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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 年度客家委員會補助大學校院發展客家學術機構 

2015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客家文化研究發展計畫 

子計畫一： 2015 詔安客家學術研討會 

- 論文精要- 

一、 前言 

根據「2004 年客家委員會全國客家人口基礎資料調查」 研究成果，「四、海、

大、平、安」臺灣五大客語腔調之中，屬「安」之使用詔安客語的族群多集中於雲

林地區，少數分布於臺北、桃園、臺中、南投、彰化、嘉義、臺南、宜蘭、臺東等

地。十餘年來透過詔安客內部的自我覺醒、一次又一次的擾動，以及逐年累積的基

礎調查，已經描寫出一幅詔安客家的模糊輪廓。詔安客雖然身為臺灣五大客家族群

之一，但仍然是最不為人知的一群。也因為族群的弱勢，導致外界對於詔安客之瞭

解相當有限，加上能使用詔安客與的人口日益減少，讓詔安客家文化的傳承及保存

仍有相當之難度。 

客家委員會（以下簡稱「客委會」）依據「99 年至 100 年全國客家人口基礎資

料調查研究」結果，將雲林縣崙背鄉列入客家文化重點發展區，是全臺唯一以詔安

客家族群為主的重點發展區。此外，客委會補助的「詔安客家文化園區」，硬體設

施已於 2014 年落成並試營運，展示工程也在進行當中，加上文化園區週邊相關計

畫陸續推動，也促使「詔安客家文化生活博物館」整體架構更加明顯，詔安客家族

群的意識也逐漸提升。然而與其他客家族群相較之下，以詔安客家為對象的研究仍

十分不足，除少數碩士論文之外，大部份的文章散見於期刊，或僅於專書的部份章

節約略提起，付諸於文字圖像的具體成果有限。因此建立一個研究交流平台，讓詔

安客家研究能有持續性的管道進行發表及彙整，對於詔安客家研究亦有相當大的助

益。 

本中心在 2014 年重新檢討過去 2012 年、2013 年所舉辦的各次詔安客家學術研

討會與客家研究計畫，發現以下兩個問題，並對各問題與對策進行說明： 

1. 投稿論文品質可再提升：透過2012年與2013年研討會的辦理，可察覺若干

學者長期投入詔安客家研究，並積極參與二屆詔安客家研討會，詔安客家

研究圈的儼然形成。因此本屆研討會便鎖定詔安客家研究圈之學者進行邀

稿，使詔安客家研究議題能更為深入，論文品質可再提升。 

2. 研究議題範圍應再擴展：辦理 2013 年研討會時，羅肇錦教授、吳中杰教授

等學者均反映若研討會僅對詔安客議題，其議題範圍過小，稿源顯然不

足，加上目前臺灣尚無以漳州客、閩客為主題的學術研討會，因此應可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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徵稿的主題範圍擴大，使討論議題能更具廣度，並可擴大參與層面。 

針對以上問題與對策，本年度研討會便主動邀請相關研究學者針對詔安客家、

漳州客家各種主題提供稿件，並擔任發表者及與談人；另亦向客家相關科系、學院

之研究生與相關研究同好公開徵稿。 

二、 研究目的： 

本研討會之活動目的，說明如下： 

1. 探討詔安客家與漳州客家之語言、文化、歷史、產業之課題； 

2. 深化詔安客家與漳州客家之研究內涵，擴大研究範疇； 

3. 打造詔安客家與漳州客家之研究交流平台，提供研究成果發表管道； 

4. 挖掘詔安客家與漳州客家之文化的豐富內涵，作為進行詔安客家與漳州客

家之文化保存與推廣的參考。 

三、 執行情形 

3-1 執行方法 

本計畫旨在舉辦一場全國性的詔安客家文化學術研討會，透過特定對象邀稿方

式，網羅從事詔安客家、漳州客家等領域的研究者進行論文發表，包含詔安客家產

業、觀光與文化資產，詔安客家語言與文學，詔安客家歷史與族群之相關議題，並

開放給對於詔安客家、漳州客家研究有興趣的學員參加，本研討會為一天之行程。 

3-2 執行步驟 

本研討會內容邀請從事詔安客家學術研究的學者提供論文稿件，並且與專業的

相關領域專家進行與談，與會的學員互相交流與討論，此引起與會的學員興趣，進

而了解詔安客家的研究領域。發表的論文主題包含詔安客家產業、觀光與文化資產，

詔安客家語言與文學，詔安客家歷史與族群三大議題。 

四、 成果效益 

本研討會論文邀稿共有 8 篇論文稿件，徵稿無投稿稿件，故計 8 篇論文發表。

論文發表活動由本校設計學院李傳房院長主持，文化處陳美燕副處長、民政處楊勝

道科長等 3 位長官蒞臨指導。現場共有 44 位學員報名參加，7 位講師參與與談及主

持，包含工作人員及發表者，共計 70 位參加本研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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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活動檢討 

