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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計畫一：政府補助地方客家社團辦理客家桐花祭協力過程之研究 

計畫主持人：孫 煒 

 

壹、 前言： 

臺灣的客家社團源遠流長，自明末清初開始，客家族群離開原鄉至臺灣移墾，同鄉者聚

居一處，建立會館、公廟等組織可視為早期的客家社團。在 1987 年解嚴之後，臺灣本土意識

啟蒙，客家覺醒運動開展，愈來愈多的客家社團成立。總體來說，在解嚴之前成立的客家社

團，以扮演舊移民的傳統會館角色為主，提供成員之間人情事務聯絡的服務與聯誼，以及客

家忠義精神的發揚；解嚴之後成立的客家社團，在客家覺醒運動之下，致力於客家文化的保

存，客語的延續，並聯合其他族群共同推展客家公共事務。就數量而言，當代臺灣的客家社

團可謂蓬勃發展，推陳出新（彭欽清，2002）。 

 

當代臺灣客家社團乃是《人民團體法》中的社會團體的一種。由於客家社團是正式組織、

成員資格基於自願、不以營利為主要目地、志願服務且具有獨立於政府機構之外的私人性質，

因而可以被視為非營利組織。但是與一般非營利組織不同的是，客家社團的核心組成要素是

強烈的族群認同，社團成員彼此之間的情感聯繫強度甚高，可為其提供客家服務或情緒上的

支持（丘昌泰，2009：7-8）。歷經解嚴之後的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等各種環境因素的影

響，當代臺灣客家社團逐漸呈現以下特色：一、由「單元性」轉變為「多元化」的發展趨勢：

傳統客家社團是以同鄉、同宗、同姓的「三同」基礎的同鄉會或宗親會，發展為以發揚客家

文化為主軸的各種使命。二、大多數集中在臺灣北部區域：特別是近年來地方客家行政機關

成立之後，臺北市、新北市、桃園市等北部都會區紛紛設立許多客家社團，這些社團大多數

是區域性的社團，全國性較少。三、組織使命趨於豐富複雜：除了過去以客語復甦為主，漸

次擴展為音樂、戲劇、表演、環境、文物、禮俗、公共事務、老人福利、婦幼關懷、宗教信

仰、農業發展、自然生態、社會慈善、體育活動等，隨著臺灣社會多元化的發展以及政策涵

蓋面的開拓，當代客家社團也與時俱進、推陳出新。四、成員年輕化趨勢：傳統客家社團成

員年齡以中老年人為主，近年來中央與地方客家行政機關意識到「青年世代是客家傳承的命

脈」，在政策主導之下，客家社團成員有年輕化的趨勢（丘昌泰，2009：9-10）。 

 

近年來民營化（privatization）與精簡化（downsizing）成為全球性政府再造的潮流。在

中央權力下放與分散的趨勢下，政府運用政策工具資助非營利組織無論在預算規模抑或政策

領域皆明顯擴張（Sua ŕez, 2011: 37），因而當代大多數非營利組織的主要收入是來自政府的公

共支出（Blackwood, Roeger, and Pettijohn, 2012），甚至形成政府資助（government funding）

到哪裡，非營利組織就發展到那裡的現象（Luksetich, 2008:435）。特別是相對於倡議特定社

會價值的公民團體，以生產傳遞公共服務為使命的非營利組織而言，政府資助更是其存續發

展的命脈。近年來，在政府範疇與職能轉變的典範改造中，非營利組織與政府協力提供公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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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以回應多元社會需求的角色，已被實務界與學術界肯認（Salamon, 1987; Smith and Lipsky, 

1993）。實務界與學術界也確信未來政府與非營利組織之間的互惠依賴關係，勢將行之久遠並

逐漸深化（Lu, 2015: 297）。兩者之間如何資源交換以及策略互動而形成協力關係的過程，成

為具有重要政策意涵的學術議題。 

 

政府透過各種政策工具如補助、契約、稅務支出（tax expenditures）、貸款擔保（loan 

guarantees）等資助非營利組織來提供公共服務（Salamon, 2002）。臺灣政府主要採用「獎補

助費」以及「契約委外」作為資助非營利組織的主要政策工具。前者是指國家或其他公行政

主體，為達成特定之公共目的，對團體或私人所為「有財產價值之給與」，乃現代國家從事經

濟誘導及社會形成之工具（陳敏，2007：673-675）。檢視近十餘年來臺灣政府支出情形，獎

補助費一直是中央政府總預算一級用途別科目之中，編列金額最多的科目，而且各級地方政

府獎補助預算也日趨龐大並逐年上升（劉玉珠，2010：1-11）。1契約委外則是將原本政府所生

產以及傳送（delivery）的公共服務，交由非營利組織負責，但它的性質仍具有公共性，因為

資金主要來自社會大眾所繳納的租稅，且公共服務的數量、品質、分配等仍由政府決定（孫

煒，2014：273）。1998 年之後《政府採購法》及其子法成為臺灣政府辦理契約委外的主要法

制根據，進行招標、投標、開標、審標、決標、訂約、履約、驗收、爭議處理等程序規定。 

 

然而，政府也必須透過行政要求與干預針對被資助的非營利組織進行課責，也就是說，

政府資助連帶著行政機關運用課責標準與程序，包括計畫提案之前的審核、計畫執行之中的

監督、計畫完成之後的評估等。因此，政府在給付資助給非營利組織之中，扮演著「資源提

供者」與「管制者」的角色，公私之間的權力關係並不平等（Jung and Moon, 2007）。因此，

政府資助也牽動著非營利組織的業務活動與財務結構，進而對其角色與功能相關的各項構面

產生顯著的影響力。 

 

本文特別著重地方性文藝組織之中，具備族群屬性的文化民間團體（ethnic, cultural and 

folk organization），這種組織使命的傳承和發揚特定族群的語文、藝術工作、故事、歷史、觀

念、節慶的傳統、價值、美學與生活方式，其推動的計畫主旨在於推動族群文化的跨世代傳

承，以及促進不同族群之間的跨文化的理解。長期以來，這種非營利組織被歸類為藝術文化

領域，很少被研究者重視（Rosenstein and Brimer, 2005）。但是，近年來在臺灣此種特殊的文

化藝術非營利組織蓬勃發展，無論在數量、活動、影響、知名度各方面都顯著增加。最值得

注意的是它們的收入來源大多數來自政府資助，而且受到特定族群相關政策所深刻影響。根

據非營利研究的角度以及本文的研究問題意識，客家社團屬於「特定族群文化藝術的組織」

（ethnocultural or ethnically/culturally specific organization），也就是以保存、推廣與發展族群

文化藝術為使命與主要活動的非營利組織（Mauldin, Kidd and Ruskin, 2016:54）。根據上述文

藝組織在非營利研究中的定位，相當類似當代臺灣客家社團的性質與特色。因此，客家社團

也可進一步探討其角色與功能。 

 

                                                 
1我國法律中，涉及獎補助之法律用語，包含補助、補貼、津貼、捐助、獎助、獎勵、救助、賠償、補償、扶助、

協助、輔助、資助、救濟、回饋金等名稱。本文均以「補助」一詞概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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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將以族群屬性的文化民間團體之中的客家社團作為研究案例，將研究焦點置於政府

資助影響地方客家社團的角色與功能。研究目標為試圖針對政府資助利害關係人進行經驗研

究，剖析其對於政府資助的意見、評價、判斷等觀感，來分析評述當前臺灣政府資助地方文

化藝術非營利組織推動的綜效（synergy），提供臺灣政府以及地方文化藝術非營利組織有關的

政策建議以及治理建言。一方面，本文將針對接受不同政府資助程度的客家社團進行經驗研

究，訪談利害關係人以探求政府資助影響客家社團角色與功能的觀感。 

 

貳、執行情形： 

一、計畫之執行概況： 

計畫執行順利並達成預期目標。 

 

二、預算支用情形： 

2017 年客委會補助經費共 250,000 元，包括人事費 200,000 元、業務費 45,455 元及行政

管理費 4,545元。實際支出除雜支結餘 454元，其餘經費均依規定報支，實際執行率 99.8%。 

經費項目 執行計畫經費

總價(元) 

剩餘經費(元) 計算方式及支出說明 

人事費 小計：200,000  

主持人 110,000 0 10,000元 X11月 X1 人 

研究生兼任助理 90,000 0 10,000元 X9月 X1 人 

業務費 小計：45,001  

印表機碳粉匣、電腦

耗材等 
24,460 0 

印表機碳粉匣、電腦耗材等 

文具 
13,927 0 

執行計畫所需文具、紙張等辦

公耗材 

雜支 2,794 454 雜支(郵資、餐費、影印費等) 

雇付二代健保費-主

持人 
2,101 0 

10,000元 X11月 X1人 X1.91% 

雇付二代健保費-研

究生兼任助理 
1,719 0 

10,000元 X9月 X1 人 X1.91% 

行政管理費 小計：4,545  

行政管理費(10%) 4,545 0 按計畫業務費編列 10%管理費 

總計 249,5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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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檢討與建議： 

一、成果效益： 

計畫執行順利並達成預期目標，經費使用執行率 99.8%。 

 

二、與原訂計畫之落差及原因分析： 

與原訂計畫無明顯落差，均順利進行。 

 

三、建議事項： 

暫無進一步建議事項。 

 

四、結論： 

臺灣政府與特定族群對於文化藝術有著不同的定位，根據本文的經驗研究，政府的「現

代化」與客家族群的「保存固有文化」間有著不同的理念衝突。而兩者之間的理念衝突在本

文的訪談資料中可看出，受政府補助程度高低不同的社團會有明顯的差異性。高度政府補助

的客家社團，為了維持本身的高度補助，需要擴展出更加多元的服務來配合政府的「現代化」，

以接受更多政府的補助及活動的主辦權，進而提升社團的影響力。但是，也為了獲得更多的

資源，勢必降低社團本身的自主性，社團本身必須按照政府政策的方向來改變自己的定位。

因而也造成高度政府補助的客家社團在表達性功能中的公民參與及政策倡導上較為薄弱，社

團本身就是參照著政府的政策來行動，而不是試著維持傳統文化來改變政府政策。低度政府

補助的客家社團則是在「保存固有文化」的概念下進行社團本身的活動，並沒有刻意迎合政

府政策，也因此無法獲得政府更高額的補助。但也因為如此，低度政府補助的客家社團能夠

擁有較高的獨立自主性，並不用為了配合政府改變自身的活動方針，更會為了傳承傳統文化

向政府提出建議，試圖影響政府政策。綜上所述，高補助客家社團必須在政府規定的框架下

進行社團活動，才能維持高度的補助及社團影響力，但也犧牲了社團自身的自主性，以及原

先傳承客家傳統文化的功能；低補助社團則因為受政府的影響較小，雖然獲得的資源較少，

但卻能維持本身自主性及傳承客家傳統文化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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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計畫二：使命契合觀點分析客家社區產業之效益與影響：以新竹內

灣和苗栗南庄兩個案為例 

計畫主持人：陳定銘 

 

壹、 前言： 

本研究依據客家委員會 2017 年度客家知識體系發展獎補助計畫引導研究領域或範疇，以

臺三線特色發展主軸中臺三線客家產業策略研究，並結合政府推動鼓勵青年返回農村或社區

之政策，選擇臺三線兩個知名地區新竹內灣九讚頭文化協會的好客好品希望工場和苗栗南庄

耕山農創等作為個案研究。透過使命契合觀點，如治理、商業模式、財務管理、夥伴協力，

以及政策過程等五面向，探討兩個客家社區產業發展的效益與影響。本研究採取文獻分析，

以及深度訪談等方法，藉由檢閱客家社區產業與政策、使命契合等相關理論，以及新竹內灣

與苗栗南庄客家族群移墾歷程、人口分佈情形、族群關係與社區產業特色等做為客家社區產

業分析基礎。此外，透過深度訪談法，訪談兩個案社區產業推動的利害關係人（產、官、學、

社團、媒等），在客家社區產業經營過程中，對於使命契合的五個面向，審視其是否達成客家

社區使命與產業經濟發展等議題。研究成果將做為推動客家社區產業的在地實踐策略，以供

客家事務行政機關、企業、社團、學界與社會大眾，推動客家文化與產業之參考。 

 

