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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小說到電視劇： 

以客家電視台《新丁花開》為例 

摘要 

 客家電視台作為客家族群的發聲管道，以傳承客家族群的語言、文化為主要

目標，本研究以客家電視台電視劇《新丁花開》為例，其改編自方梓的小說《來

去花蓮港》，從非客家文學作品改編成客家電視劇的過程中，探討以小說作為電

視劇架構的基礎，編劇和導演如何建構《新丁花開》一劇的主體結構和內容、如

何傳達客家族群的文化特質。 

研究方法從文本互涉理論和深度訪談出發，嘗試分析小說和電視劇經過改編

過程所呈現的差異，透過敘事手法和編劇理論分析電視劇的整體敘事架構和情節

安排，以及分析電視劇中主要角色的性格特質，採用場面調度的概念分析導演如

何再現客家意象，藉此對本文的研究主體作深入的剖析。 

研究發現客家電視台在改編過程，扮演一個重要的角色，不論是在劇情結構、

故事內容、角色特質、客家意象的呈現，都能發現客家電視台參與的痕跡，其以

族群媒體的身分，針對電視劇的呈現進行把關，讓電視劇聚焦於客家議題，達成

客家電視台傳承客家族群的語言和文化的責任。 

關鍵字：客家電視台、電視劇、改編、《新丁花開》、《來去花蓮港》 

 

  



II 

 

From Novel to TV Drama: 

The Case Study of Hakka TV Program Brave Forward 

Abstract 

As ethnic‟s media, the goal of Hakka TV is inheritance of Hakka language and 

culture. From the case study of Hakka TV's drama Brave Forward, adapted from the 

novel Lai Qu Hualien Harbor (non-Hakka literature) of Fang Zi, this research hope to 

discuss how the screenwriter and director construct the main structure and content of 

Brave Forward, and to convey the cultural characteristics of Hakka. 

Research methods adopted intertextuality theory and depth interviews to analysis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novel and the TV drama from the adaptation process. In 

addition, it took the narrative technique and screenwriter theory to analyze the 

drama‟s overall narrative structure, plot arrangement, and the main role of character 

traits, Finally, it adopted the concept of scenes scheduling analysis the director how to 

reproduce Hakka images. 

The study found that Hakka TV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adaptation process, 

whether in the structure of drama, content of the story, character traits, and Hakka 

imagery. As the ethnic media, Hakka TV dominates the Hakka‟s presentation to 

ensure that the theme of TV drama focuses on Hakka issues, and  reach the Hakka 

TV‟s responsibility of inheritance of Hakka language and culture. 

Key words: Hakka TV, TV drama, adaptation, Brave Forward, Lai Qu Hualien 

Harb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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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1988 年還我母語運動，提升了客家族群的自我意識，開始重視客家族群語

言、文化、習俗等的傳承，同時也帶動客家文學1在臺灣鄉土文學領域中，為自

身建立獨樹一格的位置。客家電視台的成立，無疑對客家文化的傳承與傳播，以

及為客家族群發聲有很大的幫助。客家電視台自開播以來，製播的電視劇題材非

常的多樣化，原創劇本的部分包含青春偶像劇、校園生活、結合地方產業等題材

的戲劇，也有取材自真人真事的故事，像是徐傍興2、潘朝森3等人物的故事，其

中當然亦不乏改編自客家文學作品所拍攝的電視劇，例如《魯冰花》、《菸田少年》

等電視劇。本文所研究的客家電視台電視劇《新丁花開》，改編自作家方梓的小

說《來去花蓮港》，同樣是改編自文學作品，但是《來去花蓮港》不是以客家的

議題為焦點，而是女性的移民、開墾，以及對土地的眷戀，電視劇沿襲小說的精

神並加入客家元素，透過女性移民的視角，描述在日本殖民統治時期，遷徙至花

蓮的艱辛路途，以及女性移民如何在新環境適應與紮根的情形。 

第一節 研究動機 

筆者是苗栗的客家人，從小在客家庄長大，身邊有很多人都說如果想要學某

種語言，只要在使用該語言的環境生活一陣子，久而久之自然能學會，但是筆者

並不是從小就會說流利的客家話，記得以前每當長輩在講話的時候，大致上還能

聽得懂，可是如果要開口說，只會說些簡單的問候語，要完全使用客家話對談是

                                                      
1 關於客家文學的定義有多種說法，羅肇錦指出「舉凡創作時用客家思維，而寫作時情感根源不

離客家社會文化，這樣的作品就是客家文學」（1993：9）。彭瑞金認為客家人所創作的文學作品

並不一定符合客家文學，相反的，非客家人描寫及客家事物的文學作品，應涵蓋在廣泛的定義裡

（1993：26-27）。黃恆秋提出了比較寬鬆的定義，認為任何人種或族群只要擁有「客家觀點」或

操作「客家語言」寫作，具備「客家意識」或客家史觀的視角，均屬於客家文學的一環（1993：

15）。本文在此採用黃恆秋提出的定義。 
2
 徐傍興，1909 年出生於屏東縣內埔鄉，為美和中學創辦人，創立美和棒球隊，在醫學方面也

有卓著的成就（資料來源：客家電視台，網址：

http://web.pts.org.tw/hakka/shuepumshimweb/general.htm）。檢索日期：2015 年 10 月 6 日。 
3 潘朝森，1938 年出生於苗栗市，為客籍美術家，在入學前曾患眼疾長達兩年，使得他個性變

得內向，畫畫是他抒發感情的唯一管道（資料來源：客家委員會全球資訊網，網址：

http://www.hakka.gov.tw/ct.asp?xItem=642&ctNode=127&mp=1）。檢索日期：2015 年 10 月 6 日。 

http://web.pts.org.tw/hakka/shuepumshimweb/general.htm
http://www.hakka.gov.tw/ct.asp?xItem=642&ctNode=127&mp=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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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件困難的事情。小時候懵懂無知，對族群也沒有什麼概念，只知道自己生活的

環境是客家人住的村莊，鄰近的泰安鄉住的是泰雅族原住民，在親戚朋友中有來

自山東的姑丈和閩南的姨丈、表姊夫等，不論是客家人、原住民、外省人還是閩

南人，這樣的族群分類對於小時候的筆者來說，並沒有什麼特別的意義，只不過

是各自操持著不同的語言罷了。 

記得筆者在讀小學的時候，學校發了一張貼紙，要學生帶回家黏貼在顯眼的

位置，上面寫著「請同小孩講客家話」4，當時對於這句標語不甚在意，家中長

輩也沒有特別要求我們講客家話，所以沒有注意到客家的語言和文化之於筆者的

客家人身分有多麼重要。一直到念了高中、考上大學，接觸了來自四面八方不同

族群的同學和老師，受到不同文化的洗禮，再加上曾經有位老師在課堂上表示，

他覺得客家人很奇怪，分不清楚紅色跟黃色、念起來都一樣，使得筆者突然意識

到如果對自己的族群語言、族群文化不瞭解的話，面對其他族群的誤解時，沒有

足夠的立場為自身所屬的族群辯駁，因為如此，筆者開始嘗試去認識本身所屬的

客家族群的語言和文化，並且在過程中漸漸的對客家產生認同。 

爺爺、奶奶那一輩的人，大部分沒有受過教育、不識字，自從客家電視台開

播以來，身邊有很多長輩會固定收看客家電視台的節目，因為客家電視台不論是

節目還是戲劇皆以客語發音，即使老一輩的人看不懂字幕，用聽的也能知道節目

和戲劇的內容。起初，筆者對客家電視台的戲劇和節目沒有太大的興趣，甚至覺

得有點枯燥乏味，可是經過一次又一次陪同家人收看客家電視台的節目之後，漸

漸地從中發掘出樂趣，也因此開始涉獵客家電視台的電視劇。 

在筆者的記憶中，有關小說改編為電視劇的作品裡，比較常見且印象較為深

刻的，莫過於金庸武俠劇系列、古龍武俠劇系列，以及瓊瑤的古裝劇與時裝劇系

列，這三個系列幾乎可以說是陪伴著筆者成長。金庸武俠劇系列像是《天龍八部》、

《笑傲江湖》、《神鵰俠侶》、《倚天屠龍記》、《鹿鼎記》等，古龍武俠劇系列則有

《絕代雙驕》、《楚留香》、《小李飛刀》、《蕭十一郎》、《流星蝴蝶劍》、《天涯明月

                                                      
4
 引號為筆者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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刀》等，有多部經過多次翻拍，所以有不同的版本；至於瓊瑤的古裝劇與時裝劇

系列，包含《青青河邊草》、《一簾幽夢》、《還珠格格》、《情深深雨濛濛》、《花非

花霧非霧》等，在情感上的刻畫常令人為之動容。這些電視劇經常是未演先轟動，

在尚未播出之前，即受到觀眾相當熱切的關注與討論。 

經過筆者訪談之後，發現客家電視劇的情形與上述列出的電視劇不同，其背

負著傳承客家語言和文化的責任。蔡琰曾經指出，大眾媒介的主要功能之一，在

以「說故事」的形式向社會大眾講述人生經驗，傳遞文化共識，透過這種講述故

事的方式，電視劇與其他類型的媒介（如新聞、廣告）共同協助觀眾認識不同生

活以及有關存在的概念（2000：1-2）。客家電視台與其他追逐收視率的主流媒體

有所差異，其作為族群媒體，為客家族群的發聲管道，製播的節目、電視劇以傳

承客家族群的語言和文化為主要目標，藉由客家電視台的呈現，使社會大眾得以

認識客家族群的生活面貌，並希望能一改過去對於客家族群的刻板印象。 

客家電視台製作的電視劇，雖然不像時下的偶像劇、古裝劇和本土劇，能夠

獲得廣大觀眾的注目或是引發熱烈的討論，但是對身為客家人的筆者而言，電視

劇以客語發音是一種很新鮮的體驗，能夠讓人倍感親切，劇情的鋪陳、場景的設

計，常常使筆者與家人覺得很貼近自己的生活環境，在表現形式上不會有過於誇

張的表演手法和後製動畫效果，再加上演員努力的學習客語，不是以配音的方式

呈現，更能突顯整體劇作的真實感。 

本文的研究對象客家電視台電視劇《新丁花開》，其改編自方梓的小說《來

去花蓮港》，在該小說的推薦序中，郝譽翔如此寫道：「雖然方梓立意要寫的是一

部後山移民的史詩，但她卻不做雄壯語，而是出之於女性特有的溫柔和平，將一

切首尾從頭細細道來……」又說「《來去花蓮港》可貴之處，在於這大約是第一

本從女性移民角度來書寫花蓮的小說，故雖少了楊牧的深沉機鋒，或是王禎和的

荒謬喜感，卻更多了股溫暖與踏實（郝譽翔 2012：8）。」方梓在自序中也提及

「回到八十多年前，隨著阿嬤、跟著外婆來去花蓮港，走一趟移民之路。我寫下

黑夜，寫下遷移，記下無以表明的酸楚，同時也虛構幾個女人的生活（方梓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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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這幾段的敘述明顯的透露出一項訊息，即是《來去花蓮港》這本小說描

述的是移民的故事，而且是從女性移民的角度來書寫遷徙花蓮的過程，由此推斷

出該小說文本並不被認為是客家文學作品。 

本篇論文選擇電視劇《新丁花開》作為研究的對象，主要是因為其原著小說

的主旨不是聚焦在客家議題，筆者好奇的是一個不是闡釋客家議題的小說，如何

改編成客家電視劇，從小說轉換成電視劇又經歷了哪些過程，再加上該電視劇的

題材，有別於過去大多是以男性作為發聲主體，而是以客家女性移民本身的角度

來述說，並且故事的時代背景橫跨日本殖民時期到國民政府來臺，可以藉此一窺

不同時代生活方式和時局氛圍的差異，與此同時，當然也不能忽略編劇、導演甚

至是客家電視台，在拍攝時如何塑造《新丁花開》的整體樣貌。由於這些原因，

激起筆者的好奇心，想進一步瞭解小說改編成電視劇的過程，於是本文即針對客

家電視劇《新丁花開》進行研究。 

電視劇《新丁花開》是改編自方梓的小說《來去花蓮港》，雖然以小說的故

事架構為基礎進行改編，但是小說文本和電視劇文本在說故事的方式上有很大的

不同，小說文本以文字語言的組合作為媒介，電視劇文本則結合聲音、影像組合

成的鏡頭語言來作為媒介（張宗偉 2002：45）；不同的表現形式對於閱聽者來說，

在個人感官的訊息接收方面也會有所差異，文字語言借助於抽象概括的、隨意性

的符號來激起人們記憶儲存中的相應的思維形象，讀者在文字語言中所意識到的

形象是存在於讀者的思維意識之中的，抽象的文字符號必須借助讀者的想像才能

成為一個想像中的形象，影像則是借助於外界刺激來激起記憶中相應的思維形象

（張宗偉 2002：47）。換句話說，在電視劇裡，觀眾從形象中獲得思想；在小說

裡，讀者從思想中獲得形象（曾西霸 2007：5）。 

小說和電視劇在說故事的方式上也許有很大的差異，然而，改編自小說的電

視劇文本具有相當的好處，例如：借用小說的知名度、小說已提供劇本的基本元

素、人文關懷（在寫實的意義上，小說與社會的關係較緊密）、小說在細節處理

上醞釀較多（曾西霸 2007：30）。本文所欲研究之題材為改編自小說《來去花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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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的電視劇《新丁花開》，承襲了小說以女性移民為主體的架構安排，劇情結

構依據老年素敏的回憶，藉由過去與現在時空交錯呈現的方式，使得劇中人物彼

此的關聯性逐漸明朗。由於有小說所描繪出的藍圖，因此，電視劇無論是在人物

性格的形塑，或是時空背景的再現，皆能寫實地呈現出與社會生活的緊密關係，

也更能與閱聽者產生共鳴。 

如上所述，筆者經歷了不會說客語到能流利的使用客語，因面臨不同族群文

化的洗禮強化了自身對客家族群的認同，在多次陪同家人收看客家電視台之後，

引發筆者與客家電視劇接觸的興趣，而客家電視台電視劇《新丁花開》的特別之

處，在於它是從一個非客家的小說文本改編為客家電視劇，其以客家女性移民作

為敘事主體，時空背景跨越不同的時代，再加上編劇、導演、客家電視台如何塑

造電視劇的樣貌等獨特性，這些因素促使筆者意欲藉由此次的機會，針對《新丁

花開》一劇做進一步的分析。 

第二節 研究問題 

2003 年 7 月客家電視台正式開播，是全球唯一以客語發音的電視台，肩負

著客家語言的永續流傳、行銷客家族群的文化價值、維護客家媒體的近用權益、

拓展國際族群文化的交流等使命。5正因為客家電視台作為一個族群媒體，承擔

了達成這些使命的重責大任，無論是在電視節目或是在電視戲劇製作時，皆能從

過程中窺見客家電視台致力於呈現與以往刻板印象有別的客家族群風土民情。 

觀看電視劇除了是一種休閒娛樂活動之外，電視劇的出現也擁有其存在的意

義價值。電視劇中的訊息內容總是反映著部分觀眾所共有的歷史經驗，也具體呈

現著某些社會大眾日常思考事物的模式（蔡琰 2000：5）。本篇論文的研究對象

電視劇《新丁花開》，沿襲原著小說的故事架構，在時空背景的部分，描述臺灣

人民經歷日本殖民統治到臺灣光復的歷史經驗，受到兩個政權所帶來的不同政治

氛圍的影響，臺灣人民日復一日地過著小心謹慎的生活；以述說的角度來看，此

                                                      
5 資料來源：客家電視台，網址：http://www.hakkatv.org.tw/。檢索日期：2015 年 10 月 6 日。 

http://www.hakkatv.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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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電視劇是藉由客家女性移民的角色來回憶過往，闡述在日本殖民時期的移民經

驗，以及移居花蓮後的生活情形。《新丁花開》一劇透過臺灣被殖民的歷史、客

家族群再遷徙的歷史為背景，延伸出從三義到花蓮之間互相交錯的情感連結。 

《新丁花開》一劇是改編自方梓的小說《來去花蓮港》，在改編為電視劇的

過程中，牽涉到是否完全忠實於原著，或是做部分內容的刪減或增加，也牽涉到

文字與影像的符碼轉換。研究文學作品改編成電視劇的文獻指出，從根本上來說，

改編文學作品的目的，主要仍在於「轉換」，即將文字轉換成影像、將閱讀轉換

成視聽，在這個再創造的過程中，文學作品是作為這種改編型的電視劇的一種創

作資源（於曼 2010：2）。根據這個說法，可以理解改編自小說的電視劇，是以

文學作品作為改編的基礎模型，將文字轉換成影像符碼來呈現。由小說改編而成

的電視劇，涉及文字與影像之間符碼轉換的過程，舉例而言，原著小說中對於人

物性格的描述，除了演員個人對角色的揣摩和詮釋方式之外，也能藉由穿著和裝

扮來顯現人物的性格，像是書生氣質、樸素等人物特質。 

從文字到影像，不只是媒介轉換的形式變化，影視工作者在改編時，對文本

原著進行影像闡釋及再現的過程中，要面對原作者以及觀眾，還有社會文化的意

識形態，因此影像對原著文本的闡釋是在原作者與觀眾、個人創作意念與社會政

治權力、文學語彙與音像符碼之間進行協商性的再詮釋、再呈現（黃儀冠 2012：

7）。在改編過程中，不僅是文字與影像之間的轉換，當然也包含了編劇和導演對

電視劇所持有的觀點，以及對文本進行改編的程度。 

文學作品和電視劇，是兩種不同性質、不同類型的藝術，從前者到後者的「改

編」過程中，有在忠實於原作的前提下的兩種不同的藝術形式之間的轉換，也有

按照一種新的藝術類型的要求進行的獨立的藝術創造（於曼 2010：2）。從小說

改編而來的戲劇作品，在改編的方式上可以分為若干類別：（1）忠於原著：最容

易保留原著小說的一切，但是改編者對原作者所描寫的時代及感覺可能無法完整

呈現，且原作者的個人經驗無法替代；（2）混合：為克服材料上的短缺，或者是

兩組以上的材料有其相通之處，使可將之加以混合，對處理短篇小說的素材較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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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用；（3）自由的改編：適度的尊重原著，並留存某些創作的自由空間（曾西霸 

2007：15-19、32）。 

依據本文的研究對象電視劇《新丁花開》呈現的形式和內容，即是屬於自由

的改編，《新丁花開》在某些部分忠於原著小說的精神，某些部份則因為客家電

視台的立場，所以針對原著小說的結構和內容進行刪減或增加，使得一些原著中

的涵義，無法在電視劇呈現，不過編劇和導演在改編過程中，隨著故事情節的發

展，賦予《新丁花開》當代的意義，因此屬於改編方式中的自由的改編。電視劇

沿襲原著小說的女性精神，描述客家女性初妹帶著女兒素敏，從三義移民到花蓮，

如何在艱困的環境中尋求生存的方法，並覓得安穩的棲息處所，現代女性沛盈在

與初妹母女接觸後，也找到自己人生的方向，整部電視劇傳達的意旨為三位女性

追求獨立、自主、幸福的道路。 

若將《來去花蓮港》與《新丁花開》稍微做些比較，即可發現兩個文本在整

體架構上有些許差異。電視劇承襲小說的基本元素，以女性移民到花蓮展開新生

活為主要架構，不過，原著小說包含閩南女性阿音、客家女性初妹、現代女性沛

盈三個女性的故事，電視劇則刪除了關於閩南女性阿音移民的故事線，保留客家

女性初妹移民花蓮的故事，和現代都會女性沛盈去花蓮尋找自己的身世的故事，

然而沛盈的部分小說和電視劇的情節安排不大相同。除此之外，跟隨初妹移居花

蓮的素敏，在小說裡沒有特別著墨發生在她身上的故事，但是在電視劇中，是透

過老年素敏的回憶，推動著劇情的發展，並且對年輕時的素敏勇敢維護自己的愛

情，而與初妹產生衝突、爭執的情節，有令人印象深刻的情感刻劃。總體來說，

電視劇《新丁花開》是以客家女性移民為發聲主體，圍繞著初妹、素敏和沛盈三

位不同世代的女性，交織出整體的故事架構。 

本文所欲探討的是《來去花蓮港》改編成《新丁花開》的過程，經由這一次

的研究，筆者想要瞭解的是依據小說提供的架構，編劇對於哪些故事情節要保留

或刪減的考量是什麼？如何作出抉擇？導演希望《新丁花開》呈現何種樣貌？賦

予它哪些意義？客家電視台作為一個族群媒體，肩負著客家語言、文化傳承的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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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同時也是客家族群的發聲管道，期望《新丁花開》具有哪些功能？是否受到

其他因素影響而形成今天的《新丁花開》？能夠瞭解這些問題，將有助於筆者分

析此一電視劇。 

綜合以上的說明，筆者在本研究中欲討論的問題可以歸納如下： 

（1） 從《來去花蓮港》到《新丁花開》的轉換過程，在敘事結構、故事內

容、角色特質等方面，如何取材並進行改編？ 

（2） 從非客家的小說文本改編成客家電視劇，《新丁花開》如何藉由符號

詮釋與再現客家意象？ 

（3） 從小說改編成電視劇的過程中，客家電視台扮演何種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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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本論文的研究對象電視劇《新丁花開》，改編自方梓的小說《來去花蓮港》，

仔細地閱讀和觀看，可以發現小說和電視劇之間，情節結構和人物角色皆有相異

之處，因此，本文的分析焦點主要關注於編劇和導演在改編過程中，對於小說提

供的素材如何去取捨，從而架構出電視劇的情節結構，以及如何將客家女性、族

群性格和角色功能透過鏡頭語言呈現出來。本章將以文獻探討的方式，整理相關

的文獻資料，作為筆者在分析時的依據，章節概要茲分述如下： 

首先，瞭解以影視戲劇作為研究主體之相關研究的研究視角：藉由前人對客

家電視劇和電影改編的相關研究，以及研究重心聚焦於導演和影劇的相關研究，

當作筆者進行本研究的指引；其次，認識類型研究與編劇理論：文類分析、主創

性作者分析、明星研究通稱為類型學的研究方法，以此觀點歸納電視劇的類型，

並透過編劇理論瞭解編劇過程需要注意的事項，以及改編理論的特性；第三，理

解敘事手法與場面調度的觀點：藉由敘事時間、敘事觀點、場面調度分析電視劇

的敘事結構和客家意象的呈現；第四，臺灣的電視劇發展與客家電視台的成立：

整理出臺灣電視劇發展的脈絡，分析電視劇對整個社會的重要性，客家族群意識

的凝聚促成客家電視台的成立；第五，對客家意象與客家婦女的特質之認識：瞭

解意象如何生成，解析客家意象與客家族群認同的關聯性，並透過以往關於客家

女性的論述，作為分析《新丁花開》客家女性特質的參照。 

第一節 以影視戲劇作為研究主體之相關研究 

一、 從文學作品改編為電視劇、電影之相關研究 

近年來，客家研究逐漸受到重視，各個領域的客家研究雖然尚有許多需要探

究的議題，但是目前的研究成果仍是非常可觀。結合傳播和客家兩個領域，探討

客家文學作品改編成客家電視劇或是客家電影的相關研究，引導筆者進行本論文

的分析，對筆者在此研究過程中有莫大的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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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本文的研究主體電視劇《新丁花開》，其原小說《來去花蓮港》是近兩、

三年出版的著作，目前搜尋到相關的博碩士論文僅有一篇，為謝毓軒的《「後山」

書寫：以花蓮地區文學為探討對象》，該文以當代花蓮地區範圍的文本為主要探

討對象，討論「後山形象」的獨特性是如何生成與發展及影響當代，並探究其在

當代文學文本中不斷被再製與複製的目的；該文第二章即探討方梓的《來去花蓮

港》中，以日治中期後山初遭遇現代化開發的歷史背景與後山形象的生成、在地

化之間的關係性，並探討小說以漢人女性做為後山開發歷史的主角，與後山形象

中的邊緣概念相結合的可能性（2014）。 

儘管目前與小說《來去花蓮港》有關的研究不多，不過，客家文學改編成電

影、電視劇的相關研究，相對而言有較多可供參考的研究成果。 

楊淇竹《《寒夜三部曲》電視劇研究─文本書寫到影像傳播之跨媒體比較》

一文，以李喬之大河小說《寒夜三部曲》改編之《寒夜》電視劇為研究對象，從

《寒夜》電視劇改編之忠實度比較作為出發，深入探究人物情愛、認同思想、歷

史敘事、臺灣文化等主題，並著重在影劇文本的視覺感官之跨界交流；作者認為

從文字書寫到影像傳播，其所代表的價值一方面象徵臺灣族群意識受到重視，尤

其是對於客家傳統文化的影像再現，另一方面也傳播了李喬意欲表達之土地思想

的論點（2009）。 

張伊珊《小說《秋菊》與電影《青春無悔》、電視劇《菸田少年》之互文性

研究》，作者嘗試以互文性理論，探討小說《秋菊》與電影《青春無悔》、電視劇

《菸田少年》之文本結構與其參與社會變遷的歷程，分析小說文本與影視文本在

情節結構、人物形塑與安排，及影像的外延和內涵等三方面差異與互涉的現象，

並針對戲劇如何再現小說文本的部分進行分析（2014）。 

黃儀冠在其著作《從文字書寫到影像傳播：臺灣「文學電影」之跨媒介改編》

一書中，嘗試以文化研究的視角，分析臺灣戰後文學電影改編的情形，說明鄉土

文學論戰、瓊瑤小說、女性小說、客家文學、政治記憶、現代主義以及性別議題

等，在不同的時代氛圍和社會環境，如何影響作者、編劇、導演對於臺灣文學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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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改編的詮釋方式，電影與文學的跨媒介改編與互文，反映當下社會文化心理，

契合大眾意識型態，形構不同時期的家國想像（2012）。該書的第四章即探討客

家文學改編的電影《源》、《原鄉人》、《童年往事》、《青春無悔》，從鄉土敘事的

角度瞭解客家文化意象在臺灣電影中的呈現，也顯現了臺灣政經文化脈絡對客家

族群記憶和認同的影響（黃儀冠 2012：141-192）。 

二、 聚焦導演與影劇之相關研究 

施漢昇《《波麗士大人》電視劇敘事策略及影響研究》一文，針對《波麗士

大人》電視劇的內容，以敘事學、結構主義及影視類型片的相關理論為基礎，分

析其中的人物性格功能設定、情節安排及其關注的主題，探究此劇如何透過敘事

策略投射社會大眾潛在的意識，並引發對於未來的想像；其次，從王小棣導演透

過戲劇改變社會的理念出發，探討此劇是否對現實社會產生影響（2010）。 

謝佳玲《台灣原住民紀錄片：導演生存心態下之美感詮釋》一文，針對《流

浪者之歌》、《石壁部落的衣服》、《部落漂流到金樽》、《彩虹的故事》四部原住民

紀錄片進行分析，採用 Pierre Bourdieu 的場域、文化資本、生存心態學理為基礎，

以深度訪談方法為輔助，探究紀錄片作者的概念性思維，另以 Bill Nichols 的紀

錄片再現模式，及紀錄片形式特徵與造型元素等分析方法，分析紀錄片文本的表

現手法（2008）。 

簡宴玉《台灣閩南語電視連續劇之探討─以「天下父母心」為例》一文，以

三立台灣台之閩南語連續劇《天下父母心》為研究對象，採取文獻研究、資料彙

整個案研究、比較研究等方法進行分析，嘗試整理出電視劇歷史沿革，並探討媒

體發展與科技發展的關係、電視劇及社會現象之特質與關係、媒體發展與政治因

素的關係、電視劇受政治因素的影響、媒體與社會現象之關係等議題（2013）。 

綜觀上述所列出與本文研究議題相關的研究，包含探討後山形象的書寫、電

視劇改編之忠實度、以互文性理論比較小說文本和影劇文本的結構差異、客家傳

統文化影像的再現，以及導演敘事風格的研究、閩南語電視劇之發展等議題，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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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發現其中的研究視角，分別從小說文本、電視劇文本、電影文本和導演的角度

出發，分析文本結構、角色功能、影劇與社會環境的關係等。 

借鑑於這些研究的方向，筆者在這一次的研究中，嘗試從編劇、導演和客家

電視台的角度，瞭解《新丁花開》的形成過程，本文將以編劇理論和敘事手法分

析電視劇的敘事結構和情節安排，並藉由場面調度的觀點分析導演如何呈現客家

意象，另外透過訪談的方式，瞭解編劇藉由小說提供的基礎架構，如何建構《新

丁花開》一劇的主體結構和內容，導演如何透過影像呈現客家元素和女性特質，

而客家電視台背負客家語言和文化傳承的責任，又會期望《新丁花開》承載哪些

客家文化。 

第二節 類型研究與編劇理論 

一、 類型研究 

作家方梓在《來去花蓮港》將時代背景大約設定在 1915 年至 2010 年，《新

丁花開》在時代背景的呈現上與原著小說相去不遠，因此，可以把《新丁花開》

視為一部時代劇，關於電視劇形式和樣貌則與類型研究有關，這個部分將以類型

研究的觀點進行探討，從戲劇類型的觀點切入，有助於筆者對此一電視劇的認識

和理解。與類型概念相關的理論基礎，幾乎是用以分析電影文本為主，但是筆者

在蒐集文獻資料的過程中，發現某些部分的觀點與電視劇的情形是相通的，因此

筆者嘗試將類型的概念套用在電視劇的研究上。 

根據文獻資料顯示，文類分析（genre analysis）、主創性作者分析（auteur 

analysis）以及明星研究（star studies）都是奠基於分析某些類型的文本，其根據

創作者、文類或表演者的共同特徵來進行研究，因此通稱為「類型學的」

（typological）研究方法（趙偉妏譯［Stokes］ 2008：71-72）。也就是說，提到

類型學的研究方法，其實包含文類分析、主創性作者分析、明星研究。 

在類型學研究方法中，文類是最容易用來進行分類的方式，依據文類來行銷，

閱聽人可以藉由預告、海報、廣告等宣傳方式，辨識出電影或是電視劇的文類（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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偉妏譯［Stokes］ 2008：114）。從《新丁花開》的預告片，即可辨識出該電視

劇屬於時代劇，是一部時代背景介於日治時期到當代的戲劇。文類是一種符號學

（semiotic）的分類，同一文類的電影或電視劇，共享著同一套規範和慣例，例

如拍攝地點、風格等元素，都是規範系統的一部分，而這些元素能透過符號學分

析辨識出來；文類也是一種敘事（narrative）的分類，每一種文類都有既定的敘

事結構，例如浪漫愛情劇中，男女的相遇就是此類戲劇永恆不變的敘事結構（趙

偉妏譯［Stokes］ 2008：114）。依照電視劇裡的場景佈置、服裝、語言等符號

元素，以及隨著歷史事件發展的敘事結構，判斷出電視劇的文類。 

1954 年左右，François Truffaut 提出「導演是電影真正的作者」一說，認為

導演是電影的靈魂人物，相當於有意識地創作嚴肅文學作品的作者，因而提出作

者論，其說法主要有三點：（1）導演經常處理同一主題或題材，（2）導演有一套

鮮明的個人風格，（3）電影能夠表現導演的個人態度與立場，通過電影可以看到

他如何處裡事物，以及對世界的看法（鄭樹森 2005：16）。在某些類型電影中，

導演運用某些類型的成規，再加入個人的藝術眼光，使得作品在表現手法、主題

處理或視野方面有別具特色的表現，換言之，假如沒有對電影類型的歷史認識，

並借成規參照，便不能看出個別導演對某種類型電影的特殊貢獻（鄭樹森 2005：

19）。主創性作者分析主要是把導演視為作者進行的研究，透過對影視文本的分

析，整理出導演的個人風格。 

將研究焦點放在明星身上，也能進一步研究電影或電視劇類型的動態轉變

（陳芸芸譯［Phillips］ 2006：290）。電影或電視劇製作、行銷的一種重要方法，

是利用「明星」作為傳播媒介，這類產業向來都會創造、推銷著名的表演者（趙

偉妏譯［Stokes］ 2008：129）。所謂的明星包含四項涵義：（1）明星是一個真

實的人（a real person），其吸引力之所以存在，有一部分是因為明星這個人的存

在，在某些情況下，明星會進入我們的生活當中；（2）明星是角色（role）的公

開表演者（public performer），透過明星扮演的角色，使觀眾漸漸認識這些明星，

並將明星和特定的態度與意識形態立場連結在一起；（3）明星是一種人格面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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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rsona），這牽涉到真實的人與其所扮演的角色的混和，特別是在明星再度扮

演同樣角色的情況下；（4）明星是一種形象（image），指明星變成一種符號，呈

現出某種特定的形象（陳芸芸譯［Phillips］ 2006：273-274）。明星研究是一種

將明星視為研究對象進的研究，但是明星研究所關心的並不是真實的 Tom Hanks

或 Julia Roberts，而是 Tom Hanks 和 Julia Roberts 被當作商品來銷售的明星形象

（趙偉妏譯［Stokes］ 2008：129）。不過，明星形象是不穩定的，它可能隨著

時間而變化，並且在同一個時間點上，對於不同的社會團體來說，它也可能代表

了不同的事物（陳芸芸譯［Phillips］ 2006：274）。換句話說，明星研究的焦點

不是真實的個體，而是他們代表的形象。 

文獻資料指出，所謂的類型是溝通、特別是說故事的基本工具。類型能夠讓

我們理解所居住的世界，並且將它轉變成一個更受控制性、更有規則限制的世界，

在這個世界中，實際的問題都有想像式的答案可以解決。一個「類型世界」具有

一套有限且可預測的特徵；在此世界中，角色和事件都更具有可預測性，而我們

的期待也更容易被滿足（陳芸芸譯［Phillips］ 2006：250-251）。人們思考時，

總是先將事物歸類，然後依據其特質指認個別性質，隨後才進行判斷與結論（蔡

琰 2000：115）。經過分類的過程，使生活中的一切變得比較有條理、有秩序，

也有利於人與人之間訊息的交換；倘若將類型的概念運用於電視劇的分析，找出

顯示電視劇特質的模式或規則，有助於釐清電視劇所屬的類型，並且能夠在理解

電視劇的內容時發揮效果。 

類型理論是藝術過程中的必然發展，因為人類有把性質相近的事物歸類的習

慣；分類（classification）是累積性的（accumulative）、歷史性的（historical），

也是累時性的（diachronic）活動；經歷時間的沉澱，事物才能逐步歸類（鄭樹

森 2005：4）。所謂的類型，是經過長時間累積而來，這與人類習慣將事物歸類

有關。 

類型研究最常見的起始點是圖像學（iconography）：也就是具有特色的道具、

服裝和佈景，在符號學的術語中，這些東西就是「符號」（signs），也就是能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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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我們立即判別出電影類型的視覺性的「符徵」（signifiers，譯者按：或譯「能