1. 徵稿篇幅為 0，僅有邀稿論文 8 篇 

此次詔安客家研討會，徵稿時間為 104 年 5 月 22 日（五）要完成摘要投稿，距

發佈約一個月時間，徵稿時間緊湊，而導致專家學者無法及時參加徵稿活動時間，

影響徵稿篇幅不足之因素。由於詔安客家相關研究的專家、學者較少，使客家研究

範圍並非廣泛，使本次研討會徵稿上有篇數不足之處。 

六、 後續建議 

由客委會所補助的「詔安客家文化園區」已完成建築主體工程，展示工程正在進行

當中，加上文化園區周邊相關計畫的執行，促使詔安客家文化生活博物館整體架構更

加明顯。但囿於館舍面積有限，可辦理全國性學術研討會之設施不足，若未來有機會

於詔安客家文化園區內舉辦部分場次，或進行現地參訪，將對詔安客家文化能更具體

的認識。 

由於本研討會包含「詔安客家產業、觀光與文化資產」、「詔安客家語言與文學」、

「詔安客家歷史與族群」三大主題，並採用邀稿與徵稿兩種方式，但因徵稿管道並未獲

得投稿。因此未來在辦理此類研討會時，可以提早公告徵稿訊息，延後投稿截止時

間，增加學生與相關學者、文史工作者之投稿意願。亦可以擴大研討會之主題，擴大

研討主題範圍，可增加稿件數量。。 

本次研討會已圓滿結束，與會來賓與學員都相當踴躍投入此次活動，並期許相關

活動可持續辦理。透過本活動學員問卷的回收，即可看出本活動之舉辦，確實提供了

不同客家族群互相了解的機會。有鑑於此，未來本校期許在時間、人力、物力皆許可

的情況下，能再次舉辦相關活動，會傳承及保存詔安客家文化進最大的努力。 

因此，建請客委會可持續補助辦理詔安客家相關學術活動、相關研究論文發表，

以及實地踏查的工作坊。讓詔安客家相關之專家、學者、學生及文史工作者一同來推

動詔安客家研究、分享詔安客家研究成果與心得，也開放讓有興趣的學員參與，從中

瞭解詔安客家文化，進而深化詔安客的研究成果。



 
【2015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客家研究發展計畫－詔安客家的發掘與傳承】 

子計畫一： 2015 詔安客家學術研討會 

 
4 

 