貳、執行情形： 

一、計畫之執行概況：依據客委會規定辦理。 

二、預算支用情形：依據客委會規定辦理。 

 

參、檢討與建議： 

一、成果效益： 

  本研究針對新竹內灣和苗栗南庄兩個推動客家地區社區產業之實證研究分析，發現財

務管理及夥伴關係/協力對於社區產業推動具有重要的影響。在財務管理方面，一個組織要

能夠穩健發展需有縝密的財務管理能力，才能夠收支平衡並隨時動態調整組織的財務應變

能力與經營策略，需先了解自身的優劣勢以及所握有的資源，才能將資源投注於最需要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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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做最有效之利用。此外，由於兩研究個案均屬投入在客家在地社區的產業當中，從夥

伴關係/協力方面評等較高的結果可知，與在地的互動與鏈結緊密與否也將影響產業的成

敗，與在地社區的互動轉化為組織發展之助力，對於兩個創立約三到四年左右的新創組織

來說，在地資源的運用也是組織發展相當關鍵的要素。 

二、與原訂計畫之落差及原因分析：無。 

三、建議事項：無。 

四、結論： 

（一）政策評估之發現 

  在青年返鄉政策方面，由本研究之個案以及訪談可知，政府政策的確帶動青年返鄉意

願、提升青年返鄉數量，但青年返鄉之後如果不具有足夠的支撐力道，則在短期的計畫結

束之後就會離開鄉村，尋求其他的就業管道與謀生模式，在此情況之下，就有政府政策的

延續性不足的疑慮，透過政策要做的並非只有表層的提供補助金或單一計畫補助，也並非

為青年在鄉村找到一份工作，而是應改善整體產業鏈結構的方式作為支撐，才能在青年返

鄉之後有足夠的能量繼續其使命。 

  在台三線產業政策方面，目前已可觀察到許多政策正在推動執行，有許多是奠基在過

去政策成果的基礎上，且仍屬活動層面的辦理，即使政策層級已經以國家級做為號召，從

中央政府至各縣市鄉鎮層級都會各自發展不同的政策想像，因此跨域、跨部門的治理顯然

會是此政策執行相當關鍵的要素，如何將想像化為實際的運作且盡量減少不同層級之間對

於政策想像的落差，在此之下應擬定明確的政策方針以利相關部門有原則能夠依循，即使

目前設有治理平台，但要能夠讓各部會協同合作，需要有強大的動能，否則在各部會的本

位主義之下，台三線政策可能只淪為口號。總的來看，目前的政策果效尚不顯著，未來政

策的施行力度與面向可做為持續觀察的重點。 

（二）客家社區產業個案研究成果 

  透過個案研究可梳理客家社區產業之發展要素包括三點:1.建立縝密的財務管理能力

與適合的營運模式、2.協力網絡之建立與互動、3.回應在地需求面。首先，新創組織難免

經歷草創時期經費窘迫、營運困難的困境，隨著組織的穩健發展而可逐步損益兩平甚至獲

得盈餘，在組織日益茁壯的過程當中應建立縝密的財務管理能力，以可隨時檢視組織發展

狀況，並視情況調整資金運用，在此前提之下可逐步建立營運模式，擬定經營策略，以穩

健整體組織之發展。其次，協力網絡之建立可為組織帶來豐沛的外部資源與能量，不論是

公、私部門或非營利組織，保持良好的互動關係可為組織帶來不同的影響，進一步成為正

向循環的力量。最後，回應在地需求面也是客家社區產業最需要重視的一項要素，由於社

區產業以在地社區為載體，承載了不同的人文歷史、經濟、產業、社會文化等，在組織建

立之同時也應呼應在地需求面，與當地有所鏈結，才能有利於組織之永續發展與影響力的

擴散。 



11 

 

子計畫三：建置「臺三線客庄浪漫大道」生態地景環境資料庫 

計畫主持人：劉說安 

 

壹、 前言： 

運用過去研究陂塘變遷經驗，今年度擴大研究範圍至臺三線沿線客家庄。臺三線客庄浪

漫大道是蔡總統的重點施政方向之一，沿線橫跨 4 個縣市、26 個鄉鎮、16 個客家庄、近 80

個古蹟及景點，涵蓋了多元的客家產業經濟、生態及人文地景，本計畫建置「臺三線客庄浪

漫大道」生態地景環境資料庫，據以提供營造客家產業升級、文化維護與生態永續之有利環

境。 

過去客家文化的發展多以觀光經濟為單一訴求，客家庄的發展也是侷限於單一位置，似

乎較少整體發展的概念。本計畫利用客委會在 2015 年 12 月啟用的「客家雲」人文資料庫，

蒐集臺三線沿線客家產業、文化及生態等人文資料，佐以衛星影像及遙測技術，分析臺三線

地區土地利用與土地覆蓋物（Land Use and Land Cover, LULC）變遷、生態環境變遷、地景現

況等科學因子，並將人文及科學因子成果予以量化，運用地理資訊系統（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 GIS）將研究成果彙整為資料庫型式並展示於地圖中，期望藉由本計畫之

研究結果，協助政府促進客家文化與在地產業發展，並為臺三線沿線客家庄創造觀光人口，

打造國際漫遊示範廊帶，提升客家聚落社會經濟，裨益提升客家族群之生活福祉。 

 

貳、執行情形： 

一、計畫之執行概況：  

衛星遙測因具有全面性、即時性及週期性蒐集資訊之優點，將此技術應用於觀測大面積

LULC 變遷上，可提供管理決策所須之空間資訊，有效掌握環境資源變化之情形。本計畫利

用 SPOT 系列衛星影像（2010 年與 2015 年），並採用非監督式之 ISODATA 方法進行分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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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驗證之評估指標「整體精度」與「Kappa 值」分別達 90 %與 0.8 以上，顯示影像分類成果

具高可靠度，更可透過遙測資料分析研究區域內、不同 LULC 之變化情況並量化其轉移面積。

結果顯示於 2010 年至 2015 年間，臺三線客庄浪漫大道之水體約增加 3 平方公里、植生地減

少 39 平方公里、非植生土地增加 36 平方公里。 

 

二、預算支用情形： 

本計畫預算支用情形如下表，人事費用共 20 萬元整，業務費用共 4 萬 5455 元整，執行

計畫總經費共計 25 萬元。 

經 費  單  價 數  量 總  價 計算方式及說明 

人事費             小計：200,000元  

主持人費 10,000元 11 110,000元 10,000元×11月×1人 

博士級研究生兼任

助理 
10,000元 9 90,000元 10,000元×9月×1人 

業務費               小計：45,455元  

主持人雇付二代健

保費 
191元 11 2,101元 10,000元×11月×1人×1.91% 

研究生兼任助理雇

付二代健保費 
191元 9 1,719元 10,000元×9月×1人×1.91% 

雜支 12,500元 1 12,500元 
計畫人員之會議誤餐費、研討會註冊費

及郵資等 

電腦周邊耗材 19,000元 1 19,000元 執行計畫電腦周邊耗材等費用 

裝訂印刷費、文具 3,499元 1 3,499元 執行計畫所須之文宣與文具備品等 

國內差旅費 6,636元 1 6,636元 參與研討會與現地調查等差旅費 

行政管理費          小計：4,545元  

行政管理費   4,545元 按計畫經費總額編列10%管理費 

總計 250,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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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檢討與建議： 

一、成果效益： 

依據 SPOT 衛星影像分類結果，2010 年臺三線客庄浪漫大道之水體約為 15 平方公里、

植生地為 317 平方公里、非植生為 142 平方公里，2015 年水體約為 18 平方公里、植生地為

278 平方公里、非植生為 178 平方公里。2015 年 3月以後之 SPOT衛星影像，取得影像成本較

高，故本研究採用 2015 年 1 月及 2010 年 12 月之衛星影像，依據影像分類結果，2010 年至

2015 年間，臺三線客庄浪漫大道之水體約增加 3 平方公里、植生地減少 39 平方公里、非植

生土地增加 36平方公里。 

本研究在研究過程中，發現客委會已完成客庄文化 GIS 建置，但僅限於人文資料庫，期

望未來可將本研究之自然科學研究成果，匯入其中，以作為全面性的資料庫，將有助於客家

文化之保存、永續經營，藉以創造更多經濟效益。 

 

二、與原訂計畫之落差及原因分析： 

本計畫於執行期間，遇到以下問題與困難，為確保計畫順利進行，藉由以往研究之經驗

加以解決，其說明如下： 

(1) 因應政府政策，客委會近年來，積極推展臺三線客庄浪漫大道發展及文化保存，本研究

申請期間為一年前，許多本計畫擬研究之方向，客委會業已完成，故本計畫未作重工。 

(2) 近年來，客委會加強臺三線客庄浪漫大道推動，蒐集許多客家文化資料，惟資料內容皆

不提供下載使用，造成研究成果上之受限。 

(3) 2016 年以後之 SPOT 衛星資料取得成本過高，故計畫採用 2015 年 SPOT-5 衛星影像資料，

期望有助於提供其他研究之參考價值。 

 

三、建議事項： 

臺三線客庄浪漫大道地處於山區，由影像分類結果，瞭解臺三線近年來，隨著觀光產業

及政府政策等影響下，生態環境正逐漸地在改變中，是需要有關單位重視，如何在客家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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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與生態永續經營中，取的最大效益的平衡點。 

 

四、結論： 

衛星遙測因具有全面性、即時性及週期性蒐集資訊之優點，將此技術應用於觀測大面積

LULC 變遷上，可提供管理決策所須之空間資訊，有效掌握環境資源變化之情形。本計畫利

用 SPOT 系列衛星影像（2010 年與 2015 年），並採用非監督式之 ISODATA 方法進行分類，

其驗證之評估指標「整體精度」與「Kappa 值」分別達 90 %與 0.8 以上，顯示影像分類成果

具高可靠度，更可透過遙測資料分析研究區域內、不同 LULC 之變化情況並量化其轉移面積。

結果顯示於 2010 年至 2015 年間，臺三線客庄浪漫大道之水體約增加 3 平方公里、植生地減

少 39 平方公里、非植生土地增加 36 平方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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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計畫四：客家青年對客家文化資產公共參與模式與效應之探討 

計畫主持人：姜貞吟 

 

壹、 前言： 

客家文化資產是客家文化象徵的核心基礎，也是客家學、客家社群關注的焦點議題。近

年來，不少客家青年主動參與客家文化資產議題的討論、進行具體的保護行動，他們對客家

社會與客家文化的參與引人注目，有別於傳統由上而下或相關部門的規劃，這群客家青年正

在以創新的、網際網路的，科技的方式，由下開始進行各種策略方案與行動，企圖打開參與

客家文化資產對話的公共空間，開創客家公共社會的可能性。客家青年的公共參與雖望向傳

統文化，但其參與的模式與方向卻具有高度現代性的穿透與流動，從對客家文化資產的標示、

彼此社會關係的凝結、動員，到跟社群網絡的串聯發酵與擴散等，都跟網際網路高度相關，

因此，客家青年對客家文化資產的公共參與，以創造客家文化的公共空間，是值得探討的議

題。本計劃研究焦點在於探討客家青年跟客家文化資產之間的公共參與如何可能，主要研究

目標有兩個：一、分析客家青年參與客家文化資產公共空間的模式與類型；二、釐清客家青

年參與客家文化資產的效應，與對客家社會產生的意義與價值。 

 貳、執行情形： 

一、計畫之執行概況： 

1. 文獻資料收集與整理：蒐集範圍為客家青年、青年、文化資產、公共參與等研究議

題等，現有討論本議題主要文章皆已收集，並持續進行中。 

2. 專家諮詢與田野工作：主要諮詢桃園與苗栗等九位行動者，他們皆曾分別參與文化

資產提報、文化資產保存行動、藝文展演、文化活動等。諮詢問題含括他們參與客

家文化資產保存與維護的具體行動有哪些？參與經常性活動與主題有哪些？至今參

與了哪些客家文化資產保存有關的具體行動有哪些？以什麼方式進行參與？對話對

象有哪些？以哪些方式進行這些行動等等。 

3. 研究成果發表：第一階段研究成果將於 2017 年中央大學舉辦之客委會補助計畫成果

發表會進行發表。第二階段研究成果針對第一階段論文進行修正，並投稿族群相關

專業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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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預算支用情形： 

