召開了祭祀公業成立第一次派下會大會，選出管理委員會委員，由邱天枝擔任管

理人，並通過章程與辦法，向苗栗市公所辦理登記手續。目前，苗栗許多嘗會組

織都有轉型為合法的祭祀公業問題，避免嘗會財產因未辦理燈藝而被政府徵收或

沒收。 

 

肆、研究成果與建議 

  本研究以苗栗的公廳與嘗會組織為對象，在所觀察的 20個公廳與嘗會組織

中，大都是分鬮字嘗會與公廳。只有公館劉士朝後裔，從分鬮字長田嘗會，轉變

成合約宗親組織，並依此建立「佳城」，可以容納 361罐先人骨罈。本研究發現，

苗栗既存的公廳，大都運作正常。但是現代人若想建立自己派下的公廳，往往受

限很多。例如：土地面積不大，未符合官方相關法令，派下子孫未完全同意等。

而祭祀公業的轉型也很繁瑣與困難。不過公廳與嘗會之運作，仍然有助於血緣的

聯繫，除了食組之外，每年發敬老金與獎學金，厥為客家宗族組織的特色。而且

公廳祭祀，亦保留了客家生育、賀壽與祭祀禮儀，有助於客家文化的傳承。客家

人從唐山到苗栗定居之後，建立公廳、嘗會，甚且編修族譜，建立祖塔，都是基

於客家人深厚的宗族意識。今日許多海外華人紛紛成立宗親會，集合同姓人士，

不論親疏，不分派別，建立宗祠，編修族譜，以聯絡族人感情，弘揚祖德宗功，

團結互助，發揚中華民族之民族精神。正如詮釋學大師高達美認為，真正的傳統

是活生生的，並非僅止於過去，卻要立基於過去，進而條理現在，邁向未來的意

義傳承與創造。又如黑格爾所說，歷史構成了一個吾人可以感謝的傳統。赫爾德

也說：「傳統通過一切因變化而成為過去的事務，結成了一條神聖的鍊子，把前

面的創發傳給我們。」(沈清松，1991，3)這段話正可詮釋苗栗客家人的宗族意

識與文化特色。 

     然而，面臨現代社會衝擊之下，具有客家人倫理、風水、淵源、天人思想

的公廳與嘗會組織，正逐漸面臨轉變的命運。現代台灣客家人很少再營建公廳，

阿公婆牌的供奉區則趨於核心家庭簡單化了。豐富的客家文化，在現代客家文化

之轉化中，客家人如何圍繞在「公廳」與「嘗會」周邊，進行祭祀文化活動，並

檢討反省自身優秀文化的傳承，希冀客家人了解自身文化傳統之重要，能永續傳

承客家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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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客家特色產業組織創意與創新之研究 

 

一、 研究動機與目的 

為具體落實客家基本法，揭櫫肯定臺灣多元族群文化之社會特質，

保障客家族群基本權益與實現平等權，是政府施政的重要目標。其中

傳承發揚客家文化、促進族群、語言及產業發展，為客家鄉親及政府

政策關注的重點。行政院客家委員會(以下簡稱客委會)於民國 90 年 6

月 14 日成立以來，即以振興客家語言文化為使命，建構快樂、自信、

有尊嚴的客家認同為信念，將臺灣成為全球客家文化交流中心為願景，

以「牽成客家、繁榮客庄」為產業政策目標。 

客委會推動臺灣客家產業政策之依據，乃為落實民國 99 年 1 月

27 日正式經立法院三讀通過的客家基本法。如第一條「為落實憲法

保障多元文化精神，傳承與發揚客家語言、文化，繁榮客庄文化產業，

推動客家事務，保障客家族群集體權益，建立共存共榮之族群關係，

特制定本法」及第六條「對於列為客家文化重點發展區，加強客家語

言、文化與文化產業之傳承及發揚」，都指出客家產業的重要性。此

外，客委會施政目標與重點，包括：「持續推動設置臺灣南北客家文

化園區(北苗栗、南六堆)，提升傳統客庄聚落競爭力」、「推動客庄十

二大節慶、客家戲劇、音樂發展，全方位振興客家表演藝術文化」、「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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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各項輔導客家特色產業之專案計畫，培育各類人才及輔導傳統產業

創新，活絡客庄經濟」等亦傳達客委會現行產業政策的重點。 

客庄之自然環境、產業發展、生活方式、社會活動等面向，是產

生客家文化的資源與客家文化產業發展的基礎，進一步闡釋客家文化

創意之產業經營，便是持續發展創造客家文化資本。從後現代的觀點，

客庄文化、經濟與地方是相共生體系，因此，客家文化經濟不僅是一

種產業、一種生活方式，更是客庄地方區域再造的重要策略。  

客委會的成立乃在於輔導發揮客家多元的本色與文化特色的傳

承，為此，客委會積極舉辦相關特色商品展售，期望利用商品展售的

方式，直接將客家特色與文化呈現出來，近年更積極於日本機場、北

京機場、桃園機場刊登廣告，即是將客家商品行銷國際市場的具體做

法。另外推動國中、小學生學習客語、推動客語認證、客語薪傳師，

讓客語五腔八調流傳溝通，傳承不息；讓「客庄十二大節慶」帶動產

業、打造南北客家文化園區、推動「客家宴」美食文化，全方位的促

進臺灣客家的活力。客家產業未來的發展將從創新研發、人才培訓、

市場開拓、品牌發展與行銷推廣及健全資金等方面，全方位提升客家

產業，強化「Hakka Taiwan」品牌。其願景是希望透過產業發展帶動

客家文化與語言的復興和傳承，讓更多的族群接觸、認同與欣賞客家

文化，讓客庄的社會生活、經濟生產、環境生態與族群生命活力永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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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下去，豐富臺灣的多元文化，繼而讓全世界看見客家。 

二 客家產業現況簡述 

為了能讓國人都能認識、體驗與分享到客庄產業的發展，自 2006

年起，客委會結合桐花祭，遴選全臺灣具潛力的客庄業者進行輔導，

過程中投入頂尖的設計師與顧問團隊，研發客家文化意象，深入聆聽

每家廠商動人的地方品牌故事，再從包裝、產品、行銷上重新設計與

創意詮釋，成功輔導多家業者，但有更豐富趣味之客家特色未被發掘

應用， 

客家產業在客委會經過這麼多年的推動下，呈現許多可觀的成效。

特別是結合客家桐花祭系列活動，透過帶動觀光來振興產業的有效作

法，讓客家產業蓬勃發展。從每年來到客庄旅遊觀光人數超越臺灣總

人口數的13%，高達600萬人次以上，帶動與活絡客庄地區觀光活動，

提振地方經濟發展，也更加強化客家鄉親對於咱們土地和社區的認同

和參與感，增加大家的社區意識和對社區總體營造的熱誠。就以輔導

特色商品轉型與升級家數來看，從 2006 年客家桐花祭擴大特色商品

的輔導計畫開始，參與桐花特色商品開發的業者就從 53 家(地方業者

41 家，異業結盟 12 家)，242 件特色商品，到 2009 年底，參與的業

者已經增加到 150 家，開發的特色商品已高達 600 件。 

近年來，隨著商品數量越來越多，為了使客家文化、產業及其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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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商品可以繼續傳承且有更大能見度，產業輔導後端整合行銷推廣與

實體通路建置成為推動重點，包括人才培育、無形文化活動以及商品

展售等計畫。以 2009 年相關產業執行計畫為例，就包括實體通路的

建置，目前已建置 10 處實體通路，相關後續效益陸續發酵中。 

而「2008~09 年的好客連年客家博覽會」所創造的效益更以倍數

計。以投資總額的 4 倍推估，該年度客家博覽會包括直接間接經濟效

益，創造台北縣三鶯地區達經濟產值 10 億元，活動吸引參觀民眾計

82 萬 55 人次的。此外，於 2009 年 12 月至 2010 年 1 月在台北世貿

南港展覽館的「第一屆客家特色商品國際展」，統計參觀民眾突破 18

萬人次。 

綜合以上所述，可以明顯得知，客委會一方面透過客家桐花祭等

節慶活動與大型展售會的推廣，帶動可觀的旅遊與購物人潮，另一方

面透過包裝設計來提升產品的價值，不只讓客家特色商品與客家美食

轉型與升級有成，周邊的民宿與休閒農場等休閒觀光產業也蓬勃發

展。 

整體而言，在客委會的產業輔導項目中，客家特色商品與客家美

食較為人知與具特色。儘管如此，目前的發展仍舊面臨了以下問題，

是客委會未來產業政策必須正視與輔導之處： 

(一) 政策輔導與活動推廣多數屬於「點」的方式呈現，一旦活動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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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結束後，就消聲匿跡了，沒有形成線與面的區整合，或產

生群聚性，比較沒有永續性。以「客家美食嘉年華」活動為例，

雖然短期間可以創造可觀的產值、人潮和活動知名度，但活動

僅止於單點的操作與推廣，後續有關現有客家美食業者的產業

研發創新與品牌行銷等輔導措施則未能系統化與網絡化的聯結

與整合。對比泰國政府推動泰國菜為例，從泰國菜食材的產地、

選擇、分級、所使用的器皿、餐巾、用餐禮儀與服務品質流程，

及異業結盟與資源整合的作法，都建立標準作業流程，同時也

有計畫地推動泰國菜的品牌識別系統到全世界各地等作法，就

可以清楚知道，客家菜還有很大進步與創新空間。同樣地，客

家特色商品的輔導也僅止於上游的包裝設計，相關的智財權保

護、人才培訓、品牌行銷與資金運用等，尚未有連貫與配套的

產業價值鏈的整合對策產生。 

(二) 產業價值創新不足，複製抄襲的山寨文化盛行，價值創新的標

竿案例仍舊有限。資源整合與異業結盟不易，單打獨鬥、族群

產業團結性不夠。例如客庄擁有上述提到許多具特色的產業群

聚，但現有的推動方式仍舊限於週日採果和走馬看花的旅遊觀

光型態，並未營造差異化的旅遊體驗和產業發展模式。這些特

色產業群聚若能採取法國或澳洲等葡萄酒莊的創新作法，從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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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體驗的角度，舉辦美酒評鑑、美食體驗、古堡巡禮等活動，

納入客庄獨有的在地風情與人文特色及產業資源，整合其他異

業資源，形成產業品牌區塊，將能創造差異化顧客價值，創造

顧客難忘的體驗。 

(三) 大部分屬傳統且微型產業，產業競爭激烈，預算資源不足，守

成不易，不肯大規模投資。產業規模還不夠大、產值太小，現

在客家產業是小而多，但卻沒有產生規模經濟出現。產業市場

開拓不易，產業市場的支持族群需要擴大範圍，不應該僅侷限

在客家人上，應該增加消費族群，讓它不僅是客家人的客家產

業，更應該是臺灣人的客家產業。以客家特色商品為例，許多

業者都數家傳的手工製造業，固守著傳統經營方式，守成不易

更遑論創新研發，因此多數不願意投入資金進行新商品的開發，

依賴政府補助的心態濃厚。智慧財產權意識薄弱，因申請智財

權保護的註冊登記所費不貲，所以多數也沒有採取保護措施等，

都讓客家產業業者無法擴大規模和提升競爭力。 

綜合上述所言，台灣客家特色產業因多數屬於傳統的微型產業、

面臨國內外的激烈競爭，最需要的就是轉型與升級，而關鍵核心能力

就是業者的組織創新的能力。這些特色產業團體組織的形態與程序、

組織願景與使命、執行團隊的穩定度、組織資源的多寡及執行力等，



855 
 

 

都影響著產業推廣與執行的創意與創新產出。這些問題深深影響著台

灣客家特色產業的現況與未來發展。因此欲探究台灣客家特色產業的

現況與未來發展應該著重於影響活動創意與創新的組織研究途徑。 

國內目前並沒有針對這些特色業者進行過系統性且深入的研究，

特別是從組織創意與創新的角度和途徑來研究。雖然有零星的研究，

但多數從消費者端滿意度與忠誠度的行銷觀點加以探索，此種研究角

度確實點出許多節慶活動的問題，在學術理論與管理實務上有很大的

貢獻。然此種消費端研究的結論與建議，終究仍需供給面之執行單位

的採納與調整，才能讓產業活動的推廣達到實質上的效果。因此歸根

究底台灣客家特色產業的問題還是在於主其事者是否具有創意與創

新的能力。因此深入研究影響主辦單位組織創意與創新的重要因素，

應是未來台灣客家特色產業能否向上提升與永續發展的關鍵，也是本

文研究所採取的角度與途徑。 

本文以 2010年接受客委會補助的全台 49個地方特色產業團體組

織之執行單位各層級的經營團隊為研究對象，探究影響這些團體在執

行相關計畫時的組織創意與創新的因素。客家特色產業業者數量龐雜，

包括只是受到產品包裝設計輔導的廠商，這方面團體有的是資本額龐

大的生技公司，有的是家族式的工廠，且多數受補助者可能只有一項

產品，且由客委會委辦的單位進行評選，其受補助時所考慮者是其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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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的特色是否具有客家特色等，較少可量組織營運與執行力等問題。