【2015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客家研究發展計畫－詔安客家的發掘與傳承】 

子計畫二：敬宗收族—雲林詔安客宗祠普查計畫 
 

1 

104 年度客家委員會補助大學校院發展客家學術機構 

2015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詔安客家研究發展計畫— 
詔安客家的發掘與傳承 

子計畫二：敬宗收族——雲林詔安客宗祠普查計畫 

- 論文精要 – 

祖先崇拜（ancestor worship），是多數人類社會重要的文化核心，它以已逝的血

緣祖先或想像祖先為崇拜對象，有些甚至提升至與神靈相等的位置，永世崇拜外，還

衍生出一系列之信仰概念與行為規範（雲五社會科學大辭典：人類學，1989：199）。

對特別重視祖先的漢人而言，祖先崇拜具慎終追遠、不忘根本的意義，同時產生多種

敬祖的禮俗，祠堂家廟即是其中顯著的特色，透過對祖先的祭祀活動，傳承且保存漢

人社會的禮制概念，同時發揮「收族敬宗」之效。 

一般咸認，客家人對祖先崇拜與家庭倫理特別重視，前者表現出對祖先的孝思，

於生命禮俗、歲時節慶中進行家祭、墓祭、祠祭等禮俗，後者則呈現在對家庭、親屬

與宗族的關係上。具體的或有形的表現，則包括祠堂家廟、祖廳、墓塚、畫像、牌位、

族譜…等等。 

在雲林詔安客的自我宣稱或他者形容中，祖先崇拜為其族群最鮮明的特色，多數

聚落保留傳統的「公廳」，或當代改良的祖先祭祀空間，張廖姓更興築家廟崇遠堂，

其家廟及春秋兩次祭祖大典，被宣稱為詔安客三大文化特色之一。除崇遠堂之外，張

廖姓還有其他祠堂，而其他姓氏如李姓、鍾姓…等也有設置。然而，為什麼一般人會

認為詔安客特別重視祖先崇拜，而祖先崇拜與祠堂的具體關聯性又是為何？客家人傳

統的「神在廟，祖在廳，人在屋，畜在欄」的空間倫理觀，雲林縣詔安客庄是否亦是

力如此？祠堂家廟是否如過去一樣，仍作為營造宗族凝聚 的重要一環？在時代變遷之

下，耆老衰老、文化式微，加上過去鮮少留下文獻，而殘餘的紀錄與記憶，今日已難

拼湊出祠堂家廟及其祭祀禮俗的完整內容。因此，本文以祭祀祖先的空間—祠堂為

例，試圖探討祠堂對雲林詔安客之重要性，又特別聚焦在雲林詔安客中人口數最多的

張廖姓所建置的祠堂，檢視其社會與文化意義。 

藉著探索祠堂之多義性，本文期望能考掘出祠堂在歷史流變中—不管是對氏族或

詔安客族群—所產生的深層意涵。所謂「多義性（polysemy）」，指符號（sign）除了

本身所指涉的固定意義外，還承載多種潛在性意義的觀點，且視不同社會和文化脈絡

而定。以張廖姓之祠堂為例，作為一個姓氏的「符號」，對其「局內人（insider）」而

言，必定有顯而易見的、具體的甚至是潛在的意義。但在其他脈絡下，它還產生哪些

指涉？而當張廖姓之家廟—崇遠堂被視為具詔安客族群文化特色時，此象徵是受到什

麼權力運作所支配嗎？詔安客重新對祠堂之重視，除彰顯傳統文化外，是否也創建了

隱喻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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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目的 

祠堂家廟及其祭祀活動，是漢人表現慎終追遠、不忘根本的宗族概念，是人倫孝

道的展現，傳統禮制概念的落實，及家族繼嗣制度的基礎。以上之特點，皆可在雲林

縣客家庄內略察一二，然而，在時代變遷之下，耆老衰老、文化式微，加上過去鮮少

留下文獻，而殘餘的紀錄與記憶，已難拼湊出祠堂家廟及其祭祀禮俗的完整內容。因

此，本計畫將以雲林縣詔安客村莊為研究對象，透過實地的田野調查、口述採集，同

時蒐集運用相關文獻史料，以追溯雲林詔安客各姓氏祠堂家廟之歷史、分佈及變遷，

同時探研祖先崇拜深厚的文化內涵，宗法制度對詔安客聚落肌理構成的影響，以及雲

林詔安客祠堂家廟與大陸原鄉之宗祠的關聯。 

1、呈現雲林縣詔安客之祠堂家廟的分佈、歷史沿革、儀式行為、內部配置及對

相關子裔之影響力。 

2、記錄雲林縣詔安客各種祭祖儀式內容與祭祀行為。 

3、詮釋雲林縣詔安客祖先崇拜之社會文化特色。 

4、建構出祠堂家廟對雲林縣詔安客聚落肌理及地方網絡構成之影響。 

5、提出祠堂家廟作為雲林縣詔安客庄文化資產之意義與價值。 

6、建立雲林縣詔安客祠堂家廟之完整紀錄，補闕史乘不足之處。 

二、研究方法 

本計畫以文獻分析、田野工作（主要範圍：西螺鎮、二崙鄉、崙背鄉）、深度訪

談為研究方法，以完成雲林縣詔安客家區域宗祠之調查研究。 

三、研究之理論分析架構 

  祠堂與家廟之分別，劉黎明（1993：1）雖指出祠堂別稱祠廟、祠室、家廟、

宗祠，民間祠堂與天子宗廟仍有差異，不過民間仍承襲舊制，泛稱祀祖空間為祠堂。

1不過，仍有學者提出不應該將祠堂與家廟混為一談，例如科大衛（2003）認為「祠

堂」是人們眼中家族禮儀的中心，而「家廟」是明代制度上所稱之建築物2。不管祠

堂或家廟，是地方社會中的社會禮儀與建築象徵，皆可協助我們了解宗族之發展與變

遷。 

                                                 
1宗廟為古代天子、諸侯祭祀祖先的場所，在殷商時期便有同姓、同宗或同族者建立宗廟的行為。歷代

演進中，不僅建立宗法制度、「神主」形制規格、祭祀禮節、營建制度…等，也逐漸出現民間祠堂，並

在宋代所推崇的理學中，藉朱熹的《家禮》獲得發展的基礎，祠堂所指涉的血緣觀念得以根深蒂固。

明清時期，宗族制度發展成熟，祠堂家廟建築益加興盛，祖先祭祀成為家族重要活動（劉黎明 1993）。

南宋時的祠堂，指的是祀先祖於正寢之左的空間，而朱熹的《家禮》中將祠堂搬到居室外面的獨立空

間，則稱為家廟，不過民間多統稱為祠堂（劉黎明 1993：14‐19）。由於祠堂演變歷史相當複雜，故不

在本文中贅述。 
2科大衛，2003，〈祠堂與家廟:  從宋末到明中葉宗族禮儀的演變〉，《歷史人類學學刊》，第 1 卷 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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祠堂家廟研究中，以歷史學與建築之領域為多，前一類多探究宋、明或清代（或