說明：兼任助理人事費、業務費皆已核銷，實際預算執行率為 100％。 

 

參、檢討與建議： 

一、成果效益： 

1. 研究成果顯示，客家青年以文化/藝術介入行動、協力合作、網絡社會等模式進行文

化資產等的保存與再生行動，顯示強調以世代知識與世代技能的公共參與之世代交

替，以及重新賦予客家文化創新的意義。 

2. 本計畫第一階段研究成果發表將於 2017 年 12 月 8-9 日於將中央大學舉辦之客委會

補助計畫成果發表會進行公開發表。發表後將進行研究成果修正，再投稿之族群相

關之期刊。 

 

二、與原訂計畫之落差及原因分析： 

原定計畫以兩年期計畫規劃，預定訪談青年、地方仕紳、文化資產相關人員等，計畫

核定以一年為限，故研究方法調整為客家青年之專家諮詢，每人進行 2-4小時的諮詢與討

論，並於諮詢同時參觀他們正在進行的行動，或由受諮詢者展示與介紹他們正在進行的活

動與曾進行活動的成果說明。 

 

計畫代碼：1068212-4 列印時間：106/11/20  上午 07:44:50 

計畫名稱： 客家青年對客家文化資產公共參與模式與效應之探討 

主持人：姜貞吟    單位：客家學院  

執行期間：106/01/01~106/11/30   委託單位：行政院客家委員會 

經費 

用途 

  

(A) 

預算數 

  

(B) 

實支數 

  

(C) 

核銷 

簽證

數 

(D) 

暫付

數 

  

(E) 

暫付 

簽證數 

(F) 

請購 

未銷數 

(G)=(A

)-(B~F) 

餘額 

  

備註 

人事費 112,101 112,101 0 0 0 0 0 執行率：100.00% 

業務費 47,410 43,620 3,790 0 0 0 0 執行率：92.01% 

兼任助理人事費 131,399 110,748 0 0 0 0 20,651 執行率：84.28% 

管理費 9,090 9,090 0 0 0 0 0 執行率：100.00% 

合計： 300,000 275,559 3,790 0 0 0 20,651 執行率：91.85% 

實收數: 210,000   

暫收

數: 0   

收入餘

額 : -69,3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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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建議事項： 

青年正以新世代的方式進行對台灣社會與文化不同層面的關注，並且發展出各種不同

的行動方案，建議未來能持續補助進行系列性之調查與研究，以能更加深入掌握與描繪客

家青年與社會文化之間相關的發展動態。 

四、結論： 

1. 藝術/文化介入行動：本研究青年常採取文化相關行動，為其所關心的文化資產標的

進行各式保存行動，也會視情況進行行動升級與提高或活動強度，這些看似藝術的、

文化的，其實也正是政治的、公共的。 

2. 協力合作取代既有模式：本研究關注的青年們，不少是以協力合作、協力治理的方式，

擅長整合以文字、圖像、視覺藝術等的計畫，向相關單位爭取更多資源對關注的文化

資產、文化標的進行創作與行動，成為文化資產、文化行動的重要協力者，也象徵社

會力的自主性。 

3. 網絡社會的串連：青年們完全出生於網際網絡的時代，對於新資訊技術的學習與應

用，幾乎沒有任何進入或學習障礙，而他們應用此一技術於生活中、於行動中，擅長

在網絡串連各類資訊，形成天然的網絡世代。 

4. 客家青年以文化/藝術介入行動、協力合作、網絡社會等模式進行文化資產等的保存

與再生行動，顯示強調以世代知識與世代技能的公共參與之世代交替，以及重新賦予

客家文化創新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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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計畫五：外省客家老兵之生命敘述—從怒潮學校談起 

計畫主持人：蔡芬芳 

 

壹、 前言： 

「外省客家」在台灣客家論述建構之中，雖在 2000 年之後已有碩士論文（彭芊琪 2005、

周璟慧 2008、藍清水 2010、鍾志正 2014）以此為專題進行研究，但屈指可數，可見

此相關議題仍未受到矚目。本研究計畫之研究對象為曾經為怒潮學校學生之「外省客

家老兵」之生命經驗，更是鮮少被注意到的題材。本研究計畫之研究目的在於透過「客

家」視角，以口述歷史紀錄研究對象之生命經驗，以補足台灣歷史與社會發展過程中

長期欠缺的一角。當然，研究對象其他面向的人生經歷亦包括在內，期以勾勒出外省

客家老兵的生命歷程。研究問題包括瞭解研究對象在中國家鄉的生活經驗之外，在軍

隊時如何與客家同袍相處，在到台灣之後，新埔算是他們在中國原鄉之外所認識的第

一個客家鄉鎮，他們如何與在地客家人互動的過程，他們如何自我定位。 

 

貳、執行情形： 

一、計畫之執行概況：  

本計畫執行期程為 2017 年 1-11 月，1-3 月主要以蒐集資料與文獻檢閱為主，聯絡可能的研

究對象。4-6 月完成繼續文獻資料蒐集、整理與分析，以及設計訪談題綱，並將題綱寄給研究

對象，以供參考。7-9 月進行田野調查，以及整理田調資料與分析。10-11 月撰寫結案報告。 

二、預算支用情形： 

核定經費預算 200,000。扣除管理費 3,818 之後，剩餘可支用費用主要為主持人費

（158,000）、業務費（38,182）。動支 100 %。 

   預算支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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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費用途 預算數 實支數 餘額 動支％ 

人事費 158,000 158,000 0 100 

業務費 38,182 38,182 0 100 

管理費 3,818 3,818 0 100 

合計 200,000 200,000 0 100 

 

參、檢討與建議： 

一、成果效益： 

本研究以怒潮學校之中的外省客家老兵作為主要研究對象，了解其歷經戰爭與遷移的生命

樣貌。經過文獻探究以及田野調查回答了解了以下三個問題（1）在中國原鄉情形與從軍經過

（2）人生歷程 （3）在軍旅生涯中，客家身分與客家話成為外省客家怒潮人與台灣客家人連

結之黏著劑。目前已有初步研究成果，需進一步修改，或是與相關研究對話，方能達到產出

效益。 

二、與原訂計畫之落差及原因分析： 

（１）原預定訪問更多外省客家怒潮人，然因研究對象身體因素以及年事已高，能夠

受訪對象人數有限。 

三、建議事項： 

（１）本研究計畫在執行過程中，協助社團法人怒潮學校同學校友會舉辦「紀念創校

校長金門防衛司令官胡璉上將軍 110 歲誕辰暨第二屆《胡璉與中華民國》研討會」，若以歷

史角度來說，怒潮人亦構成台灣歷史的一部分，其口述歷史有其保存之必要。其中有來自廣

東、福建、江西客家人的怒潮學生，他們的歷史亦構成客家歷史，然其受到重視程度不高。

此次會議已獲得客委會部分金額補助，特此感謝。然由於怒潮學校在新埔待過一年時間，其

亦為新埔歷史中的一部分，建議相關政府機構可將之納入地方文化建設考量，以豐富新埔在

地文化內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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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結論： 

 

    以「客家」視角出發，怒潮人的生命經歷從中國客家省分或地區出發，連結到台灣新埔

客家，在軍中亦有同樣來自中國其他省分的客家人，「客家」的確是一股重要的凝聚力量。 

 

    既有的外省客家研究以廣東陸豐莊氏宗親會（彭芊琪 2005）、廣東五華同鄉會（周璟慧

2008）、廣東揭陽河婆客家人（藍清水 2010）為例，皆以固定原鄉地之客家人為研究對象，

然而怒潮客家人之原籍中分布於江西、福建與廣東，絕大多數來自廣東。怒潮的生活成為他

們共同記憶，與其他不同省籍的同學相處，彼此學習以「國語」互相溝通，軍旅與職業生涯

更是其生命敘事中的重心所在，此有別於前述研究以日常生活中的語言、飲食與宗教信仰進

入研究對象之主觀認同的角度。 

 

    本研究訪問了五位怒潮人，兩位為江西人，兩位為廣東客家人，一位為福建客家人，其

中主要以陳廣耀先生之生命故事為例，看到在時局混亂之中，前途茫茫，不知所措之際，怒

潮提供了當時應該可以一展長才，正要上大學的年輕人一線曙光。怒潮生涯雖然僅佔了怒潮

人生命中的八十分之一，然其訓練與要求對於怒潮人留下終生影響，更甚者，同窗與師生情

誼係隻身來台的怒潮人之心靈依託。從怒潮人的生命敘事觀之，「客家」是他們的自我認同

之一，亦是他們到了台灣之後與台灣客家人連結的開始，不僅在新埔，還有在其他客家鄉鎮，

例如陳廣耀先生曾到苗栗服務，「客家話」是他們與同為客家人溝通的語言，或許腔調與用

詞不一。對於有幾位留在新埔的怒潮人尤其在與台灣客家女性通婚之後，經歷再學習的過程。

然而，我們也從其他怒潮人的經歷看到，他們可能被視為「外省人」。「外省人」在台灣的

籍貫制度與四大族群論述中，若全然以黨國論述將之分類，將無法看到「外省人」內部的差

異（李廣均 2008），如本研究中的外省客家怒潮同學。外省客家怒潮人的生命經歷提供台灣

外省客家研究另一個視角—除了族群性在怒潮人生命歷程中的作用之外，主要是課業學習、

軍事訓練以及後來的工作賦予其生命重要意義，亦可說是其自我認同的來源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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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計畫六：客家青年公共參與：培力與協作 

計畫主持人：許雲翔 

 

壹、前言 

隨著公民參與的意識漸興，我國各地方政府已發展出具有在地特色的參與模式。這樣的模式

是在學術與行政機關協作下，培力具有參與意願的公民，將其意見進一步匯入制度面的決策

擬定及預算形成。此一過程不僅讓原本僅存學理討論，如參與民主的概念更深化及普及，也

鼓勵學界投入對行政實務的瞭解，然尚未有更為細緻、個別政策領域的實踐。計畫透過實體

與虛擬模式，推展客家青年的公共參與，經由兩個階段實做，亦即青年培力及決策參與，尋

求在客家政策上的實踐。過程同步結合實體與虛擬，首先匯聚青年對於客家文化、語言、政

經及社區發展的觀點；同時以先導模式，試圖建立與行政機關的關連，導入決策擬定及預算

過程。 

 

關鍵詞：公共參與、參與式預算、客家事務 

 

貳、執行情形 

一、計畫之執行概況 

（一）確定研究問題及其重點與執行方式 

客家青年公共參與並沒有精確定義，而如何進行參與，需要擷取相關利害關係人的觀點

與意見。此部分工作主要執行前述行動研究從（一）至（四）的步驟，可以歸類簡化成定義

「客家青年公共參與」及「如何進行客家青年公共參與」兩項工作： 

1. 什麼是客家青年公共參與 

(1) 客家青年與政策需求 

青年是個尚待精確定義的群體。以生物年齡來說，對青年的定義是 15 至 40 歲；若就一

般勞動統計來說，青年又會是指 15至 24歲，或至 29 歲這個族群。不管如何，都會是難以被

定位的一個群體，研究受訪者認為： 

「我認為原因係在於青年的階段性過大，人類在成長的過程中以幼兒時期為例，4 歲

成長至 5 歲或是 8 歲成長至 9 歲，其過程的變化並不會太大，然而若是以貓狗等動物

作為例子，牠們在 0 歲至 1 歲這一年之中的變化是相當的大，相同的的概念適用在青

年身上，由於對青年這個世代而言可以長達 15 至 20 年的時間，中間是存在著相當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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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落差」（訪談紀錄，附錄四） 