本文研究對象以 2010 年客家特色產業加值計劃補助團體為對象，在

補助過程中，這些團體必須提出計畫書並加以修正及執行力問題，所

以其會深入考慮組織營運管理問題。客家特色產業的執行單位分屬不

同層級的政府單位和不同性質的政府公部門和非營利組織，執行與地

點和產業特性也有諸多差異，這些個案的差異性提供了豐富且珍貴的

學術性的比較基準和重要的研究來源，相信這樣的研究將能提供組織

創意與創新學術理論價值。同時經由本文的深入分析與研究，也可以

提供政府政策面及活動執行面了解這些因素的影響效果，針對這些因

素提出改進和強化的作法，將有助於客家特色產業未來源源不斷的永

續發展。 

客家特色產業的活動目標兼顧文化保存、社區發展與經濟產業提

昇的「文化紮根」、「振興產業」、「帶動觀光」及「活化客庄」的多重

目標。(俞龍通，2007; 2008)。不論是配合客家桐花祭等客庄 12 大節

慶所研發創新出來的特色商品，或是以文化觀光旅遊為主的休閒觀光

產業活動，乃至一般創新的活動等，都涵蓋著文化論述、社區活化和

產業振興的使命與願景，所帶動的人潮數量及產業發展都有不錯的績

效，深獲各界人士的好評(俞龍通，2006b)。儘管如此，仍有許多獲

補助的地方特色產業團體與組織的計畫提案品質與內容不符計畫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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旨和目標，甚至有的單位的提案內容與構想則每下愈況，這樣的情況

應該急需加以改善。本子計劃主持人擔任「行政院客家委員會 99 年

推動特色文化加值產業發展計畫」補助的審查委員，與其他委員咸認

許多地方特色產業的提案與運作方式活動都因循往年模式，越來越欠

缺創意與創新，似乎都是老調重彈，只是為了辦活動而辦活動，爲了

申請經費而辦活動，引發了本人關切與研究動機的緣起，擔憂客家特

色產業發展能否更具創意更加創新，能夠蓬勃發展成為台灣產業的標

竿和引以為傲的案例，且真正能夠達到文化扎根、社區活化和經濟產

業發展的目標。如何協助這些承辦與執行單位提升組織創意與創新，

讓提案品質與產業活動推廣更加豐富，將是客家特色產業未來發展的

關鍵，也是客家文化能否扎根、社區能否再生與經濟產業能否持續性

地被帶動的關鍵之所在。因此本文透過調查這些地方執行單位的主要

負責成員及相關網絡團體來探究影響組織創意與創新的關鍵因素，並

從中提出因應與興革之道。 

從組織層面來了解影響創新與創新的因素，將組織創意與創新

發揮最大效益，讓創意的展現不再流於隨機偶然或是個人發想，制度

化和系統化地成為一個可以管理與控制的過程。對於客家特色文化創

意產業的健全發展將有極大的貢獻(Styhre &Sundgren,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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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文獻探討 

(一)、組織創意定義 

研究上通常認為創意是有關新的及改良式的做事方法觀念的產

生；創新被視為是這些觀念在實務上的實現與運用(West and Rickards, 

1999)。創意常被視為是個人層次的，創新產品則是在組織層級上

(Magyari-Beck, 1999)。創意是創新的一個次級面向(Woodman et al, 

1993) ， 是 創 新 的 必 要 引 導 指 標 (precursor)(Amiable, 1988; 

Rickards,1991)。 

隨著創意與創新的重要性與日俱增，創意被視為是一種組織資源，

與知識和技術一樣(Ford & Gioa, 2000; Kazanjian et al., 2000; Mumford, 

et al, 2002., ; Williamson, 2001)，儘管對於創意的研究仍舊將之視為個

人特質研究的強烈傳統，近年來對於促進組織層面創意表現的內涵與

環境因素的研究則日漸受到重視，這就是組織創意概念與理論的緣由

(Ford, 1996; Woodman et al, 1993)。組織創意理論主張：創意不是某個

個人、過程、產品與地方與生俱來的特質，而是一種會隨不同環境和

領域而有不同型態的社會性建構，在這些領域中都有守門人扮演裁判

的角色，來評定何者為創意(Ford, 1995a)。因此要了解創意在組織層

面的運用，則必須從組織創意的概念與理論來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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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織創意通常被定義為：「一個由一群工作在一起的個人所組成

的團體，在一個複雜的社會體系下所創造出來之具有價值、實用性的

新產品、服務、觀念、流程或過程」Woodman et al, 1993:293)。組織

創意強調社會與團體的創意過程，涵蓋組織對於鼓勵創意所提供的資

源與其他工具。組織創意可被視為是一種奠基於組織結構面的普遍現

象，而不是只強調少數超級個人優秀的創意特質。所以組織創意可以

展現在組織使命和願景的組織文化上，也可以展現在執行層面的成本

效益和市場運作上。 

(二)、組織創意系統理論(system theory) 

從系統角度來看組織創意， 所強調的是一個整體(wholeness)，

整體並不只是部分的總合，是遠超過部分的總和。大部分系統理論主

張，所有事物都是一個開放式的系統，環境中不同系統間的互動都會

影響到組織的發展(Capra, 1996)。1988 年 Csiksentmihalyi(1988: 329-9)

提出了環境(Domain)、個人(Individual)、領域(Field)互動(Interaction)

的 DIFI 互動創意模型的理論架構，該模型主張，創意應被視為是一

種社會性的建構的標籤(social constructed label)，據此來描述特殊情境

下的創意活動(Ford & Gioa, 2000)。創意應該在包含影響創意過程和

產生創意結果之個人、社會和文化因素所構成的整體系統下來界定。

在 DIFI 模型的三個相互關聯次級系統中，環境系統主要包含一套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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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體系的規則與程序的文化象徵系統(Domain)，每個運作其中的個人、

團體或組織都必須回應這些象徵符號與規範。領域次級系統主要為涵

蓋環境內的社會組織，包括守門人、專家、經理人、利害關係人，扮

演守門人的角色，被賦予過濾和篩選環境中之個人或團體所提觀念、

產品、流程或過程等創意的權力，具有改變環境結構的能力。個人次

級系統所指的就是環境中產生創意的個人或團體，他們的作品受到領

域中專家與管理者等守門人篩選和過濾及環境系統裡文化象徵系統

的規範。DIFI 互動創意模型的重要管理意涵為，強調創意過程中的

重要步驟，創新要能實現必須是植基於能夠經過該領域守門人過濾與

篩選和融入環境文化象徵體系的創意。 

(三)、組織創意與創新要素理論(componential theory) 

組織創意與創新要素理論由 Amiable 教授提出，她界定組織創新

為在組織內部成功地執行創意，區別個人或小組創意(Individual/Team 

Creativity)和組織創新兩個部份和兩種重疊的部份 (Amiable 1988: 

157)。她認為環境因素可以扮演鼓勵和阻礙組織的創意功能(Amiable 

1999a; 1997)，因此管理階層必須採取行動來孕育創新。個人或是小

組創意會滋養組織創新，雙向地相互影響，組織工作環境也會影響個

人與小組創意。有三個組織工作環境要素會影響組織的創新，每一個

組成要素都包括幾個具體的部份。第一個要素為組織創新動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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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ganizational motivation to Innovate)，強調的是組織對於創新的一種

基本傾向，包含整個組織對於創意與創新的支持與阻礙的情況。例如，

組織鼓勵冒險和創新、支持新點子、公平的評價、獎賞與認可創意、

合作型溝通模式及參與性的管理決策程序等。組織阻礙方面所指涉的

包括政治問題、派系鬥爭、組織內破壞性的批評與競爭、高層嚴苛的

控制和正式組織結構和程序的約束。 

第二要素為資源(Resources)，指涉的是組織對於創意與創新所提

供的有形與無形的經費、時間、資訊等。第三個要素為管理作為

(Management practices)，包括主管支持與領導風格，特別是願景領導

與方向規劃能力、優良工作小組與經營團隊，強調成員背景的多元化

和彼此對於組織任務的共同感和承諾與開放式的討論與溝通、組織提

供具挑戰性與有趣的工作任務、組織給予成員工作自主性與自由等。 

四、研究方法與設計 

(一)研究架構 

客庄特色產業並不是單純地以經濟產值為衡量目標(It is not just 

a business)，誠如客家產業定義所言，是以客家文化為核心的產業活

動，客家特色產業的推廣目的乃亦同時肩負著客家文化復興的使命與

願景，產業活動的使命與願景會對組織創意與創新存在一定影響，相

關研究證實了這種關係，本文將活動使命與願景納入組織文化的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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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客庄特色產業承辦與執行單位在行銷推廣活動的規劃與執行，內

部溝通與協調、參與及合作模式等運作流程也深深影響活動的創意與

創新，相關研究將之納入組織氛圍的要素。再者，這些業者與執行單

位所推動的都是一些特殊性的專案活動，這些執行單位多數屬於公部

門與非營利組織為主，有的組織結構緊密，有的卻是鬆散較無標準化

等作業流程的管控與專業性。因此團隊成員的專業能力或素質與凝聚

力的差異，也將影響活動的創意與創新，相關研究有的以領導風格或

工作小組來界定此一影響因素，本文整合領導風格與工作小組並以組

織團隊來界定此一因素，代表活動的人員與能力面向。 

所有組織創意與創新的相關研究中，都涵蓋組織資源因素，客家

特色產業有部分經費部分仰賴客委會的補助，缺少了這項補助，有的

單位就無法運作，所以本文也將組織資源因素納入研究架構中。客家

特色產業行銷推廣活動以客家庄地區公部門的地方政府鄉鎮公所及

民間社團為主和產業組織，這些單位在提案過程中是否廣納社區意見、

提案重點是否考量到活動吸引力和效益評估等，成為活動提案通過與

否的重要因素，因此就客家特色產業業者個案特殊性，提案的程序影

響其創意與創新的關鍵，本文也將此一因素納入研究架構中。 

這五個影響組織創意與創新的因素，為因果關係模式中的獨立變

項 (Johnson and Scoles, 1984; Amiable, 1988,1998; Amiabl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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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yskiewiez, 1989; Amiable et al., 1996; Brand, 1998; Cook, 1998; Jones 

& McFadean, 1997; Morgan, 1991; Locke & Kirkpatrick, 1995)，組織創

意與創新則被視為因果關係模式中的依變項。除了探究五個獨立變項

與依變項的因果關係外，本文也深入探究五個獨立變相間的相關性。

相關的假設驗證模式如圖 1 的研究架構。 

 

圖 1 組織創意與創新架構圖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二、研究假設 

根據上述研究架構，本文提出以下的五個假設作為本文檢定的

重點。 

假設一(H1)：組織文化對組織創新能力有顯著影響。 

假設二(H2)：組織氛圍對組織創新能力有顯著影響。 

組織文化 

組織程序 

組織資源 

組織團隊 

組織氛圍 

組織創意與

創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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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設三(H3)：組織團隊對組織創新能力有顯著關係。 

假設四(H4)：組織資源對組織創新能力有顯著關係。 

假設五(H5)：組織程序對組織創新能力有顯著影響。 

假設六(H6)：組織文化對組織氛圍、組織團隊、組織資源與組

織程序有顯著影響。 

假設七(H7)：組織氛圍對組織團隊、組織資源與組織程序有顯

著影響。 

假設八(H8)：組織團隊對組織資源與組織程序有顯著影響。 

假設九(H9)：組織資源對組織程序有顯著影響。 

三、研究變數定義與衡量 

本研究以問卷調查為研究工具，問卷中所採用的項目，主要是依

據文獻所建構之構念設計而成。問卷分為組織文化、組織氛圍、組織

團隊、組織資源、組織程序、組織創新整體評價及組織基本資料等五

個部分，其中組織文化、組織氛圍、組織團隊、組織資源、組織程序

及組織創新整體評價等問項採用李克特五點尺度（Likert-five point 

scale）來測量，分別敍述如下： 

組織基本資料係蒐集受訪者所屬組織的基本資料，包含組織屬

性、員工人數、年齡、義工人數、成員教育程度、營運成本、舉辦活

動次數、研習課程次數、向客委會提案的次數、核心任務、經費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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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時活動性質、向客委會提案類型、提案內容、提案所遇到的困難等。 

在概念建構上，對組織創意與創新因素之調查，主要是詢問受

訪者對其所屬組織創新的整體評價，是否認為所屬組織具有創新力。

將組織創新評價的程度分為非常不同意、不同意、普通、同意、非常

同意等五個等級，並依李克特五點量表，從非常不同意為 1 分，依此

類推至非常同意 5 分。其研究問卷使用的衡量項目如表 1。 

表 1 組織創新之衡量構面 

構面 衡量項目 

組織

創新

評價 

1.整體而言，我認為我所屬的組織具備創新能力。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對組織文化因素之調查，主要是詢問受訪者對其所屬組織內