指」），除此之外，還包含了音樂性的符徵和言辭性的符徵（陳芸芸譯［Phillips］ 

2006：252-253）。從這一段關於類型研究概念的敘述，可以發現類型研究與符

號學分析有異曲同工之妙，皆是透過解讀服裝、道具、場景等所謂的符號所代表

的意義來得出結果，其中的差別在於一種是分析符號的涵義，另一種是依據符號

分析的結果再做進一步的分類。 

根據前述對類型所代表的涵義和功能做出的概略說明，可以得知當我們在觀

看、甚至是分析電視劇時，能夠從電視劇呈現的特徵將其進行分類，例如以服裝

區分，可以分成古裝劇、時裝劇；以題材區分，可以分成愛情劇、鄉土劇、青春

校園劇、武俠劇等；以語言區分，可以分成日劇、韓劇等。但是文獻中也指出，

分類之依據並無系統可循，有時依劇作內容，有時依主要人物的身分，以致時有

界限不明、混淆不清的現象（蔡琰 2000：129）。而我們能夠透過這些特徵將電

視劇做出區分，有賴於每個個體在某個文化之下的成長過程中，都已經學習如何

對這些「符徵」進行解碼（陳芸芸譯［Phillips］ 2006：253）。也就是說，每個

人在成長過程中，即對任何一個符號有一定程度的認知，因此能夠憑藉這樣的認

知辨識出不同文化的特質，同時也能依據電視劇呈現的符號，把電視劇區分成各

種不同的類型，不能忽略的是這樣的分類有時候並不能完全劃清界限，就像《新

丁花開》一劇，可以從時代背景區分，也能從族群或性別的面向區分，經過訪談

之後，筆者發現受訪者皆是以時代背景來分類，因此，筆者遵循受訪者的想法，

將《新丁花開》歸類為時代劇。 

由此可知，分類不外乎形式或內容兩種考量，如果以形式分類，可能會在分

類後發覺可以循內容再作細分，以內容歸類，有時便顧不上一類之內的形式是否

相同，因此，想要結合形式和內容來進行分類是不容易的（鄭樹森 2005：4-5）。 

關於類型的「越界」與「移植」，二者的分別在於，能越界的類型他國可以

輕易抄襲仿作，大體無損，該類型的特點可以在他國導演的手上完全保留，例如

歌舞片、動作片等；而只可移植的類型，是指該類型的特色只適合局部仿製，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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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上不能全套成規照抄，比方說西部片、日本劍道片等，因為這些類型有過強的

歷史特定（historical specific）及文化特定（cultural specific）指涉（鄭樹森 2005：

26）。本文的研究對象《新丁花開》，其時代背景是臺灣這塊土地特有的歷史進程，

不是任何一個國家可以輕易模仿的。 

二、 編劇理論 

關於電視劇的形式，分成單元劇、劇集及連續劇三種，單元劇是自成一個單

元，它的內容不連續；劇集是每一劇自成一個單元，整個內容卻是連續的，分開

來看，每個個體卻又是獨立的；連續劇是整個連續的，內容與形式都不可分，可

分的僅是每次播出的一段（方寸 1981：96）。本文的研究主體《新丁花開》屬於

連續劇。 

所謂戲劇是要陳述故事，意思是說，這件事發生了，因為這件事的原因，所

以那件事也跟著發生；戲劇要有因果的結構，才能讓人覺得合情合理（廖澺蒼譯

［Hicks］ 2005：3）。也就是說，在戲劇裡，任何事件的發生都是有原因的，安

排結構的時候，必須將前因後果顯現出來，事件的發生才會合乎常理。戲劇的開

場有個不變的原則，就是激發觀眾的興趣，要絕對避免說教、交待等沉悶的場面

（方寸 1981：26）。而編劇的任務，就是要以一個說故事者的感覺來定下結構，

並期盼能迷惑住觀眾的心靈（廖澺蒼譯［Hicks］ 2005：11）。在進行編劇的時

候，要選擇適當的開場來引起觀眾繼續看下去的興趣。 

編劇理論提及，戲是由衝突構成的。戲的本質就是衝突，由衝突構成戲，衝

突的類別分成三種：（1）人與人的衝突，（2）人與環境的衝突，（3）自己與自己

的衝突，即內心的衝突（方寸 1981：16-18）。編劇要先發展出前提（premise），

也就是對故事主要衝突所做的簡要陳述：（1）誰是主要角色，（2）誰是對手，（3）

他們為什麼對抗，（4）這衝突的結果，會帶來什麼改變，（5）為什麼主角必須採

取行動來達成這個改變（廖澺蒼譯［Hicks］ 2005：5-6）。衝突具有對立、矛盾、

動作的追逐等性質，簡單的說，對立就是你要向東、我要向西所產生的衝突，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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盾是指內心的活動產生的衝突，動作的追逐則是一個動作推動另一個動作產生的

衝突（方寸 1981：18-20）。電視劇裡也有許多衝突的呈現，例如初妹與自己的

衝突、初妹與素敏的衝突、初妹和素敏與環境的衝突等，可見衝突之於故事結構

的重要性。不過，在安排結構的時候，要注意零亂的衝突、漫無目的的衝突並不

構成戲，有結構的衝突才能創作成戲劇（方寸 1981：21）。 

一齣戲有的只有一個故事，有的有兩、三個故事穿插在一起，此即單線或多

線，多線進行可以減少劇情的單調，增加劇情的熱鬧，不論線路多少，到了最高

潮，必須合而為一（方寸 1981：32）。《新丁花開》的故事應屬於多線發展，分

別是初妹、素敏、沛盈三個女性追求獨立、自主、幸福的道路。 

劇情的發展要注意幾件事情，首先要曲折，戲劇情節講究峰迴路轉、柳暗花

明，叫人意想不到，卻又不能不期待它的結果；第二要懸疑，俗語說「賣關子」，

不到最後關頭或緊要關頭決不掀底；第三要緊張，戲劇情節要精簡，盡量刪除不

必要的情節，要做到「緊湊」，才能談到緊張，另外就是製造壓迫感，讓觀眾看

得提心吊膽（方寸 1981：28-29）。換句話說，在編寫劇情的時候，要埋下伏筆，

隨著劇情的發展使答案逐漸明朗，就像《新丁花開》裡張義信這個角色，在戲劇

初始即被一種神祕感包圍，到劇情後半段才揭曉他的真實身份。 

戲劇特別喜用對照，對照的作用是襯托、反射。設計全劇性格時，需用對比

方法，使各類性格有強烈差異；性格對比，可使人物更鮮明，衝突易於發生。除

了性格的對比之外，情境、語言、劇情設計也會用到對比法（劉天賜 2010：

136-138）。關於這個部分，電視劇呈現了初妹和三妹的對比，可以從兩人的服裝

發現這一點，初妹在素敏念國民學校的時候，換下藍衫開始穿起洋裝，三妹原本

穿洋裝，後來穿起藍衫，這是因為初妹選擇移民、迎向冒險，因此吸收了許多新

的知識、隨著時代前進，而三妹留在三義，處在一個比較封閉的環境，與初妹形

成反差，有關這一方面的分析，在分析角色特質時會有比較詳細的說明。 

在編劇理論中，改編也是其中的一環。文學改編並不是一味地把文學文本規

定為不可移易的經典，改編也是一種創造，它允許給改編者留下創造的可能性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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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傅明根 2011：46-47）。由此可知，文學改編以文學文本作為基礎，不過不

是將文學文本完全翻譯成影視文本，在改編過程還包含了編劇個人的創意發想。 

改編並不是簡單的從文學到影視的形式轉換，而是一次「對話」，是在兩者

的矛盾衝撞中竭力尋求平衡的過程，是在裂隙間尋找符合現時社會文化所需要的

語言表意符碼的過程，這就是所謂的「對話」；既是與已經成為「歷史」的原作

的「對話」，也是與正在發展的「現實」的「對話」；既是與原作者的「對話」，

也是與未來影片的潛在接受者的「對話」（傅明根 2011：49）。意思是說，改編

是與原著小說的對話，也是與劇本的對話，既是與小說作者的對話，也是與電視

劇的收視觀眾對話。 

由於時代、歷史、文化背景的差異，由於兩種藝術形式、傳播媒介的差異，

也由於創作者（包括原作者和改編者）藝術個性、審美趣味、生活經歷等各方面

的差異，原作者和改編者之間勢必存在兩套不同的語言表達系統（傅明根 2011：

49）。小說作者、編劇、導演因為文化背景不同，以及小說文本和電視劇文本在

媒介形式上的差異，所以在意義的傳達方式上會有所差異。由於文字語言思維與

視聽語言思維本身存在的差異，「對話」事實上也是兩種藝術形式、傳播媒介之

間的碰撞（傅明根 2011：49）。 

第三節 敘事手法與場面調度 

本文主要是探討小說到電視劇的改編過程，以小說作為改編的基礎，如何建

構出電視劇的主體結構和內容，因此，針對《新丁花開》的敘事結構，以及當中

如何藉由符號詮釋與再現客家意象的部分，將分別以敘事時間、敘事觀點、場面

調度進行分析。 

一、 敘事時間 

所謂的敘事，Christian Metz 提出了五種觀點來闡明：（1）每個敘述都有一

個開頭和一個結尾；（2）敘述具有雙重性質的時間段落：一是被講述事件的時間，

二是敘述的事件；（3）敘述是話語，因為它隱含了一個陳述過程的主體；（4）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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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的感知是真實的，結果表現在所講述事件的非現實化；（5）一個敘述是眾多事

件的整體，事件是敘述最基本的單位（齊隆壬 2013：257）。根據 Metz 提出的觀

點，電視劇即是由不同的事件所組成的敘事。 

敘事即是事件行動的組織，事件先後順序、時間的安排調配決定了敘事的樣

貌與特徵（翁振盛 2010：67）。將個別的事件組合成一個故事，它們彼此之間的

關聯方式，則是具有意義生產作用的情節，換句話說，情節賦予敘事連續性和意

義，提供我們瞭解事件、角色、描述、目標、道德與關係等故事組成元素的脈絡

（羅世宏、蔡欣怡、薛丹琦譯［Jovchelovitch and Bauer］ 2008：74）。藉由劇情

的情節次序，可以推測故事的時間順序（曾偉禎譯［Bordwell and Thompson］ 1992：

96）。也就是說，每一部電視劇在故事情節的發展和安排上，不但可以瞭解故事

的時間順序，也展現出事件、角色等故事組成元素的意義和發展脈絡。 

電視劇敘事中較為常用的時序安排方式，大致上分成兩種，一種是沿著故事

自然順序展開，即是順敘法，另一種是對故事時間加以重組，後者又可以再分成

倒敘法、插敘法、預敘法（張育華 2006：49-51）。 

順敘法是指敘事結構沿故事本身的自然順序展開，這類型的時序安排，在敘

事上有利於觀眾接受（張育華 2006：49）。但是嚴格來講，純粹直線性的故事極

為少見，有時時間混淆只在局部細節或人物對話中，並不十分明顯，容易給人故

事順時推展的錯覺（翁振盛 2010：72）。換句話說，表面上看起來是採用順敘法

的電視劇，有可能在一些細節的部份使用時間混淆的方式進行敘述，只是不容易

讓人察覺。 

倒敘法是指對故事發展到現階段之前的事件的一切事後追述（張育華 2006：

50）。在倒敘前，一定有相關事件作為因，以致引發主角開始回憶過去（曾偉禎

譯［Bordwell and Thompson］ 1992：97-98）。另一個文獻也提到類似的觀點，

認為採取倒敘法必須要有動機，最佳的回憶性倒敘是用某一物體激起對往事的緬

懷（華鈞譯［Dick］ 2011：269）。在電視劇《新丁花開》裡，沛盈接受張義信

的要求，去聽素敏述說她與初妹的故事，當素敏回憶過往時，即是以曾家老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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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故事的開端，從她們與曾家老屋的淵源開始談起。 

倒敘通常是角色的回憶，因而具有心理的動機；以這種方式出現的倒敘，可

形成自覺性低、訊息卻明確的敘述；倒敘以寫實的方式呈現，讓觀眾得知角色的

記憶（李顯立等譯［Bordwell］ 1999：179）。每當素敏開始敘述以前的故事時，

畫面即從現代切換至過去的時間，隨著素敏說故事的節奏，穿梭在現代與過去的

時空之間，給人一種身歷其境的感覺。 

倒敘法還可以細分成整體倒敘和局部倒敘兩種情形，整體倒敘是對故事歷程

的整體回顧，而局部倒敘是在某個故事段落嵌入一個「過去時」的片段，通常由

回憶、過往事件場景的再現構成；局部倒敘在傳統的寫作理論被歸結為「插敘」

（張育華 2006：50-51）。依照這個觀點來看，《新丁花開》的時空背景為過去與

現代穿插出現，這樣的時序安排，同時運用了倒敘法和插敘法。 

預敘法是指事先講述或者提及以後事件的一切敘述活動（張育華 2006：

51-52）。在其他文獻裡也指出，預敘法意指在某事發生之前便預示了它的某些方

面；其為文學手段中「戲劇性的預示」的遠親，一件事預示了另一件事，或者在

一件事發生之前，便暗示將要出事；但是預敘法的真正遠祖是「預期描寫法」的

修辭學手段，一個發言人先發制人，在對手尚未提出反對意見前就給予回答（華

鈞譯［Dick］ 2011：270）。意思是說，當某件事情尚未發生的時候，提前預示

這件事情將會發生，這種敘事的時序安排稱為預敘法。 

二、 敘事觀點 

敘述是向觀眾呈現故事內容的過程，敘述可以運用一位敘述者向觀眾述說故

事的內容，他可以是故事中的一個角色，也可以用非劇中人物的敘述者（曾偉禎

譯［Bordwell and Thompson］ 1992：107）。在電視劇《新丁花開》裡，透過劇

中素敏這個角色來回憶過去，描述她與初妹如何從三義移民到花蓮、落地生根的

故事。 

影視的語言主要分為對白和獨白兩大類，用最多獨白的是在紀錄片中的旁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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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巧，由畫面外的旁白來提供觀眾依附視覺的事實訊息；獨白也可以用在劇情片，

尤其是濃縮事件及時間最常用；若用在內心獨白，則能傳達角色的思想；而所謂

的對白則是指對話（焦雄屏等譯［Giannetti］ 1998：232-234）。素敏作為過往記

憶的敘事者，可以發現在電視劇裡，她有時候是以旁白的身分來傳遞訊息。通常

作為旁白的敘事者也是故事中的角色之一，因此有欲望幫助觀眾解讀事件（焦雄

屏等譯［Giannetti］ 1998：322）。素敏這個角色即是如此，除了作為整個故事

的敘事者之外，她同時也是電視劇中的角色之一。 

敘事觀點意指故事是透過誰的眼睛看事件，觀點又可以分為第一人稱、全知

觀點、第三人稱、客觀觀點： 

（1） 第一人稱：是講自己的故事，他可以是客觀的旁觀者，也可以是主觀

的介入者。在電影或電視劇中採用第一人稱，攝影機必須記錄角色眼

中所見的一切，也就是觀眾得認同主角。 

（2） 全知觀點：敘述者提供讀者所需要的訊息，卻不介入故事事件本身。

這類敘述者能在任何時空出現，可以任意進入不同角色的意識中，告

訴觀眾他們的思想和情感。 

（3） 第三人稱：是全知觀點的變奏，主要是以劇中某個角色的觀點敘述。

這類敘述者有些能透析角色的內心，有些則無法做到。 

（4） 客觀觀點：是全知觀點的變奏，不涉入任何角色的意識，通常只負責

無偏見的紀錄事件，讓觀眾自行闡釋（焦雄屏等譯［Giannetti］ 1998：

382-385）。 

在一部影片中即使用第一人稱敘述，它也可以用第三人稱來表現戲劇性的情

節，影片中的「我」在簡短的引進之後，開始展現戲劇性的情節，於是這個「我」

就變成一個「他」或「她」了（華鈞譯［Dick］ 2011：271）。仔細探究《新丁

花開》的敘事觀點，筆者認為其主要是採用第三人稱的敘事觀點，即透過素敏這

個角色的觀點進行敘述，將初妹與她自己的故事，以回憶的方式呈現。 

關於敘事者的角色，Gérard Genette 把敘述者的敘述層級分為外故事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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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tradiegetic）、內故事世界（intradiegetic）、後設故事世界（metadiegetic），把

敘述者與故事的關係分為異故事世界（heterodiegetic）、同故事世界（homodiegetic）

（齊隆壬 2013：279）。內故事世界的敘事者是從虛構世界架構起來的框架內說

故事；外故事世界的敘事者是指影像和燈光等外在的、非人格化的敘事者；後設

故事世界是指每個劇中人物說著自己的故事，一個接一個，讓人感覺有無限延伸

的意味；同故事世界是指該敘事者同時也是其所說的故事中的一個角色；異故事

世界是指該敘事者並未出現在其所講述的故事裡（張梨美譯［Stam, Burgoyne and 

Flitterman-Lewis］ 1997：166-168）。將這個觀點套用在《新丁花開》一劇，素

敏是在故事的框架內說故事，屬於敘述層級的內故事世界，素敏同時也是故事中

的一個角色，因此，敘述者與故事的關係屬於同故事世界。 

三、 場面調度 

場面調度一詞源自法文，字面上是指「置入場景中」的意思，用來描述出現

在單一鏡頭中的視覺層面；有些人認為它的範圍限定在「攝影機所錄製的元素」

上，包括物體、運動、燈光、陰影和色彩，有些人將範圍延伸到錄影本身的藝術

上，包括鏡頭的焦點和攝影機的移動（陳芸芸譯［Rowe］ 2006：150）。也就是

說，從比較廣義的面向來看，場面調度包含攝影機所錄製的元素，以及鏡頭的焦

點和攝影機的移動。 

所謂場面的調度，就是指導演為攝影機安排調度某事件的場景以利拍攝（曾

偉禎譯［Bordwell and Thompson］ 1992：185）。拍片現場以及攝影機所錄製的

東西，都是由導演呈現出來的藝術訊息，透過導演的風格以及對場面調度的控制，

可以解讀導演作品的品質（陳芸芸譯［Rowe］ 2006：151）。從這個文獻資料可

以得知，場面調度主要是用來分析拍攝的時候，導演如何安排場景、使用道具、

服裝等元素。 

場面調度的特定元素大致上包含下列幾個類別： 

（1） 場景：場景是事件所發生的地點，也是為了某些行動而建構出來的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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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導演有多種控制場景的方式，可以從現成的景物中挑選，也可以

選擇造景。 

（2） 道具：道具是作為傳達意義的機制，所有的場景都是環繞著若干道具

而建立的，觀眾的注意力可以因為特寫與對話的運用，而集中在特定

的事物上。 

（3） 服裝：服裝是道具的變體，和角色緊密切合；服裝可以輔助劇情發展，

也有統合整部電影或電視劇結構的功能；單一角色在服裝上的微妙變

遷，可以用來代表地位與態度的轉變，甚至是時間的流逝。 

（4） 表演與動作：表演有助於觀眾將演員視作攝影機凝視的焦點對象，就

像服裝一樣，演員的面部表情和身體動作都帶有一種強烈的符碼元素。

通常講到演員的表情和動作時，多半是指演技。 

（5） 燈光：燈光不只是為了照明，畫面中的明暗部分不但影響整個構圖，

也能引導觀眾去注意某些物體或動作；陰影則能掩飾某些細節，製造

懸疑；燈光還能呈現質感，例如臉龐柔軟的線條、木頭粗糙的紋理、

寶石的閃耀等。 

（6） 攝影與攝影機的運動：創造好拍攝的事件，也打好燈光，接著就是決

定攝影機的位置，還有攝影角度以及攝影機和拍攝對象之間的相對高

度，例如俯角或仰角（陳芸芸譯［Rowe］ 2006：151-166；曾偉禎

譯［Bordwell and Thompson］ 1992：189-208）。 

整體說來，場面調度為畫面創造了空間與時間，場景、燈光、服裝、人物表

演等，在互相配合下構成各式各樣的前景、背景、線條、圖案、明暗及動作，這

些元素所組成的系統不僅引導觀眾瞭解每一個畫面，並賦予影片一個整體結構

（曾偉禎譯［Bordwell and Thompson］ 1992：216-217）。針對電視劇《新丁花

開》如何藉由符號再現客家意象的部分，將依據場面調度的概念進行分析。 



24 

 

第四節 臺灣文學改編的起源與客家電視台的成立 

本文以客家電視台的電視劇為研究對象，於是筆者整理出臺灣文學改編發展

的情形，分析電視媒介和電視劇對整個社會的重要性；客家電視台的成立對於傳

承客家族群文化有很大的幫助，因此本章節也將說明客家電視台成立的過程，以

及其成立的宗旨。 

一、 臺灣文學改編的起源與電視劇的重要性 

在電視劇發展的脈絡中，1970 年台視提出「電視小說」的構想，改編徐訏

的小說《風蕭蕭》，首開臺灣電視改編小說的先河，1984 年中視打出「作家選集」，

以文學作品改編電視劇為主，是繼台視之後，另一波文學改編之風潮（李志薔 

2004：34-35）。直到公視於 1998 年開台後，有系統地規劃「文學劇場」系列，

以改編著名文學作品為主，才慢慢形成一股文學大戲的浪潮（李志薔 2004：48）。

由此可知，小說改編的電視劇可追溯自 1970 年的《風蕭蕭》，此舉為電視戲劇開

創一條新的發展道路，也成為後續小說改編模式的基礎。 

電視劇是臺灣電視觀眾的重要娛樂節目之一，透過虛構故事的演出，傳播具

有社會意義的訊息，具現了人們各式生活與思想的結晶，也促成了現實與想像世

界間的最直接連結（蔡琰 2000：1）。電視劇雖然是虛構的故事，但是劇情內容

往往呈現的是有關家庭關係、倫理道德等價值觀，這種貼近現實生活的電視劇大

多都能引起觀眾的迴響。 

電視劇中的社會建構於真實社會中的人生百態，象徵式地代表社會上的價值

結構（蔡琰 2000：56）。李志薔也提出相似的觀點，認為電視劇的內容最能反映

社會大眾的意識原型：不論是整體社會價值、家庭親子關係或個人情感議題等，

都會充分反映在戲劇的內容裡，故電視劇亦可說是一國文化的總體表現（2004：

16）。電視不僅是塑造社會共識、意義及價值觀的文化活動，透過訊息中的意識

型態，電視不斷地影響大眾的日常生活（蔡琰 2000：54-55）。 

電視劇成為生活中重要的娛樂活動之一，除了其拍攝的題材反映出現實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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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價值觀之外，隨著科技的日新月異、網路的無遠弗屆，人們觀看電視劇不再局

限於特定空間，只要隨身攜帶智慧型手機、平板電腦等 3C 產品，任何地方都能

收看，也能搜尋到已經播完的電視劇。因此，電視劇相較於小說、雜誌、報紙，

可以說是無所不在、隨處可得。 

二、 客家意識興起 

 族群意識是否能夠建立，主要在於群體中的成員有沒有產生對某個群體的認

同感，將自身與其他族群作出區別。吳乃德認為族群意識要能夠發展，並且成為

集體行動的基礎，其成員首先必須具有群體的認同感，在心理上主觀的認為個人

是隸屬於某一特定群體中的一份子，因此，群體認同是族群意識的基礎（1993：

29-30）。一般而言，認同是建構在個體承認自己與其他人或其他群體間，擁有某

些共同的起源，或是共同分享某些特徵，在這個基礎上自然地建立了對群體的團

結和忠誠（Hall 1996：2）。而 Simon Frith 指出認同是流動的，是一種特殊的經

驗，或是處理特殊經驗的方式；認同的經驗所描述的是一個社會過程、一種互動

的形式（1996：109-110；古正宇 2011：13-14）。依照這些觀點，個體需要先認

同自身是屬於某一個族群，並享有共同的起源、特徵等族群特質，才會產生族群

意識。 

 客家族群意識得以凝聚，主要是因為面對強勢族群文化的擴張，客家族群文

化面臨消失的危機，以及受到原住民族群爭取權利的成功所影響。臺灣是一個多

元族群的社會，臺灣族群的分類方式大致上是以「省籍」來做區分，即為本省人

和外省人，或是以臺灣四大族群做為分類方式，即原住民、客家人、外省人和閩

南人（施正鋒 2000：12、195；謝晨馨 2013：14）。在臺灣興起本土意識風潮之

時，由於閩南族群以其自然多數的優勢，往往以閩南質性作為本土質性的標準，

客家族群在此情況下因而產生了反彈心態（楊長鎮 2007：405）。除了客家族群

相對於閩南族群處於較為弱勢的狀態此一因素之外，1984 年「臺灣原住民權利

促進會」成立，原住民運動以組織化的形式正式展開，對客家族群來說無疑是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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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舞和刺激（古正宇 2011：21）。 

 1987 年《客家風雲雜誌》創刊，加上黨禁和報禁的開放、言論尺度放寬，

客家人開始在大眾媒體討論客家的地位與語言、文化等問題，這些論述吸引更多

關心客家的知識份子的注意。1988 年還我母語運動，激發了客家族群的自我意

識與客家認同。還我母語運動的三大目標為：（1）成立客家電視台；（2）客語列

入母語教育政策；（3）成立客家事務的專責機構（丘昌泰 2010：11-13）。 

 由以上的敘述可知，還我母語運動可以說是客家意識凝聚的轉捩點，還我母

語運動喚醒許多客家人對客家族群的認同進而形成客家意識，再加上閩南族群文

化的強勢壓力、原住民族群成功爭取族群權利等因素，致使客家族群開始重視客

家族群權益的重要性。客家電視台成立之後，致力於客家語言和文化的傳承，透

過傳播媒介將客家語言和文化傳遞到各個角落，使不同文化的族群有一個正式的

管道認識客家族群。 

三、 客家電視台作為族群媒體 

Pierre Bourdieu 曾經對電視新聞提出他的看法，他認為電視的一部分象徵行

動便是要使人把注意力轉移到一些本質上大家都會感興趣的事實上去。在收視率

當道的情形下，使羶色腥的社會新聞成為頭條（林志明譯［Bourdieu］ 2002：

21）。收視率是這個世界的隱匿之神（Dieu caché），祂統治著其中人物的意識（林

志明譯［Bourdieu］ 2002：34）。Bourdieu 提出此一觀點，是因為大多數的媒體

為了提高自己的收視率，特別強調觀眾感興趣的部分，來獲得觀眾的青睞。筆者

認為這個觀點也能套用在電視劇上，近年來廣受討論的「小三」、「小王」角色時

常出現在劇情中，也是因為在播出後能引起廣大的討論，成為茶餘飯後聊天的熱

門話題。 

整個媒體的大環境就如同 Bourdieu 提出的「場域」概念，為了獲得較高的

收視率而彼此競爭。場域是一個受到結構的社會空間，一個力場──其中有宰制

者和被宰制者，存有持續的、恒常的不平等關係在場域內部運作──這也是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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鬥爭場，鬥爭的目標是改變或保存這個力場；每個人運用他所擁有的力量和其他

人競爭，這個力量也決定了他在場域中的位置，以及由此而來的策略（林志明譯

［Bourdieu］ 2002：60）。各家電視台為了獲得較高的收視率，無論是節目或戲

劇，其主題皆隨著觀眾的喜好而變動，藉以取得觀眾的青睞。 

 相較之下，族群媒體發展的重點，是要確保少數族群媒體能在多元文化主義

的理念下，被合理定位及保存、不被文化同化或在媒體市場中被邊緣化（彭文正 

2009：242）。Will Kymlicka 提出族群差異權利（group-differentiated rights），包

含了自治權（self-government rights）、多元族裔權利（polyethnic rights）以及特

殊代表權利（special representative rights），它用以制訂和保障族群在大國體制內

之生存空間，也提示了族群在傳播媒體中之生存策略（張培倫 2005：90-91；彭

文正 2009：242）。依據 Kymlicka 提出的族群差異權利，在收視率當道的媒體環

境中，確保族群媒體能夠立足於多元文化的社會，傳承少數族群的文化，客家電

視台即是在現今多元文化的環境裡，將客家族群文化加以保存。 

 族群媒體的使命不只在爭取所有權、參與權和內容權，更要有對抗及更正主

流意識型態的積極作為，因為真正的公共價值不僅止於部份的接近權和使用權而

已，更在於免於被刻板印象化的自由（彭文正 2009：247）。客家電視台作為一

個族群媒體，藉由深入探索客家庄的方式，試圖翻轉主流媒體建構的刻板印象。 

 媒體有將事件進行建構或詮釋的功能，而族群媒體在詮釋的同時，仍致力於

宣揚族群的文化。Bourdieu 曾指出影像會產生文學批評家所說的「真實效應

（l'effet de réel）」此一特質。它展示出一些事物，並且使人相信它所展示的事物

是存在的（林志明譯［Bourdieu］ 2002：27）。由此可知，每當族群媒體在呈現

族群文化時，應小心謹慎的選擇其呈現的方式和呈現的事物，因為影像的展示容

易讓人留下深刻印象，也容易使人相信其忠實地呈現了真實，如果忽略了這個細

節，則容易落入刻板印象的陷阱裡。 

客家電視台於 2003 年正式開播，使客家族群擁有自己專屬的發聲管道，以

傳承客家語言與文化為職志。在成立初期，由行政院客家委員會每年依法招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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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先後由台視、台視文化與東森電視等商業電視台承攬，但是一年一標的客家電

視台，頻道營運之長期規劃、制度、管理與人才培訓等經營，均難以有深度的耕

耘與累積。2007 年，依據《無線電視事業公股處理條例》規定，客家電視台不

再採取每年招標的方式，改由委託公視基金會辦理，自此免除商業頻道的利潤考

量，以及一年一標的困窘。客家電視台成為臺灣公廣集團的頻道成員之一，確立

其兼具公共媒體、族群媒體、少數語言媒體的特性。6
 

關於客家電視台電視劇的產製過程，筆者嘗試整理劉慧雯〈客家電視台戲劇

製作的困境與出路：外製的角度〉一文，從中歸納出客家電視台製作電視劇的流

程，大致上分成徵案、評選、討論劇本、演員的語言訓練、電視劇成品的審查等

階段，徵案是製作團隊向客家電視台提案，客家電視台針對這些提案進行評選，

選出要拍攝的題材後，客家電視台與製作團隊開始討論劇本，由於客家電視台有

客語使用的要求，所以在開拍之前，要先對演員進行客語方面的訓練，以免影響

拍攝的進度，最後完成的成品，還要經過客家電視台的審查才能播出（2015）。

根據劉慧雯一文的研究，筆者將透過此次的機會，試著去瞭解《新丁花開》從徵

案、劇本編寫、拍攝到成果呈現所經歷的過程。 

客家電視台秉持著人民為本、客家為體、專業為用的營運理念，從「人」的

角度出發，爭取閱聽人的認同，並以客家精神作為電視台的養分，為客家文化和

經濟產業服務和貢獻，更以成為臺灣媒體的典範自我要求，堅持「媒體」專業、

「客家」專業，滿足大眾的選擇權利。除此之外，客家電視台還肩負著客家語言

的永續流傳、行銷客家族群的文化價值、維護客家媒體的近用權益、拓展國際族

群文化的交流等使命。7
 

由於本文是研究客家電視台的電視劇，故該電視台的新聞節目、綜藝節目、

教育文化節目等不在本文討論範圍內，本文僅就電視劇的部分做說明。每當提起

客家電視劇，大多數的人在第一時間想起的是《寒夜》，但是《寒夜》、《寒夜續

                                                      
6 資料來源：客家電視台，網址：http://www.hakkatv.org.tw/。檢索日期：2015 年 10 月 6 日。 
7 同上註。 

http://www.hakkatv.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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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是由公視於 2002、2003 年製作（李志薔 2004：77），客家電視台的電視劇

則是起始於其開台大戲《老嫩大細》。8
 

其電視劇的題材涵蓋多種不同的面向，改編自小說作品的有《肉身蛾》、《魯

冰花》、《菸田少年》、《源》、《在河左岸》以及本文的研究對象《新丁花開》等，

青春偶像劇之校園三部曲《花樹下的約定》、《牽紙鷂的手》、《雲頂天很藍》，以

人物生平為主題的有《大將徐傍興》、《彩色寧靜海》，結合地方產業、企業的包

含《月滿水沙漣》、《桂花釀》、《十里桂花香》、《流漂子》、《醬園生》、《黃金稻浪》

等，以及目前最新以探討生死、禮儀事業為主的《出境事務所》。9從電視劇的主

題可以發現其題材多元，多以關心臺灣產業、家庭關係等為主，在眾多媒體競爭

激烈的環境中，維持該電視台一直以來傳遞客家文化的精神於不墜。 

第五節 客家意象與客家婦女的特質 

 本節試著解析意象的定義和意象如何生成，並說明客家意象與客家族群認同

的關聯性，接著透過文獻資料中關於客家意象的相關敘述，以及客家女性的相關

研究成果，作為分析《新丁花開》裡所呈現的客家意象與客家女性特質的參照。 

一、 意象 

「意象」中所謂的「意」，是指情意、情志、意念等主觀抽象的情思；「象」

指的是具體的客觀現實世界中的「物象」，兩者合為「意象（image）」，亦可解釋

為心象、形象（古正宇 2011：47）。根據《心理學百科全書》的定義，意象是一

種態度或心理圖像（王嵩音 1998：15）；而根據《美國學術百科全書》（Academic 

American Encyclopedia）的解釋，意象一詞源自拉丁文 imago，是一種心象，指

心中對外界景物的認知表現（古正宇 2011：47）。從前述的名詞解釋可以得知，

「意象」是屬於比較抽象的概念，它是內心對外在事物的感知、想法、感覺，不

                                                      
8
 資料來源：維基百科，網址：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AE%A2%E5%AE%B6%E9%9B%BB%E8%A6%96%E5%8F%B

0。檢索日期：2015 年 10 月 6 日。 
9 同上註。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AE%A2%E5%AE%B6%E9%9B%BB%E8%A6%96%E5%8F%B0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AE%A2%E5%AE%B6%E9%9B%BB%E8%A6%96%E5%8F%B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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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實體般有個明確的樣貌輪廓。 