整個 15 至 20 年的期間是一個相當長的時間，也是最關鍵的跨域。若是以一個世代的概

念而言，不同的既定範圍大致可分為 10 年至 20 年為一個世代，在這 10 年至 20 年之間的一

個世代，剛好會是一個人跨越了人生中不同階段最關鍵的時刻，從就學、就業、結婚，再到

育兒成家。這樣的重要性，也是為什麼青年相關議題，如青年就業或失業，青年政治認同或

公共參與，特別容易喚起眾人關注的原因。也正因為議題的多樣性，政府部門在回應上必須

先分門別類，如蔡總統政見將青年分為五大群組：熱血行動者、學生打工族、社會新鮮人、

想婚情侶檔、青年創業家，但這樣的界分也構成相當大的侷限。 

若再進一步論及「客家青年」的定義，在前述人生階段的重要性外，尚還要加入文化層

面的考量，進一步的與其他族群青年做出區隔： 

「屬於一個很前現代的產物，它是以血緣、親緣來決定一個人是否為客家青年，因而

在討論客家青年的公共參與時必須要思考的是，客家青年該做哪些事情以及這些事情

能否讓客家青年的特徵更為明顯」（訪談紀錄，附錄四） 

 

也就是說，所謂的客家青年，會是一種組織為凸顯特定族群在文化上差異的產物，如客

家委員會的政策作為（如表 2-1），是自外召喚該族群特定群體，進一步在接受端個人層次上

產生認同，再進一步的擴散，成為這群體的共同想像。同樣的，原住民委員會（原青）、甚或

內政部移民署（新住民第二代）在做族群的未來下一代界定時，也會有著同樣的途徑。 

 

表 2-1 客家政策供給（院列管計畫） 

計畫名稱 期間 政策內容 

客家文化躍升

計畫 
2014-2019 

一、文化資產部分： 
(一)客家文化資產調查及保存。 
(二)建立及強化客庄文化資源調查機制。 
(三)建置及典藏客庄文化資源。 
二、文藝發展部分： 
(一)提升客家文化創新價值。 
(二)扶植藝文團隊及精緻客家藝文展演： 
1、輔導客家藝文成長。 
2、舉辦客家大型藝術展演。 
3、客家藝文校園推廣。 
(三)傳承與創新客家節慶活動： 
1、遴選優質「客庄十二大節慶」系列活動。 
2、賡續辦理「客家桐花祭」、「客家傳統戲曲收冬戲」及「六堆嘉年華」等
客庄節慶活動。 
三、知識體系發展部分： 
建立學術發展暨審查機制；補助大學校院客家學術機構發展客家學術研
究，以及開設客家語言文化相關通識教育課程；獎助客家學術研究；獎助
客家研究優良博碩士論文；計畫性培訓客家事務管理人才等，以建構客家
知識體系的完整論述，及客家研究永續發展的環境。 
四、園區領航計畫部分： 
辦理園區推廣客家教育、研究傳創、客家文化資產典藏資源應用及再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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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家行動博物館巡迴、藝文環境營造及展示更新計畫等。 

客家文化生活

環境營造計畫 
2014-2019 

一、補助地方政府推動客家文化生活環境營造。 
二、推動客家文化設施活化經營補助。 

客家語言深耕

計畫 
2014-2019 

一、提升客語能力認證之品質及鑑別度 
二、深化客語薪傳師傳習 
三、發展客語生活化之學習環境 
四、推廣公事客語無障礙環境 
五、建構客語教學數位學習網 

客家特色產業

創新發展計畫 
2014-2019 

一、客家特色產業輔導創新育成 
(一)推動客庄區域產經整合。 
(二)精進輔導客家特色產業。 
(三)活絡發展客庄產業經濟。 
二、客家特色產業行銷推廣 
(一)客家特色餐廳形塑暨客家美食國際推廣。 
(二)客家服飾人才培育暨設計開發。 
(三)客庄產業整合行銷通路拓展。 

客家傳播行銷

計畫 
2014-2019 

一、傳播媒體部分 
（一）健全客家傳播體系 
（二）促進客家傳播現代化及年輕化 
（三）開拓客家傳播市場 
（四）培育客家傳播人才 
二、整合行銷部分 
（一）傳播題材蒐集及製作 
（二）創意行銷與客家印象再塑造 
（三）建立客家情感品牌行銷國際 
（四）傳播效果評估及檢討 

海外客家事務

推展計畫 
2014-2019 

一、拓展海外客家網絡連結計畫 
（一）充實「海外客家網」網站內容。 
（二）海外客家鄉親眾多，透過各地客家社團聯繫，加強提供更多服務及
凝聚向心力，規劃各地活動力強之社團為中心據點，緊密交流，作為本會
海外相關業務延伸觸角之據點，藉以傳承客家文化。 
二、推動海外客家回流躍升計畫 
（一）辦理全球性客家會議。 
（二）辦理海外客家文化多元推廣研習：辦理海外青年客家文化研習營、
海外華裔青年英語志工服務營、海外客家美食料理研習班。 
（三）配合國內重大客家節慶，鼓勵海外客家鄉親回臺參加客家節慶活動，
體驗特色客庄、文化創意產業等，引導其認識臺灣客家文化之推展經驗與
成果。 
三、推展客家文化海外交流計畫 
（一）配合僑委會主辦之「北美地區臺灣傳統週」及「加拿大臺灣文化節」
等海外主流社會重大節慶活動，協助進行客家藝文團隊赴海外巡迴展演推
廣，以提升客家及臺灣之整體能見度。 
（二）辦理海外客家文化推廣。 
（三）擴大補助海內外客家事務交流合作。 
（四）派員參加海外客屬重要會議及交流活動。 
四、辦理築夢計畫 
協助國內客家青年赴海外拓展國際視野，為客家文化的未來，蓄積更多樣
性的發展能量，提供國內客家女性赴海外勇敢實現夢想，提升臺灣客家的
能見度。 

資料來源：國發會(2015) GPMNet 

然而，這些政策是否能有效的凸顯差異，由外而內，由組織至個人層次，喚起在血緣或

親緣上被認定屬於該族群的青年？此點不無疑義。舉例而言，如「客家傳播行銷計畫」下的

「促進客家傳播現代化及年輕化」，或「海外客家事務推展計畫」下的「推動海外客家回流躍

升計畫」及「辦理築夢計畫」等，皆是在透過政策協助國內客家青年，進一步啟發他們對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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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文化的認知，但不論是在個人層次的召喚認同，或組織能量上，都有力有未逮的問題。首

先，在個人層次上： 

「在這個世代與上個世代不同的是，人們很難對組織產生認同感，我覺得根本的原因

在於組織的形成過於容易，譬如在通訊軟體中的群組組成十分容易，以我為例在我的

手機中就有八十個群組，但是並非每一個群組我都會投入心力在其中，而當群組成立

過於容易的時候，我們就很難再用一個團體的概念將人們聚集在一起，這是一種組織

文明的改變」（訪談紀錄，附錄四） 

也就是說，透過政策召喚客家青年認同，進一步擴散形成一個具有共同文化想像的共同

體的做法，中間的連結實際上相當脆弱。考量到組織認同度低的現實，行政機關所認定的潛

在政策對象跟實際上參與者，兩者間將出現非常大的落差。這樣的問題並非在行政機關本身，

而是以前述政策供給方式進行的話，組織分工本來就會有的問題： 

「在這樣的工作劃分上，我們勢必會面臨到組織能量力有未逮的問題，以三十五歲年

輕人為例，其可能的服務需求包括公共參與、社團活動、志工服務等，也可能有一些

是屬於內部的問題，像是擴大交友圈、創業、工作等」（訪談紀錄，附錄四） 

因而比較有效的做法，會是回到政策需求面的探知，進行公共參與直接與政策需求端接

軌。然而，即便政府部門有心要從事公共參與，卻面臨相當大的侷限：  

「從事青年公共事務時，第一個必須先抓到那個風向，但是公務部門在這個部分

可能會較為困難；…. 公部門很難讓大眾參與事務，例如參與式預算，因為這種想法

與官僚體制的設計法則恰恰相反，例如公部門要舉辦一個活動一剛開始就設定好一千

位的參與者，所以準備了一千位參與者的活動預算，然後工作團隊採用標案的方式進

行，有廠商、工作團隊來投標等等，但是過往在這樣的活動舉辦過程中，我認為這設

定好的一千位參與者他們並非真正的參與者而只能算是消費者，並不一定是為了消化

預算，而就僅是這個活動末端的消費者，民眾來參與活動並不是真正的參與而是在消

費、享受這個活動的人而已，他們並沒有參與到這個活動的創造」（訪談紀錄，附錄

四） 

也就是說，若要進行公共參與勢必要進一步的轉化，將青年從政策的消費者轉化為參與

者，亦即合作生產(coproduction)的概念(Osborne, Radnor, & Nasi, 2013)。此一概念凸顯

了當代公共服務跨組織、互動性的本質，為新公共管理建立了新的理論架構，指導公共服務

的改革方向，讓政府更為貼近其作為一種服務業。其中，青年公共參與的過程至為關鍵：將

青年從被動「接受」工作的客體，轉化為主動「創造」在地機會的主體，喚起青年對於鄉土

的認同與情感，此會是對政策供給相當重要的補充。 

(2) 客家青年公共參與的樣態 

在樣態上，青年公共參與有著先從虛擬社群，再藉由實際經驗分享交流，慢慢走向實體

參與。一如一位受訪客家青年指出： 

「以我自身的經驗分享，在一剛開始的時候我們是一群青年，大約在 2011 年我高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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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年紀，網路時代的爆炸與盛行，社群媒體、智慧型手機興起，開始發展出每個地方

在地形的社團，於是朋友間開始構思成立龍潭地區的 Facebook 社團，在 2012 年的時

候成立「龍潭人」Facebook 社一直持續營運至今，討論型社團加上粉絲社團姑且不論

重疊的人數目前共計有八萬人，而我最初接觸社區也是從這個社團開始。」（訪談紀

錄，附錄三） 

對青年來說，虛擬參與的成本低，只需點讚或分享，或至多在帖下留言，就能參與他人

對各項議題的討論，表達政治觀點。此一便利促使各種型態的地方性社群媒體社團的出現，

再進一步的走向實體公共參與。 

透過青年公共參與發起的串連與擾動，不止影響了青年，也深刻的改變了客家社群對於

族群的想像。舉例來說，透過桃園市青年事務局所發動的青年公共參與，我們對於圍繞著龍

潭天元宮的聚落（如圖 2-1a）開始有了不同的想像，創業青年也聯繫起了在地攤商各種經濟

活動（如圖 2-1b）。這樣的做法更為具體回應了臺三線浪漫大道計畫的特色之一：「深化地方

人才參與，強健永續發展基礎」，亦即試圖透過參與進行在地組織、人才的深度鏈結，提出符

合在地住民需求的，奠基永續發展動能。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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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圖 2-1 龍潭青年參與及社區營造 

資料來源：藍士博(2017)。 

2. 如何進行客家青年公共參與 

在公共參與的模式上，具有實際經驗的訪談者建議： 

「可以先從舉辦焦點座談的方式，由於參與者相對較少，使得參與人員都可表達意

見；以及公民咖啡館的設計模式，參與者人數較多也可採分組方式進行，並且最後導

入一個由參與者來提出可行的執行方案，使問題從發散的形式漸漸開始聚焦」（訪談

紀錄，附錄二） 

在實際形式上，客家青年代表建議從社區營造的模式著手，再進行微調： 

「通常在進行社區營造時，大多都是先從里長、當地仕紳開始聯繫，但是在我的經驗

中，若是先從里長開始聯繫反而造成里民對我的不友善，因為里長與里民彼此間的關

係不好，會造成我在進行社區營造時發生阻礙，所以在進行社區營造進入社區前，先

從里長開始聯繫抑或是先聯繫里民中的意見領袖，就會變成是一個需要慎重考量的問

題」（訪談紀錄，附錄三） 

「反而會是先從周遭的里民開始切入，而非里長或是當地重要仕紳開始，我先從周遭

居民的談話來了解這個社區的里長或是意見領袖的風評與想法，當然基於禮貌還是會

再回過頭去拜訪里長，只是在順序上會先從當地居民開始經過田野調查了解當地的生

態脈絡後再進行里長拜訪，這和先前其他人建議先拜訪里長或意見領袖，我個人在操

作上則是相反」（訪談紀錄，附錄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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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青年培力 