部是否具有一套影響團體成員的核心價值、共同原則、儀式和想

法，具體展現成為組織的目標與願景和存在的目的，提供成員方

向的指引與目標的追尋。本文將此一構面以「組織具有鮮明願景

與目標」及「組織員工了解組織存在的目的」為兩個指標為衡量

項目。同樣地將成員的看法分為非常不同意、不同意、普通、同

意、非常同意等五個等級，並依李克特五點量表，從非常不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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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 1 分，依此類推至非常同意 5 分。其研究問卷使用的衡量項目

如表 2。 

表 2 組織文化之衡量構面 

構面 衡量項目 

組織

文化 

1.組織具有鮮明願景與目標。 

2.組織員工了解組織存在的目的。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對組織氛圍因素之調查，主要是詢問受訪者對其所屬組織內部

工作環境是否有助於創意和創新的發展。這反映在組織內部的溝通模

式、成員願意分享與彼此信任及採取支持性的互動模式等面向。本文

將此一構面以「組織成員間具有良好的溝通與協調，討論意見時都能

取得共識；活動推動也能密切合作」、「組織對於活動計畫有建立完整

檔案資料及其經驗傳承的方法，組織成員有良好的經驗傳承」及「組

織鼓勵成員參與研習活動並分享新資訊」為等三個指標為衡量項目。

將成員的看法程度分為非常不同意、不同意、普通、同意、非常同意

等五個等級，並依李克特五點量表，從非常不同意為 1 分，依此類推

至非常同意 5 分。其研究問卷使用的衡量項目如表 3。 

表 3 組織氛圍之衡量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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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面 衡量項目 

組織

氛圍 

1.組織成員間具有良好的溝通與協調，討論意見時都能取得

共識；活動推動也能密切合作。 

2.組織對於活動計畫有建立完整檔案資料及其經驗傳承的

方法，組織成員有良好的經驗傳承。 

3.組織鼓勵成員參與研習活動並分享新資訊。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對組織團隊因素之調查，主要是詢問受訪者對其所屬組織內部

工作小組的組成和所擁有能力對於發展創意與創新的看法。本文將此

一構面以「組織有一群適當的人，使組織具有創新力」、「組織擁有必

需的科技能力」、「組織具有蒐集顧客意見並給予適當分析的能力」、

「組織內部有專人撰寫計畫與提案」等三個指標為衡量項目。將成員

的看法程度分為非常不同意、不同意、普通、同意、非常同意等五個

等級，並依李克特五點量表，從非常不同意為 1 分，依此類推至非常

同意 5 分。其研究問卷使用的衡量項目如表 4。 

表 4 組織團隊之衡量構面 

構面 衡量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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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織

團隊 

1.組織有一群適當的人，使組織具有創新力。 

2.組織擁有必需的科技能力。 

3.組織具有蒐集顧客意見並給予適當分析的能力。 

4.組織內部有專人撰寫計畫與提案。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對組織資源因素之調查，主要是詢問受訪者對其所屬組織所擁

有資源是否充裕、現有資源對於組織從事創意與創新活動的發展及組

織對於資源的取得和發展的看法。組織資源包含時間與經費和無形的

專長與能力等類型，資源多寡與創意和創新的發展有密切的關係。本

文將此一構面以「組織相當依賴政府計其他單位資源的提供」及「組

織認為補助經費額度多寡是計畫成敗的關鍵」等兩個指標為衡量項目。

將成員的看法程度分為非常不同意、不同意、普通、同意、非常同意

等五個等級，並依李克特五點量表，從非常不同意為 1 分，依此類推

至非常同意 5 分。其研究問卷使用的衡量項目如表 5。 

表 5 組織資源之衡量構面 

構面 衡量項目 

組織

資源 

1.組織相當依賴政府計其他單位資源的提供。 

2.組織認為補助經費額度多寡是計畫成敗的關鍵。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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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組織程序之調查，主要是詢問受訪者對其所屬組織提案程序

與重點是否鼓勵和孕育創意與創新活動的發展。本文將此一構面以

「組織在提案之前，會邀集社區相關人士討論」「組織企劃活動時，

會考量為社區帶來商機的因素」及「組織很重視活動設計對外地遊客

的吸引力」等三個指標為衡量項目。將成員的看法程度分為非常不同

意、不同意、普通、同意、非常同意等五個等級，並依李克特五點量

表，從非常不同意為 1 分，依此類推至非常同意 5 分。其研究問卷使

用的衡量項目如表 6。 

表 6 組織程序之衡量構面 

構面 衡量項目 

組織

程序 

1.組織在提案之前，會邀集社區相關人士討論。 

2.組織企劃活動時，會考量為社區帶來商機的因素。 

3.組織很重視活動設計對外地遊客的吸引力。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四、資料分析方法 

資料分析方面，本研究將回收之問卷加以過濾整理，然後以資

料編碼輸入電腦，透過 SPSS10.0 統計軟體進行資料分析的工作(邱皓

政，2006)。採取的統計分析方法包括：敘述性統計分析：組織特性

基本資料之敘述性統計分析。信度分析：以 Cronbach’s α 值來檢定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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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表的內部一致性。單因子變異數分析：檢定各變項在不同組織特性

間之差異性，若差異達到顯著水準，則續以 Scheffe 多重檢驗法檢定

各群組間的差異情形。因素分析（Factor Analysis），採主成份分析法，

並透過最大變異法轉軸，萃取特徵值大於 1 之因素，為確保所萃取因

素之一致性與穏定性，進一步對萃取因素進行信度分析。迴歸分析：

驗證本文所建構之客家桐花祭地方執行單位組織創意與創新因果關

係模式。 

肆、結果與討論 

本研究以向客委會提案申請補助的客家特色產業業者成員為研

究對象，共計發放 234 份問卷，回收問卷 172 份，回收率 73.5％，扣

除無效問卷 50 份，得到有效問卷計 122 份，有效回收率 52.1％。 

一、敘述性統計方面 

如表 7 所示，客家特色產業業者成員中(表 7)，46.2%為縣政府和

鄉鎮公所的公部門的公務人員，另外約為 53.%一般的非營利和營利

社團。成員所屬組織的員工人數，以超過 50 人以上的比例最高，佔

了將近四成(39,7%)，其次是 20 到 50 人的次之，約佔了 25%，20 人

以上的組織員工人數佔了六成。另有四成的員工人數是屬於 20 人以

下的小型社團和單位。員工平均年齡以 40 歲以上的佔絕大多數

(74.6%)，其中超過五十歲所佔的比率高達四成，顯示組織成員年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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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顯老化。義工人數超過 20 人的高達 56%，顯示這些組織有著充裕

的義工可資運用，但如何有效地運用這些人力更是重點。教育程度方

面，高達一半以上(51.7%)的成員的學歷為高中職程度，其次為大專

學歷程度。整體而言學歷偏於中下程度，需要一些較高學歷和年齡新

血加入。組織的年營運成本介於 10 萬到 30 之間最多，50 萬到 100

萬和 100 萬以上的比例也分別佔了 2 成。整體而言這樣的經費不算是

相當充裕，若要舉辦一場動則數十萬元的桐花祭活動，則將會嚴重排

擠組織的其他運作。 

每年舉辦活動次數五次以上即高達四成以上，平均介於一到五次。

每年參加研習活動的次數以一到三次居多。自從客委會於 2001 年成

立以來，向客委會提案的次數，以一到三次居多，平均介於三到五次

及五次以上的也各佔了兩成的比率。經費來源高達七成的比率是來自

政府公部門的補助，其次為組織成員固定收費、捐助，營業收入所佔

的比率微不足道。組織平時活動業務以舉辦藝文表演活動和開辦研習

活動居多，其次為村(里)民大會和理監事會及組織聯誼文康活動等地

方發展協會與社團常舉辦的活動為主。休閒觀光導覽解說和產業經營

之商品開發與創意市集銷售的商業行為較少。向客委會提案的類型主

要也是以產業發展為主，輔以少數的學術文化活動和藝文表演及週遭

環境營造。向客委會申請客家活動的類型主要以產業推動和創意市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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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展售。提案申請和執行所遇到的困難方面，近五成的受訪者回答

為補助經費不足，另有高達近三到四成的受訪者則認為他們欠缺活動

企劃專業能力、沒有專家可以協助與指導。其他包括組織老化缺少新

血加入，計畫核定時間太晚，規劃時間受限，客家桐花祭規範太多導

致無法達到預期的要求與目標，組織年齡層偏高，無法吸引年輕新血

加入，沒有新創意和推動過程遭受挫折，打擊組織士氣，降低舉辦意

願等。 

表7 客家特色產業公部門與社團組織基本資料表  

組織基本資料變項 樣本數 百分比% 

組織性質 縣(市)政府 32 26.4 

鄉(鎮、市、區)公所  24 19.8 

營利事業團體 4 3.3 

非營利事業團體 61 50.4 

員工人數 五人以下 19 15.7 

五人～十人  10 8.3 

十人~二十人 15 12.4 

二十人~五十人 29 24.0 

五十人以上 48 39.7 

員工平均年齡 31~40 20 17.5 

41~50 45 39.5 

51~60 40 35.1 

61~70 8 7.0 

71以上 1 .9 

義工人數 無 9 7.6 

五人以下 8 6.7 

五人～十人 11 9.2 

十人~二十人   24 20.2 

二十人~五十人 37 31.1 

五十人以上 30 25.2 

教育程度 小學  1 .8 

國中  11 9.2 

高中或高職  62 51.7 

大專院校  44 36.7 

碩士以上 2 1.7 

年基本營運成本 10萬元以下 12 11.5 

10萬～30萬元 34 32.7 

30～50萬元 11 10.6 

50～100萬元 21 20.2 

100萬元以上 26 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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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舉辦活動次數 一次 2 1.9 

一次~三次 30 28.6 

三次~五次 28 26.7 

五次以上 45 42.9 

研習課程次數 一次 10 9.8 

一次~三次 48 47.1 

三次~五次 26 25.5 

五次以上 18 17.6 

客委會提案次數 一次 14 14.6 

一次~三次 33 34.4 

三次~五次 24 25.0 

五次以上 24 25.0 

經費來源 政府機關預算補助 82 68.9 

組織營利收入 8 6.7 

組織成員固定收費、捐助 27 22.7 

其他 1 .8 

平時活動業務 藝文表演 77 63.1 

研習課程 75 61.5 

導覽解說 45 36.9 

特色商品開發製作 27 22.1 

創意市集商品買賣 21 17.2 

村(里)民大會、理監事會 58 49.5 

組織聯誼文康活動 60 49.2 

其他 17 13.9 

向客委會提案類型 客家桐花祭 10 10.5 

客家學術文化活動 14 11.5 

客家藝文團隊 7 5.7 

客家特色產業 75 61.5 

客家生活環境營造 6 4.9 

其他 2 1.6 

提案內容 產業發展推動 64 52.5 

創意市集桐花商品展售 16 13.1 

桐花步道、景點整理 13 10.7 

桐花生態旅行程 7 5.7 

導覽解說 3 2.5 

交通接駁 0 0 

其他 5 4.1 

提案困難 補助經費不足 58 47.5 

欠缺活動企劃專業能力 46 37.7 

沒有專家可以協助與指導 36 29.5 

組織老化缺少新血加入 35 28.7 

規劃時間有限 27 22.1 

規範太多無法達到 26 21.3 

無法吸引年輕人力加入 23 18.9 

沒有新創意 21 17.2 

組織士氣不彰意願低落 13 10.7 

意見紛歧沒有共識 8 6.6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二、因素分析及信度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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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將組織文化、組織氛圍、組織團隊、組織資源、組織程序

等變項進行因素分析，採主成份分析法，以最大變異法轉軸，萃取特

徵植大於 1 之因素，為了了解萃取因素是否具有一致性與穩定性，並

以 Cronbach’s α 進一步對萃取因素進行信度考驗(表 8)。將兩個組織

文化變項進行因素分析後，累積變異量達 86.41%，構面信度

Cronbach’s α值為0.84%，大於0.7以上。將組織氛圍進行因素分析後，

累積變異量達 69.76%，構面信度 Cronbach’s α 值為 0.78，也大於 0.7

以上。對組織團隊構面的四個因素進行因素後，顯示累積變異量達

70.0%，構面信度 Cronbach’s α 值為 0.83，也大於 0.7 以上。至於對組

織資源所作的因素分析，累積變異量達 75.44%，構面信度 Cronbach’s 

α 值則為 0.67.，也非常接近 0.7。最後在組織程序上，顯示累積變異

量達 71.71%，構面信度 Cronbach’s α 值為 0.80，也大於 0.7 以上。 

表 8 因素分析及信度分析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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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三、組織創意與創新各構面敘述性統計分析 