Boulding 是最早提出意象一詞的人，其在 The Image 一書中指出意象是一種

作為瞭解社會與人類行為的關鍵。他認為意象是「個人『相信為真』的主觀知識，

其會影響個人的行為」（王雯君 2005：120-121）。意象多是從生活經驗中獲得，

人們為了應付外在的環境，才會產生意象。Boulding 所謂的訊息與意象的關係即

是指個人和其周遭環境的接觸，訊息的充分或缺乏會影響意象的改變（王嵩音 

1998：15）。因此，意象的構成，是我們把外界訊息透過價值系統過濾而來，是

由個體對外界事物瞭解所吸收的訊息與意象之間長期的動態關係，彼此不斷地進

行傳遞與篩選所形成（王雯君 2005：121；古正宇 2011：49）。簡單的說，意象

是從生活周遭環境獲得，是人們吸收外界訊息所產生的抽象概念。 

意象是一種主觀認知的心理基模，憑藉一套有限的引導架構迅速過濾外界大

量的訊息來認識無限的世界，意象的塑造可以使一個人在沒有得到所有有關認識

對象的資料之前，就先做某種程度的假設和結論（王雯君 2005：121）。個人對

外在訊息的接收和自我意象的調節，有很大部分來自於個人和其他人所「共享」

的信念，在日常生活的交流中，人與人之間透過討論和溝通互相分享訊息，形成

了所謂的公共意象，這個意象為同一團體、組織或社會的參與份子所共享（古正

宇 2011：50）。由此可知，意象可以自生活經驗中獲得，也可以取自人與人之間

分享訊息的過程。 

 人們會很自然的將所認識的世界轉換為一連串的象徵式符碼，例如語言、風

俗、習慣、生活方式等，皆為一種象徵式的再現，為了賦予世界意義，人們所建

構的意象往往會由豐富的文化符碼所包裹（王雯君 2005：122）。當我們談論客

家時，會自然而然的聯想到客家話、勤勞、節儉、義民信仰等，這些文化符碼就

是人們轉換成與客家相關的象徵式符碼。 

二、 客家意象的建構 

 意象是過去認知經驗的積累，意象的形成結合著社會結構與行動主體的日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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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為，講到「客家」，腦海中會浮現許多圖像及象徵語彙，這是對客家的認知結

構所建構的意象，是價值系統賦予這些意象意義的文化符碼。我們腦中現存的客

家意象，是作為認識客家文化的一套工具，經由挑選、重組、編排以賦予意義的

文化符號來組成一套有秩序、可以理解的一種客家敘述（王雯君 2005：122）。「客

家意象」就是個體將其心中向來對於客家的認知評價，藉由語言、文字或圖像加

以描述或呈現，而這些認知評價，可能隨著人或事物自身的轉變，使個體心中的

知覺，因為持續的經驗、累積與重塑，而在不同的時期予以不同的認知與評價（古

正宇 2011：52-53）。 

 周建新認為：「族群意象就是關於特定族群成員屬性的共同信念，通常是指

人格特質和行為方面的屬性（轉引自古正宇 2011：53）。」所以客家意象是關於

客家成員屬性的共同信念，也就是客家族群成員對於自己族群特質與存在之覺知

與忠誠，通常都繞在某些被認為是重要的文化特質或身體特徵上（古正宇 2011：

53）。客家意象因為「他者」而具有重要性，以及感受自身現在處境的弱勢與不

被重視，而讓客家自我開始有認同的必要，因為認同的需要，讓客家自我開始建

構客家意象，因為建構客家意象，客家人開始回顧過往，透過歷史及記憶來揀選

重建客家族群意象，客家人逐漸掌握詮釋的地位（王雯君 2005：125-126）。 

 客家意象的形塑有其歷史脈絡和記憶過程，還牽涉到詮釋權，在歷史脈絡與

權力之間詮釋下的客家，成為客家族群想像與集體記憶的認同焦點，這樣的認同

方式可能藉由社會結構或教育系統與媒體傳播而重複強化，往往使不知情的訊息

接收者同時成為客家意象的創造主體。無論是客家人或是非客家人都可能是客家

意象的建構者，在自我與他者互動中建構客家認同也形塑了客家邊界，而邊界的

形成與社會情境和權力競爭有關（王雯君 2005：123）。 

 綜合以上敘述，意象是接收外界大量的訊息轉換而來，在不同的訊息交流中

建構意象；而客家意象是一種對客家族群的認知評價，是對自身族群的認同，用

來與他者做區分。客家族群在閩南文化的壓力下重新建構客家意象，試著擺脫強

勢族群對客家人刻劃的刻板印象，由客家人自己的角度出發，建構屬於自身族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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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客家意象。 

三、 象徵客家意象的文化符號 

根據前述對客家意象做出的說明，可以得知所謂的客家意象，即是指客家族

群的文化特質，而探討客家意象的相關專著頗多，其涵蓋的內容廣泛且多元，本

文將採用陳運棟在其著作中，針對文化做出的說明以及文化的分類方式，將客家

意象的相關論述進行整理和歸納。陳運棟指出，文化是一個民族或民系經過長久

累積而成的一種文明所形成的生活方式，並將文化分成三個類別：首先，物質文

化：關於人與地理環境等自然方面的文化，包含飲食習性、衣服被飾、居處建築、

生產方式；第二，社會文化：關於社會制度、模式及風俗習慣等人與人方面的文

化，包含婚姻關係、生育壽辰、喪葬祭祀、家族制度、社會組織；第三，精神文

化：關於尋求慰藉、人的價值觀念方面的文化，包含歲時習俗、宗教俗信、客家

精神、人文薈萃（陳運棟 1992：250-251、333-389）。接下來分別以物質文化、

社會文化、精神文化三個方面，整理出代表客家意象的文化特質。 

（一）物質文化 

生活習慣方面，由於客家人多居住於交通不便之處，而且沒有很好的土地資

源，常常物資短缺，經濟上較為困苦，對於金錢的使用也較為節省，自然養成一

種忍耐粗食，忘了飢餓的節儉遺傳習性（曾逸昌 2002：22）。糯米製作的「粄」

也是客家常見的食品，因為粄較一般的米食耐久存，上山工作的人們方便攜帶，

可以隨時充飢，像是水粄、菜包等（劉還月 2000：335）。客家人也常將食物曬

乾貯存，例如蘿蔔乾、鹹菜乾、筍乾等（曾逸昌 2002：439）。 

客家人的衣飾，樸素是最大的特色，男人穿的衫是對襟衫，上窄下寬、無領

或淺領、配上窄口的長袖，褲子很闊很大，所以叫做「大褲管」，形如現在的長

褲，但褲襠沒有開口，褲頭用比較差的布接成，這是因為褲頭被衫遮住了，外面

看不見，這代表節儉的意思；女人穿的褲子和男人穿的褲子做法一樣，而女人穿

的衫叫「藍衫」，最常見的是大襟衫，右衽、配上高豎的領子（雨青 1992：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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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重光 2001：305）。 

臺灣的客家建築特色，北中南各有其獨特的地域風格，北部多散居、以竹林

或果林作為建築物的屏障、屋頂多使用紅瓦、翹鵝式屋脊、多為紅磚牆；中部有

集居和散居、屋頂以紅瓦和黑瓦間用、正身與橫屋相接處有「單溝」的「轉溝」

構造、紅磚牆和白牆各居其半；南部多集居、有柵門、屋頂用黑瓦、正身與橫屋

相接處有「雙溝」的「轉溝」構造、多使用日式「鬼瓦」作為屋脊的收頭、多為

白粉牆；除此之外，北中南的客家建築尚可從牆基、地板、有無設置化胎等方面

看出不同地區的差異（陳板、李允斐 1991：36-42）。臺灣的客家民宅最常見的

是一字排開的住宅，形狀似龍，俗稱為「一條龍」，以三開間排成一列，正廳兩

側各有臥房，臥房房門與正廳堂下不能相通，這點與福佬民宅完全不同；正廳的

左右兩房為正房，即俗稱的「正身」，兩側加蓋的廂房稱為「護龍」，如果在正房

兩旁向前加蓋平行的護龍，即形成「三合院」，中間做為庭院或農家的曬穀場（曾

喜城 1999：121-122）。 

產業方面，茶葉可以說是桃竹苗地區重要的經濟作物。根據文獻記載，北臺

灣的桃竹苗地區，雖然地形多山、交通不甚便利，但是經濟生活並非封閉型，茶

葉和果樹、樟腦、礦石是產業重心，這些都是商品（邱彥貴、吳中杰 2001：114）。

桃竹苗地區的丘陵地，充分擁有生產優良茶葉的地理條件，逐漸發展出以茶為主

要經濟作物的農業生活（戴寶村 2006：94）。 

（二）社會文化 

客家社會嚴格遵行「同姓不婚」的原則，而有少數被認作同宗的相異姓氏，

如「張、廖、簡」和「余、凃、徐」等，也是不准通婚姻的，再者，有某些姓氏

因為他們的祖先輩，曾有結怨之仇並發誓此後互不通婚的情形（陳運棟 1992： 

352）。婚姻形式以「嫁娶婚」為主，即男方向女方求婚，女方嫁入男家成婚，除

了嫁娶婚之外，尚有贅婚、改嫁，贅婚是指男到女家結婚，俗稱「打合同」或「招

親」，改嫁則指寡婦或離婚的婦女再婚（魏麗華 2002：54、61-62）。 

關於客家人的壽辰習俗，客家人稱 60 歲為上壽，慶祝生日叫「做壽」，但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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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和女性做壽的年齡不一，男人逢十，即 60 歲、70 歲、80 歲做壽，女人逢一，

即 61 歲、71 歲、81 歲做壽，俗話稱「男做齊頭，女做出頭」，如果男人不是逢

十、女人不是逢一的生日，即使設宴慶祝，但不稱做壽，而叫「做生日」（魏麗

華 2002：62）。 

在喪葬祭祀的部分，當一個人去世的時候，孝子要立即親往外祖母舅家及親

伯叔家跪地通知，若一般親戚可請本家代報，俗稱「報喪」；在死者腳下，供飯

一碗，上置鴨蛋插筷子，俗稱「腳尾飯」（魏麗華 2002：66；陳運棟 1992：359）。 

家族制度方面，由於客家人大部分是大家庭，烹飪洗掃通常由媳婦們分擔，

所以客家婦女應具備「家頭教尾」、「田頭地尾」、「灶頭鍋尾」、「針頭線尾」的技

能（陳運棟 1992：365）。這種大家庭的制度，使得客家婦女克盡婦道、勤勞工

作，雖然在家中權宜的地位上，對家中重要事件難作具有權威的決定，但在經濟

地位上卻佔有均等的份量（陳運棟 1992：369）。 

為了克服自然環境和人為因素的不利條件，客家人的「我群意識」（we group 

consciousness）濃厚，客家鄉村中的人群關係，大多藉婚壽治喪聚會時促進，使

鄉人之間更趨於同氣相親（common unity）（雨青 1992：210）。也因為客家人「我

群意識」濃厚，從前有「嘗會」與「義倉」等社會組織的設置，現在則有「同鄉

會」與「崇正會」等組織（陳運棟 1992：370），「祖嘗」即是祭祀公業或蒸嘗，

把祖先遺產由其後代子孫按年輪值經營，收益除作為祭祀之用外，也作為其他公

益事業之用，「會」的產業則是在組設時，由會員聚資湊集，不限於一姓一族（雨

青 1992：212-213）。 

（三）精神文化 

在歲時習俗方面，十月十五日是下元日，慣例在這天「完福」或「圓福」，

答謝農業生產的豐收，並演出「平安戲」或「收冬戲」（邱彥貴、吳中杰 2001：

94）。在臺灣的客家庄中，平安戲是每年八月秋收之後，客家人最重要的大事，

它源自於傳統觀念中的「春祈秋報」人們在春天祈求土地及天地諸神，希望雨水

豐足、作物豐收，入秋採收之後，人們必須報答眾神的庇佑，除了準備豐富的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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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祭祀之外，為表示隆重之意，請野台戲到神明面前獻演，以示酬謝之意（劉還

月 1991：95）。 

信仰的部分，劉還月在其作品中提到客家人崇敬祖先的傳統，客家夥房中的

「阿公婆間」，是供奉祖先以及進行家族會議的地方，而祖牌、堂號、棟對等慎

終追遠的設施，都是傳統客家居所中不可或缺的要件，也最能表達出客家族群團

結、敬祖的精神（2000：328-329）。 

每當談及客家就時常提出來討論的客家精神，也有其相關的敘述。萬金油的

創始人胡文虎，是福建省的客家人，他說客家人有很強烈的四大精神，即（1）

刻苦耐勞的精神；（2）剛健弘毅的精神；（3）創業勤勉的精神；（4）團結奮鬪的

精神（松本一男 1996：80-81）。高宗熹在其作品中也整理出了所謂的客家精神：

（1）堅強的團結心；（2）進取、尚武的精神；（3）保存文化、傳統的信心；（4）

重視教育；（5）對政治有極高的意向；（6）女性具備勤勉的美德（1997：11-12）。 

在教育方面，一般客家人都擁有「晴耕雨讀」的耕以為生，讀以存志的傳統

習尚，教育的重點大都以飽讀儒學為主，以考取功名為最終目標外，絕大多數的

人，也希望孩子長大後，能夠當個教師、公務員或在公營事業機構上班（曾逸昌 

2002：23）。客家人認為，與其做手無縛雞之力的文弱書生，不如一面耕田一面

致力於學問來得好，而且能對父母、長輩盡孝，更不忘愛國精神；讀書的目的不

一定要成為官僚，而是為獲得良好的教養，不忘記中原君子之禮（高宗熹 1997：

104）。 

除了上述從物質文化、社會文化和精神文化所呈現的客家意象之外，語言對

於客家族群來說，也是一項重要的文化資產，羅肇錦在其所撰寫的文章中，分別

以社會現象、系統符號、思維工具三個方面來探討語言，其認為客家話是客家社

會的現象、客家話是一種符號系統、客家話是客家人思維的工具（羅肇錦 1991：

18-21）。也就是說，客家話必須放在客家社會，才能賦予它客家文化的意義，並

配合特定的組織規則讓語言產生內容，客家人便能藉客家話進行思維的運作，因

此，客家話對客家族群而言是非常重要的文化特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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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客家電視台的連續劇中，運用媒體傳達意義的方式將這些所謂的客家意象

呈現出來，透過電視媒體的傳遞，客家族群的特色能傳播得更遠、更廣泛，讓更

多人認識客家族群。至於客家女性形象的相關論述，在下一段落客家婦女相關研

究裡一併說明。 

四、 客家婦女相關研究 

關於客家婦女研究的探討，在許多客家相關的文獻資料中，皆能找到針對客

家婦女的議題所進行的論述，但是這些文獻資料，有許多是從男性的視角進行的

討論，例如來華傳教多年的美籍傳教士 Robert Smith，在其著作《中國的客家》

一書中，對客家女性有如此的描述：「在客家人的社會裡，幾乎所有艱苦的工作

都由女性承擔，似乎都是屬於她們份內的責任。客家人因多住在山區，壯年男子

大都到南洋一帶謀生去，或到軍政界服務，留在家裡的多是老人和小孩，因此女

性必須負起維持家庭的責任。」另外，他也提到「客家婦女對丈夫都是非常尊敬

和順從的」（雨青 1992：39-40）。從這一段引文的敘述，可以發現 Smith 觀察到

的客家女性具有勤勞、持家、順從丈夫等特質。 

與 Smith 指出客家女性具有的特質相類似的討論，也能在其他學術研究資料

中看見。在歷史上，客家婦女最常被提起的特質之一就是沒有纏足，由於客家人

主要住在山區，刻苦耐勞、節儉上進，生活條件困苦，纏足根本上是一種奢侈的

要求（張維安 1994：245）。客家婦女是家事、農事兩頭顧，在家事、農事之外，

再以賺取家庭收入來源前提下，和男性一樣的辛苦勞動（何素花 2002：526）。

在客家社群中，客家婦女被教育成具備「家頭教尾」、「田頭地尾」、「灶頭鍋尾」、

「針頭線尾」的模樣。「家頭教尾」是指養成黎明即起、勤勞儉約的習慣，並將

家務料理得井井有條；「田頭地尾」是指不要使農田耕地荒蕪；「灶頭鍋尾」指燒

飯煮菜、調製羹湯，學就一手食膳料理的技能；「針頭線尾」指學習縫紉、刺繡

等女紅（張典婉 2004：31-33）。 

這些針對客家女性特質進行的描述，不外乎勤勞、節儉、持家等特質，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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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特質同時也是社會大眾對客家女性的認知和理解。筆者認為一個人的特質得以

形成，主要是受到社會環境的影響。根據 Margaret Mead 的《三個原始部落的性

別與氣質》（Sex and Temperament in Three Primitive Societies）10一書，其所要證

明的是男女氣質並非自然的生理現象，乃是社會文化的產物、是由文化所塑造的

（黃應貴 2008：155-156）。由 Mead 在新幾內亞進行的研究，即可理解生活環

境、社會文化對個人特質的形塑起著關鍵的影響力。 

為了對客家女性有更進一步的認識，一些學術研究則採取比較研究的方式，

針對不同族群的女性進行比較。張維安〈客家婦女地位：以閩南族群為對照的分

析〉（1994）一文，探討客家婦女大量的勞動對其地位是否有正面的影響，並且

以閩南族群的女性為對照，分析教育、收入、初職業聲望、現職業聲望、在家中

的決策權五個方面，來討論客家婦女的地位。林鶴玲、李香潔〈台灣閩、客、外

省族群家庭中之性別資源配置〉（1999）一文，以 Susan Greenhalgh 提出的代間

契約理論（intergenerational contract theory），分別從父母對子女的資源分配、成

年子女對父母的資源回饋、媳婦在以男性繼承為主軸的家庭權利義務關係中的角

色等層面，探討外省、客家、閩南家庭中的資源配置和代間資源流動的情形。 

《新丁花開》是以客家女性移民作為敘事的主要角色，透過不斷地回想過往

的記憶，逐漸衍生出故事的發展。雖然在這部電視劇裡可以看到客家人、閩南人、

原住民，以及殖民統治的日本人和跟隨國民政府來臺的外省人，但是本文並不特

別針對不同族群或國族的女性進行比較，而是嘗試分析編劇和導演如何塑造客家

女性形象。一如筆者認為生活環境會影響性格的形成，歷經政治、經濟、社會文

化的變動，也遭遇過戰爭帶來的不安和生離死別，生活在動盪年代的人們，不分

                                                      
10 Mead 研究新幾內亞三個鄰近部落男性和女性的氣質：阿拉佩什（Arapesh）人住在山區，靠種

植芋頭維生的和平民族，男女氣質都很文靜、和平、感情豐富，男人和女人一樣從事家務與生產

活動、照顧小孩；新幾內亞河畔有名的獵頭和食人民族蒙杜古馬（Mundugumor），盛行多妻制，

男人多半以姊妹交換婚甚至暴力搶婚方式獲得配偶，夫妻關係緊張尖銳，在這個文化中成長的女

性具有男性氣質（粗魯、嫉妬、侵略性高）；靠湖邊的德昌布里（Tchambuli）人，魚產量豐富，

不需花費很多時間從事生產，因此投注大量時間在宗教儀式上，由於男性專注在宗教儀式，女性

遂成為家的主要生產者，男性溫和退縮、女性積極進取（整理自黃應貴《反景入深林：人類學的

觀照、理論與實踐》，頁 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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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群，其性格自然會有較大的同質性，都是為了生存下去而努力。因此，筆者將

嘗試理解在二十一世紀的今天，編劇和導演如何去塑造動盪不安的時局下的客家

女性。 

有鑑於此，筆者嘗試以類型研究歸納出《新丁花開》的類型，採用編劇理論

和敘事手法分析電視劇的敘事結構和情節安排的情形，透過場面調度的觀點分析

導演如何於電視劇中呈現客家意象，並試圖瞭解客家電視台電視劇的產製過程，

以便對本文的研究對象《新丁花開》有更深層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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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方法 

 一般而言，研究者使用的研究方法大多採取質性研究或者是量化研究。量化

研究是一種對事物可以量化的部分進行測量和分析，以檢驗研究者自己關於該事

物的某些理論假設的研究方法；而質性研究是通過研究者和被研究者之間的互動

對事物進行深入、細緻、長期的體驗，然後對事物的「質」得到一個比較全面的

解釋性理解（陳向明 2002：12-13）。 

關於質性研究的定義，是指一種將觀察者置於這個世界中的情境式活動，將

世界轉化為一連串表徵，包括田野筆記、訪談、對話、照片、錄音以及個人備忘

錄；質性研究採取一種解釋性、自然主義的取徑來看待這個世界，試著根據人們

所賦予之意義來認識或解釋該現象（張可婷譯［Flick］ 2010：2）。陳向明也根

據質性研究的相關文獻，對「質性研究方法」的定義做了初步的結論：「質的研

究是以研究者本人作為研究工具，在自然情境下採用多種資料搜集方法對社會現

象進行整體性探究，使用歸納法分析資料和形成理論，通過與研究對象互動對其

行為和意義建構獲得解釋性理解的一種活動（陳向明 2002：15）。」 

 本文採用質性研究方法，以文本互涉理論以及深度訪談法為主要研究方法，

嘗試針對客家電視台電視劇《新丁花開》做進一步的深入探討，藉此瞭解編劇和

導演在製作過程中，對原著小說提供的素材如何做出取捨進行改編，客家電視台

對於如何呈現此一電視劇又有哪些看法，再加上其他種種因素的考量，而造就出

如今所看到的《新丁花開》的樣貌。期望透過本文深入的分析，能對該電視劇有

更細緻的理解和認識。 

第一節 文本分析法 

Roland Barthes 曾經針對「作品」和「文本」做出清楚的區分：「作品」被定

義為物體的現象表面，例如某人手中所拿的那本書，換句話說，就是傳送預定及

事先存在意義的已完成作品；「文本」被定義為一個方法學上的活動領域，為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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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合併了作者和讀者的作品（陳儒修、郭幼龍譯［Stam］ 2012：255）。文本並

非放射出單一「神學」意義的一行字，而是各種不同的寫作，無所謂原創，互相

交織衝激的多重面向空間（張梨美譯［Stam, Burgoyne and Flitterman-Lewis］ 1997：

301）。也就是說，文本是由各種不同的素材互相交織、融合而成。 

文本分成引出式文本（elicited texts）和現存文本（extant texts）。引出式文

本指的是研究參與者（受訪者）在回應研究者的請求時所生產的書寫資料，像是

郵寄的問卷、網路問卷、私人日記、工作日誌或回答研究者擬定的問題等都算是

引出式文本。現存文本則包括各式各樣的檔案，研究者無法參與形塑這些檔案，

像是公開的紀錄、政府報告、機關組織的文件、大眾媒體、文學、私人通信、網

路討論等資料（顏寧等譯［Charmaz］ 2009：53-56）。筆者在進行研究的過程中，

分析的小說和電視劇即屬於現存文本，訪談獲得的資料則是引出式文本。 

文本系統是指支撐統合影視文本成為單一整體的組織，亦即每一部電影或電

視劇都有一特殊結構，一意義聚集的網絡；文本分析則是找出構成文本系統的外

相組織結構，將一小數額的符碼抽離出來，循跡找出他們如何在影片中交錯進行

（張梨美譯［Stam, Burgoyne and Flitterman-Lewis］ 1997：101-102、105）。因

此，本文針對小說和電視劇進行文本分析，即是要找出電視劇的組織結構。 

文本分析的方法可以分成兩個部分，一是媒介研究傳統的主要分析方法，包

含內容分析、敘事分析、符號學，另一是從電影研究衍生而來，卻適用於其他媒

介與文化研究的分析方法，包含文類研究、主創性作者研究、明星研究（趙偉妏

譯［Stokes］ 2008：71-73）。這六種文本分析方法的性質概述如下： 

（1） 內容分析：這種方法是計算文本中的各種現象，一般被研究者稱為「量

化」研究方法，因為它涉及計數與加總各種現象，也可以被用來支持

一個本質上偏「質性」的研究。 

（2） 敘事分析：將整個文本當作分析對象，聚焦於故事或敘事的結構。 

（3） 符號學：屬於一種詮釋學，用於研究視覺性的媒介，分析影像的產製

者如何使影像產生意義，讀者又如何解讀這些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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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文類研究：文類是一種將影劇分類的方式，用於分析類型相近的影劇，

所謂的文類是指喜劇、恐怖片、浪漫愛情劇等類型。 

（5） 主創性作者研究：認為某一系列文本是由單一作者形塑而成（儘管這

些文本是集體產製而成的），通常是指導演擔負一部影劇形式、風格

和意義的最核心部分。 

（6） 明星研究：透過明星週邊的宣傳廣告及明星所扮演的角色來研究，探

索明星是在哪些資源條件下產生的（趙偉妏譯［Stokes］ 2008：

77-131）。 

本篇論文採用的文本包含文獻資料、小說文本和電視劇文本、訪談資料，文

獻資料的功能主要是研究背景的鋪陳以及筆者在研究時的理論依據，筆者首先參

考前人對客家文學作品改編成電視劇或電影的研究，或者是以電視劇和導演作為

研究主體的研究，當作筆者研究過程的指引；其次是透過類型學的研究方法，歸

納電視劇的類型，並瞭解編劇理論的概念，以助於筆者理解編劇的過程；第三以

敘事手法與場面調度的觀點，分析電視劇的敘事結構和客家意象的呈現；第四則

嘗試整理出臺灣電視劇發展的脈絡和重要性，並說明客家電視台成立的情形；最

後藉由與本文研究對象相關的客家女性、客家意象等議題的論述，作為本研究進

行分析的參照對象。小說文本和電視劇文本是本論文研究分析的主要對象，筆者

將比較分析小說和電視劇在整體架構和內容上的差異，接著分析電視劇中的情節

結構和角色關係，並輔以訪談資料加以說明。本文的研究方法使用文本互涉理論

和深度訪談，接下來分別針對文本互涉理論和深度訪談法做出較詳細的說明。 

第二節 互文本性 

由於本文所研究的電視劇是自小說改編而來，因此，小說文本與電視劇文本

之間跨媒體的關聯性，將以互文理論分析之。文本互涉理論（intertextuality theory）

關注的焦點，並不在於特定的電影或單一的類型，而是把每一個文本都看作和其

他文本相關，從而成為一種互文的情形；文本互涉一詞，最早是由 Julia Kristev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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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1960 年代翻譯 Mikhail Bakhtin 的「對話論」（dialogism）時首度提出來的（陳

儒修、郭幼龍譯［Stam］ 2012：275）。 

Kristeva 定義了文本互涉概念，認為橫向軸（作者─讀者）和縱向軸（文本

─背景）重合後揭示這樣一個事實：一個詞（或一篇文本）是另一些詞（或文本）

的再現，我們從中至少可以讀到另一個詞（或一篇文本）。在 Bakhtin 看來，這

兩支軸代表對話（dialogue）和語意雙關（ambivalence），它們之間並無明顯分別。

Bakhtin 是第一個在文學理論中提到：任何一篇文本的寫成都如同一幅語錄彩圖

的拼成，任何一篇文本都吸收和轉換了別的文本（轉引自林致妤 2006：42）。 

隨後，Phillip Sollers 將文本互涉重新定義，認為每一篇文本都聯繫著若干篇

文本，並且對這些文本起著複讀、強調、濃縮、轉移和深化的作用（轉引自林致

妤 2006：43）。從文本互涉的概念來看，《新丁花開》一劇從小說文本改編成電

視劇文本的過程，即顯示了兩個文本之間的連結，電視劇承襲了原著關於客家女

性移民遷徙的主體，描述客家女性在花蓮構築新生活的情形，除此之外，電視劇

比小說更加強調情感方面的表現，例如移民女性對老家的情感連結、母女之間的

衝突、男女之間的情愛糾葛等。 

Bakhtin 重新闡述文本互涉問題，提出時空融匯概念，指在一個被界定為「穩

定的『發聲』形式」的類型內，特定的時間與空間要素的匯集；時空融匯提供了

特定的環境，在這個特定的環境中，故事得以「發生」（陳儒修、郭幼龍譯［Stam］ 

2012：279）。透過時空融匯的概念，Bakhtin 說明文學作品中的具體時空結構如

何限制敘事的可能性，如何形成人物個性的描述，以及如何塑造一個現實生活與

世界的假象（陳儒修、郭幼龍譯［Stam］ 2012：280）。雖然 Bakhtin 提出的時

空融匯概念是在說明文學作品中的結構，但是這個理論也能運用在媒體文本的分

析上。《新丁花開》的時代背景，歷經日本殖民統治到臺灣光復，在民風相對保

守的年代，守寡的女性待在娘家會招來閒言閒語，加上東部尚有許多發展空間的

吸引力，因此選擇移民到花蓮這個陌生的地方開始新的生活。 

文本互涉的解釋分成兩大類，包括文本參照其他文本的傳統意義，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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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risteva 的創新和再造，這包含：（1）結構參照（structural reference）：電影在不

同的結構方面，與其他電影有所聯繫；（2）主題參照（thematic reference）：結構

互文性通常和主題參照密切相連──當一部電影在敘述主題和時間方面參照其

他電影時，最普通的為將一部影片的行動與其他影片比較；（3）提喻結構

（synecdochic structure）：互文關係是通過將某部電影的一部份與一個更大的類

別相聯繫來實現，試圖在聯想方面發揮作用；（4）拼湊形式（mosaic formation）：

將電影各元素及其相關成分相混合（李二仕譯［Fuery］ 2004：52-57）。《新丁

花開》一劇則涉及了結構參照與主題參照兩者，其以原著小說的結構和主題進行

改編，呈現出客家移民女性的樣貌。 

文本互涉理論可以分成廣義與狹義兩類。廣義的文本互涉理論以 Kristeva 和

Roland Barthes 為代表。他們認為每一個文本都是其他文本的亞文本或互文本。

任何文本都是一種互文，甚至可以說，都是過去的引文重新組織而成。所有文學

作品都是從社會、文化等因素構成的「大文本」中派生的，它們之間有共同的母

體（matrix），因而它們之間可以互相參照（轉引自張伊珊 2014：13）。一如作

家方梓所寫的《來去花蓮港》，是描述其阿嬤、外婆的移民之路，取材自真實的

社會文化環境，而《新丁花開》改編自《來去花蓮港》，三者之間互相參照。 

Barthes 的闡述如下：「舉凡文本，皆為互文。別的文本以多多少少可資辨認

的形式──曩昔文化的文本以及周遭文化的文本──存在於這個文本的不同層

次中，使所有的文本有如一個引述過往的新組織……從認識論的角度而言，整個

社會性為文本理論帶來了互文的觀念，所有昔日的語言活動和今日的語言活動都

會進入文本，並非藉由刻意的模仿或可資標定的脈絡管道居於其中，而是遍佈於

文本之內──互文以此確保文本做為一種生產活動，而非複製活動的地位（吳珮

慈譯［Aunont and Marie］ 1996：276）。」 

而狹義的文本互涉理論則以 Gérard Genette 為代表（張伊珊 2014：13）。

Genette 以 Kristeva 和 Bakhtin 的理論為基礎，提出較具包容性的專門名詞「跨文

本性」（transtextuauilty），用來指涉「一個文本與其他文本互相關聯的所有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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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假定五種型式的跨文本關係：（1）「文本互涉」（intertextuality）：「兩個文本有

效的共同存在」，種類包含引述、抄襲、暗示等；（2）「近文本性」（paratextuality）：

指文本與其「相近文本」間的關係，也就是圍繞在文本四周的附屬訊息與紀事，

例如序言、插圖、書本的封面和封底設計，或是電影的海報、預告片等；（3）「後

設文本性」（metatextuality）：由一個文本和其他文本之間的重要關係構成，不論

所涉及的文本是被明確地引述，或只是默默地被喚起；（4）「主文本性」

（architextuality）：指由文本的標題或次標題所提出或拒絕的類型分類法；（5）「超

文本性」（hypertextuality）：指一個文本（Genette 稱為超文本）和一個較早的文

本（次文本）間的關係，超文本轉變、修改、闡述或延伸次文本，例如影視改編

劇本和原著小說間的關係（陳儒修、郭幼龍譯［Stam］ 2012：283-286；林致妤 

2006：46）。電視劇《新丁花開》與小說《來去花蓮港》的關係即屬於超文本性。 

綜合以上關於文本互涉理論之觀點，說明每一個文本皆與其他的文本有所關

聯，能夠涵蓋其他文本的意義，並且加強或深化其他文本的意義。而所謂的文本

並沒有明確的限定其類型，包含文學、電影、電視劇、文化、社會等。文本互涉

可以是結構上的相連，也可以是文本內容的相連，文本之間的相互參照構成文本

互涉。電視劇《新丁花開》承襲小說《來去花蓮港》中，有關客家女性移民的部

分作為主要架構和內容，藉由客家女性移民本身說出遷徙的歷程。 

第三節 深度訪談法 

 訪談是研究者尋訪、訪問被研究者並且與其進行交談和詢問的一種活動；訪

談是一種研究性交談，是研究者通過口頭談話的方式從被研究者那裡搜集第一手

資料的一種研究方法（陳向明 2002：221）。深度訪談則是對特殊的主題或經驗

的深度探索，其本質是誘導研究參與者詮釋自己的經驗（顏寧等譯［Charmaz］ 

2009：39）。訪談對研究者來說有許多的功用，透過訪談能瞭解受訪者的想法、

過去的生活經歷；對研究對象能獲得一個比較廣闊、整體性的視野，從多重角度

對事件的過程進行比較深入、細緻的描述；與問卷調查相比，訪談具有更大的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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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性以及對意義進行解釋的空間；與實物分析相比，訪談更具有靈活性、即時性