此部分主要研究工作係為推動青年公共參與進行準備，在於透過以焦點座談形式進行的

及工作坊，培力客家青年形成提案構想，以三階段方式進行（如表 2-1）。過程包括初階課程

三小時，進階課程六小時以及審議員課程九小時等三流程，必須全程上完課程以及三流程有

前後順序關係才能繼續參與。培力內容包括對參與式預算知識性的授與、客委會組織架構與

施政計畫、預算程序、討論與提案練習乃至於到最後對方案審議的練習等，這些培力課程的

設計在於培養下述這幾個概念的認知與素養：「知情」、「對話」、「尊重」、「提案（練習）」以

及「審議（練習）」等，參與者可以在整個培力的過程中，逐漸去培養對一個公共議題的理解

與認知，知道如何與他人對話與討論並形成共識，最後能具有提案與審議的能力。 

 

表 2-2 青年培力課程進行 

階段 課程內容 

第一階段 素人初階課程 
其他課程(參與式預算

桌長培訓說明會) 

第二階段 工具人多功能精實課程 

第三階段 
學者專家 參與式預算研討會 

桌長參與 成果展示論壇 

資料來源：研究自製 

相關培力以焦點座談形式，進行客家青年培力工作，過程將以 6 個場次的工作坊進

行，試圖在最大範圍內接觸到不同層次的客家青年，同時進行培力活動： 

1. 第一次工作坊（引介公共參與概念，由新北市陳儀君議員進行） 

第一次的工作坊由新北市陳儀君議員進行實作分享與帶領。過程中，孫煒院長同時也

就學理上提問，以及研究生踴躍發問。議員如實將所操作步驟及從政中實務經驗回應

大家。計畫主持人以模擬方式，提出校內客家週有經費五萬元，讓參與者討論如何運

用，提出創意發想，聆聽著美食地圖、文化導覽的點子。 

2. 第二次工作坊（大學社會責任） 

第二次工作坊與大學社會責任結合，社會責任的核心概念，在於大學的課程提供，學

生的學習過程，與社區的回應，三者間的互動影響社會責任如何被實踐。本論壇邀請

大學教師、學生及社區民眾，共同針對本校 USR 計畫的五個課程議題主軸，模擬進行

課程提案：口述歷史，藻礁保育與污染檢測，社會企業與 CSR，推廣及影像記錄，及

社區公共藝術。透過一系列活動設計，參與者在分組討論的過程中，彼此探索可能的

課程規劃方式，供未來課程提案參考。 

3. 第三次工作坊（與通識課程結合） 

第三次工作坊採用與通識課程結合模式。課程理論與實務併重，介紹國內外參與式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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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發展概況，同時參與地方政府參與式預算實作。課程前半著重了解審議民主精神與

參與式民主發展歷史，並利用課堂研究分析報告與討論、田野調查分享等方式，協助

學生建構相關理論與培養參與式民主實作的能力。課程後半展開實作訓練，進行校外

參訪、接觸在地社群等社會實踐，並利用課堂規劃報告與討論、撰寫田野心得等方式，

具體練習政策實作的能力。 

4. 第四次工作坊（素人工作坊） 

本系列活動屬於基礎培力部分，讓學員透過本次活動認識並建立審議式民主及公民参

與等基本觀念，從而發掘種子人才培養基礎能力。活動開場由台師大曾冠球副教授來

做基本觀念教授；中山大學宋威穎博士生前來分享台中高雄執行經驗；最後透過具整

套制度規劃的台北市執行經驗來實際操作演練，由北市府研考會林德芳企劃師教導。

參與學員透過本次活動，對於審議民主、公民參與具有深入瞭解與力行執行狀況，並

對於最後實際操作有深刻印象。活動成果如下： 

表 2-3 青年培力課程進行（一） 

照片說明 

 

活動於 106年 8月

31 日於客家學院

116教室舉辦，由

客家學院孫煒院長

來主持開場，特別

闡述參與式預算是

股由下往上的的推

動力量，未來具有

一定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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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說明 

 

由台師大曾冠球副

教授來做參與式預

算的基本觀念授

與，並同時分享台

北市北投區的經

驗，與在場學員有

互動式的對談。 

 

照片說明 

 

中山大學宋威穎博

士生前來分享台

中、高雄兩地區的

執行經驗，穿插照

片及說明敘述，生

動有趣，令人印象

深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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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說明 

 

透過具整套制度規

劃的台北市執行經

驗來實際操作演

練，由北市府研考

會林德芳企劃師教

導。 

 

照片說明 

 

透過實際操作演

練，刺激參與學生

思考及印象，此圖

為分組代表上台分

享敘述該組操作過

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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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說明 

 

北市府研考會林德

芳企劃師以電影影

片來帶領學員思

考，同時也為當天

操作演練作指導，

讓參與學員受益良

多，最後收尾有提

出許多台北市執行

經驗。 

 

 

5. 第五次工作坊（進階工作坊） 

本系列活動屬於進階版研習部分，屬第一階段審議素人基礎培力補給坊的進階版，使

其精實相關學知識、強化提升執行活動能力。本次邀請到世新大學方凱弘副教授執行

團隊來策畫進行活動，藉由團隊在台北市執行經驗前來教導學員。最後亦透過實際操

作演練，讓參與學員對於審議民主、公民參與具有深入瞭解，對於活動內容回饋與反

思，提升執行力。活動成果如下： 

 

表 2-4 青年培力課程進行（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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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說明 

 

活動於 106年 9

月 22日於客家學

院 116教室舉

辦，展開系列活

動第二場，首先

係由方凱弘副教

授團隊執行經驗

豐富的助理開

場。 

 

照片說明 

 

兩位助理跟隨方

凱弘副教授在台

北市進行參與式

預算推行，活動

進行透過藉由小

遊戲、影片等方

式加入說明與現

場學員互動交

流，生動有趣，

令人印象深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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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說明 

 

本次活動定位為

進階研習，對應

於第一階段活動

而言，更著重在

參與式預算推型

中各個角色的定

位與認識，學員

透過簡單模擬實

作，多次演練、

熟悉角色。 

 

照片說明 

 

活動執行團隊適

時加入說明，針

對各組實作練習

提供講評意見，

讓學員更能明白

執行參與式預算

個角色的重要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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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說明 

 

 

 

 

參與學員進行分

組模擬演練。 

 

照片說明 

 

方凱弘副教授針

對模擬演練及學

員回饋分享，從

參與式預算的基

礎理論切入，帶

入實務執行經驗

作搭配說明，生

動驚豔，讓參與

學員獲益良多，

尤其具公務員身

分學員更表示對

於未來推動更具

信心。 

 

 

6. 第六次工作坊（公共論壇） 

隨著參與式預算的擴大與進一步深化，地方政府間自然也產生了比較的可能，在選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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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構上以青壯、移入人口為主，又處於客、閩、原等三族群交界處的桃園市可以怎麼

做呢？提案形成與融入過程，我們需要進一步的政策學習，瞭解執行上的各種可能，

同時需進一步法規調適，整合進入行政程序。各地方政府的政策創新有諸多值得參採

之處，如今年台北市政府主推的 i-voting 參與式預算，其「虛實結合」的做法，而

紐約市議會的推動方式，不管在何地辦理參與式預算，都須辦理志工訓練，從調查興

趣的過程中，做專業的培訓，並在參與式預算不同階段能夠實際、快速地上戰場，都

能夠在彼此比較下學習。 

表 2-5 青年培力課程進行（三） 

照片說明 

 

活動於 106年 11

月 17日於客家學

院國際會議廳舉

辦，由客家學院孫

煒院長來主持開

場，進行跨縣市的

分享與交流。 

 

 

（三）政策提案與協作 

在最後一場次的青年培力中，計畫同時進行公開展覽提案，及專家學者評論方式審議小

組審查提案。由專家與會內專業局處與提案人等的參與者，協助精鍊案子成為更具公共性以

及效益性的內容，才能繼續往下流程經過公民審議會議的審議，逐漸完備由客家青年提出這

些品質更好的案子。活動邀請桃園市實際執行團隊，就整個參與過程的心得與經驗，提出具

體想法與文字論述，與外縣市如新北市推動團隊或學者專家進行交流。論壇將分成理論層次

的討論及經驗的分享，包含計畫主持人、公務員及桌長，並邀請桃園市政府研考會等單位共

同與談，達到相互交流學習目的。內容包含包括推動方式、提案說明會與住民大會、工作坊

討論方式、投票方式、現場會勘方式，參與者的代表性、里長等既有草根力量的涉入、公民

角色的確認、動員的處理，提案的建議、府內參與機關的內訓、ICT 系統的引入、提案的呈

現以及擴大參與的設計。透過成果展示及論壇這個「平台」，在中央大學進行以桃園為主體收

攏台灣參與式預算的經驗，也展現桃園市執行參與式預算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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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資訊公共平台建置與關鍵字分析 

計畫在進行實體層次培力的同時，亦將進行各項客家議題正/反兩方的意見的言論分析，

瞭解聲量集中狀況與趨勢。計畫意圖從支持/ 反對方進行資料掘礦（data-mining），匯集出

爭點及兩方可能達成共識之處，進而判斷對於客家文化資財的政策需求。此一結合 4G内容與

近用的應用，讓決策者能在最短的時間讀取複雜的資訊，或能收斂政策受益者的複雜意見。

在持續觀察民衆留言並即時回應的過程中，有效發掘需求作為支持決策的言論基礎，從中尋

找正反論點可以匯集之處，從中擴大決策思考的廣度與深度。而政策需求方在客家文化典藏

透過 4G運用視覺化過程中，強化直接文化體驗與客家社群連結性 

目前平台，並整理對於客家青年重要議題關鍵字如下： 

1. 媒體(主流或社群)：客家電視 HakkaTV、gogo 講客話、FM93.5 新客家廣播電台、大

漢之音 FM97.1、客家新聞雜誌、愛客家-I Hakka、好客 ING、春來迎客、好客棧．有

閒來尞 Rumah Hakka Ramah 、客家。新想法 Hakka New Idea 

2. 客家組織：客家桐花祭-客委會、好客之家~i-Hakka!~客委會粉絲專頁、李永得、高

雄市政府客家事務委員會、海外客家網 

3. 活動：桐花文學獎、苗栗火旁龍 

4. 民意代表及代表人物：立法委員林為洲、吳志揚、鍾紹和、登真-邱議瑩、林生祥 Lin 

Sheng Xiang、大夥房下我的歌、愛客樂 i Color、劉劭希、客家妹－陳明珠、客家

小吵 Hakka Fighter 

5. 青年參與：寶來客讚青來坐 

6. 地標文化餐飲：客家圓樓、客家傳統戲曲收冬戲、2017 客家流行音樂節、新北市客

家文化園區、大聲 MY 客風、台灣客家研究、臺北市客家文化主題公園、苗栗客家文

化園區、【榮興客家採茶劇團】2016 精緻客家大戲《日落大隘》、潮客樂、六堆客家

文化園區、台三線浪漫大道、國立雲林科技大學客家研究中心 

 

（五）提案方式建議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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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從前述執行過程（如圖 2-2），提出客家青年公共參與的提案建議書如下，包含下列程序： 

 

圖 2-2  客家青年培力與提案模擬 

資料來源：研究自製。 

 