客家特色產業成員對其所屬組織之創意與創新的評價方面(表 9)。

對於組織文化的評價，依平均數差異檢定方法可以發現，受訪者對所

屬組織是否具有鮮明願景與目標、存在目的的瞭解等都有較正面的評

價。由於這些公部門單位與地方社團的成員長期參與客家特色產業，

從每年活動次數和對客委會提次數，都讓這些單位對客家特色產業加

值計畫的宗旨與目標有很深的認知與體會，清楚自己在客家特色產業

客家特色產業所扮演的角色與功能，他們儼然已經成為客家特色產業

的地方分支機構，所以這種正面結果可以得到合理解釋。 

構面 問項 因素負荷
量 

解釋變異
量％ 

Cronbach’s 值 

組織
文化 

組織具有鮮明遠景與目標 0.93 86.41 0.84 

組織員工了解組織存在的目的 0.93 

組織
氛圍 

組織成員具有良好的溝通與協調，討論意見時都能取得共
識；活動推動也能密切合作。 

0.857 69.76 0.78 

組織對於活動計劃有建立完整檔案資料及其經驗傳承的方
法，組織成員有良好的經驗傳承 

0.865 

組織鼓勵成員參與研習活動並分享新資訊 0.781 

組織
團隊 

組織有一群適當的人使組織具有創新力 0.879 70.0 0.83 

組織擁有必需的科技能力 0.754 

組織具有蒐集顧客意見並給予適當分析能力 0.849 

組織內部有專人撰寫計畫與提案 0.784 

組織
資源 

組織相當依賴政府及其他單位資源的提供 0.869 75.44 0.67 

組織認為補助經費額度多寡是計畫成敗關鍵 0.869 

組織
程序 

組織在提案之前，會邀集社區相關人士討論 0.753 71.71 0.80 

組織企劃活動時，會考量為社區帶來商機因素 0.894 

組織很重視活動設計對外地遊客的吸引力 0.886 

創新
能力 

整體而言，我認為我所屬的組織具備創新能力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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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組織氛圍評價方面，受訪者對三個問項的評價也採取較為正

面的評價，平均分數都高於四分。這也可以歸因於客家特色產業推動

多年屆，這些地方性團體不論是在提案申請經費補助或是獲得補助之

後的活動執行上，都必須鼓勵成員多參加研習活動和接受新知，成員

之間必須要有良好默契來配合和年復一年的產業活動舉辦，迫使這些

單位必須建立完整資料保存程序和經驗傳承方法。 

在組織團隊評價方面，受訪者對四個問項的評價也都採取較為

正面的評價，其中對於所屬組織內部有專人撰寫計畫與提案和組織有

一群適當的人使組織具有創新力等兩個問項的平均分數都高於四分。

但對於所屬組織蒐集顧客意見和分析能力及是否具有科技能力等兩

個問項的平均分數則介於普通與同意之間較低的分數。這也透露出這

些地方執行單位雖然有人撰寫計畫書，但對於消費者或遊客的需求及

利用網路和數位科技資訊整合的能力上，還是自感不足的。以本文作

者多年來與這些地方社團密切的互動的觀察認為，由於許多單位多數

屬於公部門和非營利性的組織屬性，所以對於遊客和消費者導向的市

場行銷和數位資訊應用沒有特別的動機鼓勵他們往這方面強化，所以

這方面的能力較弱，所以如何強化他們市場行銷與數位科技運用的能

力，似乎是未來培訓的重點。 

在組織資源評價方面，受訪者對於組織是否相當依賴政府及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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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單位資源的提供和補助經費額度多寡與計畫成敗的關係的評價上，

抱持著介於普通與同意之間的傾向同意的看法。雖然沒有明確贊同這

種看法但也沒有明顯的反對。從對其組織特性基本資料的分析中可以

呼應這種態度。由於許多單位都是公部門與非營利組織，依賴政府經

費補助高達 50%到 70%之間，所以經費補助對其活動的執行與社團

的運作是相當重要的，雖然不至於到達計畫成敗的關鍵，但其實也具

有重要的影響。但透露此種非常依賴政府財源又不太願意承認的心態

在於，隨著參與客家特色產業的組織越來越多，但補助越來越困難和

越來越少的情況下，許多單位與組織都對這樣的補助比率與要求有所

怨言，所以一方面雖然希望政府經費補助，但因為補助太少，所以也

就不願意接受這樣的補助比例和數目是影響計畫成敗的關鍵與非常

依賴政府經費補助的說法。 

在組織程序評價三個問項上，平均分數都高於同意的四分，受

訪者都同意與接受組織在企劃活動時，應該儘可能地考慮活動的經濟

效益和對外地遊客的吸引力及擴大社區相關利害關係人的參與。這樣

的認知隨著客家產業推動越久，消費者和遊客要求越來越高，經費補

助越來越少和經濟效益越來越居主流等趨勢的演化，讓人們越來越意

識到產業發展方向須以消費者導向、創造經濟價值和擴大社區參與。 

最後，受訪者對其所屬組織之整體創新能力的整體評價，略趨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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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同意的四分，呈現正面的肯定態度。與其他地方社團和縣市政府公

部門相比，客家庄地區所在的縣市政府和鄉鎮公所及地方性非營利和

營利的社團組織，隨著這些年來客家特色產業的推動和其他客家文化

活動的舉辦，如客語認證或是客家文化園區等政策措施的推動，都讓

這些單位漸漸地不管在組織的目標與願景、活動的企劃設計與執行、

團體內部的溝通協調及運作流程與經驗傳承或士氣的激勵等有很密

集與深入的提升、學習與成長，整個客庄地區的公私部門不約而同的

動了起來。這樣的結果可以從受訪者對其所屬組織創新影響的評價中

看出(表 10)。許多受訪者認為客家特色產業活動的推廣已經成為組織

的重要活動之一，必須加以審慎規劃與準備；客家桐花祭對組織產生

重大影響，讓組織變得更有創意與活力；帶給組織所屬社區經濟發展

潛力，未來即使沒有經費補助，組織仍會扮演帶動在地社區產業推動

的關鍵角色。就是這種長期的驅動力量讓這些地方執行者深感其所屬

組織是具有創新能力的。 

表 9 客家特色產業組織創意與創新各構面統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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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表 10 客家特色產業推動對地方執行單位創新影響效益評價統計表 

構面 問項 平均數 標準差 

對組織創新

影響與評價 

參與客家特色產業的推動帶給組織所屬社區

經濟發展潛力，未來即使沒有經費補助，組

織仍會扮演帶動在地社區統籌規劃桐花季活

動角色 

3.85 0.85 

參與客家特色產業的推動已經成為組織的重

要活動之一，必須加以審慎規劃與準備 

4.29 0.69 

參與客家特色產業的推動對組織產生重大影

響，讓組織變得更有創意與活力 

4.20 0.75 

組織參與客家特色產業的推動後，為社區產

業帶來很大效益 

4.16 0.77 

組織參與客家特色產業的推動季後，更加帶

動客庄的活化 

4.21 0.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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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四、組織與成員特性與衡量構面之差異性檢定 

表 11 組織年營運成本對各構面的影響 

構面 問項 平均數 標準差 

組織文化 組織具有鮮明遠景與目標 4.26 0.60 

組織員工了解組織存在的目的 4.16 0.64 

組織氛圍 組織成員具有良好的溝通與協調，討論意見時

都能取得共識，活動推動也能密切合作。 

4.10 0.78 

組織對於活動計劃有建立完整檔案資料及其

經驗傳承的方法，組織成員有良好的經驗傳承 

4.04 0.76 

組織鼓勵成員參與研習活動並分享新資訊 4.23 0.63 

組織團隊 組織有一群適當的人使組織具有創新力 4.07 0.82 

組織擁有必需的科技能力 3.81 0.87 

組織具有蒐集顧客意見並給予適當分析能力 3.84 0.81 

組織內部有專人撰寫計畫與提案 4.10 0.79 

組織資源 組織相當依賴政府及其他單位資源的提供 3.68 0.91 

組織認為補助經費額度多寡是計畫成敗關鍵 3.40 1.05 

組織程序 組織在提案之前，會邀集社區相關人士討論 4.06 0.81 

組織企劃活動時，會考量為社區帶來商機因素 4.13 0.72 

組織很重視活動設計對外地遊客的吸引力 4.16 0.78 

創新能力 整體而言，我認為我所屬的組織具備創新能力 3.99 0.77 

人口統

計與社

會經濟

變項 

構面 平均數 F 值 P 值 事後檢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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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表示 P<0.05)

30↓ 

46 

30~100 

32 

100↑26    

年 

營 

運 

成 

本 

組織文化 
4.16 4.16 4.33 0.801 0.452  

組織氛圍 
4.15 4.10 4.15 0.072 0.931  

組織資源 
3.77 3.25 3.63 4.077 0.020* 30↓＞

30~100 

組織團隊 
3.97 3.88 4.08 0.712 0.493  

組織程序 
4.19 4.01 4.28 1.536 0.220  

組織創新 
3.84 3.92 4.08 0.926 0.4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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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了解組織特性在組織文化、組織氛圍、組織團隊、組織資源組

織程序與組織創新等組織創意與創新構面是否會有顯著差異，本研究

以單因子變異數分析(ANOVA)檢定各構面在不同組織與成員特性間

是否有顯著之差異。選取組織屬性、員工人數、員工平均年齡、核心

幹部平均教育程度、組織一年營運成本、研習課程次數及向客委會提

案次數等七個變項作為交叉分析的變項和事後檢定。本文只顯示顯著

的部分(表 11)。在這七個變項中，除了年營運成本與組織資源有顯著

差異外，其他六個變項與其他構面均無顯著差異。其中年營運成本在

30 萬以下較 30 萬以上的單位對於政府及其他單位資源的依賴程度較

深，同時也認為補助經費額度多寡是造成計畫成敗的影響關鍵。此一

結果顯示規模較少且大量依賴政府經費補助的小型非營利團體普遍

性資源不足，對活動與計畫推動所造成的影響其實是很大的。因此客

委會在經費補助的過程中，應該更加深入了解各社團組織經費的來源

與多寡及可能對後續活動推動與日常營運的影響，必須特別深入思考

經費補助的原則與用意，究竟是補助客家桐花祭藝文活動的推動，還

是協助社團能夠長期的發展，這兩種短期與長期補助政策的擬定將關

係著這些社團的健全發展。 

五、各構面對組織創新能力的影響結果分析 

本研究採用迴歸分析模式來驗證創意與創新要素各構面與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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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新能力之因果關係。統計結果(表 12)顯示在五個構面中，組織團隊

與組織程序與對組織創新能力呈現正向的顯著關係，H3 與 H5 的假

設得到驗證。組織程序與創新能力評價的正向顯著關係說明了一個具

備創新能力的組織，在產業發展過程中的活動企劃與設計及執行過程

中，必須能夠整合社區相關利益人士的意見，凝聚社區發展共識，重

視活動的內涵與品質，強化外地遊客吸引力，以消費者和遊客為導向，

而且能夠為社區帶來商機，最明顯的就是帶動觀光與振興產業。 

組織團隊與創新能力評價的正向關係說明了一個具備創新能力

的組織必須要有一群適當的人，能夠掌握消費者需求和科技整合的能

力，回應消費者的需求與創造高品質的活動內容。特別是客家特色產

業推動多年，這些議題更顯得重要。客家特色產業推動多年，漸漸產

生了許多需要改善的問題，包括產業項目複製性太高，規模太小，欠

缺資源整合，社區意見紛歧，未能有效整合與凝聚共識，經濟情況惡

化，人們關切文化與經濟未能更緊密結合創造更大經濟價值，產品品

質欠缺新 

意無法讓遊客回流，或大量消費購買在地客家商品等問題，都與組織

團隊創新能力有密切關係。因 

此如何強化組織的創新能力應從強化組織團隊素質與專業技能出

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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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2 各構面對組織創新能力的影響 

 

F=7.942  P=0.000  R
2
=0.348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伍、結論與建議 

客家特色產業推動單位多數屬於非營利屬性的公部門單位與社

團，成員年齡略顯老化，學歷不算高，年輕幹部不多，經費來源高達

七成比率來自政府公部門補助，年營運成本介於 10萬到 30之間為多

數等組織特性，都讓組織創意與創新發展慢慢地陷入困境。 

他們最大的優勢就是多年來參與經驗所累積的動員能量與不斷

的組織學習。因應客家特色產業計劃和相關客委會其他活動的要求，

每年舉辦和參加三到五次的研習活動。儘管從事產業的推動，但與一

般民間企業相比較，仍較不嫻熟商品開發與創意市集等與消費者有關

的產業經營。補助經費不足，欠缺活動企劃專業能力和沒有專家可以

構面 標準化參數值 t 值 P 值 

組織文化 .208 1.828 .070 

組織氛圍 -.064 -.491 .624 

組織團隊 .222 2.085 .039* 

組織資源 -.098 -1.166 .246 

組織程序 .336 3.244 .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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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助與指導、組織老化缺少新血加入、活動沒有創意等，都讓未來的