和意義解釋功能（陳向明 2002：227-228）。 

 依照訪談結構的控制程度可以分成三個類型： 

（1） 封閉型（結構型）：研究者對訪談的走向和步驟起主導作用，按照自

己事先設計好的、具有固定結構的統一問卷進行訪談。 

（2） 開放型（無結構型）：沒有固定的訪談問題，研究者鼓勵受訪者用自

己的語言發表自己的看法。 

（3） 半開放型（半結構型）：研究者對訪談的結構具有一定的控制作用，

但同時也允許受訪者積極參與（陳向明 2002：229-230）。 

 本文選擇採用半開放型的方式進行訪談，在訪談的過程中，不需要特別去控

制問題提問的順序，而是以本文欲探討的問題為根基，隨著受訪者說明自身的看

法，逐漸引導出其中的細節，與受訪者進行深入的談話。筆者期望藉由訪談的方

式，瞭解從客家電視台選擇《來去花蓮港》作為電視劇的改編文本，編劇進行劇

本的改編寫作，到導演將《新丁花開》拍攝完成，在這當中經歷了哪些過程才得

以塑造出今日所見的《新丁花開》電視劇。 

訪談對象包含小說作家、編劇、導演、客家電視台的製作單位。筆者在看完

小說和電視劇後，發現電視劇是聚焦於客家女性移民的故事，小說則含括客家女

性和閩南女性移民的故事，兩個文本因為故事焦點的差異，讓人覺得兩個文本的

風格不大相同，電視劇比小說更為貼近客家的議題。為了瞭解這些差異是如何形

成，因此筆者採用深度訪談法，想從客家電視台的製作單位得知為何選擇《來去

花蓮港》這個文本作為改編的題材？小說文本包含客家女性和閩南女性的移民故

事，而客家電視台又必須達成客家文化傳承的使命，製作單位在這樣的情況下，

如何將小說文本進行改編以符合客家電視台的定位？編劇在寫劇本的時候，如何

將自身的觀點融入故事情節？選定了拍攝的導演後，導演當然也有他對客家族群

或客家意象的個人觀點，並且在導演心裡有其對電視劇題材概略的輪廓，那麼導

演如何將他的觀點在電視劇中呈現出來？這些問題都將透過訪談來得到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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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者前後分別與導演、小說作家、客家電視台製作人以及編劇進行訪談，與

小說作家的交流是在公開的講座活動，其餘三位受訪者則是單獨進行的訪談，該

講座活動的演講者包含小說作家和導演，因此在本研究中所引用的導演的訪談資

料，分別出自筆者與導演的訪談和講座活動，這個部分筆者在訪談資料的引文之

後，皆有註明該訪談資料是出自於筆者與導演的訪談或是講座活動，除此之外，

四位受訪者中，客家電視台製作人要求筆者以匿名的方式呈現，故筆者於本文中

將避免直呼製作人的姓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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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小說到電視劇的轉換過程 

本論文選擇客家電視台的電視劇《新丁花開》作為研究對象，該電視劇是由

方梓的小說《來去花蓮港》改編而來，《來去花蓮港》透過閩南女性、客家女性

的角度出發，描述移民過程的艱辛，《新丁花開》則將主軸置於客家女性移民的

故事，呈現客家女性追求幸福的過程，由此可知，原著小說與電視劇在結構、故

事內容上勢必會產生差異，本章節主要探討的即是小說文本和電視劇文本經過改

編的轉換過程，在敘事結構、故事內容、角色特質等方面所呈現的文本差異。 

第一節改編緣起：說明《新丁花開》的改編契機，並指出文學劇之於客家電

視台的存在價值；第二節文本差異：指出小說文本和電視劇文本的差異之處，作

為分析過程中的參照對象；第三節《新丁花開》的主旨與定位：透過與原著小說

相互對照的方式，分析《新丁花開》的主旨和定位；第四節敘事結構與故事內容：

以敘事手法來分析電視劇的整體敘事架構，並試著從事件的時間和空間分析小說

文本和電視劇文本的結構差異；第五節以臺灣史作為背景框架：說明臺灣民主追

求的歷史如何與女性追求獨立、自主、幸福的道路共進；第六節角色特質：分別

從初妹、素敏、沛盈三個女性的角度出發，分析電視劇中主要角色之間的關係，

並從中找出這三個女性的角色特質。 

第一節 改編緣起 

客家電視台的電視劇裡，屬於文學作品改編的戲劇包括《肉身蛾》、《魯冰

花》、《菸田少年》、《神祕列車》、《源》等，這些戲劇是從客家文學作品改

編而來，本論文所研究的電視劇《新丁花開》，是由小說《來去花蓮港》進行改

編，該小說主要是描述女性移民的故事，並不是聚焦在客家的議題，不同於前述

列出的電視劇的情形，使筆者不禁納悶，這個小說的題材是否具有哪些特點，才

得以讓一本非客家文學的小說去改編成電視劇，並且在客家電視台播出。 

編劇告訴筆者，在製作《新丁花開》之前，她就已經有跟客家電視台合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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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驗，寫電視劇《黃金稻浪》的劇本，那時候因為時間比較急迫，她覺得品質沒

有很好，所以興起了自己提案的念頭，才有後來的《新丁花開》： 

蔡秀女：「那時候我有找客家的朋友一起來做，她很瞭解客家文化，她建議

我幾個故事可以做，譬如說唱客家歌謠的賴碧霞、杜潘芳格、還有《殺鬼》

這個故事，作家甘耀明也是客家人，但是《殺鬼》那個故事太難做了，那一

年剛好小說《來去花蓮港》出版，尌是她推薦給我，評語也不錯…另外我有

提到陳雨航的小說《小鎮生活指南》，《小鎮生活指南》這個小說更好，它

主要是講 50、60 年代的花蓮，裡面也是族群融合，因為陳雨航是客家人，

裡面有客家人、外省人、本省人，也是族群很多，那更難改編，而且影像感

又不足，故事梗概還是《來去花蓮港》比較完整，所以我們尌選了《來去花

蓮港》。」（蔡秀女） 

因為是要參加客家電視台的徵案，所以編劇找了很瞭解客家文化的朋友一起

合作，兩個人共同商討要改編的題材，可以發現編劇在選擇小說文本時，有兩項

考量，一個是改編的難易程度，一個是影像感充足與否，由此可以概略的知道，

不是每個小說都適合改編成電視劇。經過編劇多方思考後，《來去花蓮港》因為

故事比較完整，所以在眾多小說文本中脫穎而出；小說作家方梓也有提到，她剛

寫完《來去花蓮港》的時候，一個作家朋友看了表示這本小說的影像很豐富，適

合拍成電影，而她本身在寫作的時候，會去找舊時代的照片作為輔佐，並且把景

物、聲音、顏色、味道都描述得很清楚，就好像是拿著攝影機在拍攝： 

方梓：「我這個小說出來的時候，先看的是一個作家朋友，他第一句話尌說

這可以拍成電影耶，他說影像好豐富，感覺上尌像在看電影，我說我的寫作

習慣，即使我寫散文，尌好像我前面有一個影像，我是替這些人在寫字、寫

敘述，所以我影像很清楚，我總覺得我寫作好像拿著一個攝影機，我在描述

她們剛搬到花蓮的時候進入小木屋，尌像鏡頭一樣，先看到了什麼，旁邊屋

子多麼舊、上面有沒有灰塵，再來進到廚房，又隔成幾間，尌好像是攝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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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拍，我寫作大概是用影像來寫的，不管散文、小說我都是這樣寫，連顏色、

聲音、味道都會描述出來，譬如我寫日本時代，我沒待過的地方，我去找大

量的舊照片，把它全部貼在我的電腦上面，我要寫的時候，尌開始把自己進

入在日本時代。」（方梓） 

在送企劃案去客家電視台徵選之前，除了決定好要拍攝的題材之外，還要先

找好製作團隊，編劇當時就找了李志薔導演來擔任這部電視劇的導演，而李志薔

導演本身即比較偏好具有文學質感的文本，所以接受了編劇的邀請： 

李志薔：「前幾年，合作的製作人朋友蔡秀女，她想要提一個案子到客家電

視台去，改編《來去花蓮港》，想要請我當導演、一起合作，其實有三立電

視台跟台視同時也找我拍一檔連續劇，我都接觸了之後，我很快地尌決定要

把主力放在這部連續劇上，原因是我之前尌看過它、很喜歡這個，我覺得很

可能在公廣集團客家台可以有比較好的發揮、可以做出一個有品質的東西，

另外一個是因為我自己的文學創作的背景，我比較喜歡去拍攝有文學質地的

文本，這樣的東西是一個比較誠懇的創作，可以留下一個比較好的作品的樣

貌。」（李志薔，講座） 

從小說文本改編成電視劇，雖然有小說提供的架構為依傍，但是有一些要素

還是需要注意的。記得訪談的時候，擔任編劇的蔡秀女曾經說過：「一個劇本的

結構、主題、人物的發展、情節的發展，真的是要緊密，劇本不能像小說多頭馬

車，一定要收拾一些旁支，劇本比小說還難就是劇本很強調技巧結構，比如說不

能三條線、三個動態，這樣沒有關聯，你看電影、看連續劇，都是一個完整的結

構，一定要 focus 在一個結構裡面，因為它的時空有限，有的一個鐘頭、兩個鐘

頭，你這樣多頭馬車就不是一個劇本的結構，劇本的主題、人物、情節、對白，

還有亞里斯多德講的，節奏、音樂，幾個要素一定要集中在一起，所以，所有我

刪掉的都是劇本不允許的。」也就是說，在編寫小說改編的劇本的時候，人物和

情節的發展必須要緊扣劇本的結構和主題，彼此要有關聯性，這樣才是一個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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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劇本結構。 

針對小說改編要注意的事項，導演也有他個人的看法，導演認為在挑選要改

編成電視劇的小說時，比較容易被改編的小說，具備兩個條件，一個是主角人物

很鮮明、有獨特的個性，一個是小說有比較強的戲劇性： 

李志薔：「在講電影或是戲劇的時候，主角人物是非常重要的，如果你有一

個鮮明的人物，通常是會比較好改編，譬如說，臺灣被改編成戲劇作品最多

的兩位作家都很有名，一個白先勇、一個黃春明，第一個，他們都有創造出

非常戲劇化的、很鮮明的人物，說故事其實是跟著人物走，尤其到影像化的

階段，你去想一想白先勇的小說的篇名，主角個性都非常鮮明，《永遠的尹

雪艷》、《金大班》、《孽子》、《玉卿嫂》、《一把青》，尌是用人來當作篇名，

並且有非常豐厚、獨特的個性典型在裡面，黃春明的是另一種，那個時候呼

應鄉土寫實，所以他創造出一些鄉土、很鮮明的人物，剛好臺灣的電影在那

個年代，因為電影工業的水平不是很高，所以鄉土型的、小品的類型很容易

拍攝，自然而然他的很多作品被改編，譬如說《兒子的大玩偶》、《蘋果的滋

味》、《看海的日子》、《桂花巷》，第二個尌是戲劇性，如果戲劇性比較強，

尌比較容易被改編。」（李志薔，訪談導演） 

由此可知，小說改編成電視劇，不是一件簡單的事，從一開始挑選小說文本

就是一門很大的學問，不是每一個文學作品都適合改編成影像來呈現，就像導演

認為的要有鮮明的角色和比較強的戲劇性，還有編劇說的完整的故事結構，以及

原著小說作品所具有的影像感，當然也不能以偏概全的說，所有現今已經可以看

到的文學作品改編的電視劇或電影都是一樣的情形，筆者在這裡要表達的是站在

《新丁花開》的導演、編劇、原著作家的立場，他們認為被改編的文學作品具有

這些條件，在改編過程會比較容易，對於影像的呈現上也會有比較好的效果。 

客家電視台每一年在徵案的時候，會依據電視台隔年或後年的主題去徵個案

子，客家電視台在做完《在河左岸》之後，認為臺灣比較少人在做文學作品改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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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一塊，因此，以客家電視台來說，文學改編的作品是其徵案的戲劇類型之一： 

製作人：「那一年的徵案其實這兩類，第一類尌是像之前我們客台的戲劇，

是等於比較現代的，像《出境事務所》、《阿婆的夏令營》那一類的，那我

們會另外徵一個屬於文學改編的，因為臺灣文學裡面有為數不少的客家人、

所以我們尌說，那我們尌用這一個，看有沒有製作單位對哪個臺灣的作家有

興趣，尌可以來做。」（客家電視台製作人） 

以《新丁花開》而言，它呈現了臺灣的歷史文化背景，寫實地描繪出日治時

期和國民政府來臺時的臺灣，人民的生活樣貌和時代氛圍，以這樣的文學戲劇來

說，在收視的觀眾群，確實會有年齡上的限制，但是文學劇和現代劇或偶像劇相

較之下，文學劇之於客家電視台仍然有其存在的價值： 

製作人：「因為現在太多人不做文學劇，可是文學劇對客家電視台來說，是

一個值得保存的戲劇……我們大概每三年尌會有一、兩部的這種文學劇歷史

或時代劇的用意是，當你十年之後再看《新丁花開》，它還是《新丁花開》，

它不會落伍，可是我十年後再看《出境事務所》，我可能覺得有點小小的過

時，因為《新丁花開》它尌是停留在那個時代，這個其實是文學劇吸引人的

地方，尌是放一百年它還是那個樣子。」（客家電視台製作人） 

《來去花蓮港》改編成《新丁花開》的契機，是編劇覺得之前寫的《黃金稻

浪》品質沒有很好，想要自己嘗試跟客家電視台提案，還找了喜歡拍攝具有文學

質感的文本的導演合作，剛好客家電視台在製作完《在河左岸》後，意識到文學

劇的價值，種種因素促使《新丁花開》的誕生。 

第二節 文本差異 

小說《來去花蓮港》的故事內容，分別以閩南女性阿音、客家女性初妹、現

代女性沛盈的故事所構成。阿音和初妹的故事背景始於日治時期，由於東部尚有

許多未開墾的土地，為了尋求更好的生活和發展，阿音跟著丈夫阿南移民花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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拓墾農地，初始的生活非常辛苦，有時得面臨天災的威脅，阿音夫妻生了很多小

孩，也增添家庭經濟的負擔，直到小孩長大成人，一家人的生活才稍有改善。初

妹在第一任丈夫阿賢過世後，搬回娘家住，面對左鄰右舍的閒言閒語，加上不想

造成三妹夫妻的負擔，決定帶著三妹的女兒素敏移民花蓮、重新開始，在花蓮的

生活受到哥哥松濤多方的照顧，第二任丈夫安平也是哥哥介紹的。沛盈小的時候，

母親離家出走，父親後來因車禍去世，由爺爺、奶奶撫養長大，在雜誌社擔任編

輯，她的男朋友是有婦之夫；有一天，父親的男朋友來找她，告訴她事情的真相，

希望她能諒解她母親的離開，並且和她母親團圓。沛盈一直無法鼓起勇氣去找母

親，直到颱風造成蘇花公路柔腸寸斷，開始掛念母親的安危，讓她有了去花蓮找

母親的想法。沛盈與阿音、初妹的交會，是沛盈某一次去花蓮採訪時，曾經跟一

個老婆婆和她的媳婦聊天，談起她們如何從鶯歌和苗栗移民花蓮的故事，在沛盈

與母親團聚後，才發現原來那個老婆婆是母親的阿姨，老婆婆的媳婦就是和初妹

移民花蓮的素敏。 

電視劇《新丁花開》的故事內容，始於沛盈代表委託人以高價標下曾氏老宅，

競標失利的初妹母女期望對方能讓出曾氏老宅，在這個協商的過程中，素敏娓娓

道出曾氏老宅和她們母女的故事。初妹在她的第一任丈夫羅清賢死了之後，帶著

養女素敏（三妹的女兒）一起移居花蓮開始新的生活。當時民間有許多反抗的運

動在秘密籌畫並發起實際的行動，沛盈的父親闕志衡即是因為民間的反抗運動，

遭到其舅舅的牽連被逮捕，初妹一家人在此時救了志衡的性命，也因此牽起了沛

盈與初妹母女間的連結。初妹的第二任丈夫李安平背負莫須有的罪名遭到解雇，

長期積累的病痛因此發作，家裡頓時失去經濟來源，又必須支出龐大的醫藥費用，

使得素敏從國民學校畢業之後，即為賺取家庭收入而勞碌奔波。然而，初妹不同

意素敏繼續升學，也讓母女之間的關係產生隔閡，並且一直延續到初妹阻止素敏

和青梅竹馬的騰雲在一起。騰雲的遭遇如同安平，是被時代壓迫的人，因為他曾

經去日本學技術，所以在國民政府來臺後，他被政府列管，即使擁有手藝也很難

找到工作、發揮所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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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小說和電視劇進行對照，可以發現兩個文本有些不同的地方。從外在方面

來看，兩個文本的名稱不同，小說為《來去花蓮港》，電視劇為《新丁花開》；敘

事結構的部分，小說為順敘法，各自敘述自己的故事，電視劇為倒敘法、插敘法，

透過素敏這個角色描述移民的故事，時代背景同樣都是日治時期延續到當代，但

是電視劇很明顯地呈現出臺灣史的脈絡；小說的主旨為移民，電視劇為家族史；

小說的故事主軸置於阿音、初妹、沛盈身上，電視劇刪除了阿音的故事，所以故

事主軸為初妹、素敏、沛盈；故事主角產生聯結的情節也不相同，小說是沛盈去

花蓮採訪時遇見阿音和素敏，電視劇中是沛盈去投標老宅時與初妹母女相遇。可

參考表 1：敘事結構與故事內容對照表。 

表 1：敘事結構與故事內容對照表 

名稱 《來去花蓮港》 《新丁花開》 

敘事時間 順敘法 倒敘法、插敘法 

敘事觀點 各自敘述 素敏 

時代背景 ╳ 結合臺灣史 

主旨 移民 家族史 

故事主軸 阿音、初妹、沛盈 初妹、素敏、沛盈 

聯結點 採訪 投標 

至於角色方面，經過改編的過程，有些角色在電視劇裡沒有出現，有些角色

背景做了些微的調整，有些則是完全重新塑造。與小說相較之下，電視劇完全刪

除阿音的故事，所以阿音這個角色沒有在電視劇裡出現；小說裡沒有太多關於素

敏的故事，電視劇則呈現比較多的鋪陳；沛盈在小說裡的職業是編輯，電視劇是

一名律師，因為職業的改變，使得沛盈尋找母親的情節安排跟著改變；安平在小

說裡是以日語跟初妹溝通，電視劇則是使用客語；小說裡的騰雲是阿音的兒子，

因為電視劇刪除阿音的故事，所以重新塑造一個騰雲的角色；張義信和闕志衡的

角色背景也是編劇完全重新塑造，志衡這個角色的名字不同，是編劇筆誤導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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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說裡，素敏和安平的女兒相處和睦，電視劇則設定為在小的時候生病死掉了。

可參考表 2：人物對照表。 

表 2：人物對照表 

《來去花蓮港》 《新丁花開》 備註 

阿音 ╳ 電視劇刪除阿音的故事 

初妹 初妹  

素敏 素敏 電視劇有較多鋪陳 

沛盈 沛盈 編輯→律師 

阿賢 清賢  

安平 安平 角色背景有些微改變 

銀妹 銀妹  

三妹 三妹  

仁煌 仁煌  

松濤 松濤  

騰雲 騰雲 角色背景重新塑造 

志隆 志衡 角色背景重新塑造 

張義信 張義信 角色背景重新塑造 

安平的女兒 ╳ 電視劇沒有這個角色 

本章第三節至第六節關於《新丁花開》的主旨、敘事結構、時代背景、角色

特質等的分析，可以本節整理出的文本差異作為參考對象。 

第三節 《新丁花開》的主旨與定位 

客家電視台電視劇《新丁花開》既然是改編自小說《來去花蓮港》，那麼在

探討電視劇的主旨和定位的同時，應該一併針對小說文本的涵義做出剖析。經過

改編的轉換過程，電視劇某種程度上承襲了原著小說的主要意旨，不過因為劇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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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構的刪減或增加，使得電視劇在某些方面的涵義與原著小說產生差異。關於《新

丁花開》的主旨與定位分別從女性與土地、移民、家族史談起。 

一、 女性與土地 

原著小說《來去花蓮港》大致上描述的是女性移民的經歷和過程，原著小說

作家方梓曾經表示其所創作的作品，主要的特色包含女性跟土地： 

方梓：「我的作品最大的特色有兩種，一個是女性、一個是土地，這個跟我

的環境背景有關，我是一個農家出生的小孩，所以對我來講農事是很嫻熟的，

小時候要幫忙，小時候當然很討厭，可是後來很怪，來了臺北離開了我的家

鄉花蓮，離開了這樣的一個土地，我開始想念，後來發現我所有的作品當中，

都會有跟植物、蔬菜、野菜有關，我剛開始還不是很瞭解自己，有一天我想

到原來是我對土地的一種眷戀，尌是我對失去土地的一種渴望尋找回來的，

所以我尌用女性史跟土地史的概念。」（方梓） 

小說作家的作品具有女性和土地的特色，與她的生命經歷、生活經驗有關，

由於她是在農家出生的，成長的環境背景讓她對土地、植物產生深刻的情感，長

大成人之後，歷經求學與結婚的階段，在故鄉與他鄉之間的移動，同時也面臨不

同文化的衝擊，這些因素加深了她對土地的情感，並且藉由她的文字作品將這份

情感記錄下來。站在八堵的月台上，作家想起自己讀大學的時候，從花蓮到臺北

念書必須經歷的移動過程，也想起她的父親經常述說她的阿嬤、她的外婆移民花

蓮的故事，因而促成小說《來去花蓮港》的成形： 

方梓：「在八堵的月台上面，我突然有這樣的感觸，然後把我爸爸經常告訴

我的，我阿嬤怎麼來、我外婆怎麼來，我一直在想我一定要寫這樣的長篇小

說，在那之前我沒有寫過，我是寫散文的，所以我開始去構思，2010 年我

開始寫的時候，我構思八十多年前，我的外婆和阿嬤怎麼到花蓮來，我這裡

還有鎖定在女性移民跟女性開墾，這兩個在臺灣的作家當中比較少重視，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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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在西方我們在談移民，不管美國的牛仔、澳洲的移民，我們大概都鎖定在

男性，我希望是從女性的角色……」（方梓） 

由於大多數的移民故事是鎖定在男性的身上，所以在小說《來去花蓮港》裡，

作者聚焦於女性移民和女性開墾的議題，以女性的角度推展出移民的故事，這樣

的敘事結構也影響了電視劇《新丁花開》的呈現方式，除此之外，在小說作家的

作品中，展現了豐富的地景印象，她對於環境的書寫還有族群的結構，有比較多

的著墨，這個部分也是受到她的環境背景影響，而《新丁花開》裡有關花蓮的族

群結構的呈現，則延續了原著小說中族群結構多元的特性： 

方梓：「我的作品裡頭有非常深刻的地景印象，譬如花蓮，譬如我寫某個地

方，那個地方會被我描述得非常詳細，包括歷史跟地理的觀念，當然我的作

品裡頭有很多是族群，譬如客家、閩南、原住民，大概尌是花蓮的族群結構，

花蓮當然還有一個早期是老榮民，這是花蓮的族群結構，這個對我來講會很

大的影響，包括我在寫蔬菜的時候，我尌寫到了老榮民、原住民、客家跟閩

南，我的野菜也是如此。」（方梓） 

《來去花蓮港》的特色包含女性、土地、地景印象，這與小說作家個人的經

歷有關，連帶的影響到電視劇所展現的特色。 

二、 移民 

現在所看到的電視劇《新丁花開》的樣貌，是以小說的結構為基礎，經過編

劇、導演、客家電視台開會討論之後，結合各方的觀點和巧思才得以呈現。《來

去花蓮港》描述的是閩南女性阿音、客家女性初妹的移民故事，在改編成電視劇

的過程中，考量到僅有 20 集的篇幅能夠呈現整體的故事，再加上是由客家電視

台徵案和播出，所以《新丁花開》只呈現了客家女性初妹的故事，刪除了閩南女

性阿音移民的部分，這也使得電視劇與原著小說的主旨和定位有些許的差異，雖

然同樣是從西部移民到花蓮，但是《新丁花開》的重點不是女性移民和女性開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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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議題，會有這樣的改變當然也跟客家電視台近年製作了比較多探討移民、移動

的電視劇有關，因此，《新丁花開》是聚焦於三代女性追求獨立自主、幸福的道

路的過程： 

李志薔：「第一個最大的差別尌是因為是在客家台，所以他希望我們把阿音

這條線拿掉，第二個他們不希望我們太強調移民史，因為前幾年，剛好連續

幾部《黃金稻浪》、《源》，都是跟移民東岸有關，他甚至為什麼堅持要改

掉《來去花蓮港》，都是從行銷的理由，《來去花蓮港》一聽尌是移民……

本來它是一個女性的移民史，後來改成《新丁花開》這個名字，我把它定義

成三代女性她們去追求獨立自主的道路，追求一條幸福的道路的過程。」（李

志薔，訪談導演） 

雖然客家電視台不希望太過於強調移民史，但是在電視劇中，對於初妹和素

敏從三義到花蓮的移動過程，還是有一些影像上的呈現。 

三、 家族史 

由於《新丁花開》集結了多方的想法，所以關於電視劇所呈現的主題，因而

產生了不同的認知跟理解。導演告訴筆者客家電視台希望呈現的是家族史，不過

原著小說沒有跟歷史時間符合的事件，不利於改編的進行，所以導演將家族史結

合臺灣史的架構進行改編，讓事件的發生有清楚的脈絡可循；但是編劇不認為《新

丁花開》呈現的是家族史，而是三個不同世代的女性，有不同的認知、學習還有

選擇，並走出屬於自己的道路： 

李志薔：「客家台希望我們做的是家族史，在討論改編的時候，我尌很傷腦

筋，完全沒有跟歷史時間符合的事件，尌是生活細節，你也不曉得什麼時候

發生什麼事，方梓說那是她故意的，她說大歷史是男人的歷史，她要寫的是

女性的歷史，問題是我改編的時候尌很頭痛，找不到座標，所以後來我還是

決定把大歷史的架構放進去，真的是一個臺灣史的概念……我那時候在念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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乃德他們出了一套《百年追求》三冊，追求民主的過程，後來尌是把那個東

西放到初妹的架構裡面，這樣初妹的時間尌有一些對照點。」（李志薔，訪

談導演） 

蔡秀女：「我覺得客台也沒有特別這樣，因為這個劇本打造的都是我，我原

先的故事尌是沿著三個女人來寫，三個女性的、不同時代有不同的認知、學

習、還有選擇，我覺得不要用家族史，我尌說三代女性不同的宿命觀吧，尌

是說有關宿命、選擇……最重要是要講三個不同世代的女人她的選擇、她怎

麼樣走出自己的路。」（蔡秀女） 

表面上看起來導演和編劇對電視劇主題的理解確實不同，但是經過反覆思索

之後，筆者認為這兩種觀點有其意思相近之處，因為在訪談過程中，導演曾經提

到：「我把主軸定調成它的背景是跟著臺灣民主追求史的發展，其實有兩條追求，

一條是民主反抗運動跟歷史的演變，另外一個是這三個女性，或是說以初妹、素

敏為主軸追求她們的獨立自主、幸福的道路，反正三個關鍵詞：獨立、自主、追

求幸福，這兩條軌道並行。」導演以家族史的發展進程去思考，並結合臺灣民主

發展的歷史過程，這個部分跟編劇所說的三個不同世代的女性走出自己的道路，

這兩個思維模式在電視劇裡的呈現，其實最終都是走向同樣的結果，就是追求獨

立、自主和幸福，所以編劇雖然不認為電視劇描述的是家族史，但是筆者覺得這

兩個觀點到最後還是有交會，才得以讓《新丁花開》的主旨能夠清楚的呈現。 

雖然《新丁花開》裡沒有敘述閩南女性阿音的移民故事，也因此少了原著小

說中，作家對土地的情感、一種找回失去土地的渴望，不過電視劇並沒有完全捨

棄小說的特色，電視劇延續了小說裡的女性議題，擔任導演的李志薔說：「婦女

議題其實是我忠於原著精神，因為原著小說作者很在意做女性的角色去看待，這

個東西比較中和，就是說她原來完全就是女性的角色為主，她自己本身非常有自

覺的就是要寫女性。」所以電視劇的情節發展，就是圍繞在初妹、素敏、沛盈三

位女性的身上，陳述她們面臨哪些難題，隨著劇情的推展逐漸找出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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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敘事結構與故事內容 

有些電影類型與國情有密切關係，即是由於一國的某種處境、文化背景或傳

統，才會出現某種電影類型（鄭樹森 2005：24）。本篇論文所研究的電視劇《新

丁花開》，雖然故事的內容和結構取材自小說文本，但是經過改編的過程，可以

在電視劇裡的一些細節看見出現在臺灣的事件、組織或人物，這些事件、組織或

人物是專屬於臺灣這塊土地上特有的歷史、文化背景，是其他國家沒有辦法仿造

的經驗。臺灣曾經歷日本殖民統治、國民政府來臺，在那樣的時空環境下，有的

人因為被剝削向政府和制度提出反抗，並成立反抗組織團結人民的意志，也有的

人因為時局的轉變，在生活中面臨被壓迫的困境，這些情形皆能在《新丁花開》

裡獲得深刻的體悟。 

將類型的概念應用於《新丁花開》的分析，使筆者瞭解該劇是講述發生在日

治時期到當代的臺灣、關於客家女性移民的故事，但是這樣的理解似乎不夠細緻，

筆者試圖套用文本互涉理論的觀點，比較小說文本和電視劇文本的差異，從敘事

結構和故事內容獲得詳細的認識。敘事（narrative）是一連串發生在某段時間、

某個（些）地點、具有因果關係的事件（曾偉禎譯［Bordwell and Thompson］ 1992：

90）。針對敘事所定義的元素――因果、時間及空間――對任何媒體中的故事都

是非常重要，但是，因果和時間則是核心，一些隨意湊合出來的事件必須有因果

或時間上的關係才能被理解成一個故事（曾偉禎譯［Bordwell and Thompson］ 

1992：90）。因此，要瞭解任何媒體中的故事，是由對事件所發生的因果、時間

及空間等因素的辨別開始（曾偉禎譯［Bordwell and Thompson］ 1992：91）。以

這個觀點為基礎，關於《新丁花開》的敘事結構，筆者將從事件的因果關係、時

間和空間三個面向進行分析，並指出小說文本和電視劇文本的結構差異進行討

論。 

電視劇《新丁花開》的時代背景介於日治時期到當代，主要聚焦於初妹、素

敏和沛盈三位女性身上，整部電視劇是透過老年素敏的角度來回憶，向沛盈說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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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與母親初妹從苗栗移民花蓮的故事。全劇共 20 集，扣掉廣告時間，一集大約

播出 50 分鐘，以時代背景區分，第 1 集至第 14 集為日治時期，第 14 集至第 20

集為國民政府來臺後的情形；故事發生的場景主要在苗栗、花蓮、臺北，移民可

以說是《新丁花開》情節發展的分水嶺，第 1 集至第 6 集主要場景在苗栗三義，

敘述初妹歷經成長、結婚、喪夫、移民的過程；第 7 集至第 20 集，場景移至花

蓮，呈現初妹母女移民生活的艱辛、初妹再婚、素敏上學、戰爭、時代變遷、素

敏的愛情等。有關於現代都會女性沛盈的故事則貫穿全劇，場景包含苗栗、花蓮、

臺北，講述她與有婦之夫翔中的三角關係，以及親情之於她的複雜感受。 

以時序安排的面向來看，根據敘事手法的概念，《新丁花開》的敘述方式於

第 1 集裡即可看出，第 1 集以年邁的初妹母女到臺北投標被拍賣的曾家老屋為故

事的開端，初妹母女沒有順利得標，但是內心對老屋滿溢著情感和回憶，於是決

定回去三義再看老屋一眼，巧遇順利得標曾家老屋的沛盈，三人閒話家常的過程

中，素敏說起初妹年輕時的往事，此時的電視劇畫面切換至 1927 年，初妹的父

親過世後，初妹一家人被大媽趕出家門的情形。11《新丁花開》全劇的時序安排

都是以這樣的方式呈現，不斷地透過老年素敏來回憶客家女性初妹遷徙的故事，

從現在去回想過去發生的事情，這種敘述方式屬於倒敘，此外，藉由現在和過去

穿插出現的手法則屬於插敘。針對電視劇使用倒敘的敘事方式，編劇和製作人做

出了說明： 

蔡秀女：「劇本的結構裡面，如果用現代人來做一個觀點的話，尌是倒敘，

以現在的事情再引出過去，大部分戲劇結構都這樣子，也是因為鎖定說，現

代這個沛盈的角色，她在追尋自我，因為她那時候很矛盾，她介入人家的婚

姻裡面，她對女性身分的迷惘，加上她對出生的迷惑……因為你在一個困難

的點，往後去回顧，然後再回來現代的話尌會幫助你解決現在這個困難點、

困惑點，回顧過去也尌是去醭清生命的真相。」（蔡秀女） 

                                                      
11 《新丁花開》第 1 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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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作人：「用倒敘的原因其實是一種劇情節奏的安排，一種劇本的操作跟戲

劇的操作，這三條線必須要並排，觀眾才可以看到三個年代的女性，在三個

不同年代，她們為了自己，可能心中有難解的結或者什麼來努力，在戲劇上

並呈了，觀眾尌會知道這其實是有意義的，當然我們也可以把故事順著講，

講完之後突然沛盈出現，可是沛盈到最後面才出現的時候，妳根本不會覺得

她有多重要，妳只是覺得她是個跑龍套，所以在戲劇上的需求，為了讓觀眾

一開始尌知道闕沛盈很重要，雖然在戲裡面或許沒有看到她滿滿的戲，但是

我會告訴妳她其實在《新丁花開》的這個主軸上，她扮演一個非常重要的角

色。」（客家電視台製作人） 

由此可知，倒敘的敘事方式能夠使整部電視劇的敘事結構有清楚的呈現，讓

觀眾可以同時看見三個不同世代女性追求幸福的過程，藉由回顧過去來釐清生命

的真相，也可以讓沛盈這個角色的出現不至於太突兀、與劇情不相干，能夠強化

沛盈與初妹、素敏這兩個角色的關聯性。在敘事角度方面，全劇是透過素敏這個

角色述說客家女性移民的故事，她除了闡述初妹的一生，也描述發生在自己身上

的故事，這種整體敘事由某個特定人物來表達呈現的敘述方式，屬於敘事手法中

的第三人稱敘事觀點。至於敘事者的角色方面，因為素敏作為敘述者，她在故事

的框架內說故事，這種敘述方式屬於 Genette 敘述者的敘述層級觀念的內故事世

界；而素敏作為敘述者，同時也是故事裡的其中一個角色，這種敘述方式屬於

Genette 敘述者與故事的關係觀念的同故事世界。 

製作人：「應該說素敏是唯一看到全貌的人，因為後來初妹老了，她其實看

不到沛盈那一塊，她也沒辦法給沛盈什麼故事，因為她太老了，素敏尌是中

間那一段，她可以看到全貌，所以選擇素敏的原因，尌是用這個角色來貫穿，

再加上這個角色也換了很多演員，必須要用一個貫穿讓觀眾不會突兀，怎麼

一下子這個人、一下子那個人，用意在這裡，即便我回到現代的時候，妳都

會知道她是誰，如果我不用她來貫穿的話，忽然回到過去，妳會不知道誰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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誰，我也不可能用沛盈，因為沛盈不瞭解那個年代、不瞭解故事的真相，老