更早）之發展狀況，如從社會史的角度探討宗族的變遷，因此較聚焦在宗族功能、宗

法制度、禮儀變遷、族產…等議題。後者調查分析祠堂家廟的建築特色，兼及其創建

沿革、宗族繁衍等歷史。 

四、重要發現 

（一）瞭解宗祠及祭祖活動所展現的詔安客家文化的重要面向，說明祠祭祖先是

宗族建設的重要部分。 

（二）瞭解各宗祠祭祀時間與形式之特點。 

（三）家族組織在農業社會生活的重要性，族人形成血緣團體，與宗祠祭祖重大

活動，瞭解構成地域社會最基本的文化、經濟與社會的演進歷程。 

（四）瞭解家族發展對人際網路、族群網路之影響。 

（五）研究成果將可回饋雲林縣詔安客家各家族的文化傳承之基礎記錄。 

五、結論 

祠堂家廟及其祭祀活動，是漢人表現慎終追遠、不忘根本的宗族概念，是人倫孝

道的展現，傳統禮制概念的落實，及家族繼嗣制度的基礎。以上之特點，皆可在雲林

縣詔安客家庄內觀察得出。 

大部分張廖姓的宗祠是在清朝時期建立，證實張廖族人在開墾初期已組成以血緣

為基礎的聚落，再藉著供祀同一位遠祖，而集聚居處各異的同族人，合建跨村落的大

總祠或分祠。總祠—分祠—支祠之結構，結合成血緣關係的紐帶，雖張廖姓支脈繁多，

房系派下複雜，發展也各異，祠堂間既各自獨立又相互聯繫，成就堅強的親屬網絡，

在墾拓時代發揮抵抗盜匪的作用，在當代則成為詔安客族群意識的凝聚力量，以及族

群文化的重要基礎。換言之，張廖姓在祖先來臺的三百多年間，各派下房系之間有矛

盾衝突，藉著祠堂之建築實體及其相關組織、活動，成功地在雲林西螺、二崙及崙背

地區形成一個具有廣泛意義的地域群體及宗族社會結構。 

關鍵字：祠堂、詔安客、張廖祠堂 

 



【2015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客家研究發展計畫－詔安客家的發掘與傳承】 

子計畫三：濁水溪下游閩、客族群關係（1700-1900）：西螺地域為中心 
 

1 

104 年度客家委員會補助大學校院發展客家學術機構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詔安客家研究發展計畫－ 
詔安客家的發掘與傳承 