活動創意與創新每下愈況。 

儘管多年來的投入與推動客家特色產業與相關客家事務，與肩負

客家特色產業發展與客家文化復興的強烈使命，使得他們對所屬組織

之組織目標與願景、內部溝通、經驗傳承與資訊分享、組織團隊和必

要的能力、經費的申請與運用、活動規劃的重點與方向及對組織創新

能力的整體看法，都讓他們有較為正面的看法。但在這些正面的影響

中，仍透露了極大專業活動管理的弱點。如何回應消費者與遊客需求，

如何強化數位科技的運用，是未來活動管理的重點，也是組織團隊與

組織程序強化的重點。 

就政策建議而言，主管機關的輔導培育政策應該有較長期性的

規劃與基礎性扶植的思考。除了針對客家特色產業推動提供經費補助，

鼓勵創意的短期補助措施外，長期性且平時日積月累的根本性的輔導

政策應該即刻詳加規劃與推動，否則在人力資源尚未強化與充實及專

業活動能力沒有提升之前，縱使年復一年的提案也不會有多大的新意

和令人驚豔的活動品質產生，換來只是執行單位充滿挫折感的無奈與

越來越少單位參加的危機。 

無論是短期或是長期性的輔導政策與措施，經費預算都是一個

大家關注的要項，許多受訪者認為主管機關經費補助規範太多，補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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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來越少，是他們在客家特色產業提案與執行時所遇到的困難之一，

對經費補助也充滿愛恨交加的情結，因此如何制定合理有效的補助原

則與效益評估指標，建立長期性的追蹤考核機制 (Monitoring 

Mechanism and Evaluative System)需要深入加以思考規劃，也是政

策能否產生成效的關鍵。 

在有關學術理論研究上，本文將原本多數運用於科技產業研發

單位居多的組織創意與創新理論，嘗試運用於社區產業組織。考量到

社區產業推動與科技產業組織的差異和研究案例的特殊內涵，所以在

問卷題項的設計做了某些調整，盡量符合相關理論的要求。例如研究

構面中的組織程序原本的名稱為組織結構與程序，但經由信度分析後，

許多組織結構的問項並沒有達到統計的要求，剩下問項只符合組織程

序，因此就命名為組織程序。同樣地在其他構面上的題項也因為未能

符合信度的分析而被剔除，留下只符合統計標準的題項。這種理論嘗

試為國內社區產業發展的學術研究提供另一種角度，本文的拋磚引玉

之作，也希望能夠引發更多相關的研究，來提供國內社區產業發展的

組織面理論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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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客家委員會補助大學校院 

發展客家學術機構計畫 

 

 

苗栗地區客家聚落語言、文化與資訊傳播之再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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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合大學開設「苗栗客家民俗與文化」通識課程計畫 

 

 

 

 

 

 

 

 

 

 

 

 

 

 

 

執行單位：國立聯合大學客家研究學院全球客家研究中心 

計畫主持人：劉煥雲 

日    期：一○○ 年 十一 月 卅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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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聘老師紀錄 

100 年度行政院客委會補助大學通識課程客家課程計畫─聯合大學

「苗栗客家民俗與文化」外聘講師資料 

講師姓名 演講題目 講義有無 時間 備註〈連話

電話與

email〉 

邱英政 苗栗文化創

意產業與節

慶行銷 

有 3 月 4 日 
 

劉鳳錦 客家文化事

典編撰 

有 4 月 8 日 
 

俞龍通 客家文化與

觀光行銷 

有 4 月 15 日 
 

葉昌玉 客家民俗工

藝 

有 5 月 6 日 
 

王遠嘉 苗栗客家民

俗節慶與河

洛節慶之比

較 

有 5 月 2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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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清明 苗栗客家民

俗與文化 

有 5 月 13 日 
 

羅永昌 苗栗客家伯

公信仰與習

俗 

有 6 月 3 日 
 

林本炫 苗栗客家義

民信仰 

有 6 月 10 日 
 

活動成果相片 

圖: 部分上課照片 

 

   

 

         葉昌玉老師演講          葉昌玉老師簡報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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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生參觀文昌祠春祭時拍攝的豬羊   學生訪問公館五穀宮民俗─做茉草   

  

          學生上課聽演講一景       參觀傅氏公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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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末報告實例 

第一組、   

苗栗的族群與文化 

期末報告  

 

U981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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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栗客家民俗與文化 

期末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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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地理環境 

苗栗縣位於台灣島之中北部，苗栗市則位於苗栗縣之中部，乃一河谷平原、

多丘陵之地區，幅員南北長約  8.825 公里，東西寬 6.602 公里，面積 37.8878 平

方公里， 東至東經 120 度 50 分 12 秒， 西至東經 120 度 46 分 12 秒，北自北緯

24 度 36 分 4 秒，南至北緯 24 度 31 分 14 秒， 地形高度由西南向東北遞減，地

勢最高點在本市西南方的上南勢坑，八甲附近與西湖鄉界的積線上，海拔達 240

公尺，至西山尾海拔已降到 50 公尺左右。在縣境上是交通要衝，為全縣政治、

經濟、文化、交通之中心； 本市之西北、 西南有山地 1,800 公頃，為農牧綜合

經營發展地區， 東邊有農地重劃區 900 公頃， 東南部則以工商業為主，地平人

稠，為本市樞紐地帶。 

本市最主要的河川是後龍溪，亦是苗栗縣境內最重要的河川，發源於鹿場大

山西麓，全長 58.3 公里，流域面積 536.6 平方公里，流域之年平均雨量為 1992.5

公釐，年平均逕流量 734 百萬立方公尺，流出率約 62%，每年可供灌溉用水量 ， 

可達 11000 萬立方公尺， 工業用水及公共用水量約 1000 萬立方公尺。本市另

有南勢溪，其特性是流程短、水急、落差大、流量春夏雨季時盈溢，秋冬乾旱時

涸少，雨旱季水量相差懸殊之特性。 

 

2.苗栗縣開發史 

依據考古學家的研究，苗栗地區在史前時期已有先民在此生活，並留下許多

歷史遺跡。一千多年以前，台灣原住民移居此地，苗栗地區成為平埔族道卡斯族

的生活範圍。自 17 世紀中葉起，漢人開始移入屯墾，原住民被迫同化或向高山

遷移。明鄭時期，苗栗地區歸屬天興縣管理。清治時期，天興縣改稱為諸羅縣。

1889 年（清光緒 15 年），始設苗栗縣。1895 年日本統治台灣後，苗栗縣遭廢除。

1901 年到 1908 年間，另置苗栗廳，在日治時期行政單位與名稱屢有變遷。1950

年台灣施行地方自治後，苗栗縣恢復設置，其行政區域沿用至今 

史前時期 

根據考古學家的研究，苗栗地區最早的史前先民活動遺跡為鯉魚潭水庫地區

發現「伯公壟文化」，年代約在 10,000 年前至 3,700 年前，屬於舊石器文化遺址，

也是台灣己發現的少數萬年先民遺址之一。從各種石器和陶片等器物研判，先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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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生活型態是以農業為主，但兼有漁、獵等生活方式。由於大部分出土的器物材

質並非本地原產，可見得他們已經有基本的商業交易行為。 

 

另外，位於竹南鎮的「山佳遺址」則是桃竹苗地區最早發現，也是面積最大的史

前遺址。年代於在 3,200 年前至 2,000 年前，屬於新石器時代晚期的遺址，具有

重要價值。縣政府文化局已將該遺址列管，並調查設置「遺址公園」的可行。 

一千多年以前，台灣原住民移居此地後，苗栗地區成為平埔族道卡斯族諸社

的活動範圍。 

明鄭時代 

苗栗在荷西時代，是一個尚未開發一片荒蕪的地區，直到明末清初才有漢人

登入開發。據《苗栗縣志》記載，1669 年，鄭經命劉國軒經略「蓬山八社」及

「後壠五社」，悉歸服，是為苗栗歸明鄭統治之始。 當時的「蓬山八社」包括大

甲西社（今台中縣大甲鎮、大安鄉）、大甲東社（今台中縣外埔鄉）、日南社（今

台中縣大甲鎮）、雙寮社（今台中縣大甲鎮）、貓盂社（今苗栗縣苑裡鎮）、房裡

社（今苗栗縣苑裡鎮）、苑裡社（今苗栗縣苑裡鎮）及吞霄社（今苗栗縣通霄鎮），

整體範圍大致為今苗栗縣西南地區及台中縣西北地區；而「後壠五社」則包括後

壠社（今苗栗縣後龍鎮）、中港社（今苗栗縣竹南鎮）、新港社（今苗栗縣後龍鎮]]）、

貓裏社（今苗栗市中南部）及加志閣社（今苗栗市北部），整體範圍大致為今苗

栗縣北部及中部地區。 

 

清領時期 

1878 年，增設臺北府，劃淡水廳為淡水、新竹兩縣，歸臺北府管轄。新竹

縣中有竹南二堡（由後壠堡改稱）與竹南三堡（即吞霄二堡）；竹南四堡：以大

甲街為主邑，位於大安、大甲二溪下流之地，原屬大甲堡，改稱竹南四堡。 

清光緒 15 年（1889 年）臺北府新竹縣分拆為兩縣之際，將新的縣治「貓裡」

改為近音雅字之苗栗，以作為新的縣名、堡名及街名。其時苗栗縣轄有苗栗一堡

（未建縣為竹南二堡）、吞霄二堡（未建縣為竹南三堡）、大甲三堡（未建縣為

竹南四堡），居民大多由廣東、福建移民而來，以客家人居多。 

日治時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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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治 28 年（1895 年，光緒 21 年）日本領台後，以清政府所用的台灣省下轄

三府一直隸州，分設三縣一廳，台北縣、台灣縣、台南縣和澎湖廳，將中港以南

的地方併歸台灣縣，縣之下置支廳，苗栗改設苗栗支廳， 

  明治 28 年 8 月，台灣總督府針對接管上之困難，需要軍方在地方治理上的配

合，將台灣縣、台南縣改設台灣民政支部、台南民政支部，民政支部之下置出張

所，苗栗支廳改設苗栗出張所。 明治 29 年(1896 年)3 月，總督府評估全台民情

趨於穩定，於是恢復三縣一廳，台灣縣改為台中縣，「出張所」也恢復為「支廳」，

為台中縣苗栗支廳。 

明治 30 年（1897 年）5 月，改設六縣三廳，下屬機構「支廳」廢止，改設

「辦務署」，原臺中縣分劃出新竹縣，轄七個辦務署，苗栗地區設有苗栗、苑 

裡、頭份辦務署。然而此行政結構，卻受限總督府財政困難，又將獨立出來的三

個縣予以回併，形成三縣三廳的行政區，苗栗為「台中縣」「苗栗辦務署」。 

明治 34 年 1901 年 11 月，以第二〇二號修正地方相關規程，廢止縣及辦務

署，全臺置二十廳，改苗栗辦務署為苗栗廳，下轄大湖、三叉河、後龍、通霄、

大甲等五支廳，頭份、南庄兩支廳為新竹廳所轄。 

明治 42 年(1909 年)10 月，將全臺二十廳併為十二廳，苗栗廳併歸新竹廳，

設中港支廳、南庄支廳、苗栗支廳、後龍支廳、通霄支廳、三叉河支廳、大湖支

廳。 

大正 9 年（1920 年）7 月，重新劃分全臺為五州、三廳，合併新竹廳、桃園

廳部分為新竹州，下置八郡，苗栗地區包括苗栗郡、大湖郡、竹南郡，郡下設街

庄，州治設於新竹街，昭和 5 年（1930）新竹街升格為新竹市。 

戰後至今 

1945 年，國民政府接管台灣，將原新竹州之新竹、桃園、中壢、苗栗等地

改置為「八區一市」，設置新竹縣政府，並設縣治於桃園，苗栗地區則改為

「苗栗區」。1950 年調整行政區域，分置桃園、新竹、苗栗三縣，苗栗縣

正式恢復至今。 

 

  早期苗栗陶瓷非常興盛，七十年代迅速發展，八十年代創造了外銷黃金期，

一度被冠以「裝飾陶瓷王國」的封號。  

 

3.苗栗縣各鄉鎮地名之由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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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苗栗 本市舊稱為『貓裡』，因早期此地為平埔族道卡斯族之『貓裡社』所居。『貓