初妹到了現代，她其實只留在安平的那個世界，她念茲在茲的只有老房子跟

安平而已，那很難說故事，所以才是素敏。」（客家電視台製作人） 

若將事件的時間和因果關係放在一起來看，電視劇大致上承襲了小說的基本

元素，以女性移民到花蓮展開新生活為主要架構，不過在細細品味之後，還是可

以發現兩個文本之間的差異。小說以閩南女性阿音和客家女性初妹的移民故事為

開端，由於當時生活困難，東部又屬於較晚開發的地區，尚有許多未開墾的土地，

因此有許多人選擇去東部發展，阿音也是為了這個原因跟著她的丈夫阿南去花蓮

開墾、拓荒（方梓 2012：18-19）；小說裡初妹自丈夫阿賢過世後，一直住在娘

家，但是社會風氣的保守，不時有閒言閒語的流傳，認為寡婦不吉利，初妹為了

不要給三妹和招贅來的妹婿仁煌造成困擾和負擔，加上大哥剛好在花蓮發展，因

而選擇到花蓮開始新的生活（方梓 2012：32-33）。電視劇則是刪除了關於閩南

女性阿音移民這一條故事線，保留客家女性初妹移民花蓮的故事，這個部分在前

一節探討《新丁花開》一劇的主旨時，已經有說明刪除阿音的故事的原因，這樣

的安排編劇沒有什麼太大的意見，因為她對初妹的故事感受比較深刻，但是對小

說作家而言，電視劇少了阿音的故事，使得在原著所欲呈現對土地的感情就變得

比較微弱： 

蔡秀女：「最初是希望閩客都做，但是客台可能覺得不妥，因為我們去複詴

的時候，尌是有客家專家嘛，大部分都 focus在客家這一條，其實裡面客家

這一條脈我感受比較深，閩南那個農民、鄉下人、種田阿，貧無立錐之地去

花蓮，我覺得很普遍，反而這個寡婦帶著一個養女到花蓮，我覺得這種精神

很感動我，我覺得這個很特別，所以閩南人不做我覺得我很 ok。」（蔡秀

女） 

方梓：「土地的感情我是放在農婦，但是這個角色在《新丁花開》裡面沒有

出現，因為她是一個閩南的女主角……本來是閩南跟客家各占三分之一，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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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現在閩南尌沒有了，完全以客家為主，我本來很強調的女性土地的感情尌

會變弱，變成客家女性獨立自主、奮鬥、追尋自我的過程，跟我原來設計的

女性移民跟開墾是不一樣的東西。」（方梓） 

既然要刪除閩南女性阿音的故事，跟這個閩南家庭相關的角色、情節也就不

會在電視劇裡出現，可是電視劇裡仍然有阿音的兒子騰雲這個角色，導演表示：

「整個事情的發展，阿音那條線被刪掉了，原來這兩個女人有交集也是因為第二

代，所以後來又創造一個一樣是騰雲的名字移植過來，阿音這個角色完全不見了，

只有騰雲跟素敏在一起，往第二代下面走。」也就是說，電視劇雖然有騰雲這個

角色，但是這是另外創造的角色，跟原著的阿音已經沒有關係了，編劇則是覺得

在這樣的情況下要把騰雲寫進整個故事裡，對改編來說是很困難的，所以花了許

多的心思在架構這個角色的故事： 

蔡秀女：「閩南那條線的改編也是很困難，上一代阿音的故事都不要呈現，

尌把她的兒子騰雲寫進來，把他寫成他們是同學、大概尌是前後期的同學，

在學校有發生一些運動，他後來去做少年兵，都是重編的，因為這樣會比較

有戲劇性……把騰雲寫成一個孤兒、變少年兵，尌是為了戲劇的結構還有人

物的發展，還有為了充分表達那個時代，也尌是說，尌一個主題而言，如果

一個腳本、主題設定，你的人物、情節要圍繞著這個主題去發展，把這個主

題充分帶出來，這樣才有意義，所以我們尌設定二二八這個主題加入以後，

所有人被捲進來，讓他充分的發展。」（蔡秀女） 

另外一個在小說和電視劇的情節安排有明顯不同的部分，是現代都會女性闕

沛盈去花蓮尋找自己的身世這一條敘事線。小說裡沛盈接到陌生男子的電話，表

明有些事情必須當面告訴沛盈，沛盈從這個陌生男子身上得知，自己的父親和他

是同志愛侶，她母親即是為了這個原因才離開的，陌生男子希望沛盈去看一看她

的母親，因為這是她父親最後的心願，由於沛盈一直無法釋懷母親的離開，掙扎

了一段時間才依照這個男子給的地址去找母親（方梓 2012：142-145、150-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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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3）；電視劇裡的沛盈因為律師的工作，在一次的標案中，遇見初妹母女，得知

她們的遭遇後，沛盈想幫她們拿回曾家老屋，於是不斷嘗試要跟她的委託人張義

信接觸，委託人要求她花時間瞭解初妹母女，就能知道委託人是誰，沛盈也因此

在這個過程中，得知父親和委託人張義信是同志伴侶並且找到她的母親。12
 

當談及沛盈這條敘事線的改編，導演和編劇一致覺得有其困難之處，導演指

出從小說《來去花蓮港》改編成電視劇《新丁花開》所面臨的困難，除了敘事策

略要如何做之外，另一個就是要在素敏述說她與初妹移民花蓮展開新生活的過程

中呈現男同志的議題，女性移民史與同志議題這兩者形成強烈的反差： 

李志薔：「其實小說裡面比較用小說的美學形式去寫，故事性不是很強，小

說的文字感帶領著形式在走……當初要改編的時候，遇到兩大問題，第一個

是敘事策略要怎麼做，第二個是如何處理劇中看起來很奇怪的那一條線，尌

是闕沛盈有關於男同志的那一塊故事線，從傳統上去看，好像是一個有點古

典性的女性的故事，結果跑出來一個同志的議題，粗淺的想起來尌覺得這兩

個不太搭，我們曾經討論是想要把它拿掉，後來有一次跟客台討論的時候，

客台說其實他們是很開放的，所以這種議題他們並不會排斥，為了這件事情，

我尌覺得不放不行。」（李志薔，訪談導演） 

為了將男同志的議題融入電視劇裡，又不會顯得跟其他的故事沒有關聯性，

編劇把張義信這個角色重新塑造，賦予他新的角色背景，藉由他發起行動，委託

沛盈去標老宅，進而引出之後一連串的故事，也讓整體的故事結構更為合理： 

蔡秀女：「她父親的同志情懷後來都有呈現，但是尌是說，他們的設定，父

親跟男朋友的邂逅，尌是父親男朋友張義信那一部分，他完全都是我重新捏

造、重新設定那個角色，他要來標這個老宅，這個角色原著小說有，但是全

部重新架構。」（蔡秀女） 

                                                      
12 《新丁花開》第 2 集、第 15 集、第 19 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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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解決了如何將男同志的議題融入劇情結構的問題，關於現代女性闕沛盈

的故事，編劇卻指出另外一個問題，即是電視劇的預算和篇幅有限，她表示如果

可以有充足的經費以及 30 集的篇幅，那麼關於現代的故事就能夠有比較完整的

呈現，不會像現在所看到的《新丁花開》，明明沛盈也是主角之一，可是與其他

兩個角色相較之下，在電視劇裡出現的比例顯得比較少，故事結構也比較零散： 

蔡秀女：「我覺得如果有更多的篇幅、更多的經費，也尌是說這個故事我唯

一的遺憾，如果有 30 集來做，會好好把現代的部分那個張力更大，可惜沒

有，沛盈要回顧過去、又講她的問題，我覺得這在劇本的結構裡面是很不好

的，尌會變得過去的線很集中，現在的線很零散，尌戲劇的線來講的話，沛

盈的故事，她的過去應該點到為止尌好，她可以是個敘述者也沒有關係，但

是應該把她的故事、她的生命、她的現狀講得更多、更淋漓盡致一點，這才

是一個好的戲劇結構。」（蔡秀女） 

若從空間的面向來分析電視劇《新丁花開》，可以注意到其主要的場景分布

在苗栗、花蓮、臺北三個縣市，擔任導演的李志薔說：「因為日本時代基本上沒

有柏油路、水泥電線桿、電線、路燈、現在的車輛，所以拍攝的時候這些東西都

不能存在，意思就是說你已經去除掉臺灣 90%的領土都不能拍了，我們很多地方

都找到山裡面、郊區、農田裡面，有的是要搭景，有些是要廢棄的工廠，那種百

年的老工廠，有一大部分是在臺南的片場，裡面有做一些古代的街道，要去選擇

合適的東西，場景的限制是非常大的，譬如說我們要找日式的房子，找到嘉義縣

六腳鄉有一個叫蒜頭糖廠，裡面保留了一些日式的房子，有的保存很好、有的保

存不好。」可以想見在這部電視劇的製作過程，為了找到符合時代背景的場地，

整個製作團隊下了很大的功夫，好不容易找到適合的建築，可是房子裡的一些現

代設施，還要用電腦動畫的方式去修飾： 

李志薔：「我們那時候真的選了一個客家形式的房子來拍攝……現在拍這個

場景難找的一個很重要的因素，假設你有古厝留下來，房子保留一百年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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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k 的，可是如果有人去住尌會有一些現代設施，但是你又要還原成日據時

代的樣子，很可能是 70 年前、80 或 90 年前，問題是你如果同時兼顧這件

事情，尌要想辦法把一些現代設施拿掉，這件事情一直都是我們在找場景的

最棘手的問題，後來找到當作古厝的那個房子，其實裡面也有一些現代設施，

可是我們要把它遮掉，有些甚至要用小動畫把它塗掉，尌是用一些修復畫面

的方法把它修掉。」（李志薔，訪談導演） 

對於初妹移民時使用的交通工具和移民過程，導演也有他的堅持，導演認為

移民過程很重要，是初妹人生的重要轉折，不能因為場景的限制就完全不拍，火

車的部份成功拍攝，但是自動車的部分只能用紀錄片的形式呈現： 

李志薔：「這個故事有一個非常關鍵的發展是初妹移民到花蓮去，她第一段

要坐火車、第二段要坐自動車，自動車尌是從前的客運車，要走蘇花臨海道

路，問題是我們已經沒有那個時代的火車、自動車、道路，通通不拍也不行，

因為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過程，尌是如何從三義一路到蘇澳、再到花蓮，當

初我很堅持要有自動車的拍攝，想說那是重要的東西想要拍，我們在全臺去

找，發現臺灣還留下一台那個時代的自動車，但是那台車已經不能開了，後

來尌打消了這個念頭，火車是用臺糖保留下來的百年火車頭，我自己做這些

工作，考據比較仔細，所以我都有去做功課，幾年到幾年是什麼樣子的火車，

盡量讓劇組去找很接近的火車來呈現……最後火車拍成了，因為火車可以找

到接近那個時代的火車，它其實也不能開動，我們是用一些攝影跟動畫手法

讓它像是在開動，第二個，在通過蘇花公路這個自動車，我很巧妙地用了紀

錄片的方式去呈現，沒有辦法拍那一段，本來那一段過程其實是有戲的，後

來尌拿掉，用紀錄片的方法……。」（李志薔，訪談導演） 

至於服裝的部分，對於時間和空間感的營造也有幫助，筆者在看電視劇的時

候，即有發現不同時代的服裝樣式不太一樣，原本以為僅僅只是為了呈現過去和

現代的差異，沒想到製作團隊竟然特地去找出符合那個年代的服裝樣式，盡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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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做到符合史實： 

李志薔：「譬如說劇中有郵差、軍人，我也會讓他們去找民國多少年的郵差

服裝是怎麼樣，那出來的時候尌是很符合史實，其實臺灣有很多片子都不太

重視這些東西，尌盡量讓它符合史實，所以做了比較多考據的工作。」（李

志薔，訪談導演） 

在《新丁花開》一劇裡，為了以現在的事情引出過去，採用倒敘的敘事方法，

由沛盈去聽老年素敏描述如何從三義到花蓮、落地生根的故事，這樣的安排突顯

沛盈這個角色在戲劇裡的重要性，也讓整部電視劇的敘事結構清楚呈現。由於是

在客家電視台製作、播出，所以電視劇聚焦在客家女性身上，刪除閩南女性的故

事，也因此少了原著小說關於土地情感的意義。在改編的時候，編劇為了讓騰雲、

張義信的出現與戲劇結構有比較緊密的關聯，於是將這兩個角色進行改造，讓他

們在劇中的位置變得較為合理。製作電視劇有許多細節需要注意，像拍攝《新丁

花開》這部時代劇，導演透過考據、田野調查等方式，盡力做到最符合歷史事實

的樣貌。 

第五節 以臺灣史作為背景框架 

前面探討《新丁花開》的主旨與定位的時候，已經有說明電視劇主要呈現的

是三個不同世代女性追求獨立、自主、幸福的道路，並且結合臺灣追求民主的歷

史事件於其中，這個部分導演也表示：「大體上，觀眾大概知道裡面除了初妹她

們的人生發展歷程之外，可能隱隱的也知道說，她是跟隨著時代發生的重要事件

走，譬如說日本戰敗、二二八、國民黨接收等，包括日據時代到最後，很多日本

人和臺灣人有的是到日本去當少年工，有的是要出征，這些東西在影片裡面都有

一些呈現。」也就是將女性的人生歷程和臺灣的歷史事件脈絡，這兩條路線透過

電視劇的敘事結構共同呈現，而歷史事件的發展，則很巧妙的安排在初妹、素敏

和沛盈的生活當中。 



68 

 

初妹和清賢結婚之後的生活情形，小說和電視劇大致上是相同的，初妹留在

三義清賢家的中藥店幫忙，清賢回去學校教書，每個禮拜回家一趟（方梓 2012：

61），不過，電視劇在兩人的婚後生活融入了農民抗議事件，日本警察四處搜查

反抗分子，而初妹去山上採藥草的時候，恰巧救了參與農民抗議事件的謝罕。13
 

謝罕這個角色，是編劇刻意塑造出來的，因為電視劇將三位女性追求獨立自

主的道路，與臺灣追求民主的歷史進程結合，編劇為了營造出當時的時代氛圍，

遂將一些歷史事件、歷史人物編入劇情中，融合謝雪紅和楊逵的妻子這兩個人物

的形象，塑造出男人婆謝罕的角色： 

蔡秀女：「我裡面加了一個男人婆謝罕的故事，那個謝罕的影子，我把謝雪

紅還有楊逵的妻子，楊逵的妻子尌是光復前，她們農民運動，尌被稱為男人

婆，融合這兩個人物塑造成男人婆這個角色，那時候農民運動很盛行，日本

人抓得很嚴重，原著小說裡面沒有這種東西，因為我們要呈現時代氛圍，把

一些時代事件拉進來，所以我尌多了男人婆這個角色，因為故事都著重在客

家電視台、客家什麼的，對我來講，那不是很重要，我反而是說，裡面幾個

精神，為什麼會塑造這樣的人物、這樣的情節，尌是說男人婆這個角色要表

現什麼，其實結構都很嚴密。」（蔡秀女） 

而筆者在文獻資料裡，查到與農民抗議事件相關的歷史顯示，苗栗地區的農

民組合反抗事件，是 1920 年代，社會主義思潮由日本傳到臺灣後，引發的抗爭

行動，他們認為為什麼農民生產的農產品要經過「菜蟲」的轉銷、層層的剝削才

能賣到外地去，為什麼不能自己經營一個「組合」，壓低生產成本、聯合運銷，

建立自己銷售的通路和管道（邱彥貴、吳中杰 2001：148）。另一個文獻資料也

指出，1927 年「臺灣農民組合」成立，其著名幹部簡吉和趙港到新竹大湖，領

導農民反對日本政府不當放領官地給附日地主的鬥爭，同時展開農組大湖支部工

作，迅速的發展組織；兩年後，懍於全島農民反帝、反社會、反地主的農組的快

                                                      
13

 《新丁花開》第 3 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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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發展，日方施行了對農組的全面檢舉、鎮壓和逮捕行動，史稱「二‧一二」事

件（藍博洲 1991：178）。以這兩個文獻資料作為佐證，可以推測出電視劇中提

到的農民抗議事件，應該就是文獻所記載的歷史事件，雖然劇中沒有明確表示農

民抗議事件是發生在哪一年，但是電視劇安排這個事件發生的時間，是在初妹和

清賢結婚之後，因此推測此一事件即是歷史記載的農民組合反抗事件。 

在小說裡，沛盈與初妹母女之間的關聯，是沛盈某次到花蓮採訪時，和一個

老婆婆閒聊，老婆婆的媳婦就是素敏，婆媳二人告訴沛盈當年是如何搭船、搭車

從前山移民到後山，沛盈找到母親之後，才知道這個與她閒聊的老婆婆是沛盈母

親的阿姨阿音（方梓 2012：192、298-299）；電視劇裡，沛盈依照張義信的指示，

去花蓮拜訪初妹母女，發現客廳有父親簽名的素敏畫像，並且在聽素敏述說以前

移民到花蓮生活的故事時，得知因二二八事件的發生，許多地方出現反抗政府的

力量，她的父親因此被張醫生拖累被捕，而初妹母女在當時救了她的父親。14
 

筆者在翻閱二二八事件相關的文獻資料時，發現其中一段資料與本文所研究

的電視劇有些許關聯，從該項資料記載得知二二八事件致使客家意見領袖：桃園

吳鴻麒、六堆葉秋木、花蓮張七郎等遇害（邱彥貴、吳中杰 2001：148）。在《新

丁花開》的劇情結構裡，發生了二二八事件之後，社會氣氛令人感到不安，軍警

開始搜捕反抗分子，張醫生因為參與相關的反政府組織被逮捕、處死，而張醫生

這個角色名叫張太郎，與文獻資料中的花蓮張七郎相互呼應。15
 

編劇表示，在《新丁花開》安排花蓮張太郎醫生和男人婆謝罕的用意，都是

為了要呈現時代的氛圍，其實原著小說也有提到一些歷史事件，但是小說的敘述

寫得像個旁觀者，電視劇則要強調身歷其境，因此，這兩個角色在電視劇裡，與

初妹的生活產生交集： 

蔡秀女：「花蓮的張醫生，我們也是影射那個張七郎，應該講說我們既然做

一個戲，我們要把一個時代的氛圍，很多人被捲到事件裡面，這個氛圍我們

                                                      
14

 《新丁花開》第 2 集、第 14 集、第 15 集。 
15

 《新丁花開》第 14 集、第 15 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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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把它……我不能寫得像小說裡面，尌只是旁觀者，戲劇要強調身歷其境。」

（蔡秀女） 

導演為了讓初妹的人生歷程在時間上有個對照點，加入臺灣追求民主的歷史

框架，編劇也因此在劇中安排了謝罕和張太郎的角色，突顯當時的時代氛圍，這

個部分與楊淇竹《《寒夜三部曲》電視劇研究─文本書寫到影像傳播之跨媒體比

較》一文提到的情形相似，該文指出，李喬以家族史的記憶、參考史書、實地探

查紀錄來書寫歷史，在影像的呈現則涵蓋了導演觀看歷史事件的態度（楊淇竹 

2009：269），而《新丁花開》在時代背景的表現，也包含了導演和編劇對臺灣歷

史的觀點。 

由於故事的時代背景介於日治時期到當代，而且又加入臺灣民主追求的歷史

事件作為劇情發展的對照點，導演對於時空環境的呈現非常重視。為了在電視劇

中營造出幾十年前的時代氛圍，導演於拍攝過程煞費苦心，只為了將日本殖民統

治時期和國民政府來臺的時空環境，能夠盡量以符合歷史事實的時空環境的方式

來呈現，導演的用心可以在很多細節的地方發現，例如角色的年齡設定、花蓮的

族群結構等。 

先從時間方面來看，除了以臺灣的歷史事件作為背景，在角色的年齡範圍也

有設定，導演表示，電視劇呈現的年代範圍，其實跟初妹的年齡有關，一方面是

為了遵循原著小說初妹的出生年齡，一方面考量到找演員的時候，要求演員扮演

一個一百多歲的老人，會比較沒有說服力： 

李志薔：「我們把年代設定在智慧型手機出現之前，我們設這個年代其實跟

初妹的年紀有關係，那時候有定一個年表，初妹很可能是 1918年出生的，

定的當代時間是 2007年，尌是說讓她是九十幾歲，我們有一個對照的年表，

不至於說假設你是很現在，她很可能一百多歲了，你找一個人來演說服力不

太夠，所以那時候把它定在一個差不多 2007 年的那個當下，我現在講的那

個年紀我有點不太確認是什麼時間，所以我們其實是有一個人物的年齡對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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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最主要是不希望老初妹出現的年紀大到太不合理，這樣你找演員會非常

的不合理。」（李志薔，訪談導演） 

前面有提到《新丁花開》主要的場景包含苗栗、花蓮、臺北，如何區別電視

劇裡的空間轉換，從不同地方的族群結構可以看出端倪。從三義出發，經過長時

間的移動過程，當初妹帶著素敏走向未知的路途，電視劇畫面呈現初妹和素敏從

花蓮港驛走出來，即表示兩人抵達花蓮。16筆者嘗試將三義街上的場景和花蓮街

上的場景相互比較，發現這兩個地方的人文風景不大相同，三義街上的場景，只

見客家人和日本人，17而初妹移民到花蓮的時候，花蓮火車站前已經很熱鬧了，

從初妹和哥哥、嫂嫂的對話，即可得知花蓮有許多不同族群的人，和三義的環境

很不一樣： 

初妹：這裡客家人多嗎？ 

松濤：不多，河洛人比較多，店面都是他們開的，買東西說日本話聽得懂。 

初妹：這樣尌好。18
 

嫂嫂：到了啦，尌是這裡，從家裡走到這裡，差不多要一個多小時，所以如

果沒有什麼比較大件的東西要買，尌不會專程來到這裡，什麼都有，熱鬧喔！ 

初妹：有些人看起來不太一樣！ 

嫂嫂：你說他們嗎？山裡面來的，阿美族。19
 

嫂嫂：這尌是和你說過的，這附近的小市場，都是河洛人，你如果要買什麼

青菜或是豬肉，這邊尌有。20
 

從上述三段對話，可以得知花蓮的族群結構還包含了閩南人和阿美族人，一

如文獻記載，花蓮縣乃多族群混居之地，純粹由客家人形成的聚落不多，這些客

                                                      
16

 《新丁花開》第 7 集。 
17

 《新丁花開》第 2 集。 
18 《新丁花開》第 7 集。 
19

 同上註。 
20

 同上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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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移民主要是桃竹苗移民，其次是高屏六堆客家（邱彥貴、吳中杰 2001：138）。

正因為花蓮有許多不同族群的人，像是閩南人、日本人都很多，再加上阿美族原

住民，素敏很快便學會說這些語言。21前一節探討《新丁花開》的主旨時，談及

花蓮族群結構的呈現是承襲自原著小說《來去花蓮港》的多元族群結構特性，導

演也提到電視劇因為是以臺灣追求民主的歷史和三個不同世代女性追求幸福的

道路，兩條軌道並行，所以在過程中相較於其他戲劇，呈現了更多族群融合的過

程，這個部分是透過初妹和素敏在花蓮的生活情形來表現： 

李志薔：「這兩條軌道並行，所以它過程中比一般的戲劇呈現了更多族群融

合的過程，因為很可能別的戲劇比較少有這個問題，可是《新丁花開》這個

戲劇很特別，尌是客家族群本來是一個很弱勢的族群，不斷的接觸到……它

以她為主軸，可是又不斷地繼續接觸到其他當時比較強勢的族群，包括日本

人、閩南人、外省族群，到花蓮接觸到阿美族原住民，它基本上尌是一個族

群的接觸跟融合的歷史。」（李志薔，訪談導演） 

也就是說，身為客家族群的初妹和素敏，因為移民花蓮的關係，不斷的與不

同族群接觸，對於這些在三義接觸不到的族群，有了新的認知跟理解，漸漸的循

著族群融合的方向邁進，與臺灣追求民主的歷史和女性追求幸福的道路相呼應。

筆者認為《新丁花開》族群結構的呈現，對於客家人、閩南人、阿美族人、日本

人以及外省人，有關族群之間的互動，在劇情中已有適當的安排，但是導演告訴

筆者，事實上，在拍攝的時候，針對素敏跟阿美族原住民的互動，原本有更多的

情節要展現，因為語言跟製作方面的問題，最後只好刪掉部分的戲： 

李志薔：「比較遺憾的是我們本來有一些跟阿美族的接觸，主要是在素敏她

交了一些小朋友，其實原來拍攝量比較大，後來有一些被我刪掉了，因為小

孩子的語言是硬背的，我特別選的那些小孩是他媽媽尌是阿美族人，他媽媽

會講，所以媽媽可以教小孩子，對演員來講，語言太吃力了，還有表演的成

                                                      
21

 《新丁花開》第 10 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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熟度的關係，所以我把一些屬於阿美族的戲刪掉，不然阿美族的互動本來是

希望更多的，譬如說素敏會去他們的部落，真的是原住民的部落，後來都是

因為一些製作的問題、語言的問題，把那些戲刪掉。」（李志薔，訪談導演） 

聽到導演這麼說，不免覺得有些可惜，如果這些戲份在電視劇中有呈現出來

的話，相信這部電視劇將會有更豐富的族群色彩。不過導演會做出這樣的決定，

也是因為在拍攝過程遇到一些不可抗力的因素，不得不做出這個決定。 

《新丁花開》的主旨為女性追求獨立、自主、幸福的道路，導演為了讓初妹

的人生歷程有一個對照點，於是加入臺灣追求民主的歷史脈絡，讓女性的追求和

臺灣民主的發展共同前進；初妹和素敏移民花蓮，接觸到不同的族群，漸漸的對

這些族群有了新的認識，循著族群融合的方向邁進，與這兩條軌道相呼應。故事

的時代背景介於日治時期到當代，又加入臺灣民主追求的歷史事件，編劇和導演

為了營造時代氛圍以及在影像的呈現上符合歷史事實，著實費了一番心力。 

第六節 角色特質 

《新丁花開》一劇是由不同的敘事線交織構成，其劇情結構主要圍繞在初妹、

素敏和沛盈三位女性身上，從這三位女性的故事往外延伸、相互交錯，進而發展

成電視劇的整體故事，筆者將分別以初妹、素敏、沛盈三位女性的角度出發，分

析這三個角色與其他角色之間的關係，並試圖找出這三位女性的角色特質。這個

部分筆者會先概述三位女性於劇中的角色定位，接著分析這三位女性與其他角色

之間的關係，並從中找出初妹、素敏、沛盈的角色特質。 

一、 初妹 

無論是小說還是電視劇，關於初妹的故事以及角色的形象，基本上沒有明顯

的差異。由於父親認為女孩子也要讀書，所以初妹三姊妹至少都有唸過私塾和公

學校，不像大多數的女性是個文盲，父親對她們三姊妹疼愛有加，但是在父親過

世後，初妹和母親、兩個妹妹就被大娘趕出家門（方梓 2012：34-35）。電視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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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續小說的定位，初妹是個善於刺繡、女紅的人，銀妹負責料理家務，三妹則是

一家之主，曾在日本家庭幫傭過，後來招贅了夫婿仁煌。22
 

初妹有兩段婚姻，第一任丈夫阿賢在小說和電視劇裡，都是以老師為業，父

親是中醫、家裡開中藥店，清賢皆因生病而年輕早逝；被婆婆趕回娘家的初妹，

為了不要造成三妹夫妻的負擔，決定帶著素敏移民花蓮展開新生活（方梓 2012：

32-35、42）。第二段婚姻則是因為初妹一個女人帶著小孩在花蓮生活很不容易，

在哥哥的提議下，決定再嫁。她的第二任丈夫李安平，在看守所上班，小說描述

安平年幼時家境富裕，但是子弟們不爭氣敗光家產，兄弟早逝，於是帶著母親到

花蓮重新生活（方梓 2012：220），電視劇裡安平的母親，剛開始是跟安平住在

一起，後來因為對初妹的種種不滿，轉而投靠大兒子。23安平和童養媳的妻子有

一個女兒，離婚後，小孩是由安平照顧，小說中安平的女兒和素敏一起上學、感

情和睦（方梓 2012：221-232），但是電視劇裡，安平的女兒生病死了。24
 

在《來去花蓮港》裡，小說作家的設定是閩南女性生了很多小孩，可是客家

女性初妹不會生育，所以用種菜、養雞，來彌補無法生育的遺憾： 

方梓：「客家是不會生育，因為不會生育，她很愛種菜、養雞，去彌補無法

生育的遺憾，養了雞尌會生蛋、種了菜尌會長，對一個一輩子可能都沒辦法

懷孕的人，她可能覺得這是一種彌補，表面上看起來是貼補家用，事實上是

有在彌補自己無法生育的缺憾。」（方梓） 

而《新丁花開》也是以相同的方式，形塑初妹這個角色，在電視劇裡可以看

到初妹種菜、養雞的畫面，例如初妹和素敏剛抵達花蓮安頓的時候、安平生病之

後，皆有種菜和養雞的場景，不過筆者認為，關於種菜、養雞的呈現，在電視劇

裡看起來比較像是為了貼補家用，不是要彌補她無法生育的缺憾。 

                                                      
22

 《新丁花開》第 2 集至第 4 集。 
23

 《新丁花開》第 10 集。 
24

 《新丁花開》第 9 集。編劇表示，安平的女兒屬於閩南人，在劇中作用不大，加上後幾集書

寫空間有限，所以捨棄這個角色，以集中書寫女主角，並傳達安平對她的愛（蔡秀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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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初妹和素敏 

與初妹關係最為密切的即是素敏這個角色，素敏是三妹的女兒，過繼給初妹

並且跟著初妹移民花蓮。來到花蓮這個全新的環境，初妹和素敏兩人相依為命，

在這之前，素敏稱呼初妹為大阿姨，在一切都安頓好後，初妹才告訴素敏今後將

會在花蓮定居，要素敏以日文的母親來稱呼她。25在素敏考初中之際，因為安平

生病家裡頓失經濟來源，迫使素敏放棄升學，也造成素敏和初妹的關係產生變化，

而初妹阻止素敏和騰雲往來，使得兩人的關係越來越緊張。26
  

編劇理論提及，戲的本質就是衝突，由衝突構成戲（方寸 1981：16-18），

有關衝突的設計，在初妹和素敏之間可以明顯地看見這一點。因此，筆者認為初

妹和素敏的關係，可以分成不同的階段來看，在兩人剛移民花蓮的時候，兩人相

依為命，逐漸建立深厚、親密的母女親情；而初妹和素敏關係的變化，始於初妹

不讓素敏讀初中，造成兩人的關係產生隔閡，直到素敏成年，初妹對素敏在感情

上的干涉，更加深了兩人的衝突。 

（二） 初妹和清賢 

客家人的婚姻觀念，仍以傳統的「傳宗接代」為主要目的；婚姻的決定權在

於父母及其家族，全憑「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擺佈（雨青 1992：247）。正

因為這樣的婚姻觀，許多人在訂婚或結婚之前，彼此是沒有見過面的，不過初妹

和清賢是先相識才結婚，以現代的話來說就是自由戀愛。兩人的婚事看起來一切

順利，但是清賢的母親對初妹有些許的不滿意，從她與媒人婆阿貴姊的對話可以

看出端倪： 

阿貴姊：惠妹！ 

惠妹：阿貴姊，這麼早尌回來了。對方如何？ 

阿貴姊：這是對方八字，你看看。 

惠妹：人家說門當要戶對，她又是小老婆的女兒，我怕娶來會倒楣。 

                                                      
25

 《新丁花開》第 7 集。 
26

 《新丁花開》第 16 集、第 18 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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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貴姊：我看這兩個年輕人，早尌有愛意了，你現在想拆散他們，難啊！ 

惠妹：阿賢也是硬要，他是說她有唸書，很顧家，說得多好尌有多好。 

清賢父：年輕人喜歡尌好，阿賢是讀書人，他的眼光不會差的，再說，你要

擋也擋不住。 

阿貴姊：是啊，年輕人喜歡尌好啦。27
 

清賢的母親會有這樣的想法，也是源自於客家人的婚姻觀念。對於子女的婚

姻，「門當戶對」幾乎是唯一的標準，婚嫁的儀式，也絕對必須遵合古禮的「明

媒正娶」，最好還能廣宴親友，風光一番（劉還月 1991：81）。兩人結婚之後，

清賢的母親因為自身對初妹的不滿，講話經常是話中帶刺，也會偷捏初妹。28雖

然清賢的母親對初妹百般刁難，可是這一切不影響兩夫妻的感情。 

（三） 初妹和安平 

由於初妹不斷受到羅漢腳的騷擾，夜晚又有小偷來偷雞，考量到未來還有很

長的日子要過，松濤建議初妹再嫁，恰巧安平有意續弦，因此安排初妹跟安平見

個面、互相瞭解，安平是個很斯文而且讀過書的人，但是初妹還是有些顧慮： 

阿秋：這麼高興，工頭跟你說什麼？ 

初妹：他跟我說罐頭部門有全日的工作。 

阿秋：好啊！錢很多耶！ 

初妹：但是，我跟他回絕了。阿秋，我要嫁人了！ 

阿秋：嫁人！是真的嗎？ 

初妹：是我哥作主的。 

阿秋：我尌跟你說，自己帶女兒很辛苦，嫁人，很好！他是在做什麼的啊？ 

初妹：他在看守所工作，跟他老婆離掉了，那個人是很斯文啦，可是，他是

河洛人。 

                                                      
27

 《新丁花開》第 2 集。 
28

 《新丁花開》第 3 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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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秋：河洛、客家，都一樣啊，都是西部來的嘛！29
 