子計畫三：濁水溪下游閩、客族群關係（1700-1900）：西螺地域為中心 

– 論文精要 – 

一、研究目的 

西螺當地有所謂的「閩客」移民，其來源可分為二：一為詔安縣二都；一為汀州

府永定縣。其中，西螺地域大姓──廖、李及鍾姓，就是詔安縣二都的客家移民，他

們又被稱作「詔安客」，為今日濁水溪下游聚落主要的組成人群。此外，清代汀州府

永定縣移民也曾經活耀於西螺地域，如同治 10 年（1871）主持西螺街福興宮、廣福

宮及太元寺重修的監生江開漢，即是來自汀州府永定縣高頭鄉的移民。值得注意的是，

這群汀州府永定縣的移民，人數應不少，因此在西螺當地有「永定厝」（今二崙鄉永

定村）的地名留存。由前述可知，清代活動於濁水溪下游西螺地域的人群，不僅今日

所見人數最多的詔安縣客家移民（詔安客），更還包括廣東省及福建省汀州府永定縣

的客家移民。不過，移民自廣東及福建汀州的這群客家人，在過去的研究中，甚少被

討論。1究竟清代西螺地域的閩、粵關係如何？再者，過去對於西螺地域的詔安客研

究雖累積了不少成果，然皆未說明詔安客為主的人群何時形成？何種原因造成原為閩、

粵共處的西螺地域轉為以詔安客為主的人群聚集之地？此為本計畫研究目的之一。 

另外，本計畫企圖從西螺地域內的廟宇及神明會之地域人群的整合與動員，回應

清代以來、閩客族群關係的形成、變遷及民間信仰在地方社會發展中所扮演的角色，

從而整體考察清代以來西螺地域社會形成的歷程、面貌，並驗證本文所謂清代臺灣社

會民間信仰兼有社會整合，也是跨地域、族群間競合互動的主要機制看法。此為本計

畫研究目的之二。 

上述，為了釐清濁水溪下游社會建立的全貌，有必要針對沖積扇平原地區閩、客

漢人的開墾活動暨其與熟番原住族群間的關係，進行整體考察；而針對西螺地域熟、

漢各族群聚落歷史脈絡的勾勒，則有助於濁水溪下游西螺地域族群關係議題的釐清。

本計畫即是在過去西螺研究的基礎上，透過古文書、方志、仕紳文集等資料，以濁水

溪南岸的地方社會作為研究對象，重新討論西螺地域的族群關係，企圖透過漢人移民

聚落形成，探討人地關係及各籍漢人在歷史時空流轉中之互動關係，從而考察今西螺

地域詔安客勢力範圍形成的歷史由來。簡言之，本計畫擬從地域史與族群關係的角度，

透過漢人聚落形成與族群關係變遷的討論，企圖長時段考察閩、客族群的關係發展與

聚落歷史形成，勾勒詔安客形成過程的特色。 

                                                 
1過去的研究集中在廖、李、鍾等姓詔安客的討論，至於廣東饒平客及福建汀州客在西螺地域移民活

動的提出，請參閱楊朝傑，〈清代西螺溪下游「詔安客」勢力範圍的形成〉，收入於黃衍明主編，

《2013詔安客家學術研討會論文集》（雲林：國立雲林科技大學客家研究中心，2013），頁 89‐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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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方法 

本計畫主要採取的文獻分析及田野深度調查等研究方式，茲簡述如下： 

1.文獻分析 

區域社會研究，首先應了解被研究區域的相關歷史沿革、地理環境，與地方

生活習俗。是故透過文獻蒐集與史料的解讀，目的是由歷史視野來看待地方社

會。相反地，亦可由地方社會來建構歷史，也就是藉由庶民史料（戶籍與地籍資

料，以及公私藏古文書等）與政府史料交織辨證，釐清地方歷史特色。 

簡言之，本計畫將經由文獻蒐集與史料解讀，以釐清漢人移墾時期西螺地域

的社經面貌，從移民人群的原鄉祖籍來源、在臺遷移史、族群互動情形，探索移

民與原住者間的社會狀況及族群勢力消長、文化交流情形。 

2.田野調查及深度訪談 

除文獻分析外，本計畫尚須配合田野工作，收集文獻紀錄不足的相關資訊。

田野工作是民族學、人類學界慣用的研究法，主要運用的策略為「參與觀察法」

及「深入訪談法」。藉由長期的田野工作過程，以參與觀察法融入社區生活，再

以深入訪談法，記錄當地的日常生活，諸如生活概況、生命史、人際互動情形、

宗教信仰以及特殊節慶活動等，除了可了解社群生活的空間及社會文化環境外，

透過民族誌採取的整體觀，可獲得被研究社群全面且完整的圖像。 

 

三、研究之理論分析架構 

本計畫分準備、調查、分析、撰寫等四階段進行，其中具體田野工作說明如下： 

（1）聚落史的建立：記錄村莊開發的歷史。 

（2）家族史的記錄：建立當地重要氏族之發展史。 

（3）宗教信仰的踏查：由祭祀範圍的概念切入，以了解當地主要的宗教信仰，並以

寺廟史為中心，分析其興建、遷徙、分靈等活動，作為分析人群互動方式。 

（4）口述歷史的採集：透過生命史或一些代表性事件等歷史訪談紀錄，以作為呈現

地方、族群意識形塑的參考。 

 

四、重要發現 

根據本計畫研究得知：日治初期，日人調查濁水溪下游所見「西泉東漳」的人群

地理空間分布，為十八世紀以來逐漸形成、十九世紀上半確立的現象，而其中的漳人

乃是以「詔安客」為主的人群。換言之，西螺地區「詔安客」優勢人群的出現，為十

八世紀以來地方社會人群整合的歷史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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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螺街福興宮信仰範圍的形成，乃是西螺溪下游水陸交通、「詔安客」為主的漳

籍人群網絡，以及西螺商業街肆發展的相互影響之結果，其表現在「謝平安」、請「頭

香」與「貳香」等活動上，明顯地與麥寮街拱範宮為主的泉人勢力圈有所區隔。總之，

西螺街媽祖信仰所反映出的，其實是「詔安客」為主的漳籍人群活動與西螺街肆商業

發展的這一深層結構，以及兩者相互影響發展的歷史過程。 

 