裡』是平原的意思。 

2.苑裡 『苑裡』地名是由來於道卡斯族『苑裡社』的社名。 

3.通霄 通霄原稱為『吞霄』，是道卡斯族的社名。日據時期時，以其當地的虎頭山平

地突起，聳入雲霄，便改此地為『通霄』。 

4.西湖 西湖昔稱為『四湖』，因為本地附近有一連串的小河谷盆地，從下游而上，有

頭湖、二湖、三湖、四湖、五湖至九湖，其中四湖即位於本鄉的中央，為了

避免與雲林縣四湖鄉同名，乃將其改為『西湖』。 

5.公館 鄉名由來於本地拓墾完成後，墾戶的首領設租館於此，此種處理墾務的租館，

在當時稱之為『公館』，本地故有此稱。 

6.銅鑼 銅鑼原名為『銅鑼灣』，因為聚落建造於三面環山的弧形山麓，地形類似銅鑼，

故有此稱。 

7.三義 三義舊稱為三叉河，這是因為打哪叭溪、打木溪、大坑溪等三溪在此會流，

故有此稱。光復之後，改此地為『三義』，其由來，可能是『義』字之簡寫與

『叉』字相似，所以才改為『三義』。 

8.頭屋 頭屋舊稱為『崁頭屋』，位於老田寮溪的河階上，因為老田寮溪的沿岸多河階，

而本地位於第一個河階上，故有所稱。後來則改稱此地為『頭屋』。 

9.竹南 本地因為位於新竹之南，故有此稱。 

10.頭份 本地在以前由一群人合夥開墾之後，他們將墾地劃分，並以頭、二、三、四、

五......為代號，作為抽取分配之用，本地為『頭』份，故有此稱。 

11.後龍 地名由來於聚落建立在後方有長條狀起伏的地方，故有『後龍』之稱。 

12.三灣 因為本地恰位於中港溪中游東岸的第三個曲流河階上，故稱為『三灣』。 

13.造橋 因為以前的移民曾在今造橋村之北端南港溪上游築橋，以方便通行，故稱此

地為『造橋』。 

14.南庄 由於本地村落位於早期的墾成地『田尾公館』之南方，故稱為『南庄』。 

15.卓蘭 鄉名出自於本地的巴宰海平埔族自稱此地地名之譯音『塔連』，意思為美麗的

原野。後來改為『罩蘭』。民國九年更改為『卓蘭』而沿用至今。 

16.大湖 因為本地的地形是一塊大的河谷盆地，故有『大湖』之稱，客家語『湖』有

指盆地之意。 

17.獅潭 因為本鄉東北方有獅頭山，故取其『獅』字，又境內老田寮溪之曲流地形頗

為發達，凹岸深水處多『潭』，於是併此兩字『獅潭』為本鄉之地名。 

18.泰安 以前此地舊稱為『大安』，乃因此地為大安溪之上源，後來因為與台中縣之大

安鄉同名，故改為『泰安』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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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苗栗客家 

(1).簡介 

客家是一個具有顯著特徵的漢族民系，也是漢族在世界上分佈範圍廣闊、

影響深遠的民系之一。 

從宋朝開始，中原漢民大舉南遷，抵達粵贛閩三地交界，最終形成相對客家

民系。此後，客家人又以梅州為基地，大量外遷到全國乃至世界各地。「客家四

州」為梅州、贛州、汀州、惠州。福建寧化石壁是客家傳說民系形成的中心地域，

石壁也被成為「客家祖地」。 

(2).客家起源 

客家作為漢族的一個民系，其起源存在多種說法，主要的有客家中原說和客

家土著說。 

客家中原說認為客家主體構成為來自中原的移民 客家土著說則認為「客家共

同體，是南遷漢人與閩粵贛三角地區的古越族移民混化以後產生的共同體，其主

體是生活在這片土地上的古越族人民，而不是少數流落於這一地區的中原人」。  

一般認為，客家民系是南遷漢族人在唐末至明中葉聚集于閩、粵、贛連結地區，

經過與當地?族、瑤族等土著居民融合而成的，具有有別于漢族其他民系的獨特

的方言、文化和特性的一個漢族民系。它以漢人為主體，同時包合經融合有客化

的?瑤等少數民族。客家民系是以漢人為主體的，其文化的主要特徵及表現出繼

承中原漢族文化，所以應肯定為漢族的一個支系。但是這支民系不是純漢族血統，

其文化也不是純中原漢文化，所以作為一個群體，其成員就應該包含相互融合，

享有共同文化特徵的不同民族的成員。因此，「客家」的說法是作為一個漢族民

系的稱謂，並非是一個種族的概念，而是文化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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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客家人的遷徙 

五次中原遷徙說 

有關客家人的遷徙，1930 年代的客學大師羅香林為代表的研究學者認為，客屬

民系自晉朝以來，一共經歷了五次大規模的遷徙，並在這五次遷徙過程中繁衍發

展而來。這五次大遷徙的大致過程是：第一次在兩晉時期，大批中原人舉族南遷

至長江流域； 第二次始於唐代，大批北方漢民為躲避安史之亂，遷往相對安寧

的贛閩粵地區，成為 第一批客家先民； 第三次在兩宋時期，北方民族入侵，一

批批漢民遷往贛閩粵地區，與當地?、瑤等少數民族逐漸交融，最終形成客家民

系； 第四次是清朝末年，贛南由於滿族統治者的蹂躪以及瘟疫發生，人口銳減，

加之閩西和粵東人口膨脹，清政府通令沿海居民向內地擠壓，一部分客家人又回

遷贛南，另有一部分遷往四川； 第五次在近代，不少客家人從粵東閩西一帶遷

往沿海，有的則移居海外。  

(4).客家名稱的由來 

「客家」一名出於清代的一次大規模械鬥，是由當時相對的「廣府民系」等

南方民系冠予客家的，本來帶有貶義，有些客家人也欣然受之,但部分並不喜歡

這個名詞,在台灣的部分客家人以廣東祖先來和福建人區分。 

另有一說，指「客家」的本意應該是古代生活在南方的?族舊名「山客」、

「木客」。而後漢族移民在跟?族人相處融合的過程中，借用了「客」這個說法，

自稱「客家」。但現在說的「客家」則是指客家民系、是客家人的簡稱。這裡的

「客」同樣包含了?族人「山為主，故我為客」的意思。目前?族人一樣喜歡自

稱「山客」。 

但是，有學者認為，「客」不是簡單的相對「主」而言的外來者，和廣府系、

福佬系這些同為中原南遷的漢族民系不同，從歷史的現象看，漢族南方各民系的

形成時間都比客家民系早，基本都在同一個行政區域之內（有的也只有部分外延），

而客家民系形成時間較遲，而且不在同一個行政區域內，是在三省的連結地區。

還有一個特別的現象是這方連結地區，原本的土著或稱主人，除了古代的越族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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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有「山客」、「木客」、「?客」。他們大多也是「外來人」。這些「客」

和後來的「漢客」混居一地，長期融合，孕育出一種獨具個性的語言、文化特徵。 

 

 

(5).客家歷史 

客家先民、客家人的流浪史、拼搏史、創業史。為了生存、發展，長期的遷

徙、流浪，顛沛流離，逐步地擺脫了中原「安土重遷」和「父母在不遠遊」的傳

統保守觀念的束縛，樹立起「四海為家」的新思想。也就是長期的顛沛流離，在

逆境中求生存、求發展而必須奮力與自然、與社會抗爭，努力拼搏，勝利者，就

是這些敢於拼搏、敢於冒險進取的強者，他們終於到了彼岸，獲得新生和發達。 

客家先民在中原老家受到儒學的傳統教育，宗族、家族觀念根深蒂固。離開

中原背井離鄉，長期的流浪生活，更體會到宗族、家族合力的重要性，更加鞏固

和加強了宗族家族觀念，於是敬祖睦宗的思想觀念顯得十分突出，?背父骸，聚

族而後，修族譜，修宗祠十分突出。  

客家先民在飽嘗長期離鄉背井痛苦之後，更加深刻地體會到「在家不知娘辛

苦，出外方知慈母情」，「在家千日好，出門半朝難」，於是更加戚戀家鄉，並

深刻體會到家、鄉、國命運一體，榮辱與共的關係，使愛國愛鄉的思想強烈地表

現在各個方面，顯得尤為突出。客家精神的表述有繁有簡，有長有短，可以函益

意識和行為的各個方面，但最為突出，最為本質的可以歸納為「四海為家，冒

險進取，敬祖睦宗，愛國愛鄉」十六個字。 

另外，遷徙的生活型態，使得客家族群團結一致，建立起強而有力的集體住宅，通

常同一姓氏的宗親聚居一起，有自己的祠堂，這種客家組織，對內謀求經濟上的自給自

足，對外共同抵禦外敵，客家人同舟共濟，休戚與共，具有鮮明的族群認同，因此，客

家人向心力特別強。 

所以，一般客家的家庭裡，數代同堂是很普遍的情形，在大家族中，子孫雖多，仍

然非常重視小孩的教育問題。大家族中的教育經費，多由「公嘗」支出，「公嘗」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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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共有的財產，有來自海外客家親友的捐助、或累積家族的遺產。過去客家人為贊助子

弟赴京趕考，多捐出遺產供應族人使用，而有「公嘗」這種公有財產，如今仍有不少旅

居海外的客家僑胞，捐助家族中的教育經費。 

所以，總結上述，普遍來說客家人被公認的具有下面幾個精神特點： （1） 刻苦

耐勞、剛強弘毅 （2） 勤勉創業、負責 （3） 團結奮鬥、熱情好客 （4） 重

視教育 （5） 女性具備勤儉美德 

(6).民俗信仰文化 

臺灣的客家信仰，與其他族群也有若干異同之處，不同的節氣、不同的地區，

都能感受得到深深影響著客家人的信仰與慶典。 

臺灣客家的信仰與早期社會的形成有密切關係，幾乎每一個客家村落都有護

佑村民的土地伯公，每一個客家聚落都有屬於自己的守護神，除了從中國原鄉帶

來的觀音、三山國王、三官大帝、關聖帝君、媽祖等神明之外，還有在臺灣形成

的本土神明義民爺、萬善爺、以及每個來臺家族都真誠崇拜的「來臺祖」信仰。

不管是在地發展出來的宗教信仰，還是從中國原鄉引入的神明，經過兩三百年的

落地生根，都已經過化存神，成為臺灣本土精神的支柱。 

農曆過年，不但是漢人普遍的傳統，也是客家人的重要節日，而且至今仍

是臺灣客家最重要的團聚、祭祖之日。農曆元月二十日，是客家人的「天穿日」，

傳說那一天是「天穿地漏」的壞日子；也有人認為是為了紀念女媧補天，農業時

代的客家人認為，經過一整年的辛勤，這一天是必須休息的日子。竹東地區每年

舉辦山歌比賽，慶祝這個獨特的日子，已經超過三十年，也是臺灣地區規模最盛

大的客家山歌盛會。 

農曆過了正月半，一直到清明，都是客家人掛紙〈掃墓〉的日子，也是逐漸

都市化的客家族群一年一度家族聚首，規模最大的時節，有許多家族的「祖塔」

供奉來臺祖以來的所有祖先，祭拜時，常可見到數百人甚至上千人齊聚山頭的壯

觀場面。 

五月節，客家人所稱的端午節，民間傳說乃是為了紀念昔日「走黃巢」之

故，這一天必須懸掛菖蒲和艾草等避邪植物，另一方面也連結到屈原投江的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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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說。中元節〈農曆七月半〉，是客家人自然崇拜的年中重要祭典，是地官赦

罪之日，以釋、道兩法普度眾生〈十方孤魂野鬼〉。北臺灣以新埔義民廟為中心，

在農曆七月二十日還發展出一個獨特的「義民節」，紀念歷年來為了保鄉衛土

而犧牲的地方先烈，成為客家地區相當隆重的地方節慶。此外，八月半中秋節、

十月的平安戲〈或收冬戲〉都是客家地區重要的民俗節令。 

(7).建築 

   建築本身就是一座巨大的立體造型藝術，其型制、雕飾、彩繪、格局之美都

值得細細欣賞。傳統定居式生活的依戀土地性格，伴隨農業屯墾的開發，使得氏

族血緣關係增加了地緣意識，如此增強了氏族之間維繫的社會屬性，而古厝的興

建無疑是具體呈現家族成員，對於理想的生活情境、社群關係、領域觀念或是藝

術美學等之追求。 

   根據史料的記載，台灣的民宅建築、荷西時期是「斬茅編竹，架樓而居」。

明鄭時參軍陳永華「教匠取土燒瓦，往山伐木斬竹，起蓋廬舍」。從此以後閩南、

中土的房屋造型傳入台灣。 

   建築是人類擷取自然的材料，配合人類生活、安全與防禦的需要，隨著民

族習性、時代環境的變遷及各種目的等因素，形成各式各樣的形式，構築在自然

環境中，以滿足實用的基本需求，更表現出人類的文明和藝術的成就。 

   「客家民宅」的建築形式，不論是茅屋或宅院，都能顯現出自然純樸之美，

具有中原大家的風趣，足以發思古之幽情。因大多數人家中屋廳堂之正中央均供

奉祖先，朝夕焚香禮拜，為中華民族精神之寄託。民宅的形式上傳統的三合院及

地震後新建的平房與洋樓。 

(8).建築文化 

臺灣客家建築幾乎和中國原鄉截然兩異，整體而言。臺灣的客家建築從中國

原鄉帶來了家神祖先信仰，確立了「宗祠」、「家廟」、「公廳」等客家特殊建

築類型。在空間的表現上，具體呈現在「公廳」與「禾埕」，這兩個一虛一實兩

個空間所貫串起來的組合，「日字廳、曰字井」，形成了「家族昌盛」的象徵意

義。在材料的運用上幾乎都是因地制宜〈從精神的層次，也可說是延續原鄉之傳

統〉，用泥土、用火磚、用木、用竹，率都以建築物的在地資源優先考量。在色

彩美學上，創造了與原鄉「白牆烏瓦」截然兩異的審美價值觀，逐漸吸收了閩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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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磚紅瓦」的新風味。在空間格局的設計上，一方面堅持著公廳的家族性公共