雖然初妹對於安平閩南人的身分有所顧慮，但是安平是個老實、可靠的人，

而且兩人很談得來，族群身分的問題不影響初妹嫁給安平的決定。 

從這兩段婚姻關係的生活情形，可以發現初妹態度上的轉變，在第一段婚姻

初妹是比較被動的，較為順從夫家的安排，不過也因為第一段婚姻婆婆讓初妹吃

很多苦，使得初妹在第二段婚姻裡，變得比較有自己的想法，並且會和婆婆講道

理；以情感的角度來看，對初妹而言，清賢是這輩子最深的愛情，安平是無可取

代的親人。30
 

關於初妹這個角色的形象，除了延續原著小說的設定之外，在電視劇裡，導

演還附加了另一個涵義於初妹的形象上，希望她是一個隨著時代進步的女性： 

李志薔：「從另外一個角度看初妹的故事，我們讓她從一個很傳統的女性，

慢慢的有一些新的知識、新的觀念進來，變成一個比較接近現代想像的女性，

譬如說，她從前不知道什麼叫農民革命、反抗運動，她是透過她先生、謝罕，

她本來是傳統的客家裁縫，後來學西式裁縫、西方洋裝，她在醫院的時代，

跟那邊的醫生開始有交流，去學新的醫學，一個一個新的觀念，簡單講尌是

一直脫離傳統的、一般婦女會走的道路，我希望她跟著時代進步，有一些從

前傳統女性碰不到的事情，她會碰到、有所改變。」（李志薔，訪談導演） 

藉由初妹吸收新的知識、新的觀念，逐漸脫離傳統女性會走的道路，讓她隨

著時代改變、進步。戲劇特別喜用對照，對照的作用是襯托、反射（劉天賜 2010：

136-138）。除了以情節的安排來塑造初妹的形象之外，從她的服裝、造型也可以

看出她的角色是隨著時代進步的，並且與三妹的形象形成對比，一個是移民的、

冒險的形象，一個是內縮的、封閉的形象： 

李志薔：「我們裡面特別設計了一個這樣的改變尌是，初妹後來把藍衫脫掉

                                                      
29

 《新丁花開》第 9 集。 
30

 《新丁花開》第 10 集、第 20 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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換別的，可是到了 17集還是 19集，三妹有去花蓮找她，三妹年輕的時候穿

得很 fashion、日式的，她到最後、年紀大了尌穿藍衫，其實是要做這個對

照，因為她一直活在傳統的客家庄，比較限在那個環境，如果從某種意思來

說，初妹尌是移民的、冒險的，她到一個新的地方開疆拓土，接受到新觀念、

新的衝擊，反倒是留在故鄉的三妹，越來越縮……尌是說，初妹是走向花東

冒險的、拓展的、或是海洋的、比較寬廣的，三妹尌是留在那裡、比較內縮

的、封閉的。」（李志薔，訪談導演） 

二、 素敏 

素敏這個角色在小說文本和電視劇文本中的設定是相同的，是三妹的女兒，

因為算命先生說素敏命中有兩對父母，要去遠方才會好命，所以把素敏過繼給沒

有子嗣的初妹當女兒，並且跟著初妹一起移民到花蓮開始新的生活（方梓 2012：

33-34）；素敏在學業的表現非常出色，但是因為家裡沒有錢，國民學校畢業後就

沒有再升學。雖然素敏的角色在兩個文本中沒有太大的差異，但是電視劇比較強

調素敏與初妹之間的衝突，這個衝突是從初妹不讓素敏繼續升學，一直延續到初

妹阻止素敏和心儀的人在一起。31
 

騰雲這個角色，在小說裡，是阿音第二個兒子，對讀書很有興趣，但是家裡

兄弟姊妹很多，要滿足一家人的溫飽都是個問題，所以公學校畢業後沒有再繼續

讀書，他與素敏相遇是在他從鐵路局做完工回家的路上（方梓 2012：262-264、

285）；電視劇裡，騰雲是素敏國民學校的學長，讀書的時候就認識，騰雲的父母

在他很小的時候就過世了，跟姑姑一起住，但是姑姑家不是很富裕，無法讓他繼

續讀書，他希望能像父親一樣有自己的手藝養活自己，於是參加臺灣少年工去日

本學技術；後來，他因為被朋友連累所以遭到政府列管，導致他即使擁有手藝也

很難找到工作。32
 

關於素敏這個角色，《來去花蓮港》裡沒有用太多的篇幅去描述她的故事，

                                                      
31

 《新丁花開》第 16 集、第 18 集至第 20 集。 
32 《新丁花開》第 11 集、第 13 集、第 17 集、第 18 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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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說主要是閩南女性阿音、客家女性初妹和現代女性沛盈的故事，但是電視劇刪

掉了閩南女性的故事，於是焦點就放在初妹、素敏、沛盈的身上，為了在電視劇

呈現素敏這個角色，編劇把她塑造成一個具有女性主體意識的角色，是個堅決、

獨立的女性： 

蔡秀女：「因為我們的主軸還是放在三代女性的故事，這個母女的衝突原著

裡面是寫得沒有篇幅那麼多，尌是母親很愧疚，但是其實我們是想把素敏塑

造一個更有主體意識的人，更有她的自由還有她的感情追尋，所以後面給素

敏很多的女性獨立自主的意識存在，所以她會跟母親抗爭……素敏尌比較獨

立自主，所以她後來等騰雲等了十年，她尌是這樣一個女性，堅決、獨立，

覺得對的她尌去做。」（蔡秀女） 

（一） 素敏和安平 

由於初妹再嫁，安平等於是素敏的繼父，安平對素敏非常疼愛，原本兩人的

互動較為生疏，直到發生帽子不見的事情，阿根婆認定素敏是小偷，但是安平試

著去理解素敏的行為背後的意義，不是使用打罵的方式，進而拉近素敏和安平的

關係： 

安平：素敏，你拿爸爸的帽子，一定有你的理由，你跟爸爸說。 

素敏：帽子…鳥受傷了… 

安平：鳥受傷了，所以你拿帽子保護牠，怕牠被其他的動物吃掉是不是？我

們幫牠做個巢好不好？ 

素敏：好！ 

安平：我們一起撿些樹葉來，放高一點，其他的動物尌吃不到了，過幾天，

牠尌會飛了。以前，我也有一個女兒，她叫梅子，跟你一樣大，只是，我跟

她沒緣分，她現在應該去投胎當別人的女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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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敏：那現在換我當爸爸的女兒！33
 

編劇告訴筆者，其實一開始並沒有這一段情節的安排，是編劇和客家電視台

討論之後，他們認為素敏到了一個新的環境，應該要交代她如何去適應新的爸爸、

新的環境，所以才有這一段的情節發展，當然也產生了不錯的效果： 

蔡秀女：「初妹嫁給安平的時候，原來的小說裡面，素敏跟安平前妻的女兒

梅淑，兩個感情很好，所以沒有認新爸爸、新環境的問題，那現在去掉梅淑

的角色，他們認為尌是要有跟父親的磨合期。」 

筆者：「我覺得那段還不錯，因為本來初妹誤會素敏偷帽子，可是安平覺得

妳不要罵她，要知道她在想什麼，我覺得這一段尌可以看的出來他們因為這

件事情，距離拉近了。」 

蔡秀女：「所以，也逼出一些還不錯的東西。」（蔡秀女） 

（二） 素敏和三妹 

素敏跟著初妹移民花蓮，兩年後，安平帶著初妹、素敏回三義過年，滿心期

待回三義過年的素敏，發現三妹不太關心她，只顧著照顧弟弟，甚至因為弟弟跌

倒受傷被三妹責罵，讓素敏覺得很難過： 

仁煌：發生什麼事啊？阿信！怎麼會受傷呢？爸爸看。 

三妹：阿信，不要哭，怎麼了？發生什麼事啊？ 

素敏：我…撞… 

三妹：你為什麼撞他！ 

初妹：（問素敏）發生什麼事？ 

素敏：我沒撞到他，是他自己跑出來。 

三妹：你怎麼沒看到他呢！34
 

                                                      
33

 《新丁花開》第 10 集。 
34

 《新丁花開》第 12 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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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次回三義過年，生活中的一切與兩年前相比，都變得不一樣了，讓素敏覺

得花蓮似乎才是她的家，於此呈現出她對三義老家的情感轉變，也暗示著她與親

生母親三妹的親情變化： 

素敏：第二次離家，我覺得三義離我愈來愈遠，對它的感覺也愈來愈淺，也

許山的那一邊才是我的家。35
 

在素敏長大後，有一天三妹突然來花蓮拜訪，素敏對三妹的態度感覺很陌生、

有距離感，從初妹和安平的對話還有素敏和三妹的對話即可證明這一點： 

初妹：三妹怎麼突然跑來啊？來也不說一聲，不像她。 

安平：我在想，三妹是不是發生什麼事了，才會來這裡。 

初妹：我也這麼想，不過現在仁煌當到科長了，又和別人合夥做生意，日子

很好過啊。 

安平：還有，我覺得素子對三妹的態度不是很好。 

初妹：你也有感覺嗎？明天叫素子和三妹出去走走。36
 

三妹：自從我來這，你尌沒給我好臉色，素子，你有什麼事，跟媽媽說，好

嗎？ 

素敏：沒事情啦。37
 

三妹：素敏，我告訴你，那時候，不是我不要你，是算命先生說，你命裡有

兩個媽媽，要去遠方才會好命，我也捨不得，我不求你原諒，可是，請你了

解媽媽的苦。 

素敏：我知道。 

三妹：有空尌回來看爸、媽。38
 

                                                      
35

 《新丁花開》第 12 集。 
36

 《新丁花開》第 19 集。 
37

 同上註。 
38

 同上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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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在分析初妹和素敏的關係時，整理出兩人的關係，從一開始相依為命的

母女親情，因為素敏被迫放棄繼續升學，初妹又阻擋她和騰雲在一起，逐漸加深

兩人的衝突關係；而素敏與親身母親三妹因為長時間的分離，加上弟弟的出生，

感情也漸趨疏遠。製作人表示，素敏與初妹和三妹的感情變化，是從小累積而成

的，因為不能繼續念書，她對初妹和三妹有怨懟，她覺得如果她留在三義，就可

以像姊姊一樣念師範，而不是小小年紀就要賺錢養家，雖然她對初妹和三妹有埋

怨，但是她並沒有責怪安平： 

製作人：「她被帶去其實心裡是怨懟的，大人並沒有告訴她為什麼她被這樣

對待，後來因為安平生病了，她被迫不能念書，那時候她收到她姊姊從西部

寄來的信，她姊姊去念師範，妳說，她會不會怨？妳們當初如果不把我帶來

花蓮，我尌可以繼續念書，如果妳當初不把我給阿姨，我是不是可以跟姊姊

一樣……她其實對安平沒有任何的抱怨，因為素敏能夠理解安平，她知道他

不是故意的，但是媽媽希望走一條對大家都好的的路，可是素敏覺得妳不尊

重我，而我的爸爸是尊重我的，他認為這條路即便再怎麼崎嶇，妳願意走我

尌讓妳走，可是初妹不是……」（客家電視台製作人） 

（三） 素敏和騰雲 

騰雲從國民學校畢業，志願擔任臺灣少年工，去日本學修飛機的技術，因此

素敏和騰雲斷了聯繫，幾年後，騰雲回臺灣，遇到久病厭世的安平，才又和素敏

有了聯絡，愛情也漸漸的在兩人之間萌芽。原本初妹對於兩人的感情沒有什麼意

見，但是在初妹知道騰雲被政府列管之後，極力反對兩人交往。不過，素敏沒有

因初妹的阻止而退縮，對騰雲的感情非常堅定，安平也認為素敏應該和自己喜歡

的人在一起。雖然和騰雲一起去日本的計劃被初妹暗中破壞，但是在歷經波折之

後，有情人終成眷屬。 

三、 沛盈 

關於沛盈這個角色的設定，在原著小說《來去花蓮港》和電視劇《新丁花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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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微的不同，小說中沛盈是從事媒體工作者（方梓 2012：88），電視劇裡則是

律師，而且總是站在弱勢的一方，為弱勢的人爭取權益。作家對沛盈這個角色的

設計其實是有獨特的涵義： 

方梓：「現代女性在《新丁花開》裡面也有，我的設計她是一個編輯，可是

在《新丁花開》她是一個律師，我把她設計在1971、72年，臺灣女性主義呂

秀蓮帶回來的新女性主義那一年，我刻意讓她那一年出生，可是她的身世很

坎坷，尌像臺灣女性主義發展的過程，闕沛盈這個名字是刻意設計的，闕很

像缺乏的缺，那個時候臺灣缺乏女性自主，我希望女性自主、女性主義，這

些女性應該要有的東西，能夠豐沛盈滿，所以我是刻意用這樣子去設計這個

角色。」（方梓） 

電視劇裡，沛盈受到張義信的委託去投標曾家老屋，而張義信是個神祕的人，

都是透過秘書跟沛盈聯絡，為了幫初妹母女拿回曾家老屋，沛盈接受張義信的提

議，去花蓮瞭解初妹母女。39在感情方面，沛盈有個男朋友，但他是有婦之夫，

這樣的感情關係，與沛盈的律師身分形成對照。40
 

沛盈的父親在小說裡叫闕志隆，電視劇裡則叫闕志衡41，是男同志的角色。

在小說裡，志隆的男朋友張義信是他初中的學弟（方梓 2012：144）；電視劇裡，

張義信在三叉庄當郵差，因此結識了志衡。42小說裡，沛盈母親一直懷疑志隆外

面有女人，卻一直沒有發現外遇的蹤跡，在追問之下，才確定他喜歡的是男人（方

梓 2012：152）；電視劇裡，沛盈的母親則是親眼目睹了志衡喜歡男人的事實，

這個部分與小說有些不同。43同志這個角色，在過去是見不得光的，即使喜歡同

性的人，礙於世俗的眼光和傳宗接代的壓力，仍必須和異性結婚。 

                                                      
39 《新丁花開》第 1 集、第 2 集、第 12 集。 
40

 《新丁花開》第 17 集。 
41這個角色的名字不同，是編劇筆誤，因為重新設定這個角色，所以當時沒有再去對照原著裡的

名字（蔡秀女）。 
42

 《新丁花開》第 15 集。 
43

 同上註。 



84 

 

客家電視台對於劇本的審核其實是很嚴格的，原先劇本是比照原著小說對沛

盈這個角色的設定進行作業，可是客家電視台覺得這樣的設計比較沒有魅力，而

且會讓劇情結構比較零散，所以沛盈的職業在兩個文本是不同的： 

蔡秀女：「他們會審劇本，會每一集每一集看，從來他們審劇本尌很嚴格，

跟別人比起來我算是幸運的，我一開始是被退，我按照原著架構去做那個記

者在立法院採訪，馬上被退，第一個，他覺得編輯這個角色來看這個社會、

看族群太理所當然，第二個，他覺得尌戲劇來講沒有什麼魅力……另外也是

劇本結構，這個角色比較是旁觀者，他們覺得劇本感覺會零散，後來我尌把

她弄成一個律師，把她的位置結構更緊密。」（蔡秀女） 

編劇理論指出，戲劇的開場有個不變的原則，就是激發觀眾的興趣，要絕對

避免說教、交待等沉悶的場面（方寸 1981：26）。電視劇中為了讓沛盈和初妹、

素敏有交集，也為了讓沛盈去聽一個將近六、七十年前的故事變得比較合理，所

以把沛盈的職業從編輯改編成律師，同時也製造出懸念，以符合戲劇的需求： 

製作人：「沛盈因為是律師，所以老素敏跟老初妹為了要標那個房子，然後

才碰面的，那個其實是梗，因為劇情沒有交集，故事尌發展不下去，是為了

讓她跟老初妹、老素敏有交集……在戲劇裡面，妳要做點懸念給觀眾，不然

觀眾為什麼要聽妳講一個將近六、七十年的故事？而且闕沛盈為什麼要去聽

一個老人家講這麼久的故事？那個尌是戲劇的需求，所以我們設定她是律師，

而且張義信打電話跟她講說「妳去標」，因為張義信從頭到尾都知道她是誰

的女兒，所以走到後面尌會發現張義信叫她去標的原因尌是「妳不要再怨恨

妳爸了」「我希望妳瞭解妳爸」。」（客家電視台製作人） 

（一） 沛盈和翔中 

翔中和沛盈一樣也是一名律師，已婚、育有一子，總是假借出差的名義和沛

盈約會，起初因為孩子還小，原本想等孩子長大再跟妻子離婚，直到翔中的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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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現沛盈的存在、跑去找沛盈理論，加上翔中知道沛盈懷孕了，才讓他下定決心

跟妻子離婚、和沛盈好好的生活。沛盈發現自己懷孕的時候，不確定是不是應該

把小孩生下來，因為她非常清楚沒有爸爸的小孩是怎麼長大的，甚至一度詢問醫

生墮胎的情形，一直到她意外找到她的親生母親和妹妹，她知道她還有親人可以

依靠，於是決定放棄和翔中的感情，獨自扶養小孩。44
 

（二） 沛盈和母親 

在沛盈還很小的時候，母親離開她、離開這個家，她一直不明白母親為什麼

不要她，所以在她的成長過程，對母親的離去感到困惑、不諒解；沛盈直到與張

義信談話後才知道真相，原來母親意外發現父親是同性戀，才會選擇離開這個家，

因此，她對母親的情感是很複雜的，小時候以為媽媽不喜歡她所以不要她，到後

來得知事情的真相，對沛盈來說是很大的衝擊，雖然如此，沛盈在得知事情的真

相之後，也慢慢找回和母親的親情。45
 

對於初妹、素敏、沛盈這三位女性的特質，導演分別以幾句話整理出電視劇

中，這三個角色的定位與人生發展： 

李志薔：「初妹尌是很傳統的，死了丈夫嫁第二任，她用自己的力量撐起那

個家庭，比較傳統的客家女性；素敏是愛情上面，是她妹妹的女兒，她因為

沒有生育，她妹妹的女兒過繼給她，帶去花蓮，素敏這個角色愛上騰雲，可

是騰雲是黑名單，因為他有一些日本的背景、讀書會的背景，所以初妹一直

反對他們的婚姻，素敏一直跟她反抗、後來還是嫁了；沛盈是人家的小三，

她透過尋訪素敏這個角色，去聽素敏講她們家族的故事，講到最後發現這個

故事竟然跟她有關係，才解開了她爸爸之前的秘密，她也從聽了這個故事之

後，反省自己的生命，決定跟那個男生斬斷關係。」（李志薔，訪談導演） 

改編也是一種創造，它允許給改編者留下創造的可能性空間（傅明根 2011：

                                                      
44

 《新丁花開》第 1 集、第 9 集、第 17 集、第 19 集、第 20 集。 
45

 《新丁花開》第 1 集、第 15 集、第 20 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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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47）。仔細研究《新丁花開》，可以發現在電視劇中，初妹、素敏、沛盈和她

們身邊的男性相比，顯得比較堅強，反而男性比較脆弱、無能，編劇表示這個部

分跟她自身的意識有關： 

蔡秀女：「我到現在寫的男人也都是這樣子，因為我是女性主義分子，我是

女性影展的創始人之一，所以我每次做的東西都滿有女性意識、女性議題，

滿強調這個精神，不一定要排斥男性，尌是說，在某些部分，周圍很多人都

是女人比男人還強悍……我尌是這樣，女性主義分子，如果這個劇本是導演

來寫，或統籌來寫，絕對不是這樣子。」（蔡秀女） 

根據上述角色特質分析，可以發現從小說改編成電視劇的過程，由於電視劇

的篇幅有限，為了讓劇情結構緊扣主題，相較於小說，角色之間的關係較為緊密，

如同編劇理論的觀點，戲劇情節要精簡，盡量刪除不必要的情節（方寸 1981：

28-29），讓每個角色的出現都圍繞著同一個主題去發展。初妹對安平閩南身分的

顧慮，則顯現了族群理論所指出的，因為接觸到不同的文化，個體因此有意識的

區分出自我與他者的差異（Leong 1997：20；謝晨馨 2013：13）。 

小結 

綜觀本章節的分析，可以大略看出小說文本和電視劇文本之間，在敘事結構

與故事內容、角色的形塑和安排方面的改編情形，像是電視劇刪除了小說裡閩南

女性阿音移民的故事線，並且電視劇對於初妹和素敏這兩個角色之間的關係有比

較多的鋪陳，尤其是兩個人之間的磨擦和衝突；另外，也可以發現電視劇相較於

小說，關於臺灣人民反抗政府的敘述有較多的著墨，並且和整體劇情的發展有緊

密的結合，例如農民反抗事件發生的時候，初妹恰巧救了參與事件的謝罕，多年

後初妹與謝罕在花蓮再次相遇，至於在二二八事件發生之後被軍警逮捕的張太郎

醫生，早在初妹移民花蓮的路途中，即與初妹有過短暫的交談，安平與張醫生是

朋友，在初妹嫁給安平後，初妹與張醫生也有更多的交流。 

小說文本改編成電視劇文本的過程，雖然有小說提供故事的基礎架構，仍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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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許多需要注意的地方，首先，電視劇的故事結構要緊密，要圍繞著某個主題去

發展，不能像小說一樣發展出其他支線的故事，這個部分當然也跟電視劇播出的

集數有關，如果有充足的經費和篇幅，就能將故事表現的更完整；其次，小說如

果有鮮明的角色以及較強的戲劇張力，有利於改編的進行；第三，從以上的分析

可以發現，針對角色性格的設定，有的時候會受到原著作者、編劇、導演個人的

經歷或意識形態影響，進而將這些性格特質投射到角色身上，以《新丁花開》來

說，因為有作者自身對移動的體會，有編劇個人的女性主義意識形態，還有導演

忠於原著的精神，使得劇中三位女性的呈現，除了沿襲小說的角色定位，還多了

編劇加入的女性主體意識，更加突顯了這三個角色的性格特質。 

從《來去花蓮港》到《新丁花開》，因為刪除了閩南女性阿音的故事，使一

個原本述說女性移民、女性開墾的小說，變成一個聚焦在客家女性追求獨立、自

主、幸福的道路的電視劇，從非客家的小說文本到客家電視劇，其改編過程歷經

不少周折，變成客家電視劇之後，《新丁花開》又再現了哪些客家意象，這個部

分將在下一章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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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族群媒體傳播與客家意象再現 

關於文學作品改編成客家電視劇的成果，社會大眾普遍所熟知的客家電視劇

包含《寒夜》、《菸田少年》、《魯冰花》等，皆是改編自客家文學作品，從客家文

學經由鏡頭變成客家電視劇，文學文本已然提供了相當程度的客家元素給電視劇

取用，例如：生活環境的描繪、飲食習慣、語言的使用、服裝特色、地方產業，

甚至是角色的姓名等，都能從中窺見豐富的客家族群色彩。然而，本論文的研究

主體電視劇《新丁花開》，其原著小說《來去花蓮港》講述的是女性移民至後山

開墾、落地生根的故事，並不屬於客家文學作品，從非客家的小說文本轉變成客

家的電視劇文本，《新丁花開》一劇如何將客家元素融入劇情中，使其成為一部

涵蓋客家族群文化特質的客家電視劇。 

有鑑於此，本章節將針對電視劇《新丁花開》所呈現的客家意象進行文本分

析，《新丁花開》作為客家電視台的電視劇，從非客家文學作品《來去花蓮港》

轉換成客家電視劇的過程中，劇情融入了哪些客家元素，藉此塑造出該電視劇的

客家特質、客家意象，並透過影像將客家文化的特質展現在社會大眾面前，與此

同時，客家電視台在整個改編的過程中，所扮演的角色也將在本章節一併討論。

第一節認識客家文化的方式：瞭解非客家人的編劇和導演，藉由田野調查等方式

接觸客家文化的過程；第二節客家意象的呈現：試圖以場面調度的概念，分別從

物質文化、社會文化、精神文化三個類別，分析電視劇如何再現客家意象；第三

節客語的使用：說明語言作為一種客家意象的符號，在電視劇裡的使用情形；第

四節客家電視台的角色：探討客家電視台在整個改編的過程所扮演的角色。 

第一節 認識客家文化的方式 

筆者在跟導演訪談的時候，發現導演和編劇都不是客家人，只有原著小說作

家有客家血統，在《來去花蓮港》的三個故事中，雖然其中一個是講述關於客家

女性移民的過程，作者在書寫客家女性的時候也使用了客語來書寫，可是該小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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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傳達的不是客家議題，而是女性的移民和開墾、繁衍、對土地的情感，那麼

《新丁花開》一劇裡的客家元素是從何而來呢？原來是編劇和導演下了一番功夫

去做田野調查、訪談、查閱書籍資料等，從這些獲得的資料去認識客家文化、客

家習俗。編劇告訴筆者，其實在跟客家電視台合作之前，她曾經製作過紀錄片、

幫別人寫過連續劇的劇本，當時就已經接觸了客家的文化，尤其對客家女性和客

家精神有比較深刻的印象： 

蔡秀女：「我不是客家人，接觸客家文化是很早……我本來有做紀錄片《世

紀女性‧台灣第一》，紀錄片裡面我都有特別注意到客家的女性，有瞭解到

客家女性跟臺灣女性是滿不同的，一些精神是不太一樣，我有做兩個系列的

臺灣女性，一個是《世紀女性‧台灣第一》另一個是《世紀女性‧台灣風華》，

對客家女性尌有特別的瞭解，好像 2004、05還 06，我去幫朋友寫《亂世豪

門》這個連續劇，這個連續劇其實尌是 1895的故事，1895的故事裡面最重

要的尌是丘逢甲、吳湯興、姜紹祖他們，在那個年代，這幾個客家人奮力抵

抗日本人，我尌覺得客家人的精神跟臺灣人不一樣，客家人可能比臺灣人更

有中原、漢民族的族群意識，套用現在的話尌比較有國家民族意識，我有訪

問過鍾肇政那種客家大老，瞭解他們對臺灣的貢獻，在白色恐怖以來，幾個

客家的作家延續了吳湯興他們那種精神。」（蔡秀女） 

蔡秀女：「我尌去做田野調查、閱讀資料，我不是跟妳講說，我以前去幫人

做《亂世豪門》，那時候尌接觸客家文化，讀了非常多資料，後來要做這個

案子也讀很多資料、還有訪問，這些東西是要從田野調查、採訪、閱讀而來，

另外尌是說，因為客台劇本的主管單位，他們的精神怎麼樣，什麼是什麼不

是她很清楚，她也會給適當的建議，不過做一個編劇其實這些，除了新丁花

以外，其他幾乎都是我本來尌有想到的。」（蔡秀女） 

從編劇的談話得知，除了她自己曾經接觸過客家文化，並且會去蒐集客家文

化的相關資料以外，在討論《新丁花開》的劇本的時候，客家電視台也會給予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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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的建議，協助編劇把客家元素安排在劇本的結構裡呈現。當編劇寫好劇本之後，

導演也會依照劇本裡的情節安排，去查找客家文化的相關資料、做田野調查、勘

景等，導演認為拍攝這一類型的時代劇，很多小細節必須要注意，他再針對戲劇

的內容，透過影像去強化客家意象的呈現： 

李志薔：「我們開始要展開這個故事，開始去查一些客家的習俗，第一道是

蔡秀女那一邊，她為什麼會想要去客家台投案，尌是因為她之前《黃金稻浪》

有寫過劇本，所以，我再針對戲的內容，去把裡面需要客家的東西去強化，

因為拍這種所謂的時代劇，我比較注重田野調查跟考據，到處跑、去勘景，

去問一些真正的客家人的一些事情，去找一些書阿，甚至那時候連客家迎娶

的花轎隊伍要怎麼排，前面要放炮竹、第二個是拿什麼、第幾個要挑什麼、

媒婆站在哪裡、新郎站在哪裡……」（李志薔，訪談導演） 

如果有看過電視劇《新丁花開》的人，應該很難相信編劇和導演都不是客家

人，其實關於客家族群的文化、習俗，即使是身為客家人的筆者，也不一定完全

瞭解客家族群有哪些習俗，導演告訴筆者，如果不瞭解、不清楚沒關係，重要的

是知道有哪一些管道可以諮詢，比方說客家電視台就是一個很好的諮詢管道，或

者是像導演和編劇一樣，用心地去做田野調查、訪談、翻閱書籍資料等，導演的

一番話讓筆者受益匪淺。 

第二節 客家意象的呈現 

意象多是從生活經驗中獲得，人們為了應付外在的環境，才會產生意象；

Boulding 所謂的訊息與意象的關係即是指個人和其周遭環境的接觸，訊息的充分

或缺乏會影響意象的改變（王嵩音 1998：15）。人們會很自然的將所認識的世界

轉換為一連串的象徵式符碼，例如語言、風俗、習慣、生活方式等，皆為一種象

徵式的再現，為了賦予世界意義，人們所建構的意象往往會由豐富的文化符碼所

包裹（王雯君 2005：122）。若將意象的概念與客家相結合，包含客家話、藍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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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家精神、客家飲食等元素，這些文化符碼就是人們轉換成與客家相關的象徵式

符碼。 

我們腦中現存的客家意象，是作為認識客家文化的一套工具，經由挑選、重

組、編排以賦予意義的文化符號來組成一套有秩序、可以理解的一種客家敘述（王

雯君 2005：122）。根據符號互動論者的觀點，人對各種物體和事件都給予意義，

並以符號把這些意義傳給別人（林義男譯［Light and Keller］ 1995：59-60）。「再

現」描述的是：將不同的符號予以組合，來表達複雜且抽象的概念，以使人明瞭

且能產生意義的一種實踐活動，而此製造意義的過程也是一基本的認知過程（簡

妙如等譯［Taylor and Willis］ 2002：49）。《新丁花開》呈現的客家元素，例如

飲食、服飾、信仰、女性特質等皆屬於符號，透過這些符號表達的客家涵義即是

再現。 

關於電視劇《新丁花開》如何再現客家意象的部分，將依據場面調度的概念

進行分析。場面調度就是指導演為攝影機安排調度某事件的場景以利拍攝（曾偉

禎譯［Bordwell and Thompson］ 1992：185）。拍片現場以及攝影機所錄製的東

西，都是由導演呈現出來的藝術訊息，透過導演的風格以及對場面調度的控制，

可以解讀導演作品的品質（陳芸芸譯［Rowe］ 2006：151）。也就是說，場面調

度主要是用來分析拍攝的時候，導演如何安排場景、使用道具、服裝等元素。接

下來將試著以此觀點為依據，分析導演如何安排客家元素於《新丁花開》中，並

且透過影像來呈現。 

不管是從觀眾收看的角度，還是筆者的研究角度，首先接觸到的客家意象就

是電視劇的片名。顯而易見地是電視劇的片名與原著小說不同，這是因為在製作

《新丁花開》之前，客家電視台已經製作了兩部探討女性移民的電視劇，而《來

去花蓮港》這個名字很明顯的跟移民有關，所以從他們的立場來講，希望換個名

稱，也不要在電視劇裡太過強調移民的議題： 

李志薔：「他們覺得《來去花蓮港》很明確的尌是所謂的女性移民史，可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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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家台在前面做了包括《黃金稻浪》、《在河左岸》都是女性移民史，他們

覺得不要再繼續移民史下去，所以他希望把《新丁花開》除了改片名，然後

用家族歷史的概念去包含。」（李志薔，講座） 

其實看過原著就會知道小說裡寫的是油桐花不是新丁花，會從油桐花變成新

丁花，是因為客家電視台認為油桐花不是客家的象徵，相較之下，新丁花比較貼

近客家的文化，與客家族群有比較密切的關係，於是把小說裡的油桐花改成了新

丁花： 

蔡秀女：「原著裡面是桐花，客台的主管單位，他們認為桐花不是客家的象

徵，那其實是誤導……本來我有寫桐花，但是客台建議說最有象徵是新丁花，

到處都有，不起眼，但是開得很茂密，表示不斷的傳承，這個我不懂的，是

客家的主管……應該講說製作人，尌是他們統籌協調、製作人給的意見，後

來定片名的時候，他們弄了幾個，台長尌挑這個，他覺得最有客家精神，也

是念起來很響，一開始覺得不太對勁，可是越念越響，這樣一個花，好像變

成一個片名還滿有意義的。」（蔡秀女） 

也就是說，新丁花在客家族群代表的涵義，身為閩南人的編劇其實不是很瞭

解，是客家電視台提供的建議，才讓新丁花取代油桐花成為電視劇的重要元素，

客家電視台以其對客家文化豐富的認識，協助編劇辨識出哪些事物與客家文化有

比較大的關聯性。新丁花在這部電視劇裡，即是一種傳遞客家意涵的符號，而新

丁花代表的多子多孫多福氣的涵義，就是一種客家意象的再現。 

油桐花和新丁花不管是在小說還是電視劇的故事結構的安排，都是在初妹結

婚的時候出現。小說裡清賢和初妹結婚之後，在屋後栽植了三棵油桐樹，是希望

將來有三個子女（方梓 2012：42），而電視劇裡，初妹嫁給清賢以及後來再婚嫁

給安平的時候，哥哥松濤都有代表曾家送一盆新丁花給初妹，希望初妹像新丁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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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的涵義一樣，能夠多子多孫多福氣。46
 

至於《新丁花開》這個片名的產生，是因為客家電視台希望片名帶有客家的

意涵，而導演看見劇本裡有寫到新丁花，開始去查了新丁花的相關資料，經過劇

組多次的討論，大家對《新丁花開》用以代表客家有了共識，於是決定使用這個

名字作為電視劇的片名，導演也因此要求編劇在寫劇本的時候，要把新丁花的意

象融入劇情、隨著情節的發展去呈現，所以在這部電視劇裡，新丁花除了多子多

孫多福氣的涵義之外，導演還賦予它一個比較現代的意義，即是女性追求獨立自

主的道路，這個意義與電視劇中三個女性的人生發展相互呼應： 

李志薔：「那時候劇本已經有一些寫好了，我看到裡面有新丁花，尌去查新

丁花的意義跟客家的關係，我跟劇組開了很多次腦力激盪會議，到最後大家

從各個角度上面，覺得《新丁花開》比較代表客家，一開始的劇本新丁花的

意象不是很明顯，因為我們決定用這個名字，我尌叫編劇把新丁花這個意象

放到裡面，要隨著劇情的推展怎麼呈現，我要賦予它一個現代的意義，因為

新丁花是如果有人生小孩或是搬家、喬遷，要祝賀的時候，會做新丁粄，客

台也有去問一些耆老，這個東西尌是祝賀、早生貴子……後來開始要賦予這

個意象，一開始是結婚送新丁花，早生貴子、喬遷，這個新丁花要伴隨著她

們給出一個新的比較時代、當代的意義，尌是女性追求獨立自主的道路。」

（李志薔，訪談導演） 

在這部電視劇裡，新丁花除了再現它原本多子多孫多福氣的涵義之外，同時

也再現了女性追求獨立自主的道路此一涵義。有關《新丁花開》一劇裡的客家意

象，導演告訴筆者，有一部分是取材自原著小說，因為小說作家本身具有客家血

統，在小說中有些對話是使用客語來書寫，裡面的故事情節其實有一部分是作家

自身的客家生活經驗、生命經驗，另一部分的客家意象，則是編劇在寫劇本的時

候以及導演在拍攝前的準備工作，他們各自透過田野調查、訪談、翻閱書籍資料

                                                      
46

 《新丁花開》第 2 集、第 3 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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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方式，去查詢客家的文化、客家的習俗，編劇再將這些客家意象融入情節結構