五、結論 

本計畫透過西螺當地古文書解讀，並輔以相關資料，發現清代西螺在開墾過程中

出現三類不同的業主。首先，在西螺開墾初期，以來自臺灣府城的業戶張士箱最為知

名、開墾最廣。其次，西螺街商業貿易的持續興盛，支持了在地商人的崛起，他們也

陸續投入土地經營的行列，晉升地主階層；同時，在嘉慶年間之後，因西螺街商業繁

盛，附近村莊又是米穀重要產地，很快地吸引了作為西螺街上層港口的鹿港商人們的

關注，這些商人也在西螺當地置產，並發展出屬於商業資本的地主經營模式，也就是

以控制利潤導向的商品性農業經營。農產品與生活必需品的交換體系建立後，也使得

鹿港、西螺街與西螺村莊逐漸形成「港市──街市──草地」的商貿關係。 

在西螺地域人群變遷方面。從本計畫發現過去研究者大多忽略了二十世紀日人調

查西螺溪下游所指出「西泉東漳」此一人群的地理空間分布，筆者認為此一現象在十

八世紀逐漸成形，並完成於十九世紀上半。換言之，西螺地域「詔安客」（漳人）優

勢人群的出現，為十八世紀以來西螺地方社會人群整合的結果。並具體表現在助官平

定道光 13 年（1833）的張丙事件。張丙事件後，北路協鎮葉長春贈西螺保、布嶼東

保民「好義從風」匾，並明確指出鍾、廖、李、林四姓「協力守禦」，四姓代表西螺

溪下游的漳人勢力──特別是象徵「詔安客」的主體人群。官員賜匾懸於西螺街福興

宮，更具體揭示福興宮作為西螺溪下游地域的「詔安客」信仰中心，反映出西螺街成

為西螺地域「詔安客」的社經中心。 

福興宮成為西螺、布嶼兩保的信仰中心，與其位居在西螺街的樞紐位置，不無相

關。神明會的成立與分香活動的進行，顯然有其內在地緣上的關連性。特別是布嶼保

與西螺保附近的村庄，長期以來無論在軍事、商業活動上，皆有密切聯繫，媽祖信仰

也透過地緣網絡往外傳播開來。而官、紳的認同，以及太平媽庇佑居民平亂有功，獲

得詠讚，也成為該廟擴張信仰邊界的關鍵。再者，客籍僧侶、商人與業戶們的支持，

更能發揮吸納與整合不同人群的參與，並凌駕於同為媽祖信仰的廣福宮香火之上，福

興宮終至成為清代西螺地區首要的廟宇。 

 

關鍵字：濁水溪、族群關係、西螺、詔安客、福興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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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 年度客家委員會補助大學校院發展客家學術機構 