空間的規矩，另一方面也因地制宜形成南北分殊、西東各異的在地化客家建築風

格。著名的新竹縣北埔天水堂姜屋、屏東縣佳冬蕭屋、六堆夥房與美濃菸樓等等

優秀的客家傳統建築，都可以看到臺灣客家建築落地生根的具體軌跡。 

在客觀的空間文化的欣賞上，也可以結合不同地區與家族的產業型態，瞭解

每個在地性客家建築的價值所在。例如，北臺灣因為清末、日治時代初期樟腦產

業之故，建築從農業型態的居家規模轉變為與其他族群更緊密互動的多元產業生

活空間，紅磚的運用結合原鄉宗族空間的營建文化，型塑出極為優異的客家庄建

築美感。南臺灣最具特色的空間形式，應可說是創造了正身與橫屋之間的「廊間」

〈或稱「廊仔」〉，廊間相當程度反映了原鄉中國所未有的熱帶性氣候的生活空

間需要，相當開放的空間〈三個經常不關闔的門、兩個室內間門、兩個透空式窗

戶〉，經常當成家庭內客廳、灶下或餐廳等最主要生活核心。深具在地風味，值

得拜訪。 

(9).客家人分佈 

   日治時期台灣閩客族群分佈圖。客籍標示為來自廣東諸地。臺灣客家人主要

聚集在靠山的丘陵地，多形成客家人為主的村莊，保有濃厚的客家文化。箇中代

表如： 

海陸（海豐、新竹）腔  

桃園縣：觀音鄉、新屋鄉、楊梅鎮富岡地區。  

新竹縣：全縣（除了關西鎮部分地區）。  

花蓮縣：花東縱谷平原。  

四縣腔（目前之新聞官方語）  

桃園縣：中壢市、龍潭鄉、平鎮市、楊梅鎮。  

新竹縣：關西鎮部分地區。  

苗栗縣：不靠海的內陸地區。(苗栗縣)  

高雄縣及屏東縣：六堆地區  

台東縣：花東縱谷部分地區。  

大埔腔（東勢腔）  

臺中縣：豐原市、東勢鎮，石岡鄉，新社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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詔安腔  

雲林縣：崙背鄉、二崙鄉，西螺鎮。  

桃園縣：八德市部分地區、大溪鎮的黃興村。  

台北縣：新店市的安坑庄。  

南投縣：中寮鄉部分地區。  

宜蘭縣：部分地區。  

饒平腔（楊梅腔）  

桃園縣：部分地區。  

新竹縣：芎林鄉紙寮窩地區。  

花蓮縣：部分地區。  

推動台灣客家人分佈的二項因素，主要為閩粵械鬥及樟腦採集業。例如花蓮

縣客家人多為日治時期樟腦業盛行時，自臺灣西部遷居，臺南縣楠西鄉亦有同例。

今日全台灣約有 15%人口是客家人。 

但由於台灣人口中有七成餘為閩南族群，大都市：如台北市、高雄市或其他

零星地方也有許多客家人，但是因為沒有說客語的環境，很多人的文化認同已經

有所改變，甚至數代前即不通曉客語，同化於鶴佬人，成為「福佬客」。 

據《2004 年全國客家人口基礎資料調查》，台灣新竹縣、苗栗縣超過 60%

是客家人。其次桃園縣 40.1%、新竹市 30%、花蓮縣 29.8%、屏東縣 23.2 %、

台東縣 20.4%、高雄縣 19.6%。雲林縣、澎湖縣、台南市縣、連江縣、嘉義市

縣、金門縣等則最少，比例不足 10%。其他縣市則在 10~20%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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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苗栗六大活動 

(1).木雕藝術節 

每年暑假期間，一向幽靜的山城「三義」會入了歡樂的節慶氣氛，接著人潮

湧進，齊赴這場美麗又盛大的嘉年華會－－－三義木雕藝術節。被列為台灣十二

大節慶的三義木雕藝術節，由於深具地方特色，多元化的活動內容又充滿歡樂、

藝術氣息，因此每年活動舉辦期間皆吸引眾多國內外遊客前來參觀、玩樂，有靜

態展示讓人驚賞木雕之美，有動態藝文表演讓人悠遊文化瀚海，有 DIY 體驗活

動讓人開心玩木頭，豐富內容兼具知性與趣味，不管是大朋友還是小朋友都能在

其中找到樂趣，盡情玩樂。 

(2).文化藝術 

苗栗舊稱「貓貍」，是沿海先住民平埔族中的道卡斯族人流傳下來之地名、

先住民、漢人移民在這塊美麗的土地卡。 

留下了可觀的產業與人文發展時間一分一秒累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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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文化串連延伸成一道長廊 

上頭人文、藝術、歷史、民俗、工藝、景觀、生態、產業等相互輝映， 

各具特色，是苗栗縣最瑰麗璀璨的寶藏！ 

(3).火旁 龍 

極具地方民俗特色的火旁 龍活動是苗栗一年一度的元宵大事，與平溪天燈、

鹽水蜂炮、台東炸寒單並列為元宵節列 IN，也就是炸龍「的意思。苗栗市火旁 龍

活動是從客家人特有的「金龍參拜」民俗演變而來，在元宵節的傍晚到農曆正月

十八，穿梭大街小巷到各戶參拜，藉「迎龍」來趨吉避凶，同時亦是一種歡慶「燈

節」的活動。早期農村路燈並不普遍，龍隊多以火把領路，挨家挨戶參拜，而民

眾手牽孩童提著燈籠，跟著龍走，一場又一場，庄頭跟到庄尾，因為在習俗中客

家人認為跟著龍走可以多吸點龍氣帶來平安吉祥，因此民眾樂此不疲，漸漸形成

「跈龍」(跟著龍走)這個文化。 

不同於一般舞龍表演鮮有燃放鞭炮擲向龍身的習俗，苗栗客家族群在正月半迎龍

時會燃放鞭炮，一方面有恭迎神龍靈氣驅邪納吉之意，一方面慶賀助興，而燃放

鞭炮產生的聲、光、煙霧，則視為大氣中的雷、電、雲，全身亮麗的神龍在煙硝

瀰漫的炮陣中穿梭翻騰，猶如行雲駕霧，舞龍隊員亦在炮聲助興下，舞得更加起

勁。因此「(火旁)龍活動」不僅有迎春納福的意涵，更保有傳統習俗及文化傳承

的深遠意義。 

 

  為讓更多民眾了解、參與(火旁)龍這項饒富文化意義的客家民俗盛會，苗栗縣

政府於每年元宵節皆舉辦一系列(火旁)龍慶典活動，結合傳統文化、地方特色及

區域資源，讓民眾親身體驗(火旁)龍的驚險刺激，過個樂趣十足的熱鬧客家年！ 

 

(火旁)龍六部曲 

 

  (火旁)龍活動可分為六個步驟，各有不同的文化意涵： 

 

  一、【糊龍】由龍主取材製龍，一般要於過年前完成，年後練習，元宵節時迎

龍拜年。 

 

  二、【祥龍點睛】祈求天神賜降神靈瑞氣附於龍身，藉神龍繞境參拜，護佑蒼

生。早期苗栗客家習俗，糊製完成的龍要於正月十五到當地的土地公廟尊循客家

古禮科儀「開光點睛 」後，始可至家戶登門參拜。現苗栗市公所為推動此一特

有文化的保存及教化之意義，因此配合「迎龍、跈龍、(火旁)龍」的活動，整合

苗栗地區龍隊，將「祥龍點睛」儀式 改至農曆正月初九天公生當天，在苗栗市

中心之玉清宮聯合舉行，期使客家民俗精髓得以傳承。 



908 
 

 

 

  三、【迎龍】客家人對元宵節「迎龍」有兩種意義，一是歡迎「神龍」登門參

拜、納福，一為「舞龍」歡慶年節。客家人咸信神龍登門參拜等於神明造訪，能

為地方消災，給家戶 帶來好運。 

 

  四、【(火旁)龍】龍愈(火旁)愈旺，迎龍時燃放鞭炮，有恭迎神龍的靈氣驅邪

納吉之意，一方面慶賀助興，一方面增加年節熱鬧氣氛。(火旁)龍時炮陣四面八

方射向龍身，全場煙 霧瀰漫、人聲鼎沸，鑼鼓及炮聲震耳欲聾，掀起民眾高昂

的歡樂情緒，每將苗栗特有民俗活動推上節慶的最高潮。 

 

  五、【跈龍】跈龍就是跟著龍走，可以帶來平安吉祥。 

 

  六、【化龍升天】炸完龍之後，龍隊需返回龍籍點睛的土地公廟「謝神化龍」，

其意功德圓滿送龍神天。 

 

 

 

(4).油桐花 

每到四、五月春夏之交，苗栗境內油桐花盛開，彷如飛雪片片，覆蓋山頭。

當置身油桐林間，舉目遠望，可見到青鬱疊山間有如皚皚白雪，而一抬頭，朵朵

潔白小巧的油桐花就在頂上，微風輕拂，花朵扇然悄落；輕掬一朵，踏上佈滿油

桐花的白色小徑，隱隱感覺，幸福就像油洞花般地在身旁綻放．．．苗栗以北山

區由於日據時期引進油桐樹廣泛栽植，形成許多油桐樹群集的聚落，在新竹、苗

栗一帶的客家庄尤其茂盛。早年許多客家人以油桐樹為經濟作物，所以柚桐樹與

客家人的淵源非常深厚，因此，有「五月雪」美稱的油桐花也成了最美麗的客家

文化象徵，每年盛大的油桐花祭活動，都吸引數百萬人潮參與，感受客家質樸、

熱情的人文特色以及動人心弦的油桐花之美。當油桐花開始輕盈娉婷地舞動，春

意也紛然杳至，在這春暖花開的明媚時節，誠擊邀請您來苗栗作客，客家庄的熱

情跟雪飛的油桐花，會讓您帶著滿滿的感動回家！ 

油桐小檔案： 

學名：AleuritesMontana 

別名：皺桐、千年桐、廣東油桐 

油桐花原產於長江流域，落葉性喬木，樹型修長，可達十公尺，屬為大戟科油桐

屬，樹冠成水平展開，層層枝葉濃密，樹皮平滑、灰色、葉互生。油洞花為白色

稍帶一點紅色，雌雄同株異花，花瓣 5 片，掉落下仍是整朵桐花，雌花僅掉落 5

個花瓣，花房長大即為油桐子，油桐子果實內有種子 3-5 顆，可用來榨桐油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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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海洋季 

苗栗向來被稱為「山城」，其山林美景與豐富的農場觀光資源亦為大家所熟

知，但其實苗栗縣擁有長達 50 餘公里的海岸線，沿海景觀資源同樣多元豐富，

漁港、海水浴場、海岸生態等不僅關乎當地居民生計，也是遊客休閒遊憩的重要

場所，因此為增加漁民及當也居民收益，同時提供遊客更優質的休閒環境，縣長

劉政鴻對發展苗栗海岸線休閒遊憩空間一直不遺餘力，農業局亦在縣長指示下積

極規劃、建設，其中除了將外埔漁港從原先僅具傳統產業功能之漁港變成傳統與

現代休閒兼具的美麗漁港，更舉辦「苗栗海洋觀光季」活動，讓全國民眾在海浪

輕唱中、海風吹拂下，度過一個熱鬧、浪漫的美麗夏夜。 

 

 黑幕上，金銀花燦然迸開，月夜下，水精靈輕盈舞動， 

 在盛夏的苗栗海濱，有場約會正悄悄醞釀， 

 光與影，月夜與晚風，美麗戀曲就要悠然響起…… 

 音樂、熱情、感動，海洋深呼吸…… 

 我的心──醉成一灣愛情海。 

 

 