裡，導演則是思考如何藉由影像的方式，去強化客家意象： 

李志薔：「其實有一部分是本來小說的文本裡面尌有客家的部分，這個故事

是小說作家的姨婆的故事，她有一半客家血統，她也是花蓮的，所以這是她

的一個家族的故事，雖然她不會講客家話，但是她裡面很多用客語寫，她有

去問人，有些對話是用客語寫的，所以對於這裡面的客家生活經驗、生命經

驗，主要是以她的作品為主……我們要展開這個故事，開始去查一些客家的

習俗，我再針對戲的內容，把裡面需要客家的東西去強化。」（李志薔，訪

談導演） 

故事結構裡的客家意象，將採用陳運棟在其著作中，針對文化提出的觀點進

行分析。文化是一個民族或民系經過長久累積而成的一種文明所形成的生活方式，

並將文化分成三個類別：（1）物質文化：關於人與地理環境等自然方面的文化，

包含飲食習性、衣服被飾、居處建築、生產方式；（2）社會文化：關於社會制度、

模式及風俗習慣等人與人方面的文化，包含婚姻關係、生育壽辰、喪葬祭祀、家

族制度、社會組織；（3）精神文化：關於尋求慰藉、人的價值觀念方面的文化，

包含歲時習俗、宗教俗信、客家精神、人文薈萃（陳運棟 1992：250-251、333-389）。

有鑑於此，筆者將運用陳運棟的文化分類方式於《新丁花開》一劇的客家意象分

析，依照其分類的原則，把電視劇呈現的客家意象歸類，並參考場面調度的概念，

瞭解導演如何再現客家意象。 

一、 物質文化 

物質文化是關於人與地理環境等自然方面的文化，包含飲食習性、衣服被飾、

居處建築、生產方式等。 

客家人的主食為稻米和番薯，米可製粉，以糯米稻為之，為做「粄」和做酒

的原料。而番薯在主食中，窮人最為受用；番薯儲藏方法有二：一為陰藏於房裡

成為所謂的「藏間番薯」，二為掇成細絲，在太陽下晒乾成為所謂的「番薯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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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和米煮成番薯飯來吃（雨青 1992：218-219）。清賢過世後，初妹搬回娘家

住，加上三妹生了兩個小孩，生活開銷比較大，但是一家人的開銷僅依靠仁煌的

薪水來維持，到了月底有些不敷使用，於是三妹在飯裡加入番薯一起煮： 

安敏：有地瓜，我不愛吃地瓜。 

三妹：這是我去要來的，很甜很好吃，你吃尌知道。 

安敏：不要，我尌是不愛地瓜。 

三妹：安敏！ 

仁煌：來吧，碗給我吧，爸愛吃地瓜，安敏尌吃飯。 

三妹：不要太寵她了！哪有大家吃地瓜，她吃飯的道理！ 

仁煌：小孩子嘛，沒關係啦，來來來，安敏吃飯了，大家吃飯了。47
 

客家人的飲食除了將稻米和番薯作為主食之外，在文獻資料中還提及客家人

會將米變化成各種美食，像是每逢節慶必備的「粢粑」以及遵循歲時節令製作的

「紅粄」、「艾粄」、「粄粽」、「粄圓」、「甜粄」、「發粄」等，為客家族群創造了一

個粄食世界（邱彥貴、吳中杰 2001：125-126）。電視劇中，曾家在過年時，自

己製作年糕、發糕，並且擺在供桌上用來祭拜祖先，48這樣的設計，既顯現了客

家人對神明、祖先的崇敬，也展示出客家人的飲食文化： 

素敏：農曆年很快尌到了，家裡開始忙碌，母親49和媽媽忙著做年糕，我和

安敏也感受到過年的氣氛。50
 

油、香、鹹是一般對客家菜的印象，因為農事勞動工作量大，為補充汗水帶

走的鹽份，所以菜要鹹；香是為促進食慾，通常用豬油與香辛料提升香氣，更以

醋、紫蘇、九層塔等佐料加強味道；油和香可說是密切不分，油的添加不外是幫

助食慾、補充熱能（邱彥貴、吳中杰 2001：123）。客家菜注重鹹，另一方面也

                                                      
47

 《新丁花開》第 5 集。 
48 《新丁花開》第 6 集、第 9 集、第 12 集。 
49

 這裡是指初妹。 
50

 《新丁花開》第 6 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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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為了食物的保存，沒有鹹的食物容易壞（陳運棟 1992：337）。在《新丁花開》

一劇裡，有幾個初妹與家人用餐的場景，而客家人的飲食中，常見的鹹菜即是餐

桌上的一道佳餚： 

三妹：二姊醃得有進步，有比較好吃了。 

銀妹：真的喔！ 

三妹：不過啊，還是沒有井上太太做的好吃。 

銀妹：尌知道你沒好話。 

桂秀：不會啦，醃得很好吃了，不會像我以前醃的鹹菜，你們的大娘通通倒

給豬吃，她說我醃的鹹菜，只有豬會吃。51
 

前述提及客家菜注重鹹，一部分的原因是為了食物的保存，所以傳統的客家

飲食，大多跟醃、醬的食物有關，像是酸菜、醬瓜等（劉還月 2000：335）： 

松濤：初妹。 

初妹：阿哥，你來了。 

松濤：在忙啊。你嫂子叫我帶些自己醃的醬瓜、豆腐乳給你。 

初妹：真的喔！ 

松濤：我放在桌上。52
 

豬肉是客家料理的要角，肥瘦兼具的三層肉適合紅燒成爌肉，純肥肉則適合

做紅糟肉（邱彥貴、吳中杰 2001：123）。初妹和第一任丈夫清賢結婚當天吃姊

妹桌，餐桌上的滷肉也是客家的特色飲食之一： 

初妹：銀妹的滷肉是三義ㄧ等好吃的。 

銀妹：謝謝，多吃些。 

初妹：（對三妹說）來，肥的給我。 

                                                      
51

 《新丁花開》第 2 集。 
52 《新丁花開》第 7 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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銀妹：大姊，別再寵她了。 

初妹：肥的給我，我是大姊嘛，寵妹妹是應該的，再說，下一次我們一塊吃

飯，不知是何時了。53
 

初妹移民花蓮之後，由於各種因素決定再嫁，她嫁給第二任丈夫安平之後，

安平的母親覺得初妹煮的菜很鹹、不合胃口，這個情節的設計不只顯示客家人和

閩南人在飲食習慣的差異，也表示了客家料理比較鹹的特色： 

阿根婆：這肉怎麼這麼鹹！ 

安平：沒關係，這樣好下飯。 

初妹：抱歉，以後不會了。 

安平：你們也一塊吃。 

阿根婆：不會煮，不合胃口。54
  

關於客家人的飲食，除了在料理方式、口味方面有其特色以外，客家人的餐

桌禮儀也有一些不同的地方，製作人告訴筆者：「客家人吃飯的時候，其實很多

時候女性是沒有上桌的，這個在客家人裡面是非常明顯的，老一輩非常明顯……

在客家真正傳統裡面，其實女性會在旁邊吃的。」經她這麼一提醒，筆者也注意

到初妹在結婚之前，因為家中沒有男性，所以沒有這方面的問題，而初妹嫁給清

賢之後，餐桌上只有公公、婆婆在用餐，初妹是自己一個人在廚房用餐。55
 

客家人的衣飾，樸素是最大的特色，男人穿的衫是對襟衫，上窄下寬、無領

或淺領、配上窄口的長袖，褲子很闊很大，所以叫做「大褲管」，形如現在的長

褲，但褲襠沒有開口，褲頭用比較差的布接成，這是因為褲頭被衫遮住了，外面

看不見，這代表節儉的意思；女人穿的褲子和男人穿的褲子做法一樣，而女人穿

的衫叫「藍衫」，最常見的是大襟衫，右衽、配上高豎的領子（雨青 1992：215；

謝重光 2001：305）。在電視劇《新丁花開》裡有許多角色即穿著客家的傳統服

                                                      
53

 《新丁花開》第 2 集。 
54 《新丁花開》第 9 集。 
55

 《新丁花開》第 3 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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飾，像是初妹、初妹的母親桂秀、銀妹、三妹、清賢的母親、松濤夫妻等。56傳

統的客家禮服，男子一律長衫馬褂，女子則為裙衫（雨青 1992：217）。初妹嫁

給清賢時，清賢穿的即是長衫馬褂，初妹穿的則是裙衫。57
 

針對電視劇中角色的服裝、造型，其實製作團隊有做一些改變，因為這畢竟

是一部電視劇，如果完全依照傳統的藍衫樣式去妝扮角色，沒有辦法吸引觀眾的

目光，初妹結婚時穿的禮服，是製作團隊特地去跟服裝老師借客家婚禮的傳統服

飾，而平常穿的藍衫也有特別去挑過款式，甚至有些是訂做的服裝： 

李志薔：「那時候我很堅持初妹婚禮的服裝要客家式，特別去跟一個大學的

服裝老師借了客家女性出嫁的馬甲，尌是初妹婚禮的那套衣服是傳統的客家

式的，它跟閩南式或者平常在戲裡看到的是不一樣的，那時候是從一個服裝

史的老師那裡借出來。」（李志薔，訪談導演） 

李志薔：「裡面有一些客家的服裝是我請我的服裝訂做的，我們其實針對這

件事情也有很多討論，有傳統的藍衫的樣式，可是因為我們是一個電視劇，

可能傳統的藍衫穿起來都太樸素、太難看，所以希望有一點改良，讓女主角

穿起來好看或優雅，所以這方面也花了一些功夫，他們在設計的時候，我跟

他講說要選怎麼樣的款式，要讓女主角顯得優雅，可是又沒有違背客家的穿

著方式。」（李志薔，訪談導演） 

產業方面，茶葉可以說是桃竹苗地區重要的經濟作物。根據文獻記載，北臺

灣的桃竹苗地區，雖然地形多山、交通不甚便利，但是經濟生活並非封閉型，茶

葉和果樹、樟腦、礦石是產業重心，這些都是商品（邱彥貴、吳中杰 2001：114）。

桃竹苗地區的丘陵地，充分擁有生產優良茶葉的地理條件，逐漸發展出以茶為主

要經濟作物的農業生活（戴寶村 2006：94）。由於桃竹苗地區的地形和氣候等地

理條件，使得茶葉成為該地區的重要產業，在電視劇中，桂秀和初妹三姊妹的對

                                                      
56

 《新丁花開》第 1 集至第 3 集、第 7 集、第 9 集。 
57

 《新丁花開》第 2 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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話，即顯示了茶葉是維持生活機能的產業之一： 

初妹：姊沒這個福氣，但媽說的對，你們兩個一定要唸完公學校。 

銀妹：那錢從哪來？ 

桂秀：不用擔心，媽有錢，之前，你爸給我的金飾還有錢，我都有存起來，

而且，你爸不是有給我們三分地嗎？我們可以拿去租給別人種茶，這樣我們

尌有收入了，而且，我也可以去幫人家做衣服。58
 

二、 社會文化 

社會文化是關於社會制度、模式及風俗習慣等人與人方面的文化，包含婚姻

關係、生育壽辰、喪葬祭祀、家族制度、社會組織等。 

客家人的婚姻觀念，仍以傳統的「傳宗接代」為主要目的；婚姻的決定權在

於父母及其家族，全憑「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擺佈（雨青 1992：247）。對

於子女的婚姻，「門當戶對」幾乎是唯一的標準，婚嫁的儀式，也絕對必須遵合

古禮的「明媒正娶」，最好還能廣宴親友，風光一番（劉還月 1991：81）。也就

是說，客家人的婚姻觀念，比較注重的就是傳宗接代和門當戶對，從清賢的母親

和鄰居阿真姨的對話，可以知道長輩對於有無子嗣非常的看重： 

阿真姨：油飯給你吃。 

惠妹：這麼快尌做滿月了！ 

阿真姨：是啊，才剛滿月，這小孩兩個眼睛直盯著人看。 

惠妹：你最好命了，你兒子比我阿賢晚娶，你卻比我早抱孫子。 

阿真姨：還沒懷孕啊？ 

惠妹：娶到不會生的，不如不要娶！59
 

此外，清賢的母親對初妹說的一番話，可以看出這個婆婆因為初妹是小老婆

生的女兒，所以對於兒子的這一樁婚姻不是很滿意： 

                                                      
58

 《新丁花開》第 1 集。 
59

 《新丁花開》第 3 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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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妹：初妹，過來。 

初妹：媽。 

惠妹：初妹，我告訴你，當媳婦的有一個規矩我要先說，才不會讓人說我這

個婆婆沒教好你，像你這種小老婆生的女兒，要知本分，現在阿賢不在家，

你不可以隨便到外面去，家裡的事情做好，人家才不會說閒話，懂嗎？ 

初妹：我懂。 

惠妹：懂尌好了。60
 

客家社會一向為父系社會，所以正式的婚姻關係是「嫁娶婚」，招贅之風並

不盛行（陳運棟 1992：351）。雖然如此，三妹的婚姻還是採取招贅婚的形式： 

桂秀：今天來什麼事啊？ 

阿滿姊：三妹有喜囉！這次我要來說的這門親事，包你滿意！ 

桂秀：你這張媒人嘴呀，死的都會被你說成活的。 

阿滿姊：我知道，你家三妹呀，你疼的跟命一樣，眼光又高，我這次要說的

這個年輕人，在石油會社工作，父母都不在了，又是最小的兒子。 

桂秀：聽起來不錯，不過，最重要的是… 

阿滿姊：入贅是嗎？這我都探聽好了，不然我怎敢來說這門親事呢。61
 

前述討論物質文化的時候，有稍微提到初妹結婚時吃姊妹桌，這段情節的安

排，顯示姊妹桌作為傳遞客家文化的符號，對客家人來說是非常重要的。在客家

族群的婚姻習俗裡，姊妹桌是結婚過程中很重要的一個環節，以前的人不像現在

的人可以常常回娘家，以前的人一旦結婚了，很難預期下次見面是何年何月，所

以在新郎來迎娶之前，吃姊妹桌顯得格外重要而且意義深遠： 

製作人：「結婚那一天，要看男方何時來迎娶，男方來迎娶的時候，新娘會

邀請她的姊妹，然後我們尌會坐一桌，我有吃過，那時候我們的副台長湯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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榮，他說他的姊妹也都這樣子，尌是出嫁前，姊妹們會吃一桌，因為尌以前

來說，妳這個姊妹嫁出去之後，有可能再也看不到她了，因為接下來尌我出

嫁了，我們有可能這輩子再碰面的時候，會是從三里外哭著爸爸、媽媽走的

時候，那時候才會見面，所以姊妹桌這件事情尌很重要，尌是我們在出嫁之

前做的，所以小妹才會哭阿，吃完姊妹桌之後，尌等著新郎那邊的人來迎

娶……而且這一場戲為什麼要用呢？因為必須要用這場戲，才能夠營造她們

姊妹之間的情感有多麼的深。」（客家電視台製作人） 

生育觀念方面，包含替小孩子命名，從命名的模式可以發現客家人特有的文

化。名字中有「妹」字，為客家普遍的命名方式（邱彥貴、吳中杰 2001：105）。

假如女性的名字中有妹字，她可以說是客家人，極少例外，此乃因為妹字使用在

名字上，是客家婦女獨有的情形；使用妹字命名，是因為客家人的妹是對女孩子

的稱呼，有敬稱的意謂，也有人稱妻子為妹；除此之外，妹字的使用也與客家山

歌有關，客家山歌裡可以找到許多「阿妹」、「妹妹」的語詞，這是因為客家山歌

以男女情歌為主要內容，歌詞中「阿哥」、「阿妹」之詞自然不可避免（楊國鑫 1993：

37-43）。《新丁花開》一劇裡，許多角色皆以妹字命名，像是初妹、銀妹、三妹、

惠妹、貴妹、芹妹等，充分體現了客家人以妹字命名的文化特色。 

客家人喪葬祭祀方面的習俗，根據文獻資料記載，當一個人去世的時候，孝

子要立即親往外祖母舅家及親伯叔家跪地通知，若一般親戚可請本家代報，俗稱

「報喪」；在死者腳下，供飯一碗，上置鴨蛋插筷子，俗稱「腳尾飯」（魏麗華 2002：

66；陳運棟 1992：359）。在《新丁花開》裡也安排了一段報喪的情節，這是發

生在初妹的第一任丈夫清賢過世的時候，清賢因為肝病英年早逝，羅家派人去通

知初妹娘家的親人清賢的死訊，62導演在為這場報喪的戲做準備時，發現客家族

群裡確實有報喪的習俗： 

李志薔：「有一場戲，報喪，初妹的第一任老公死掉，羅家要派人去初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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娘家告訴她們說她老公死掉，這些東西因為編劇也不懂，我是說她尌弄一個

報喪的情景，我拍之前要準備報喪怎麼拍，我尌去查資料，發現報喪其實是

有習俗的，它說報喪的人要帶一把傘，跑到對方去告訴他某某人過世，對方

的家庭要趕快進去弄一碗水給他喝，因為從前人只能走路阿，喝完還要放兩

個雞蛋在碗裡，不是當場吃，是送給他，那個人要把傘留在那邊，默默地離

去，尌是有這種習俗。」（李志薔，訪談導演） 

家族制度方面，由於客家人大部分是大家庭，烹飪洗掃通常由媳婦們分擔，

所以客家婦女應具備「家頭教尾」、「田頭地尾」、「灶頭鍋尾」、「針頭線尾」的技

能（陳運棟 1992：365）。電視劇中初妹這個角色，完整演繹了客家婦女應具備

的這四項技能，「家頭教尾」和「灶頭鍋尾」可以從生活中的細節看出，像是初

妹教導素敏待人處事的道理，或是藉由影像呈現初妹在廚房忙碌的身影，以下節

錄的對話，則顯示「田頭地尾」和「針頭線尾」的技能： 

素敏：媽媽完全都沒想到，外公過世前都想好了，特別留了一間房子給她們，

住進去，尌不用再看別人的臉色過日子，雖然過得很辛苦，卻是從來都沒有

過的快樂，那個時候，媽媽尌做針線來幫忙家裡。63
 

桂秀：真漂亮！料子選得好，工又細。 

初妹：這麼多年沒做新娘衫了，我怕做不好，所以不敢隨便。 

桂秀：不用想那麼多，手藝學起來，一輩子的事情，不會忘記。 

初妹：還沒好，還有很多花要繡。 

桂秀：不是明天要交了？來得及嗎？ 

初妹：沒問題啦！可以！64
 

素敏：媽知道要生存下去，尌是要有辦法樣樣靠自己，所以她從種菜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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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步一步展開新生活。65
 

論及客家女性具備「家頭教尾」、「田頭地尾」、「灶頭鍋尾」、「針頭線尾」的

技能，從閩南女性與客家女性的對照，也可以看出客家女性的特質。在原著小說

《來去花蓮港》針對角色的設計，閩南女性與客家女性有很明顯的差異，客家女

性念過小學，在當時算是知識份子，閩南女性不識字，講話比較直白，呈現出閩

南女性和客家女性氣質上的不同： 

方梓：「她們三姊妹全部都有讀到小學，在一九零幾年讀小學，女生其實不

多，所以她後來再婚的對象還算不錯，都是那時候叫初等科或高等科畢業的，

所以基本上我是設計在一個客家女子的知識份子的角色上，對於閩南的阿嬤

是不識字的，所以她的用語我尌會用很粗糙的，在講話上至少在描寫會比較

白話，可是在客家的部分我尌會用更多的層次、用夢，語言上也會不一樣。」

（方梓） 

從筆者與編劇訪談的過程中，雖然編劇是閩南人，但是可以感覺的到編劇對

客家女性精神的推崇，編劇認為客家女性比閩南女性更加刻苦耐勞，而且閩南女

性很潑辣，客家女性則是傳統、內斂： 

蔡秀女：「我覺得客家女性比閩南女性更任勞任怨、更刻苦耐勞，也尌是說

那硬頸精神……她們的守節、守貞，都比閩南人還強，尌是說她們的漢民族

文化意識更強，還有一個尌是下等階級的閩南女人很潑辣，但我接觸的客家

女人雖然下層，還是比較含蓄、收斂的，沒有罵人那麼兇，像阿音那種很粗

魯，客家女性比較不會，因為她比較傳統、比較內斂、比較守約，比較不會

那麼潑辣尌是了……看原著裡面尌很大的對照，原著阿音跟她尌很大的對照，

可以很明顯看出客家女性不一樣。」（蔡秀女） 

製作人則是以客家女性和閩南女性有無綁小腳作為例子，說明客家女性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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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苦耐勞的特質： 

製作人：「有一句話說娶要娶客家妹，其實這句話的由來，在於客家女性真

的很吃苦耐勞，在我們阿婆那個年代，所有的漢人女性都會綁小腳，因為他

們認為綁小腳尌是千金、家裡又有錢，小腳綁了尌是手不能提、腳不能動，

可是客家女人都不綁腳，原因尌是因為我們要做事，所以客家女人吃苦耐勞

這件事情，已經變成一個刻板印象，以現在來看的話它尌是一個刻板印象，

好像客家女人尌是吃苦耐勞，可是在當時確實也是這樣子。」（客家電視台

製作人） 

不過，導演並不認為《新丁花開》呈現的是客家女性的形象，他覺得在那樣

的時代背景下，臺灣的女性都具備堅韌的精神： 

李志薔：「故事的發展，很容易讓人家有那個想像，但是我其實並不覺得那

是客家的，我覺得大部分臺灣女性都是那樣，在那個時代，文學上歌頌的很

多都是……其實臺灣的女性尌是堅韌的精神，尌是生命很苦，但是她們可以

度過，那不是客家厲害，閩南人也是一樣。」（李志薔，訪談導演） 

社會組織方面，客家人大多都是聚族而居，有的是血緣性的同族聚居，有的

是地緣性的鄉貫聚居，以血緣聚居的多設有公祠，公祠內供著歷代祖先牌位（陳

運棟 1992：367）。沛盈的家族也設有公廳，族人必須定期繳納費用給公廳，有

固定的人負責管理，並且定時去整理祖墳： 

叔叔：你今天來幫你爸上香嗎？ 

沛盈：恩，叔叔，謝謝你整理得這麼好。 

叔叔：我老了，現在我們闕家的祖墳，我交給我第二個孩子去管理了，你每

年交給公廳的錢最多，他都有照四季來整理。66
 

三、 精神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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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文化是關於尋求慰藉、人的價值觀念方面的文化，包含歲時習俗、宗教

俗信、客家精神、人文薈萃等。 

在歲時習俗方面，「年三十」除夕與正月初一是年度週期的銜接點，客家在

這兩天內依序敬天、祭祖、拜神（邱彥貴、吳中杰 2001：93）。這個部分在《新

丁花開》一劇裡，藉由幾個影像來呈現曾家在過年的時候，用自己製作的年糕、

發糕，擺在供桌上祭拜祖先。67一年當中有許多的節日，客家人或多或少都會準

備牲禮、果品祭拜，可見客家人信仰之虔誠。 

十月十五日是下元日，慣例在這天「完福」或「圓福」，答謝農業生產的豐

收，並演出「平安戲」或「收冬戲」（邱彥貴、吳中杰 2001：94）。在臺灣的客

家庄中，平安戲是每年八月秋收之後，客家人最重要的大事，它源自於傳統觀念

中的「春祈秋報」人們在春天祈求土地及天地諸神，希望雨水豐足、作物豐收，

入秋採收之後，人們必須報答眾神的庇佑，除了準備豐富的祭品祭祀之外，為表

示隆重之意，請野台戲到神明面前獻演，以示酬謝之意（劉還月 1991：95）。村

莊裡的廟為了要演出平安戲，按照慣例每家每戶要繳納丁錢或規費，於是甲長去

初妹家收取規費： 

甲長：桂秀！ 

桂秀：甲長，怎麼這麼早？ 

甲長：早才收得到錢。 

桂秀：收錢？要收什麼錢？ 

甲長：謝平安，廟裡作大戲，每家都要繳丁費，你們家無男丁，所以要分攤

規費五圓。 

桂秀：五圓？怎麼比以前還多呢？ 

甲長：哪有，以前也收五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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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秀：是嗎？等一下喔。68
 

依據文獻資料記載，民間信仰的核心是廟宇，特別是地方公廟，更是傳統社

區的社會文化中心，公廟屬於全體村民，其運作亦由全體村民共同決定，當公廟

要辦理祭典時，即向村民收丁口錢，丁口錢是平均分攤經費的傳統方法（羅烈師 

2007：191-192）。關於繳納丁錢的情節安排，製作人表示，其實繳納丁錢和沛盈

家族的公廳是一樣的概念，客家族群有公廳制，公廳制的用意是當這個家族需要

進行什麼活動的時候，或是像沛盈繳錢給公廳作為公費，讓公廳的負責人去維護

家族的墓園，這個概念與繳納丁錢是相同的，當村莊裡有舉辦活動，居住在同一

個村的居民也要貢獻一份心力： 

製作人：「那可能是編劇做的功課，因為她自己做了功課之後，她把它寫下

來，尌我們而言，因為那其實是家族，我們是公廳制，所以偶爾有人來跟妳

收，說我們公廳要幹嘛，要多少錢其實是很正常的，所以她寫那樣子的時候，

對我們而言，它尌是符合我們的，所以我們不會特別討論。」 

筆者：「公廳好像是另外一段，是沛盈回家掃墓有提到公廳，然後丁錢是初

妹還在三義的時候，廟裡要做平安戲還是什麼的。」 

製作人：「對，那其實是一樣的概念，那個尌在於說客家人基本上是宗親式

的，當我這個宗廳我要做什麼的時候，每一家人都要出錢，它其實一樣的概

念，只是名目不同，所以後來小妹才會出來說「我們上次怎樣怎樣」，那個

其實是一樣的概念。」（客家電視台製作人） 

宗教俗信方面，客家人崇拜祖先、信奉鬼神（陳運棟 1992：377），根據文

獻資料中指出，客家人家家戶戶都供奉「祖公牌位」，在臺灣，客家人一般都稱

為「阿公婆牌」或「家神牌」，其目的在感懷先人，惕勵自己，要勤奮的繼承祖

業，不可使自己的言行不正而使上代祖先蒙羞（雨青 1992：212）。祖先信仰在

客家建築中是少見的共同特徵，不管北部、中部還是南部，「家神牌、祖牌」（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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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人所謂的「公媽牌」）置於廳下的正中央神桌上，如有祀神（觀音娘或媽祖婆）

多半奉在「家神牌、祖牌」左首，但是近年來已可見愈來愈多的中北部客家建築

中，將神位擺在正中央，而「家神牌、祖牌」則置於神位右首的現象（陳板、李

允斐 1991：41）。由此觀之，供奉祖先對於客家族群而言，雖然在祖先牌位擺設

的位置方面有些許的變化，無可否認的是祖先信仰仍然是客家族群文化重要的一

環，電視劇中的曾家於廳堂供奉祖先牌位，能夠看出其意欲藉由祖先信仰來展現

客家族群的居住空間結構。從初妹家供奉祖先牌位，可以瞭解客家族群祖先信仰

的文化，也可以發現當客家人心中有所求的時候，會祭拜祖先向祖先祈求心裡的

願望，以此得到心靈的安定與慰藉： 

桂秀：老爺，你在天上，一定要保佑我們三個女兒，平平安安，每個都能找

到好的對象。69
 

初妹：曾家的祖先，我曾初妹，今天要搬去花蓮港，請保佑我們平平安安、

順順利利。70
 

即使面臨日本政府強力推行日本文化的情況之下，客家人仍然保持自身崇拜

祖先的文化： 

仁煌：說到這個我尌想起，你那邊有逼你要改名嗎？ 

安平：逼是沒有，只是一直叫大家改。 

仁煌：其實我去年尌改了，可是現在很麻煩，日本人來的時候，祖先牌位還

要收起來，他說現在要拜的日本的神叫做… 

安平：天照大神。 

仁煌：對，天照大神，你看。 

安平：我是覺得天照大神還是拜一下比較好，較不會出事。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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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將客家族群的祖先信仰轉換成影像的呈現，製作團隊特別去借了一間客

家建築，由於劇組人員是閩南人，不瞭解客家族群室內陳設的情形，所以他們還

去查詢相關資料，卻發現臺灣長久以來，因為閩客族群融合的關係，關於祖先牌

位的擺放方式，已經很難做出區別，再加上日本政府推行的文化政策，要求祭祀

日本的天照大神，這對製作團隊在佈置場景的時候，確實費了一番功夫： 

李志薔：「因為要影像化，所以很多東西需要有具體的東西，我們去借了一

個家，它裡面擺設很可能變過，客家的陳設，美術組是閩南人他們也不懂，

通常閩南人是神明正中間，祖先牌位比較小，因為祖先不是神，可是我聽他

們正宗的講法，客家人不是這樣，他們是祖先正中間，因為臺灣人閩客混得

很厲害，所以實在搞不清楚到底是如何，我們在陳設這些東西的時候，要去

查資料看他們怎麼弄，故事有寫到日本人強迫客家人把天照大神擺在上面、

把祖宗隱藏起來、要改姓名，那時候要怎麼排這件事情，也是一個大學問。」

（李志薔，訪談導演） 

在客家精神的表現方面，初妹為自己做新娘服時，把漂亮的繡花都藏在衣角，

不如她幫別人做的華麗，初妹的母親說：「這就是老實人阿，我們客家人就是這

麼樸實，就算很有錢，也不會到處去跟人家講，一定會藏起來，這可不是不講究、

不要用好的東西，這件新娘服，外面看起來沒什麼，不過，最好的繡功，通通藏

在這裡頭，就像我的大女兒，說話小小聲的，但是最有內涵。」72
 

在教育方面，客家人素來以重文風、崇聖賢著稱（曾逸昌 2002：23），對於

讀書、識字非常重視，就像被大媽趕出門的初妹一家人，面臨經濟來源可能出現

問題的困境，仍然堅持要兩個妹妹繼續完成學業： 

三妹：能住在爸給我們的房子真好。 

銀妹：總算會說人話了。 

三妹：我有讀書耶！ 

                                                      
72

 《新丁花開》第 2 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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銀妹：讀書…媽哪有錢讓我們繼續讀書… 

三妹：我要讀書啦！ 

銀妹：沒規矩！ 

桂秀：你們全部都去讀書啊！你爸生前，尌希望你們全部都要讀書。 

三妹：是呀！爸也說要給大姊去讀高等科呢！ 

初妹：姊沒這個福氣，但媽說的對，你們兩個一定要唸完公學校。 

銀妹：那錢從哪來？ 

桂秀：不用擔心，媽有錢，之前，你爸給我的金飾還有錢，我都有存起來，

而且，你爸不是有給我們三分地嗎？我們可以拿去租給別人種茶，這樣我們

尌有收入了，而且，我也可以去幫人家做衣服。73
 

客家人重視文風的氣息，也能夠從初妹吸引清賢的原因看出。初妹的第一段

婚姻，小說描述初妹十五、六歲經常有媒人婆來說親，雖然是細姨的女兒，但是

初妹讀書識字，懂日語、手藝又巧，來提親的多是大戶人家，初妹的母親原本想

讓初妹招贅，一一回絕了媒人婆，過了兩年後再也沒有像樣的人願意讓她們招贅，

初妹的母親才放棄招贅的念頭，決定讓初妹嫁人，阿賢就是在這時找人來提親，

而初妹公學校畢業，日文、漢文能讀能寫，整個村莊的女性也只有她們三姊妹讀

過書，這也是初妹吸引阿賢的原因之一（方梓 2012：35、62）；電視劇中，初妹

和清賢可以說是自由戀愛而結婚，初妹出門買繡線的時候，兩人在街上相遇，經

過老闆娘的引介認識彼此，清賢一直希望能找到一個有氣質、有文化的另一伴，

而初妹讀過書、識字，在那個年代是很罕見的，清賢認定初妹就是他心目中的理

想對象，於是拜託母親找人去說媒。74
 

從這一小節針對客家意象進行的分析，可以發現《新丁花開》在客家意象的

呈現方面，非常的豐富、多元，一部分是取材自原著小說，另一部分是編劇和導

演為了呈現這部電視劇的文化特色，從田野調查、書籍資料、訪談而獲得。關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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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丁花開》第 1 集。 
74 《新丁花開》第 2 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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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家意象的呈現這個部分，導演表示，事實上客家電視台並沒有特別要求他們一

定要在電視劇裡，表現出客家族群的文化、習俗等客家元素，客台的製作人也對

此提出她的解釋，指出客家文化在臺灣可以算是常民文化，因為除了語言跟飲食

之外，很難從其他方面區分出客家族群和其他族群的差別，所以站在客家電視台

的立場，目前電視劇的主要任務，是要吸引所有人來認識客家、客語以及客家電

視台： 

製作人：「客家這件事在臺灣，它其實尌很常民文化了，如果你硬要說客家

文化是什麼，其實我們都知道桐花也不是，藍衫是、桐花不是，剩下還什麼？

其實沒有了，因為只剩飲食，臺灣的常民文化裡面，我們的食衣住行，住跟

衣服其實都已經是我們阿婆那個年代才分的出來，現在根本分不出來，所以

基本上它已經只剩下食物了，我不能夠每個連續劇都做客家飲食，因為這樣

對我們吸引非客家族群的人，甚至連吸引客家人，都沒有興趣，客家電視台

的戲劇的任務非常簡單，吸引所有的人先認識客家話跟客家兩個字跟客家電

視台，其實戲劇的任務目前來說是這樣，然後會在某一些適時的時候，例如

說有好的題材，我們尌會開始加入客家人在臺灣的這些歷程裡面。」（客家

電視台製作人） 

電視劇的主要任務雖然不包含傳承客家族群的文化和習俗，但是當電視劇吸

引越來越多人的收看之後，觀眾自然而然會去看客家電視台其他的電視節目，客

家文化也能夠藉此向外傳播： 

製作人：「透過電視劇先讓大家認識客家電視台，你對客家電視台的這一個

頻道的形象，你覺得這是一個不錯的電視台，其實尌會開始看我們其他的節

目……客家電視台會把文化這件事情放在某些節目裡面，例如，飲食的話會

放在像《客庄好味道》那樣子的東西，比較精進的語言、比較有趣的語言，

尌會放在《日頭下‧月光光》，尌是我們會分，尌是說，那你說語言教學的

節目也會有，尌會有《ㄤ牯ㄤ牯咕咕咕》，然後我們尌會有腔調時段，去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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訴你說，如果你是想學語言的話，你可能尌是看這個節目。」（客家電視台