1. 審議員培訓及初步提案篩選 

(1) 審議員培訓及其課程 

a. 初階課程：包含參與式預算概念、提案流程簡介及審議民主相關操作方法。 

b. 進階課程：包含提案方式、流程、撰寫技巧、預算編制流程、實施計畫簡介、

世界咖啡館之角色功能及素養。 

(2) 提案初審會議 

a. 初步提案構想：提案人撰寫提案構想單，並於提案初審會議時，到場說明與審

議員互動詢答。 

b. 提案投票：案件須經提案初審會議之審議員投票，過半數同意即可進入提案審

議工作坊。 

2. 提案審議工作坊 

(1) 提案工作坊任務：藉由世界咖啡館方式，由桌長、提案人及審議員針對提案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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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表達意見、協助與會者腦力激盪及互動討論。 

a. 世界咖啡館進行方式：採圓桌討論方式，由桌長主持與帶領並由客家委員會相

關業務單位給予行政諮詢，每 1桌討論 1個方案議題，各桌不同主題討論，每

場次以 60人為限。每回視議題性質討論 20至 30分鐘，透過每回合輪桌討論，

達到議題共識。 

b. 主持人：由客家委員會遴聘具有相關經驗者，協助主持世界咖啡館進行討論。 

c. 桌長：由客家委員會擇定具有領導卡之工作人員，並協助腦力激盪及互動討

論，本身並不參與方案票選。 

d. 工作坊投票：參與工作坊之審議員，以無記名方式投票，並依得票高低作為成

案之優先順序。 

3. 提案公告及投票 

(1) 提案公告：經提案審議工作坊投票後成案之提案，進行提案修正後，公告提案

內容，於公告兩週後進行投票。(投票時間、地點及方式一併公告) 

(2) 投票方式：以無記名方式，並依得票高低作為成案之優先順序。 

4. 成案及預算執行 

     獲選方案由成案之執行單位，於成案 15日內提交計畫送客家委員會辦理經費補助程序。 

 

二、預算支用情形 

截至 11月 15日為止，預算實際支用狀況如表 2-6，動支比例達 71.74%。 

 

表 2-6 預算支用狀況 

 

資料來源：研究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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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檢討與建議 

一、成果效益 

透過與客家青年的聯結，促使客家青年積極參與公共事務，研究過程以國立中央大學客

家學院師資為主的學界陪伴團體，及一份客家文化政策提案建議書。透過客家青年對於相關

文化政策的提案，可以讓原本客委會執行的方向上有更多可能性，以及朝向客家族群更需要

的內容前進。公共參與的過程為一種民意的回饋以及深化，可以讓客委會藉著這個平台更知

道政策對象的需求以及真意，這些都是讓三方雙贏，更有助於於民主的深化。 

相關青年培力活動參與學員符合原規劃群體，以中央大學青年學生為多數，亦有公務人

員參與。透過活動，參與學員對於活動目的有認識了解，部分學員具公務員身分，透過活動

參與及分享，增進公務員與一般青年學子的互動與交流。 

 

二、與原訂計畫之落差及原因分析 

（一）因計畫只獲核定一年，在政策協作部分難以進行 

 

由於計畫原規劃兩年，目前只有一年期，時程上難以立即讓接受培力青年直接進入政策協作，

因而改與桃園市政府青年事務局進行相關政策協作，藉由該局的成案讓培力青年觀摩實作。 

（二）因與地方政府進行協作，執行過程同時獲得補助，以致經費剩餘 

 

在與桃園市政府青年事務局協作的同時，該局亦補助後三次培力工作坊的進行，致使業務費

及兼任助理人事費用有所剩餘。 

 

三、建議事項 

 

（一）客家青年公共參與需選擇適合的審議民主形式 

1. 與大學院校社會責任辦公室及公共或社會參與課程結合 

從培力到各項提案模擬的實作，我們可以發現有相當多種的公共參與形式，例如田野

調查、訪視、座談會、訪談、工作坊等。在進入一個地方以後，我們需要閱讀大量的

新聞資料，接著找尋相關的利害關係人，所謂的利害關係人不僅限於法定上的利害關

係人，亦包含與此議題相關的所有人，這些均讓形式及利害關係人的選擇極為耗時。

研究建議客家委員會未來在推動青年公共參與時，可以考慮與大學院校社會責任辦公

室及公共或社會參與課程，進行若干程度的結合，既能善用大學院校資源，亦能有效

觸及大學的客家青年。 

2. 搭配大學課程進行 

研究過程亦發現，客家青年公共參與若能搭配課程進行，將發揮相當大的綜效。如計

畫搭配主持人的通識課程，協助桃園青年事務局到各地辦理參與式預算分享時之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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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影像紀錄，並於期末時進行成果分享，同時促成桃園青年事務局與大專院校之合作。 

 

（二）提案建議方式 

承前文所述，客家委員會未來在進行客家青年公共參與時，建議程序如下： 

1. 審議員培訓及初步提案篩選 

(1) 審議員培訓及其課程 

a. 初階課程：包含參與式預算概念、提案流程簡介及審議民主相關操作方法。 

b. 進階課程：包含提案方式、流程、撰寫技巧、預算編制流程、實施計畫簡介、

世界咖啡館之角色功能及素養。 

(2) 提案初審會議 

a. 初步提案構想：提案人撰寫提案構想單，並於提案初審會議時，到場說明與審

議員互動詢答。 

b. 提案投票：案件須經提案初審會議之審議員投票，過半數同意即可進入提案審

議工作坊。 

2. 提案審議工作坊 

(1) 提案工作坊任務：藉由世界咖啡館方式，由桌長、提案人及審議員針對提案內

容，表達意見、協助與會者腦力激盪及互動討論。 

a. 世界咖啡館進行方式：採圓桌討論方式，由桌長主持與帶領並由客家委員會相

關業務單位給予行政諮詢，每 1桌討論 1個方案議題，各桌不同主題討論，每

場次以 60人為限。每回視議題性質討論 20至 30分鐘，透過每回合輪桌討論，

達到議題共識。 

b. 主持人：由客家委員會遴聘具有相關經驗者，協助主持世界咖啡館進行討論。 

c. 桌長：由客家委員會擇定具有領導卡之工作人員，並協助腦力激盪及互動討

論，本身並不參與方案票選。 

d. 工作坊投票：參與工作坊之審議員，以無記名方式投票，並依得票高低作為成

案之優先順序。 

3. 提案公告及投票 

(1) 提案公告：經提案審議工作坊投票後成案之提案，進行提案修正後，公告提案

內容，於公告兩週後進行投票。(投票時間、地點及方式一併公告) 

(2) 投票方式：以無記名方式，並依得票高低作為成案之優先順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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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成案及預算執行 

(1) 獲選方案由成案之執行單位，於成案後提交計畫送客家委員會辦理經費補助程

序。 

 

四、結論 

從各國經驗來看，參與式預算是地方政治，十分明確的，地方政府也特別適合成為參與

式預算的實驗場域(Fugini, Bracci, & Sicilia, 2016; Gordon, Jr, & Boden, 2016; Su, 

2017)，作為代議民主，甚至是威權體制代議機構民主性不足的補充(吳建忠)。而過去數年在

我國的實踐經驗，從台北市、新北市、台中市、再到高雄市，皆可見參與式預算推動的軌跡。

參與式預算適合成為客家青年公共參與的媒介平台，適合的原因很多，預算決策權層級較為

扁平，行政程序相對較少，都是讓青年容易參與的原因。但參與後權力關係將發生改變，過

去的上下關係勢必會進行扭轉，不只需對民眾教育，同時也需要讓行政機關人員說話。特別

是在執行面，預算法規上參與及行政機關有所扞格，相當程度也擾動(disturbance)了原有的

行政程序及官僚作業方式，行政部門與民眾間需要調適。 

民主不能自證其優異性，我們必須透過不斷的實踐，證明相較於其他處於競爭地位制度，

民主是更為可行的做法。我們必須證明共識及代議制度確實能夠帶給我們更好的生活，能夠

以最小代價進行決策。而民主並非沒有缺陷，民主相當容易民粹化(populism)，在民主體制

下極端意見主導者有辦法操弄情緒，進行仇恨動員，希臘時期蘇格拉底的悲劇即是明證，而

民主亦與民粹相始終。近期則為學者所看到的政治衰敗(political decay)(Fukuyama, 

2014)，吸納或接收民意能力降低。然民主制度優異之處在於其自我修復能力，透過內在的調

整機制，諸多民主創新(democratic innovation)出現，試圖修正吸納能力的缺陷。參與式預

算即是民主自我調整的一種結果，提供一種實踐民主的可能，改變我們對於公共政策的認知，

資源配置過程不是鐵板一塊，必須回應民意，參與的結果也能刺激、活化客家青年對於政治

的想像，可以將對共同體的生活方式與未來，更為具體的透過資源配置過程來購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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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計畫七：由同鄉會與原鄉的社會網絡談客家族群的情感政治 

計畫主持人：吳忻怡 

 

壹、 前言： 

    本計畫企圖跨越「外省」與「客家」兩種人群分類，以「外省客家族群同鄉會」為例，

探究其組織原理、原則、與行動，理解其與族群認同雜揉、協商、確認軌跡之間的關係，以

及相應此一認同形塑所產生的情感連結（solidarity）與情感政治。此一關係既涉及了不同族

群在當代台灣政治社會脈絡下的互動經驗與感受，亦可能因此相應經驗而產生的情感，引發

後續的政治動能與社會後果。對於理解族群認同形塑與公民社會形構之間的關係，有一定之

重要性。 

 

 貳、執行情形： 

一、計畫之執行概況：  

本計畫之執行，大致按照研究計畫書所預訂之期程進行。期間亦遵照補助單位之要求，於每

季完成相關之進度考核，並於期限內完成研究計劃之執行。 

 

  二、預算支用情形： 

所編列之預算，亦在計畫執行期間，依照所編列之項目與金額，全數支用、申報完成。 

 

 參、檢討與建議： 

一、成果效益： 

根據研究計劃書規劃，將完成研究，撰寫研究論文一篇，投稿至相關客家研究期刊。 

 

二、與原訂計畫之落差及原因分析： 

（１）與原訂計畫之落差：訪談人數略少於所預期之人數。 

（２）原因分析： 

1 執行計畫時間稍嫌不足。 

2.所欲接觸之訪談對象，較缺乏接受訪問之意願。 

3.事前沒有規劃出國田野調查經費，以致此次未能隨同鄉會組成之返鄉探親團，赴廣東各地

從事參與觀察與深入訪談，殊為可惜。 

三、建議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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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為使研究時間更為充裕，期待日後若計畫通過，能儘早公佈，使計畫能在規劃的日期

準時開始執行。 

（２）計畫結案為該年十一月，為了完成計畫報告書及後續研究成果，多須提早將計畫收尾，

也使得實際的計畫執行時間，少於十一個月。若能將結案報告延後至十二月或隔年一月繳交，

則計畫能有更充裕的時間完成。 

 

四、結論： 

「同鄉會」作為一個組織客家族群的中介團體，對於部分客家族群，特別是所謂戰後來台

的「外省客家人」有其維繫、動員、界定族群認同內涵與界線的功能，同時也因為其特殊的

社會位置，而成為透過與原鄉之間所形成的情感政治，引發資源動員，乃至政治動員的行動

主體。 

本研究跳脫以社會行動者（social agents）為觀察重心的角度，轉而從社會團體、社會組織

與社會網絡（social network）的實際運作為切入點與觀察點，希望透過細緻的田野訪談與參

與觀察，理解「同鄉會」此一組織對於客家族群認同與維持的意義與重要性。特別是在發掘

族群認同之繼承、斷裂，乃至形變的相關動力、過程與意義。 

在研究過程中，我透過同鄉會的常態運作與同鄉會之間的合作連結，觀察到了種種關於陪

伴、懷舊、族群支持、愛國愛鄉等情感政治的動員與操作。這些動員與操作，既是同鄉會日

常事務進行下的互動過程，也是關於「外省客家身份認同」維持的方式與意義。至於這些情

感動員。乃至情感政治，對於當代台灣族群界線的維持或改變，究竟造成什麼樣的後果，則

需要更進一步持續的細緻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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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計畫八：客庄新屋區社區意識初步調查  