(6).草莓溫泉季 

時序進入冬天，一顆顆鮮紅香甜的草莓將陸續成熟，跳躍你的味蕾、挑逗你

的食慾，一直延續至春天 4 月都是草莓活躍的季節，越接近農曆年，越是草莓

產量最盛的時期，草莓的口感也就越顯香甜。不過，想要嚐鮮的您，當然可以從

現在就可以大快朵頤一番喔，從帶點微酸的草莓，一路品嚐到最為鮮甜多汁的盛

產期，多層次的風味保證不會讓您嫌膩；如果還加上親手摘的田園樂趣，可是別

有一番滋味呢！提到草莓，苗栗縣大湖地區真的是名揚千里，此刻進入大湖地區，

不論南來北往的路程，沿途你都可以看到一片片翠綠的草莓園，一顆顆嬌豔欲滴

的紅色草莓，在一片綠意中飛躍著，碩大肥美果實，鮮豔晶亮色澤，彷彿就在向

您招手似的，讓人食指大動。 

 

  來到這裡，除了享受廣為人知的田園採果樂之外，草莓酒「湖莓戀」與「典藏

情莓」、李子酒「陶然紅」…等，近來也以濃醇獨特的口感成為遊客爭相詢問的

寵兒。來到東南亞唯一的草莓酒莊－「大湖酒莊」，可以洽詢專人帶領，參觀製

酒過程；也可以坐在品酒中心一角靜心品嚐，只覺得鮮果馨香瀰漫耳鼻，直達心

田，幸福浪漫湧上心頭…。此外，酒莊也以當地草莓、李子、向日葵等特產，製

造出口味獨特的冰淇淋，以及草莓蛋糕、草莓布丁等食品。其中以草莓酒冰淇淋、

李子酒冰淇淋帶有淡淡酒香，最受遊客歡迎。每到假日，人手一個冰淇淋的盛況，



910 
 

 

其顯見受歡迎的程度，還有草莓娃娃、手機吊飾等討喜的紀念禮品，為這趟草莓

之旅留下難忘的註腳。 

 

  至於酒莊旁的「草莓文化館」則展售當地農特產、介紹草莓在這裡發展的歷史

與相關生態知識，並設置餐廳與空中花園，忠實呈現了大湖地區獨特的草莓文化。

來訪民眾在選購特產、享用風味餐之餘，還可以鳥瞰田園風情，讓所有人共度一

段感性、知性、饒富趣味的草莓假期。 

6.苗栗古蹟之美 

(1).苗栗文昌祠 
 

  

  苗栗文昌祠位於現在的苗栗縣苗栗市區西南，中

正路與文昌路交叉口上。面積為 1,387平方公尺，民

國七十四年八月十九日，經內政部公告指定為臺閩地

區第三級古蹟。 

  苗栗地區的行政區劃從明末以來多有變動，清康

熙二十三年（1684 年）起隸屬於臺灣府諸羅縣。隨

著移民的增加和地位的逐漸重要，雍正元年（1723

年）臺灣北部增設淡水廳及彰化縣，苗栗地區屬於彰

化縣管轄，雍正九年（1731年）改歸淡水廳管轄，光緒元年（1875年）增設臺

北府，將淡水廳分為淡水、新竹兩縣，苗栗隸屬於臺北府新竹縣。臺灣建省後，

苗栗正式設縣，隸屬於臺灣府。 

   苗栗地區從乾隆年間逐漸開發之後文風日盛，讀書考科舉的人越來越多，

因此在光緒八年（1882 年）有例貢生林際春、廩生陳萬青、生員黃文龍、監生

邱蘊常、范炳輝等人倡議建造被民間崇祀為主管考試和讀書的文昌帝君祠，延聘

堪輿師監生王東海監造，規模為一座二進及左側護龍，共十六間。工程於光緒十

一年（1885 年）完成，同年、董事林際春由新竹背負文昌帝君神像入祠安座。

文昌帝君配祀韓文公（韓愈）及倉頡，有祀田兩處，一在四湖桄榔埔，一在蛤子

市斗涵頭。  

  光緒十五年冬（1889 年）首任苗栗縣知縣林桂芬抵任，因當時苗栗縣初設，

所以把文昌祠作為暫時的辦公場所，一年後才遷到新建完成的衙署。光緒十八年

（1892 年）、又在文昌祠內的倉頡廳及左護龍設立英才書院，做為苗栗地區主要

的教育機構，在臺灣割讓後，書院失去了原有的功能；而文昌祠則是一度淪為日

人的憲兵駐屯地、公學校分教場和支廳宿舍，也因而遭到嚴重的破壞，直到光復

後才加以重新整修。  

  苗栗文昌祠是一座三開間兩進兩廊的合院式祠宇。祠前有寬闊的廟埕，埕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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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道照牆與中正路分隔，照牆左右設出入的山門各一座。前殿外檐裝修多由砂

岩雕成，正面開三門，抱鼓石特別碩大，是其他廟宇比較少見的。中門左右鏤雕

石質夔形圓窗，形式古樸。大木結構多用角形樑，是主要的特徵。由於民間相信

文昌帝君職司考運，所以每屆考期、臨考的學子除了祈求金榜題名之外，考取後

還願時多將姓名及校名留下，久而久之，琳琅滿目，就為文昌祠的正殿空間添加

幾許特殊的景觀。  

(2).鄭崇和墓 
 

  

  鄭崇和墓位於昔日後龍竹圍子山，即今天的苗栗

縣後龍鎮臺六號與臺一號省道交叉口上，始建於道光

七年（1827年），同治六年（1867年）重修。 

   鄭崇和名合，字其德，號貽菴，生於清乾隆二

十一年（1756年），卒於道光七年（1827年），享年

七十二歲。 

  竹塹鄭氏祖籍福建漳州府漳浦縣，康熙年間始祖

鄭懷仁遷入金門（浯江），乾隆四十年（1775 年），

三世長子鄭國周率四弟國唐、五弟國慶及國唐長子崇

和來臺，定居竹塹後龍的溪洲。鄭崇和九歲喪母，少

時好讀書，但屢試不第，後來捐為監生。他來臺後先

在後龍教書，後遷至竹塹，因有不少富家子弟前來就學，而累積了一些資財，

同時也從事土地的開墾，所以鄭家很快的成為竹塹地區的富有家族。 

  鄭崇和的行為十分符合儒家的理想類型，貧困時不肯以刀筆營生，富有之

後生活儉約，敬惜字紙，不口角傷人，對親族尤其恩義備至。在公共事務方面，

他扮演著地方領導人的角色。嘉慶十年（1805 年）海盜蔡牽侵犯淡水廳地區，

他募勇防守後龍。嘉慶二十年（1815年）發生飢荒，崇和發粟平價。二十五年

（1820年）瘟疫流行，他又施藥濟助，全活不少人命，對死者則捐棺助葬。道

光四年（1824年），大吏運米糧赴天津，他率先響應。此外，鄭崇和也曾在竹

塹設隘防番，並且勸息閩粵械鬥。由於功在鄉梓，道光七年（1827年）去世後

即入祀鄉賢祠 鄭崇和娶中港人陳氏素為妻，先是收養大哥長子鄭用鍾，後生三

子，即鄭用錫、鄭用錦、鄭用銛。陳氏卒於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原葬於

寶斗仁山，同治六年（1867年）移葬與鄭崇和同穴。  

  鄭崇和的四個兒子均各有成就，鄭用鍾雖然沒有功名，但以經營實業著稱。

鄭用錦是秀才，鄭用銛則是歲貢生。而其中最著名的是次子鄭用錫，他是道光

三年（1823年）進士，官至禮部員外郎，晚年興築著名的北郭園以自娛。用錫

卒後入祀鄉賢祠，誥授中憲大夫晉封通奉大夫，同時父以子貴，鄭崇和也誥贈

通奉大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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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鄭崇和墓是清制的官墓，佔地 3,453平方公尺，路旁有神道碑一方，規模

宏大，構造完整，氣勢僅次於王得祿墓。墓依從二品例，有石人、石馬、石羊、

石虎及石望柱各一對，雕工精細、栩栩如生。墓塚前立觀音兜形墓碑一方，為

同治六年重修時所立，碑文為：「皇清誥贈通奉大夫顯祖考祀鄉賢祠鄭公二品夫

人顯祖妣鄭門陳太夫人合葬佳城」，橫額為「浯江」。 

 

(3).賴氏節孝坊 

 

  鄭苗栗賴氏節孝坊座落於苗栗市大同里苗栗段

七六七之十七地號，位置在苗栗市大同里福星山

上，於民國七十四年（1985年）公告指定為臺閩地

區第三級古蹟。  

  賴氏節孝坊表旌貓貍街賴萬盛之女賴四娘。生

於嘉慶十一年（1806 年），卒於光緒十四年（1888

年），享年八十三歲。賴氏年幼即為臺北府新竹縣舉

人劉獻廷長子劉金錫指腹之妻，年十四時，夫逝，

矢志守寡。劉金錫之弟舉人劉金壁以孝順見重，遂將長子世熙過繼給賴氏為

嗣，以延續兄長香火，賴氏亦撫育猶如親子。臺北府知府陳星聚為賴氏節孝坊

所題楹聯即云：「十四齡節義守閨門，無慚一家忠義；七八載孝名傳史冊，增

色兩代功名。」賴氏夫家劉姓家族在貓貍地區亦為一書香門第，世代頗有科名，

尊翁劉獻廷中道光十四年（1834年）甲午科林廷祺榜，為貓貍地方鄉試及第的

第一人；其次子劉金壁中道光十九年（1839年）己亥科葉修昌榜，因父子二人

先後中舉，世人敬稱為「雙舉人」，其故居所在地之公館鄉尖山村劉宅附近，

亦被稱為「舉人坪」。 

  光緒九年（1883 年），賴氏時年七十八，榮獲節孝旌表，並准建坊於今苗

栗市區西南之文昌祠右側。明治四十二年（1909 年），因道路開闢，牌坊遂遷

移至今天雲街天雲廟邊。民國六十八年（1979 年），又因天雲廟改建，再遷至

福星山現公園現址。 

  賴氏節孝坊，為一座四柱三間三層的石造牌坊，石材採用花崗石與部分砂

岩雕成，立體結構保存相當完整。建築物坐西北朝東南，有石獅﹑望柱及欄杆

加以環圍。一字排開的四柱，面寬 488.5公分，高 510公分。上層頂檐的下方，

安有「聖旨」牌一方，柱身前後則刻有楹聯數幅。   

(4).中港慈裕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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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港慈裕宮位於中港市街西側的邊陲，址在苗栗縣竹南鎮中美里民生路七

號，地當民生路與八德街的交叉口。有關慈裕宮的始建年代，根據《淡水廳志》

的記載：「(在)嘉慶二十一年(1816年)，(由)甘騰駒等捐建。」但是，廟中所遺

留的最古老的文物－－前殿正門左右兩側的青斗石獅，獅座上刻有「乾隆癸卯年

桂月，福建漳州府龍溪縣二十九都，甫山社弟子王靜觀敬奉」等字樣，可知較確

切的創建年代應為乾隆四十八年（1783年）。因此，《淡水廳志》上的記載應指

第一次修建。  

   中港是漢人移居竹南地區最早墾拓的地方，其後發展為興盛的「中港街」

河口港市，是往來艋舺與鹿港之間的交通重鎮及貨物集散地。媽祖信仰也隨著移

民及河港貿易而傳入，中港慈裕宮所奉祀的主神即為迎自湄州的三媽（渡臺媽），

以及鎮殿的軟身大媽與二媽，蟒袍鳳冠，型態威儀。  

  慈裕宮創建至今，曾歷經易地重建與大肆增建的過程。根據廟方所編《中港

慈裕宮志》與宮中現存匾額文物加以勘考，道光六年（1826年），慈裕宮遭受漳

泉械鬥的波及而焚毀。而且原廟基地低窪，每逢天雨，即苦於水患。因此于道光

十八年（1838年），將廟宇重建於中港街現址。目前廟中前殿仍存有當時的楹聯：

「極坤德之洋洋聖母實為大聖母，新斯廟之亦亦瀛州別有小湄州」。日治時期大

正年間，廟宇年久失修，棟樑蝕朽，因此做了一次大規模的修建工作，包括前殿

與正殿的大部份石作，都在此時汰舊更新。民國之後，在廟方多次的改建與增建

下，慈裕宮變得輝煌壯麗，舊有的部份在新增建築的包圍下，宛若一座全新設計

的廟宇建築。 

  慈裕宮是一座通面寬七開間、三進兩廊帶左右兩護龍的合院建築。正面面寬

29.63公尺，進深 25.17 公尺。三川殿前後左右結構勻稱，為其平面的特色。中

央明間淨寬 4.76公尺，左次間淨寬 2.17公尺，右次間淨寬 2.19公尺，明間較

次間淨寬大至 2.18倍，使次間格外顯得狹小，與其他廟宇相比，是較少見的作

法。  

  石雕是慈裕宮裝飾的主體，包括入口正門與外檐裝飾、檐廊及立柱。前殿中

門的一對青斗石獅，是目前所知該宮最早的石雕佳作，前殿的蟠龍石柱，是慈裕

宮僅存的一對早期龍柱，柱心雕得十分細瘦，是該宮的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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