製作人） 

若真的要找出客家族群還有哪裡跟其他族群不同，那就是客家族群移動的特

性，這也回到了《新丁花開》一劇的主旨，即女性追求獨立自主的道路，就像客

家女性初妹為了尋求更好的生活，獨自帶著素敏移民花蓮，在一個新的環境重新

開始，走出屬於她自己的人生道路： 

製作人：「客家人其實很會跑、很會移居，所以你會發現其實世界各地到處

都有客家人的原因，尌是客家人只要發現這個地方，我覺得我可以、我想要

找出更好的出路或什麼，客家人尌會移動，他尌會離開，等於是說，客家人

會覺得出去尌是改變，改變或許會有好的發展，《新丁花開》的女主角也是

這樣，她為了要更好的生活，她決定去冒險，移動這件事情對客家人來說，

不管男性或女性，都很勇敢的去冒險跟移動，這尌是我們需要傳達的客家。」

（客家電視台製作人） 

第三節 客語的使用 

除了前一節分別以物質文化、社會文化、精神文化三種類別進行分析的客家

意象之外，還有一個非常重要、顯而易見的符號能夠代表客家，此一符號即是語

言。筆者與客家電視台的製作人訪談的時候，談及客家電視台成立的四項宗旨，

她表示目前客家電視台最主要是以傳承語言和拓展國際視野為發展目標，製作電

視劇時也會以這兩項宗旨為標準，所以在客家電視台製作、播出的電視劇，都會

有一定比例的客語要求，譬如本文所研究的《新丁花開》，其客語比例大約佔全

劇的 60%至 70%左右： 

製作人：「客語會重視，我們基本上戲劇客語比例在 60%以上、70%以上，

以《新丁花開》來說，它已經到了 60%至 70%，《出境事務所》更高，其

實這個是所有製作單位要來做客家電視台戲劇的第一個門檻，他們必須要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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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尌是說我們一定有客語比例，一定很好奇為什麼不是純客語，因為我們現

實生活中尌沒有純客語這件事，我們尌會用自然語，沒有純客語這件事情是

因為有太多的職場問題，例如說我做了學校的戲劇，我不可能課堂上全程用

客語教課，可能做了一些跟非客語族群的人溝通，尌不可能用客語，所以自

然語這件事情尌是符合戲劇所設定的年代，所以在《新丁花開》裡面，妳會

聽到閩南語、日語、阿美族的語言，一直到國民政府來臺的時候，妳才會聽

到所謂的國語，因為那個年代尌是這個樣子。」（客家電視台製作人） 

不過，製作人在言談中也提到，由於現實生活中，沒有純客語的使用，所以

對於電視劇在語言方面的表現，並不會刻意要求要完全使用客語，而是以符合戲

劇設定的時代背景來呈現。針對客家電視台對於客語比例的規範，導演說在他拍

攝《新丁花開》的時候，其實客家電視台已經比較寬鬆了，以往對於客語比例的

要求更嚴格，即使不合乎常理也會要求以客語表達；導演還說，編劇為了達到客

語比例的要求，把一些原本設定為閩南人的角色改成客家人，而初妹的第二任丈

夫安平，雖然是閩南人，但是把他的背景設定為曾經去唐山革命，和客家人相處

過一段時間，所以會說客語： 

李志薔：「那時候其實已經比較鬆了，他說他們原則是 70%，但是我猜我們

比例沒有到 70%，尌是他們在某一些界線上是鬆綁的……我們已經為了客語

比例改編，那個時候編劇針對客語比例，應該叫做自我審查，她寫劇本的時

候，覺得客語分量不夠多，所以她尌會……第一個，前面的故事都在客家庄，

所以客語沒有問題，移到花蓮去，其實真正的故事是客家人是極少的族群，

跑到一個閩南人跟日本人還有阿美族為主的族群，所以根本沒辦法講客語，

她尌只好把她遇見的人都變成客家人，第二任老公安平是閩南人，她把他寫

成他曾經到唐山革命，被人家救了，在客家庄待了一陣子，會講客語……裡

面有幾個角色，本來應該是閩南人，尌把他變成客家人，讓它客語比例變高。」

（李志薔，訪談導演） 



113 

 

由於有客語比例的要求，所以客家電視台的電視劇在製作過程中，會有一個

語言指導從旁協助，即使在製作團隊沒有客家人的情況下，語言的問題也能迎刃

而解。通常演員不會講客家話的居多，語言指導會教演員基本的客語發音，還會

把對白用客語錄起來，讓演員回家反覆的聽： 

李志薔：「我們有一個語言指導，劇本都是用國語寫，因為一開頭的時候，

編劇用客語寫對白，我尌說妳不要這樣寫，沒有人看得懂妳寫什麼，因為妳

傳達的都是錯的，妳也不是客家人，所以我說妳尌是用普通話，語言指導直

接翻成客家話，他們會錄音，先教他如何講客家話，一些基本的發音怎麼講，

把這一頁的對白錄起來，你回去反覆聽，背起來，我們其實之前安排你要來

對談講，然後他修正你的音調。」（李志薔，訪談導演） 

製作人表示，語言指導不只是協助非客家人背台詞，他也協助客家人將國語

轉換成客家話，很多人雖然會說客家話，可是平常使用的頻率不高或其他種種因

素，導致能夠靈活運用的詞彙很少，所以在轉換台詞的時候不見得會很順利，這

種情況就需要語言指導提供協助： 

製作人：「客家電視台的戲劇都會有一個語言指導，語言指導會在現場幫助，

因為導演不是客家人，會幫助導演、幫助演員……客語指導的工作尌是在開

拍之前，把每一句台詞翻成客語，不管會不會客家話都要練過，並不是你到

現場看了中文字尌可以很順利的講出一連串的客家話，其實沒有辦法，還是

要經過轉換，那轉換的過程不見得每個人都轉換的這麼順利，所以會有個客

語指導在旁邊告訴他說「你這句話轉換成什麼」，你只要註記之後，你背，

其實前面背一背，後面尌習慣了，轉換尌會快了，這指的是客家人，非客家

人的話，語言指導會先錄一段給他們，他們自己回去背。」（客家電視台製

作人） 

小說使用文字傳遞訊息，電視劇則藉由聲音和影像傳遞訊息，《新丁花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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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語言的使用方面，包含客語、日語、閩南語、原住民語、華語，這些語言的使

用，只有在瞭解該語言的人群中才能傳達訊息，由於電視劇呈現的語言非常的多

樣化，在情節結構的安排上，也表現出不同族群的人在溝通上會產生的問題。劇

中初妹的婆婆阿根婆是閩南人，初妹是客家人，由於操持的語言不同，造成兩人

溝通上的不便，使得阿根婆對初妹有所誤解，必須透過素敏來翻譯： 

阿根婆：那是什麼？ 

初妹：媽的衣服。 

阿根婆：問我衣服上面的是什麼啦？ 

初妹：壓衣服的。 

阿根婆：你用那個石頭要壓死我嗎？ 

初妹：媽，你看，你的衣服，平平的，你看你的衣服平平的。 

阿根婆：你這個壞女人！你心地這麼壞！你用那個石頭要壓死我！你要咒我

死！阿平！阿平！ 

初妹：素敏！你跟阿婆說，這是熨斗。 

素敏：阿婆，你不要生氣啦！這是要當熨斗的。你不要生氣啦！ 

阿根婆：瘋子才這樣！這輩子沒看過有人把這個當熨斗！75
 

從這段對話可以發現操持不同語言的人，容易造成雞同鴨講、產生誤會的情

形發生。關於語言的使用，除了日常生活用語之外，客家童謠也是客語使用的特

色之一，初妹和素敏去溪邊抓魚回家的路上，哼唱的歌謠：「三三三，買新衫，

四四四，打鬥敍，五五五…」，76即是客家童謠中的十字歌：一一一，松樹尾上

一管筆。兩兩兩，兩子親家打巴掌。三三三，脫去棉襖換單衫。四四四，兩子親

家打鬥趣。五五五，五月十五好嫁女。六六六，河背村莊火燒屋。七七七，天上

落雨地下溼。八八八，窮苦人家捋粥缽。九九九，兩子親家飲老酒。十十十，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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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丁花開》第 10 集。 
76

 同上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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粑粄子軟入入（陳運棟 1992：236）。 

一般來說，大家的既定印象會覺得客家電視台不管是節目還是戲劇，因為名

稱上多了一個客家，就會認為那是給客家人看的，於是非客家族群將客家電視台

的戲劇、節目屏除在外，沒有給自己接觸客家族群、客家文化的機會，製作人也

提出她的看法： 

製作人：「其實很多人都有這種成見，都會覺得說你尌講客家話尌是給客家

人看的，可是我們其實要告訴你，如果你聽不懂這個語言，你尌把它當英文

聽、把它當日文聽、把它當韓文聽，韓文沒字幕，你們大家也看那麼開心。」

（客家電視台製作人） 

筆者認為，製作人這一番話不無道理，許多人追韓劇、日劇，從不會韓文、

日文，到會說幾句簡單的問候語，其實就是長時間的接觸這些語言得到的成果，

同樣的道理，如果大家願意收看客家電視台的戲劇和節目，久而久之，也會產生

同樣的效果。 

第四節 客家電視台的角色 

本文的研究對象電視劇《新丁花開》，改編自小說《來去花蓮港》，從一個非

客家文學的小說轉換成客家電視劇，在整個改編的過程裡，編劇負責劇情結構的

鋪排，導演負責把劇本的內容透過影像來呈現，那麼客家電視台是扮演什麼樣的

角色呢？客家電視台的製作人告訴筆者，客家電視台的成立目的，就是客家兩個

字，他們希望讓社會大眾理解，其實認識客家文化跟欣賞某種花、某種藝術是一

樣的： 

製作人：「客家電視台成立有一個目的，尌是客家兩個字，有時候很多人會

覺得它不是我的文化，我不需要去瞭解它，但是在推廣的過程裡面，我們慢

慢告訴大家，欣賞客家文化尌跟欣賞某種花是一樣的。」（客家電視台製作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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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客家電視台的立場來說，他們希望達成的目標，就是當他們推出作品的時

候，能夠吸引觀眾的目光，不論觀眾是否能夠理解客家族群的特質，至少在收看

的時候，最起碼會接觸到客家話，只要多一個人認識客家、多一個人接觸客家文

化，就算是達到他們推廣的目的： 

製作人：「對客家電視台來說，多一個人認識客家文化跟多一個人認識客家，

那尌是推廣，基本上我們尌是一個媒體、尌是一個傳播，傳播的對象尌不應

該設限，尌是說，我今天端出一到菜，這道菜裡面有客家的美、客家的意象

以及客家人有趣的地方，那你們要不要來看看，我覺得大部分的人來看了之

後，會覺得其實挺有趣的，有些人能理解、有些人不能理解，可是對我們而

言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你只要看了我的戲劇，第一個接觸的是什麼？客家話，

所以起碼你尌聽到客家話了，對我們來說這尌有達到目的了。」（客家電視

台製作人） 

聽製作人這麼說，使筆者聯想到另一個問題，如果要推廣客家文化，應該是

要越多人看越好，既然如此，客家電視台是否會感覺到收視率的壓力呢？製作人

以商業電視台相比較，表示客家電視台其實沒有這個問題： 

製作人：「尌商業電視台來講的話，它還是要有商業取向，講商業取向尌是

要很多人看，客家電視台真的是少了這個包袱。」（客家電視台製作人） 

或許客家電視台沒有收視率的壓力，可是就像製作人前面說的，當他們製作

出新的作品時，希望能夠吸引大家來認識客家文化，只要多一個人接觸客家文化，

就可以算是達到他們推廣的目的，由此可見，雖然沒有收視率的包袱，但是在某

種程度上，他們還是希望吸引很多的觀眾來收看客家電視台。 

對客家電視台而言，其與原住民電視台同樣是族群電視台，他們要傳播的就

是跟客家族群、原住民族群相關的事物，要吸引大家來認識客家族群和原住民族

群的文化特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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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作人：「客家電視台跟原住民電視台最重要的任務是什麼？其實我們尌是

個族群電視台，我們要傳播的尌是跟我們這個族群有關的，我們要吸引的是

什麼？吸引大家來認識這個族群。」（客家電視台製作人） 

討論到此，瞭解了客家電視台對於傳播客家族群、客家文化的態度，再回去

思索《新丁花開》這一部電視劇，其原著小說陳述的是移民和開墾，並不是客家

議題，它是如何在徵選的劇本中嶄露頭角，製作人表示，選擇這個題材一方面是

因為小說作者有客家血統，一方面是因為小說裡有一個是客家女性的故事： 

製作人：「因為原著小說作者本身有客家血統，再加上她在那三個故事裡面

確實有一個是客家女性，所以當時那個作品尌入選了。」（客家電視台製作

人） 

也就是說，他們在挑選題材的時候，還是會考慮到其中是否有跟客家相關的

部分，《新丁花開》因為原著作家有客家血統，故事裡又恰好有個客家女性，所

以獲得他們的青睞。筆者進一步瞭解在諸多參加徵選的企劃案中，客家電視台是

如何進行篩選並且做出最後的選擇，製作人表示，站在客家電視台的立場，他們

不僅僅是徵選劇本，同時也會考慮製作團隊的執行能力，尤其像這樣具有臺灣文

學和臺灣歷史底蘊的電視劇，必須要對臺灣文學和臺灣歷史有深入的理解，比較

能呈現出電視劇的時代感和文學感： 

製作人：「這個是徵案，它基本上是一條龍的，尌是從劇本、導演到製作人、

演員，都是由委製單位、來送案的單位，他們要事先做好規劃，老實說，它

會吸引我們其實導演也佔了很大一塊，我們知道以臺灣來說，能拍出文學感

很重的導演，其實真的並不多，他因為提出了李志薔，所以相對的，我們電

視台在看的時候，這個文學作品的執行度尌變高了，如果他是一個年輕導演

的話，我們會擔心，因為年輕人對臺灣的文學跟臺灣的歷史的底蘊，其實沒

有那麼深，所以當他們提出這個導演的時候，我們覺得那尌是一個成功率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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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達到一半以上的作品了，那編劇蔡秀女基本上也不用說，他們這樣的組合，

在做這個故事的時候，是讓我們比較放心的，所以這個案子尌順理成章的過

了。」（客家電視台製作人） 

在前一章探討《新丁花開》的主旨時，有提及電視劇刪除閩南女性阿音的故

事，某些部分是跟客家電視台的立場有關，製作人也提出了解釋： 

製作人：「阿音那個角色後來尌幾乎沒有的原因，是因為這部戲只有 20集，

加上阿音是閩南女性，我不太可能在客家台去講一個閩南女性，所以我們才

會拉出初妹這個角色，其實初妹這個角色在原著裡面的篇幅沒有阿音大，但

是因為初妹是客家女性，我客家電視台不做她要做誰。」（客家電視台製作

人） 

由此可知，對客家電視台來說，在劇情內容的部分，除了考量戲劇的篇幅有

一定的限制，也會因為其作為一個族群電視台，必須傳播的是跟客家族群相關的

事物，所以將故事焦點置於客家之上。在《新丁花開》的製作過程中，針對編劇

編寫的劇本，導演認為客家電視台比較在意的是故事好不好，他們也會從客家人

的立場提供建議，每一集的劇本都會進行審核，確定劇本沒問題了才進行拍攝： 

李志薔：「客台會一集一集看，在拍之前，確定劇本 ok才會讓你拍，他們

在意的還是故事覺得好不好，但他們很多會從客家人的經驗跟立場來給意見

跟思考，最主要是這種東西因為涉及到創作，尌變得很主觀，他們會提很多

想法。」（李志薔，訪談導演） 

關於劇本編寫的過程，客家電視台為了呈現一個好的故事，或許會提供很多

建議，不過導演也指出，客家電視台基本上還是會尊重創作，會以溝通的方式去

討論劇情結構，不會去批判，如果是商業電視台，就不一定會以溝通的方式進行

討論： 

李志薔：「公視從前還建議我修什麼修什麼，我不理他，但是還是過了，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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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堅持他尌沒轍，客台禮貌上還會跟你講理由、尊重創作，商業電視台尌

直接改，尌是你沒得討論，它當然也會尊重你，要看什麼，只是說他願意跟

你解釋很久，尌是給你情面，但是如果沒有，他尌是說我尌是要這樣子，他

有的甚至是我們自己剪你不用管，客台至少在這方面會去說明調整，你也可

以陳述，只是說，一般業界會覺得客台比較刁一點，但是客台並沒有把它當

成是批判。」（李志薔，訪談導演） 

意思是說，客家電視台因為會提出他們的意見跟要求，所以讓人覺得在製作

過程，客台比較刁難一些，不過和商業電視台相比，客家電視台會和製作團隊進

行溝通、討論再做出決定。導演表示，雖然客家電視台在劇本編寫的階段，會提

供很多意見，使得劇本的出產變得困難，但是正因為客家電視台的要求比較多，

所以製作出的戲劇品質都很好： 

李志薔：「大家講客家台難產的部分，尌是劇本編寫階段意見很多，他們會

想要編出一個高標準，因為他們用這種方式做，所以有很多戲劇品質都很好。」

（李志薔，訪談導演） 

針對《新丁花開》劇本的編寫過程，編劇也有她個人的想法，她認為小說改

編成電視劇，一定都會做些調整，不過要盡量保留原著好的精神、好的情節，再

加入一些元素去符合時代背景： 

蔡秀女：「每個小說來改編多多少少都要做些調整，有的調整少，有的幾乎

全部改，那我們這個劇本裡面盡量保留原著好的東西、好的精神，有關客家

的精神，好的情節，但是我們加了很多東西進去，都是要符合這個時代，還

有客家這三個女性的精神。」（蔡秀女） 

從小說轉換成電視劇的過程中，當編劇在編寫劇本的時候，可能在某些細節

會有遺漏，客家電視台就會適時地做出提醒，或者是和製作團隊共同討論劇情的

結構該如何安排、可以融入哪些客家元素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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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作人：「我們基本上扮演的角色……編劇在寫的時候，因為她腦袋裡面太

多人物了，她們其實會 lose 掉，我們的任務其實尌是要去提醒她，或者是

說，我們一起來理解這個角色的心理變化，當劇情的走向的時候，客台會希

望不要太制式的，如果在老招裡面換新意，尌變成是客台跟製作團隊一起開

會、一起研究、一起討論，也會適時的提醒她某些橋段我們之前在其他戲劇

已經用過了，再來尌是我們會適時的提醒他們，哪些東西可以放入客家的元

素。」（客家電視台製作人） 

也就是說，即使原著小說文本不是客家文學作品，在編寫劇本的時候，客家

電視台也會適時的提醒製作團隊，劇情結構可以加入哪些客家族群文化，使得電

視劇可以涵蓋客家元素。在分析客家意象的呈現時，導演曾經說過，客家電視台

不會刻意要求電視劇要呈現客家意象，可是從製作人的這一番話來看，隨著劇情

的發展，當他們在討論劇本的時候，客家電視台還是會以客家人的立場提供建議，

提醒製作團隊在一些細節的地方融入客家意象。這樣看起來，或許客家電視台在

改編的過程，有很多的想法、建議，不過客家電視台肩負著族群電視台的責任，

製作出許多好的電視劇，導演認為在這一方面還是值得肯定的： 

李志薔：「其實在這個過程裡面，我們要肯定說客家電視台在臺灣的電視台

定位作為一個族群電視台，所以它有負擔這樣的責任，把一些客家的好文本、

好故事推出來，這個當然是值得肯定的。」（李志薔，講座） 

事實上，客家電視台的目的，就是要推廣客家文化，讓社會大眾來認識客家

族群，製作人表示，他們在定電視劇主題的時候，比較多的是社會議題跟教育意

義，以及呈現客家的樣貌，藉由電視劇來傳達他們的理念，至於觀眾能不能接受

這樣的主題，不在他們的考慮範圍： 

製作人：「以客家電視台的戲劇來說，它會是任務取向跟客家取向，尌是說

客家電視台想要傳達某一些理念，例如《阿婆的夏令營》我們要傳達的尌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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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的客家家庭跟老人之間，不講客家話是為了什麼原因，再加上偏鄉的問

題，我們要呈現這一個，尌寫了這樣的一齣戲，觀眾會不會買單這件事情，

其實我們從來沒在想，在我們定主題的時候，我們比較多的是社會議題跟教

育意義，以及我們想帶給觀眾理解的客家是什麼為主題，當我們定了這個方

向之後，我們在過劇本的時候，才會開始考慮觀眾喜不喜歡或感不感興趣，

那觀眾喜不喜歡，我們考量的不是愛恨情仇，而是劇情的鋪排觀眾看得懂嗎？

觀眾會不會被這一點打動？我們考慮的只有這一個。」（客家電視台製作人） 

客家電視台作為一個族群媒體，要傳播的是與客家族群相關的事物，將客家

議題結合他們所欲傳達的理念，透過電視劇來呈現。在改編的過程，客家電視台

會與製作團隊溝通、以客家人的立場提出他們的意見或是要求，雖然導演表示客

家電視台不會特別強調客家意象的呈現，但是隨著劇情發展，他們會適時的提醒

編劇在劇本裡加入客家元素。總體而言，客家電視台在製作電視劇方面，仍然不

離客家文化的脈絡，呈現客家語言、傳統論述的樣貌。 

小結 

本章節主要探討客家意象的呈現和客家電視台扮演的角色，針對客家意象的

部分，採用符號學與再現的概念，結合陳運棟的文化觀點，分別從物質文化、社

會文化、精神文化來進行分析，筆者也在訪談的過程中，對客家文化有更多的認

識。可以從分析中發現改編自非客家文學作品的客家電視劇《新丁花開》，呈現

的客家意象既豐富又多元，一部分是取材自原著小說，另一部分則是非客家族群

的編劇和導演，藉由田野調查、訪談、查詢資料等方式，從獲得的資料認識客家

族群、客家文化，並適當的安排進劇情結構裡，使《新丁花開》充滿了多采多姿

的客家元素。 

在改編過程裡，客家電視台並沒有特別要求製作團隊要在電視劇融入多少客

家元素，因為站在客家電視台的立場，他們認為客家文化在當今的社會已經是一

種常民文化，除了語言和客家飲食之外，很難去區分客家族群跟其他族群有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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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所以在客家意象的呈現方面，客家電視台不會特別提出要求；雖然如此，

隨著故事的進行，客家電視台會適時的提醒編劇在劇本裡加入客家元素，例如報

喪、姊妹桌等客家習俗，從小細節去涵蓋客家文化。目前客家電視台是以傳承語

言和拓展國際視野為主要發展目標，同時也以此作為製作電視劇時的標準，因此

對於電視劇客語使用的比例有一定的要求，對客家語言的傳承有莫大的幫助。 

相較於商業電視台，客家電視台雖然沒有收視率的壓力，可是當他們製作出

新的作品時，仍然希望能夠吸引社會大眾來認識客家文化，只要多一個人接觸客

家文化，就可以算是達到他們推廣的目的，也就是說，雖然沒有收視率的包袱，

但是在某種程度上，他們還是希望吸引很多的觀眾來收看客家電視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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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結論與建議 

本文的研究對象客家電視台電視劇《新丁花開》，改編自作家方梓的小說《來

去花蓮港》，該小說的主旨為女性移民、女性開墾以及對土地的情感，描述閩南

女性阿音、客家女性初妹移民的故事，電視劇則聚焦在客家女性初妹移民花蓮展

開新生活的過程，導演還賦予了一個新的意旨，即女性追求獨立、自主、幸福的

道路。從一個非客家文學作品的小說文本，改編成客家電視劇，在轉換的過程中，

關於敘事結構、故事內容、角色特質等方面，編劇和導演如何取材並進行改編？

《新丁花開》如何藉由符號再現客家意象？客家電視台又扮演什麼樣的角色？為

了找出這些問題的解答，筆者分別與導演、作家、客家電視台的製作人、編劇進

行了訪談，經由訪談獲得的研究發現，將在第一節整理敘述之，第二節則是提出

本研究的建議。 

第一節 研究發現 

族群媒體發展的重點，是要確保少數族群媒體能在多元文化主義的理念下，

被合理定位及保存、不被文化同化或在媒體市場中被邊緣化（彭文正 2009：242）。

而客家電視台肩負了四項使命，包含：客家語言的永續流傳、行銷客家族群的文

化價值、維護客家媒體的近用權益、拓展國際族群文化的交流。客家電視台作為

一個族群電視台，最重要的任務是要傳播跟客家這個族群有關的事物，對客家電

視台來說，多一個人認識客家文化、認識客家，就是推廣，所以他們希望藉由戲

劇和節目，吸引大家來認識客家族群，除此之外，客家電視台以這四項使命作為

製作電視劇和節目的發展目標，為傳承客家族群文化而努力。 

一、 改編的過程 

以本文的研究對象來看，從《來去花蓮港》到《新丁花開》的改編過程，筆

者參考文本互涉理論的觀點，分別從敘事結構與故事內容、角色的形塑和安排等

方面進行分析，發現有些不一樣的地方。敘事結構採用倒敘的手法，以現代和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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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的時間相互交錯的方式來呈現，由沛盈去聽素敏述說她與初妹的移民故事，推

展出一連串的劇情；故事內容方面，電視劇刪除了小說裡閩南女性阿音移民的故

事線，將主軸放置在初妹、素敏、沛盈三個角色上；至於角色的性格特質，電視

劇對於初妹和素敏這兩個角色之間的關係，相較於小說有比較多的鋪陳，尤其是

兩個人之間的磨擦和衝突，沛盈這個角色經過編劇的改造，與整體劇情結構的關

聯性也更加的緊密。 

在訪談的時候，編劇曾經說過，小說可以多線發展，但是電視劇的故事結構

一定要緊密，因為它的篇幅有限，必須要讓故事圍繞著某個主題發展，否則結構

會顯得很零散，也會讓故事無法交代清楚。《新丁花開》經過改編的過程，與小

說相比，故事結構較為緊密，透過倒敘的方法，突顯沛盈這個角色於故事中的重

要性，對素敏這個角色的鋪排，也讓角色之間的關係較為密切。 

由於《新丁花開》是在客家電視台播出，不論是敘事結構、故事內容還是角

色特質的呈現，可以看出客家電視台在改編過程扮演重要的角色，如同劉慧雯一

文指出，客家電視台電視劇的產製過程，歷經徵案、評選、討論劇本、演員的語

言訓練、電視劇成品的審查等階段，都與客家電視台息息相關，以《新丁花開》

來說，家族史的呈現、電視劇裡完全刪掉閩南女性的故事、沛盈的職業從編輯改

編成律師等，皆是以客家電視台的立場提出的建議，這是因為客家電視台是族群

電視台，其所要傳遞的是與客家相關的部分，他們在整個製作過程中，不斷的與

製作團隊開會、討論，共同為電視劇的製作而努力。 

電視劇《新丁花開》還有另一項特色，其相較於原著小說，關於臺灣人民反

抗政府的敘述有比較多的著墨，並且和整體劇情的發展有緊密的結合，這是導演

為了讓初妹的人生進程，在時間上有個參照點，特別以臺灣史作為背景框架，將

一些歷史事件與初妹的人生產生交集，例如農民反抗事件發生的時候，初妹恰巧

救了參與事件的謝罕，二二八事件發生之後被軍警逮捕的張太郎醫生，也與初妹

有許多的交流。由於《新丁花開》結合了這些歷史事件、歷史人物，不僅營造出

時代的氛圍，也與臺灣這塊土地產生更密切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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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本文的分析結果得知，小說文本改編成電視劇文本的過程，雖然有小說

提供故事的基礎架構，仍然有許多需要注意的地方，首先，電視劇的故事結構要

緊密，要圍繞著某個主題去發展，不能像小說一樣發展出其他支線的故事，這個

部分當然也跟電視劇播出的集數有關，如果有充足的經費和篇幅，就能將故事表

現的更完整；其次，小說如果有鮮明的角色以及較強的戲劇張力，有利於改編的

進行；第三，針對角色性格的設定，有的時候會受到原著作者、編劇、導演個人

的經歷或意識形態影響，進而將這些性格特質投射到角色身上，以《新丁花開》

來說，因為有作者自身對移動的體會，有編劇個人的女性主義意識形態，還有導

演忠於原著的精神，使得劇中三位女性的呈現，除了沿襲小說的角色定位，還多

了編劇加入的女性主體意識，更加突顯了這三個角色的性格特質。 

有鑑於這些改編時需要注意的事項，筆者才瞭解到不是每一個文學作品都適

合改編成電視劇，在選擇題材的時候，是要經過多方考量、篩選，導演以黃春明、

白先勇的作品作為例子來說明，因為這兩位作家的文學作品中，主角性格鮮明，

所以常被拿來改編成戲劇，其實這兩位作家的作品所改編成的戲劇，筆者大多數

都有看過，只是從來沒思考過這些戲劇之間有哪些相似的特性，經過導演的提點，

筆者對文學改編又多學到了一些知識。 

從小說到電視劇的轉換過程，以小說的結構和主旨為基礎進行改編，小說主

要探討女性的移民、開墾以及對土地的情感，電視劇遵循原著以女性議題為主，

陳述女性追求獨立、自主、幸福的道路的過程。該部電視劇以客家女性為主角，

又是由客家電視台製作、播出，於是編劇和導演藉由田野調查、訪談、查閱書籍

資料等方式認識客家文化，並且在電視劇裡融入客家元素。除此之外，編劇將其

自身的女性主體意識投射到三位女主角身上，導演加入了臺灣民主發展歷史的框

架為背景，並賦予新丁花一個新的涵義，而客家電視台以族群媒體的立場，試圖

以電視劇傳播其理念與客家文化。 

二、 融入客家元素 



126 

 

《新丁花開》呈現的客家意象一部分是取材自原著小說，另一部分則是非客

家族群的編劇和導演，透過田野調查、訪談、查詢資料等方式，從獲得的資料認

識客家族群、客家文化，並適當的安排進劇情結構裡，使《新丁花開》充滿了豐

富又多元的客家元素，關於客家元素的結合，當然也少不了客家電視台的協助。 

由於是在客家電視台播出，因此在製作電視劇的時候，會特別要求電視劇在

語言的使用上，要呈現 60%至 70%左右的客語比例，也因為有客語比例的要求，

在拍攝電視劇的時候，製作團隊中會有一個語言指導，在拍攝現場從旁協助演員

練習客家話、糾正演員的發音，也會透過錄音的方式，將台詞以客語進行錄製，

再給演員帶回家反覆練習。除此之外，語言指導還有一項工作，因為語言指導對

客家族群的相關事物有比較多的認識，所以在拍攝過程，對於客家族群有哪些文

化，語言指導會適時的給予製作團隊建議，讓製作團隊能夠將客家元素加入電視

劇裡。針對語言的要求，導演覺得依照這次的合作經驗來看，其實客家電視台在

語言這一方面已經是比較寬鬆了，所以《新丁花開》在語言的呈現，主要是以符

合當時的時代背景來進行語言的使用。 

客家電視台身為族群媒體，其主要的功能是向社會大眾介紹客家族群、客家

文化特質，因此，在小說改編成電視劇的過程中，客家電視台會提供建議給製作

團隊，協助他們去強化電視劇裡的客家成分，但是當今客家文化在臺灣可以算是

常民文化，因為除了語言跟客家飲食之外，很難從其他方面區分出客家族群和其

他族群的差別，例如客家傳統服飾藍衫，現在很難看到有人穿這種傳統服飾，所

以要從服飾的特徵區分族群差異，以臺灣現在的情況來講是比較困難的，因此，

客家電視台在客家意象的呈現方面，是持一個比較開放的態度來面對，並不會特

別要求製作團隊一定要在電視劇裡，表現出客家族群的文化、習俗等客家元素。 

儘管如此，隨著劇情結構的發展，客家電視台仍然會適時的提供建議，電視

劇中報喪和姊妹桌的客家習俗，即是客家電視台建議編劇於劇情中呈現的客家元

素，換句話說，客家電視台或許沒有特別干涉客家意象的呈現，但是他們會在這

些細節的部份去突顯客家的特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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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客家電視台還會賦予電視劇某種涵義，以戲劇來說，主要是任務取向

跟客家取向，就是說客家電視台在定主題的時候，比較多的是社會議題跟教育意

義，以及客台想帶給觀眾理解的客家是什麼為主題，他們希望透過電視劇，傳達

他們的理念、解釋社會現象，當然，最重要的還是介紹客家族群。 

從《來去花蓮港》改編成《新丁花開》的過程中，除了編劇編寫劇本和導演

影像拍攝的專業能力之外，客家電視台其實扮演了一個很重要的角色，依據第四

章、第五章的分析情形，不論是在前一節討論的劇情結構、故事內容、角色特質，

還是本節提到的客家意象的呈現，都能發現客家電視台參與的痕跡，其以族群媒

體的身分，針對電視劇的呈現進行把關，讓電視劇聚焦於客家議題，達到客家電

視台肩負的責任，即傳承客家族群的語言和文化。 

針對《新丁花開》的客家意象所進行的分析，其實不難發現電視劇以小說文

本為框架，再套用客家的論述，例如：客家飲食、婚姻習俗、喪葬習俗、社會組

織、客家女性特質等，由此可知，客家電視台在客家意象的呈現，仍然無法脫離

這些傳統的客家論述。 

第二節 研究建議 

本文以電視劇《新丁花開》為研究對象，探討小說改編成電視劇的過程中，

關於敘事結構、故事內容、角色特質等方面，編劇和導演如何取材並進行改編？

從非客家的小說文本改編成客家電視劇，《新丁花開》如何藉由符號再現客家意

象？在改編過程中，客家電視台扮演什麼樣的角色？筆者採用深度訪談的方式，

與導演、作家、客家電視台的製作人、編劇進行訪談，透過訪談獲得的資料，找

到這三個問題的解答。 

雖然筆者於本文中所提出的研究問題，都順利的從訪談資料得到解答，但是

筆者認為還是有不夠完善之處。基本上，筆者所欲探討的問題，訪談資料都有相

應的答案，可是如果有多一點的時間，筆者認為在訪談方面，還可以獲得更細緻

的資料，可以和受訪者更深入的去談電視劇改編的情形，也能讓研究者對於文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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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編這一方面，有更清楚的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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