計畫主持人：劉小蘭 

 

壹、 前言： 

基於若干因素，諸多客家文化重點發展區位於城鄉地帶2，例如南桃園觀音、新屋、楊梅

區等。而處於城鄉地帶意味著人口老化外移、經濟活力衰退、公共設施不足等結構性現象。

這些區域發展不平衡現象如同國家發展委員會（舊稱為經濟發展建設委員會）所關切並於行

政院 99 年 2 月 22 日院臺建字第 0990002926 號函核定通過「國土空間發展策略計畫」中確

切指出：由於都會人口集中造成都市擁擠及農村衰頹，已產生交通、公用設施分配之不足或

過剩，生活品質不均問題；另一方面，經濟弱勢地區勞動人口持續外流，亦已危及城鄉的永

續發展等。 

針對上述種種現象，政府各部門亦提出相對應措施。具體而言，農委會水土保持局依「農

村再生條例」推動農村再生計畫、文化部舉辦社區總體營造、客委會客家生活環境營造、內

政部城鄉發展分署城鄉風貌營造、經濟部一鄉一特產(One Village One Product)等等措施。 

整體而言，諸多部會均投入城鄉發展工作行列當中。這些措施具有若干共同點，例如推

行乃藉助居民自主自發精神、尊重在地特殊性的考量下，採取由下而上運作途徑，有別於過

往「大有為政府」由上而下施政模式。並企圖透過社區居民的溝通、協調以及合作，形塑在

地認同和逐步塑造當地文化，從而激發當地活力及魅力。 

然而，以社區為尺度的建設發展措施即使容易貼近當地住民需求凝聚公民意識，不可否

認的，在地社區意識是否能充分彰顯？多元且順暢表達？再者，在地情感和需求與城鄉發展

所欲解決問題焦點是否相同呢？進行在同一方向上呢？或者各自有其發展邏輯呢？ 

基於上述動機，在這些以在地提案為主軸的政策中，本子計畫形成問題如下： 

首先，在客家文化重點發展區中在地行動者申請了那些補助計畫？計畫內容為何？ 

                                                 
2客家文化重點發展區（中華民國 100 年 2 月 25 日客會企字第 1000002677 號公告發布）桃園縣計有中壢市、楊

梅市、龍潭鄉、平鎮市、新屋鄉、觀音鄉、大園鄉。新竹縣計有竹北市、竹東鎮、新埔鎮、關西鎮、湖口鄉、

新豐鄉、芎林鄉、橫山鄉、北埔鄉、寶山鄉、峨眉鄉。新竹市有東區、香山區。苗栗縣計有苗栗市、竹南鎮、

頭份鎮、卓蘭鎮、大湖鄉、公館鄉、銅鑼鄉、南庄鄉、頭屋鄉、三義鄉、西湖鄉、造橋鄉、三灣鄉、獅潭鄉、

泰安鄉、通霄鎮、苑裡鎮、後龍鎮等。臺中市則有東勢區、新社區、石岡區、和平區、豐原區。南投縣則有國

姓鄉、水里鄉等。雲林縣計有崙背鄉，高雄市則有美濃區、六龜區、杉林區、甲仙區。屏東縣有長治鄉、麟洛

鄉、高樹鄉、萬巒鄉、內埔鄉、竹田鄉、新埤鄉、佳冬鄉等。花蓮縣則有鳳林鎮、玉里鎮、吉安鄉、瑞穗鄉、

富里鄉、壽豐鄉、花蓮市、光復鄉。臺東縣計有關山鎮、鹿野鄉、池上鄉。以上共計 11 個直轄市、縣（市）、

69 個鄉（鎮、市、區） 資料來源：行政院客家委員會「99 年至 100 年全國客家人口基礎資料調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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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這些計畫背後所呈現對建設家園想像和願景為何？誰的意志凸顯於其中？ 

再者，是哪些因素形塑相關行動者自主方案提出？ 

最後， 透過上述提問，本子計畫希望達成目的如下， 

一、探析社區為單位的尺度在城鄉發展過程中扮演角色。 

二、理解社區裡不同族群間和意見團體共識形成過程。 

三、制度框架對在地行動者(夥伴)的支持與限制。 

綜上所述，本子計畫目的以客家文化重點發展區(桃園市新屋區)「客家生活環境營造計

畫」等計畫為對象，首先探討社區內不同族群意識如何由下而上形塑家園。這部分乃是在地

性的呈現，將以國內案例經驗調查與進一步分析與詮釋為內涵。此目的在於關照自身發展，

同時也帶動社會自覺過程。 

其次，本子計畫也將參酌歐盟/德國在治理上發展經驗，以他們在地社區的運作為立基點

分析他們治理結構下制度框架差異。自省之餘察覺他人乃是促成體制提出改善之道方法之

一，實用知識也因此在對照參酌下逐漸形成。整體而言，本計畫將由對於在地社區意識理解

來促成社會自覺與反省，再者透過歐盟/德國案例分析成果達成善治（good governance）理

想。 

 

貳、執行情形： 

一、計畫之執行概況：  

 本計畫依規畫進度執行完畢。 

二、預算支用情形： 

 皆依規定核實支用，剩餘 6,200元。 

 

參、檢討與建議： 

一、成果效益： 

 （1）社區類型分析 

 目前個案中，在構想擬定者社區領導人本身，又可細分為獨斷型、傾聽型兩類。設定構

想參與者為社區領導者本人，強調領導人的權能。此中又可分為獨斷型和傾聽型。前者意謂

著領導人意志帶動整個社區行動方向，也可說是社區掌舵者，手下帶領一群人共事。對照於

後者類型，此類領導者獨斷意志中居民所需所感並不清晰；後者雖然也是掌舵者領航社區，

但差別之處在於社區行動方向點滴來自於日常中與居民互動觀察所得，帶有「民知所欲常在

我心」況味。也可以詮釋為社區領導人將自己職務視為承接居民意願和需求接收器，經由整

理之後尋找合適途徑提案申請經費、動員人力來解決社區問題。整體而論，雖然構想擬定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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僅為社區領導人本身，但獨斷型和傾聽型卻具有相當不同領導質素，對待社區居民態度和賦

予價值有所差別。 

構想擬定者社區領導人本身 

 (一)獨斷型 

九斗社區 

「里民裡讓他們參與就好，我們做甚麼計劃他們不會有意見，他們非常相信我，我只要辦

活動計畫執行我電腦寫好，告訴它們再把幹部找來分派工作，之後就不用費心，他們自然處

理地好好的。我們要帶他，帶她，這個是看你自己，這個是很獨裁沒有錯，我們講他們很少

反對。」 

 

(二)傾聽型 

埔頂社區 

「我們的構想會成立只要是當初我們看到周邊的環境，主要是環境，我們開始思考這些

人將來怎麼照顧，為我們未來防老的構想。也一樣是我們經常去參觀人家，然後也是就是從

新聞媒體知道這樣子，回來我們就覺得我們社區也應該這樣子來照顧人家。話又講回來，我

的想法是這樣子，既然要投入社區然後就是剛剛講到的。我在人生的轉捩點，這條命是撿回

來的，在這邊賺到錢就要回饋這邊。其實我是苗栗人來觀音建設的時候開始來，本身做水電

工程。在 3 月 5 號就滿 30 年，所以我在故鄉才待 29 年。其實社區營造的部分是要靠大家，

不是 1個人或是 2個人，我們社區不管是理監事或是我們居民都很用心。」 

然而，為何強而有力的領導人統理社區事務，使得社區草根運作顯然帶有相當程度代議

制（代理人）的彩色。回顧我國政治發展歷程，過往社區被國家重視並隨而納入施政軸心可

提供若干解釋。一、在威權時期（解嚴前），1960 年國民政府在聯合國專家協助下提升社會

自助自治能力而將「社區發展概念」引入台灣。1965年內政部將其列入福利措施七大項之一；

1968 年提出「社區發展之工作綱要」，於 1972 年擴展為「十年計畫」。但此時期社區活動乃

由政府全面主導階段，不脫村里長動員由上而下發起村里幹事主責作法（曾旭正，

2012:34-35）。此時期亦被稱為「操縱參與」式社區發展（羅秀華，2004: 150-151）。 

換言之，社區發展協會之所以成立乃為服膺國家統治、順從在政策掌握之下，在過往經

驗上缺乏居民自主、公民意識涵潤，政治上代理人/領頭羊成為推動社區發展主要人物，甚至

於有些社區就是由這些人所發起設立。就這樣過往經驗而言，建立公開且正式會員間意見交

流、決策討論形成發展構想等在實務上不必要的。在解嚴前，更不允許存在。因為這些建設

項目、內容、經費都被國家決定、計畫安排了。然而，即使吾人可在過往歷史軌跡中尋獲若

干理由，但也尚無法回答為什麼沒有發展出普遍參與的模式。 

在田野調查過程中，有數個社區領導人言談中巧妙地點出他們與公部門承辦人員交手經

驗。這些理念顯示社區經營雖然需政府經費挹注，也有必要某種程度與之交換，但衡量切身

所需之餘，不必然全盤交出自主權為公部門作嫁，而是挑選共事對象。總括而言，在大體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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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賴之餘，保留局部自主空間。 

由此，吾人相當小心所謂政府視社區為夥伴這樣描述，也必須警覺社區所設定目標和完

成任務究竟是官僚組織下企求達標為求政績的交換，抑或是個別成員基於他們追求美好家園

的願景下所付諸具體實踐。這兩者差別在於社區共同體就前者國家貫徹意志時而言，是施作

基層社會組織。因而基本上具有工具屬性（instrument）；後者則以公民意識參與第三部門運

作並企圖彌補政府失靈（Government Failure）之作為，而有濃烈的自主色彩，是社區主義

（communitarinism）的發揮（柯于璋，2005）。若社區以前者立場存在運作的話，本身實則

化身為政府組織的底層環節，委婉地聽命於上，甚至可能因此消弭侵蝕公民德性。這兩者間

或多或少具有此消彼長微妙關係。前者越膨脹越是能將公民納入國家牧養之下，也就更加壓

縮社區主義的宣揚空間。 

（2）個案探究 

 以新屋區埔頂社區作為個案，深入探究社區自身如何發展，並由下而上形塑家園與呈現

在地性，作為國內案件經驗。研究期間藉由實地走訪埔頂社區進行觀察互動，同時透過行動

參與的方式，協助社區彙整歷年執行計畫資料，作為方法與材料。 

「桃園市新屋區埔頂社區發展協會」成立於 1993 年 3 月 12 日，成立宗旨為推動及執行

社區發展相關事務，社區協力團隊包含埔頂區辦公處、環保志工隊、媽媽教室、家政班、守

望相助對、河川巡守隊、義務導覽隊、山歌班、社區工班、社區大鼓隊以及文化誦經團（鄭

桂英，2015：62-63）。在這段時間埔頂社區致力於培養社區文化志工及導覽解說員，並持續

對自己的土地進行文史資料調查。 

自 2009年起埔頂社區主要幹部成員與組織帶動居民，參加農村再生培根計畫四階段的課

程，從關懷班、進階班、核心班以及再生班共歷時 4 年的時間。透過培根計畫課程，社區居

民與主要幹部們除了共同討論社區公約、社區優劣勢分析、環境勘查、社區願景與方向等，

在意見與想法相互交流與激盪的過程中關係開始活絡，凝聚力逐漸形成。2013 年 10 月 7 日

核定成為農村再生社區的埔頂，以有機自然生態村為社區的發展共識，分為「伯公祭祀圈」、

「老屋建築群」、「埤塘水圳路」、「農忙大小事」、「生態放大鏡」五大架構。以下將從社區參

與農村再生培根課程計畫為起始點，彙整與各單位申請經費所執行之計畫，進而觀察客庄埔

頂農村社區是如何再生？ 

埔頂社區發展協會 101 年開始至 106年執行的計畫共 56件3，「埔頂好樣社區報」、「山歌

唱研習班」、「社區觀摩活動」是每年固定申請的，居民能持續了解社區相關資訊與變化，藉

由參與課程增進彼此交流及互動，並且從參訪優良社區中學習對方營造社區的概念，以上均

是維持內部組織之活絡性與凝聚力的力量。此外，就本研究觀察分析得出，埔頂社區之進行

計畫可分為三個階段：「探索資源期」、「營造環境期」、「推廣社區期」，以下將分別說明。 

「探索資源期」，著重於了解社區所特有的資源文化，並將其資源蒐集、彙整，修復、重

現，例如：「活力社區，埔頂磚情」、「設埤塘文化環境教育園區」、「泥沼裡的嘉年華」、「埤塘

                                                 
3 執行計畫彙整詳見附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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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教育園區景觀改善」、「埔頂水碓，風華再起」、「窳陋空間改造」。接著，「營造環境期」