2015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客家研究發展計畫— 
詔安客家的發掘與傳承 

子計畫四：客家展示館可持續經營的社會支持體系研究─ 
以中南部客家館為例 

- 論文精要 – 

一、研究目的 

博物館作為記憶保存的機構，透過展品與子題的選擇與展示的再現，有意識的整

理社會的集體記憶，並建構出一個文化想像的共同體。文化是先民所奮鬥累積的生活

痕跡，藝術是生活內容的昇華與反思，無論文化藝術活動是以何種型態展現，將臺灣

文化精神深植於後代人民的心中，是我們大家共同的責任與義務，而博物館正是文化

扎根的重要媒介。但目前蓬勃的全球博物館發展，也面臨極大的挑戰與危機，社會對

於博物館的需求也產生變化。博物館從傳統的博物館學到新博物館學，現在則邁向公

共博物館學（public museology）的實踐（王嵩山，2012）。 

    2015 年全臺灣所設置的博物館共有 565 座，其中客家類型的共 23 座。（中華民

國博物館學會，2015）在社會的支持下，各客家博物館及展示館的啟用後，一時之間

摩肩擦踵的觀眾來了，但觀眾是否會來參加第二次甚至第三次？客家的展示館已在臺

灣創造出多個獨具文化特色的博物館，緊接著如何傳遞客家文化呢？客家館未來將如

何書寫自身的歷史、再現何種文化視野呢？ 

    在西歐各國有關都市經濟發展與再生已成為城市治理的重要策略，歷史建築物、

社區公共空間、展演空間等這些地方的文化環境發展和藝文活動推動，成為許多城市

重塑、再生的重要媒介。文化乃透過藝文活動的傳遞、保存與教育，並且串聯時間的

序列與生活空間，來承載與傳承生活的記憶。（Hall & Neitz，1993）因此，文化展演

的設計理念漸漸重視觀眾的博物館參觀經驗，觀眾的文化認知更應與場域空間的營造

一起討論。 

    客家展示館承載了客家文化的內容，具有文化傳承的意涵；客家館也可能成為地

方的重要景點，具有觀光吸睛的潛力；客家館更可能成為城鎮治理的手段，具有提升

城鎮形象的作用。因此，客家館的維續涉及中央政府、地方政府、民間客家社團、社

區協會、在地居民、愛鄉社群、博物館專業工作者等。換句話說，究竟是哪些人與團

體，在怎樣的動力下，支持著客家館的存續？亦即，客家館的社會支持系統究竟為何？

如何運作？  

    鑑於前述的研究動機，本研究希圖從客家展示館的經營方面所獲得的社會支持體

系進行探討與了解，探討客家展示館的可持續經營，並做為基礎，建構一個以人文情

懷為出發的臺灣生活態度與認知脈絡。本研究目的主要有以下三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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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融合人、社會、環境等屬性，探究客家展示館的可持續經營。  

（2）分析客家展示館所面臨的社會問題。 

（3）分析客家展示館的社會支持體系。 

二、研究方法 

    博物館的展示是一系列文化脈絡的重建，及知識傳遞給觀眾的過程，因此是經由

特定觀點的選擇、展示媒介的搭配、環境的塑造及展品的安排所構成的，因此博物館

該如何思考這種文化傳遞的本質，本計畫首先針對客家展示館研究對博物館經營、社

會支持體系的形成、文化展演的文化認知等議題進行討論。第二部分從中南部客家館

案例討論其背後的社會支持體系形成，分別以國家型、區域型的客家展示館進行探討，

以苗栗客家文化園區、東勢客家文化園區、詔安客家文化館、嘉義溪口客家文化館、

高雄市客家文物館為主要研究對象，透過參與觀察法、深度訪談，針對客家文化的理

解、展示的認知及經營進行探討，最後利用紮根理論進行收集來的資料進行開放編碼、

主軸編碼分析，釐清客家展示館客家文化認知及社會支持體系的形成。第三部分，結

合前述的概念討論與案例分析，針對客家展示館可持續經營的社會支持體系形成進行

討論，並建構一個以人文情懷為出發的臺灣生活態度與認知脈絡。 

 

圖 1 展示與觀眾間關係圖（資料來源：本研究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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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研究之理論分析架構 

（一）準備階段  

1.資料蒐集：備齊苗栗客家文化園區、東勢客家文化園區、詔安客家文化館、嘉

義溪口客家文化館、高雄市客家文物館之基本資料，如成立情形、經營及展示

策略等，供後續田野調查之用。 

2.文獻探討：針對客家文化之發展、客家展示館的經營、及社會支持體系形成進

行文獻蒐集，建立基礎資料，做調查分析結果之判讀與解釋之背景資料。  

（二）調查階段  

1.田野調查：針對苗栗客家文化園區、東勢客家文化園區、詔安客家文化館、

嘉義溪口客家文化館、高雄市客家文物館進行現地踏勘、探訪，以瞭解

各客家展示館的經營，以及所社會支持體系的形成等，以作為後續訪談、

分析之用。 

2.深度訪談：針對苗栗客家文化園區、東勢客家文化園區、詔安客家文化館、

嘉義溪口客家文化館、高雄市客家文物館的承辦人員、觀眾進行訪談，

以補足前述田野調查與文獻蒐集所不足之處。 

表 1 調查表 

經營單位類型 經營單位 訪談對象 客家館舍調查對象

中央級文化設施
客家委員會客家文化發展

中心 
中心主任 苗栗客家文化園區 

縣市級文化設施 玉荷堂國際開發有限公司 專案經理 東勢客家文化園區 

鄉鎮級文化設施 雲林縣崙背鄉讀書協會 
理事長、執行

祕書、民眾 
詔安客家文化館 

縣市級文化設施 溪口鄉公所 館長 
嘉義縣溪口鄉客家

文化館 

縣市級文化設施
高雄市政府客家事務委員

會 
科長 高雄市客家文物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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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分析階段  

1.資料分析：根據文獻所得客家文化之發展、客家展示館的經營、及社會支

持體系形成進行整理，以瞭解客家展示館與社會支持體系之關連性。 

2.資料分析結果判讀：根據田野調查、訪談結果，來與文獻資料分析結果進行比對，

以判斷出哪些是客家展示館經營的必要條件，及所蘊含的原理與文化，以作為後續紀

錄、保存與轉化之對象。 

四、重要發現 

社會支持系統的產生是為了讓更多人對於社會的發展一起努力，一開始我們運用

企業經營管理的六管分為生產、銷售、人事、研發、財務、資訊等，來探討展示館的

社會支持體系，探討 5 個館舍之後發現有更符合博物館使用的 6 個社會支持體系的模

式，本研究將它分為知識生產者、行銷宣傳者、工作分擔者、財務支持者、知識轉化

者、社會創新者，而從這些調查訪談的 753 個開放性譯碼發現，有 11%認為對於展示

館的社會支持許要有對客家文化的認同，才會有使命感或者無私的奉獻，也就是說如

果在推展客家文化沒有使命感的話，文化的推動或者參與協助館舍的發展也就會相對

的落後，客家展示館的社會支持體系還牽扯到對於客家文化的認同，也就是說，對於

客家文化有興趣，或者會於客家文化有使命感及認同文化的相關人員，這些人才會來

協助客家展示館的發展，才會來支持它的營運。；而 10.3%認為館舍的經費相當重要，

館舍的發展需要龐大的經費，相對來講，目前這些館舍還無法自給自足，還是需要靠

政府單位來補助。然而行銷宣傳者只有 1.7%這也許是ㄧ些館舍是剛成立的，許多經

費會放在展演活動的推動，因此相對之下就會比較少，而在這些館舍的推動之下，也

逐漸的對地方開始產生變化，有 5.3%的成效，而這些體系的發展會影響地區的文化

觀光產業的帶動，例如苗栗客家文化園區的營運，讓更多人認識了銅鑼杭菊產業，而

地方的民生設施（如餐廳）逐漸生意變好，相對的周邊的鄉鎮也帶起了觀光。 

 

圖 2 客家類型展示館可持續經營分析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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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結論 

研究發現歸納以下幾點： 

1. 博物館是族群性的產物，凝聚了文化的歸屬感 

首先，展示及活動提供了民眾或者單位對於客家文化的記憶框架與記憶點，

因此許多人會因為對客家文化有使命感，而開始對館舍支持及付出，但是同時也

會受到經營策略、族群關係、政治與經濟等的影響，經營團隊有權力對記憶框架

與記憶點作調整或維持，並有責任的把故事說清楚。其次，各館舍為客家集體記

憶的建構具有責任感與使命感，但缺乏了客家文化的完整性。在時間面向也以展

演客家的過去為多，少部份有帶入現在的觀點。最後，如何在公私領域間獲得平

衡，這也是客家集體記憶建構下所應該去思考的地方。 

2. 客家館林立應增進各館舍自我特色，以自給自足為目標 

    臺灣針對客家族群的展演空間不算少，且研究中有 2 個館舍是閒置空間再利

用，因此解決了地方空間閒置的問題，但我們不禁要問，這些館舍解決了閒置空

間的問題，及客家文化必須給民眾了解的問題，但在政府經費經營之下，是否有

自給自足的經營模式，當政府財政無法再給更多時，這些館舍是否有辦法持續經

營，這是需要各館舍找出自己的經營特色與策略來讓館舍能更持續走下去的。 

3. 大小館聯盟，協助小館發展地方學 

全臺有四十餘間客家館舍，屬於中央級的館舍有苗栗縣客家文化園區及六堆

客家文化園區，其餘皆為縣市、鄉鎮及私人等級的館舍，小館舍為數眾多，但館

雖小，卻能透過在地鄉親力量推動文化扎根，大館也可藉此為基礎往上拓展發揚

客家學說。而相互扶持是社會支持體系的其中一環，也是能夠讓館舍持續經營下

去的策略，大館協助小館發展新政策，避免小館因預算限制或研究人員不足而成

為蚊子館，經由大館規劃及協助，也可以讓小館的展示及資訊不斷更新，研究中

從英國利物浦博物館的博物館聯盟家族就可看出，而我們研究的 5 個館舍是比較

少做到這點的。 

4. 新文化價值，推動全民客家學習 

客家文化傳承的方式除了館舍的設立外，還有口傳教導 、納入課程、納入

社會教育，如博物館、社區大學、社區活動等，所以現在教育部、客委會積極協

助推動客家文化學習，如有許多客家地區的中小學開設客語課程，嘉義縣溪口鄉

地區的小學即開設客語學習，教導小朋友客語。或者像高雄市客家文物館開設客

家學苑，讓各地民眾能夠到文物館學習客家文化，文化傳承是一種默會致知的知

識能力，客家文化被默會地肯定著，漸漸地發展新的文化價值。而當民眾學習到

客家文化的內涵後，就會一同來支持這館舍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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