開始與社區發展協會會員、社區規劃師、大專院校師生等合作，運用各方的專業，激盪與保

留專屬於埔頂之農村環境，例如：「鐵馬驛站空間改造」、「農村生活體驗園區設施工作」第一、

二期工作雇工購料計畫」、「60 年歷史傳統礱間搬遷及工作全記錄」、「農事生活園區概念設

計」、「24 節氣諺語圖面設計」、「古早稻作設施營造工作」。再者，「推廣社區期」，埔頂持續

施作周邊設施計畫，經由不同的方式，開始與外部有更多的連結，例如：「國際青年 AIESEC

到社區」從 104 年度開始每年邀情國際青年進駐埔頂，以打工換宿的方式進行交流。另外，

藉由一系列體驗活動，讓更多人看見埔頂，例如：「跟著米香體驗行」、「作客新屋，走讀埔頂

趣」、「食農教育推廣計畫」、「2017埤塘裡的嘉年華」。 

綜上所述，埔頂社區藉由「埤塘生態教育」、「地景藝術創作」、「壟間機具保存」、「古典

稻米復育」以及「打泥磚」、「戽埤塘」此類地方特色，作為社會實踐的創新基地，造就埔頂

社區的環境生態農村文化。 

 

二、與原訂計畫之落差及原因分析： 

 探究社區為單位的尺度在城鄉發展過程中扮演角色、理解社區裡不同族群間和意見團體

共識形成過程以及制度框架對在地行動者(夥伴)的支持與限制。需要增長時間與人力投入於

社區，方能將不同案例經驗與景況做更為全面與巨觀之分析。 

 

三、建議事項： 

 獲得社區內部資料與訪談內容，計畫主持人需要多次進入田野與相關人員聯絡，進而建

立信任而蒐集所需之研究材料。建議可以同意延長田野調查時間，能有更充裕的時間建立人

脈，有助於資料的蒐集與研究分析更佳完整。 

 

四、結論： 

本研究社區領導人依構想擬定者為社區領導人本身，此中可區分為獨斷型和傾聽型兩

種。初步結果顯示，社區活躍與強而有力的領導人兩者間有相當親近性，而與幹部們協調溝

通並非發展出提案構想的主因。換言之，理事長/總幹事天縱英明也好、開明專制也罷，在日

常實踐中非正式互動構成經營社區主要基礎。個案埔頂社區藉由「埤塘生態教育」、「地景藝

術創作」、「壟間機具保存」、「古典稻米復育」以及「打泥磚」、「戽埤塘」此類地方特色，作

為社會實踐的創新基地，造就埔頂社區的環境生態農村文化。因此，體察民意／下情深刻了

解社區需要，撰寫成下一波的執行計畫，從而回應社區成員需求是典型運作方式。然而，個

別社區成員一如自由主義式下個體主義政治覺知再調查過程中未曾浮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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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合計畫二：「客家研究的推廣與交流」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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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計畫一：《客家研究》期刊發行計畫 

計畫主持人：周錦宏 

 

壹、 前言： 

學術界一直沒有專屬客家方面的正式學術性期刊，因此有關客家研究的論文大都發表在

其他各學門的刊物上，以致分散各處、不易搜尋，而且不易達到客家研究彼此切磋，互動參

考的機會，因此中央大學客家學院與交通大學客家文化學院籌劃定期（每半年）發行《客家

研究》。從 2004 年開始申請專案補助發行《客家研究》期刊。本刊原由本院籌畫，後與交通

大學客家文化學院合作，兩院共同籌劃定期（每半年）發行《客家研究》，希望藉著發行客家

方面專業的學術性期刊，以提高客家研究的學術性，編輯委員會成員包括政治、經濟、社會、

人類、歷史、語言、傳播等各方面校內外學者專家。 

為了維持《客家研究》編輯的專業性經費補助的持續性，已與交大客院商議，自 2013 年

起由本院負起編輯的責任，交通大學客家學院則另外提出期刊出版計畫。本院在 2014 年向客

委會提出《客家研究》出版經費的申請，獲得經費後計畫得以順利進行，因此，本刊持續於

2017 年提出申請，希望獲得客委會長期性的補助，以穩定期刊的學術性發展。除了提升《客

家研究》的學術水準外，也希望成為國內、國外客家研究學者投稿的首要選擇。 

 

貳、執行情形： 

一、計畫之執行概況：  

（一）已建置客家研究期刊網站，公開徵稿、同時出版品可免費下載，促進學術期刊取用並

提升期刊之能見度。 

網址：http://hakka.ncu.edu.tw/hakkastudy/periodical/wordpress/ 

http://hakka.ncu.edu.tw/hakkastudy/periodical/wordpress
http://hakka.ncu.edu.tw/hakkastudy/periodical/word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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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2017 年共收稿件總數為 20 篇，通過審查 13 篇、退稿 3 篇、審查中 4 篇（詳見附件一），

2017 年目前收稿通過率 65%，退稿率 15%、審查中 20%。通過審查 13 篇依論文內容

及專刊邀請主題，分 3 期出版，依序為 8-1 期客語推廣政策專刊（2015 年 6 月）、8-2

期畲客關係專刊（2015 年 12 月）、9-1 期（2016 年 6 月）。 

（三）為改善稿源不足和出版拖刊，目前改善作法有： 

1.每季 1、4、7、10 月的 15 日用電子方式發送徵稿訊息給各大專院校客家院系所、研

究中心及語文、人社領域相關院系所等行政單位和所屬專兼任教師，。 

2.原每期出版論文為 5 篇，為盡速補足不足之刊數，改以 4 篇出版。 

3 請編輯委員廣邀學者投稿，持續採公開徵稿與專刊邀稿方式，目前幫忙專刊主題論

文邀請有：吳學明教授的「移墾與信仰」、姜貞吟教授的「族群關係」、羅肇錦教授的

「畬客關係 2」、周錦宏教授的「客家飲食文化」…等，預定於 2018 年出刊。 

 

二、預算支用情形： 

2017 年客委會補助經費共 500,000 元，包括人事費 216,054 元，業務費 257,764 元，管理

費 26,182 元，實際支出 496,979 元，結餘 3,021 元外，其餘經費均依規定報支，實際執行率

99.4%。 



52 

 

參、檢討與建議： 

一、成果效益： 

    2017 年出版 3 期，依序為 8-1 期客語推廣政策專刊（2015 年 6 月）、8-2 期畲客關係專刊

（2015 年 12 月）、9-1 期（2016 年 6 月）。 

 

8-1 期客語推廣政策專刊目錄 

篇數 作者 8-1 篇名 

1 周錦宏、張翰璧 國內外本土語言推廣政策之比較 

2 黃菊芳 
臺灣國民小學客家語教科書的使用現況及相關問題探討 

：以客家文化重點發展區為例 

3 曾燕春 素養導向的客語教學：十二年國教核心素養的再詮釋 

4 江俊龍 教育部推薦客語漢字「細義」商榷 

8-2 期畲客關係專刊 1 目錄 

篇數 作者 8-2 篇名 

1 羅肇錦 畲客關係的名實論證--客的前世是畬 畬的今生是客 

2 賴維凱 客畲基本詞源自南方例證─兼論「客」、「畲」族稱的來源 

3 曾燕春 釋「『畲』、『客』」 

4 李泉祿 畲客的源與緣：畲語、畲話、客家話 

5 胡伶憶 江西樟坪畲話和臺灣四縣客話若干語法初步比較 

9-1 期目錄 

篇數 作者 9-1 篇名 

1 姜貞吟 
客家女性在家庭與參與社區公共事務之間 

：以南桃園某社區為例 

2 黃菊芳 從吳子光的〈擬禽言〉論客語文學的承與傳 

3 官武德 竹苗客家地區社會企業初探：以臺三線兩個個案為例 

4 胡伶憶 客、畲話輕重唇音的比較分析 

 

二、與原訂計畫之落差及原因分析： 

 徵收稿件數量較少、來源不足 

改善辦法：1.請編輯委員廣邀學者投稿。 

2.期刊助理每季 1、4、7、10 月的 15 日用電子方式發送徵稿訊息給各大專院

校客家院系所、研究中心及語文、人社領域相關院系所等行政單位和所屬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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兼任教師。 

3.盡量避免審查老師與作者修改之拖延、請編輯助理加速進行文章編輯排版

事宜。 

 客家研究期刊開放度不足 

    改善辦法：已建置客家研究期刊網站，公開徵稿、同時出版品可免費下載，促進學術期

刊取用並提升期刊之能見度。 

http://hakka.ncu.edu.tw/hakkastudy/periodical/wordpress/ 

 出版拖刊 

改善辦法：1.原每期出版論文為 5 篇，為盡速補足不足之刊數，改以 4 篇出版。 

2.持續採公開徵稿與專刊邀稿方式，以改善稿源不足、出版拖刊的問題，未

來將規畫研究論文外，再增加書評、研究紀要或生命史的訪談記錄…等文稿，

加快出版時程。 

 

三、建議事項： 

（１）希望客委會可以提供穩定的經費支持，以利期刊的穩定出版，讓優質的文章可以投稿

到本期刊。 

（２）建議客委會相關補助計畫成果，應鼓勵投稿於《客家研究》發表。 

 

四、結論： 

透過刊物的發行，逐漸累積學術成果，讓客家研究愈來愈成熟、豐富，也期待所有客家

研究以本刊作為投稿的首選，登上《客家研究》之作者可以享有學術界的聲譽。2018 年《客

家研究》期刊將會與華藝線上圖書館、聯合百科…等相關數位電子資料庫平台合作，除了維

持期刊在學術界的能見度外，也期望向大眾做更廣泛應用，達到學術交流之目的，並使國內

客家的研究愈來愈豐富與成熟。 

 

http://hakka.ncu.edu.tw/hakkastudy/periodical/wordpress/
http://hakka.ncu.edu.tw/hakkastudy/periodical/word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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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計畫二：客家公共事務學術研討會專書出版暨學術研討會 

計畫主持人：孫煒、許雲翔 

 

壹、 前言： 

在當代台灣社會，客家公共事務的重要性與日俱增，可由四個方面闡明：一、客家公共

事務需要政府與民間合作共同推動，方能有效率地達成預期目標。因此，如何建構公私協力

的治理模式需要深入理解；二、現今學術界已經研發出創新的行政工具、策略、過程與制度，

來解決推動公共事務之際面臨的挑戰。因此，如何應用公共事務的研究成果來提升客家施政

的效能值得予以重視；三、近年政府的公共資源日益緊縮，但是客家意識卻日益高漲，客家

族群對於文化、語言、生活習慣的傳承與發揚的需求顯著增加。因此，如何在不同公共事務

領域落實客家族群的價值與利益應該廣泛探討。四、自 2010 年《客家基本法》公布以來，政

府制定客家政策與計畫已經取得合法性與正當性依據。因此，如何具體實踐本法中宣示的精

神與原則，必須謹慎面對。 

由上述理論、研究、實務與法律的四項理由可知客家公共事務的相關學術探討乃是連結

客家研究與客家政策之間的樞紐。本研討會所討論的主旨便是客家公共事務，會議論文的徵

集乃以邀稿為原則，撰稿人員乃是國內鑽研客家公共事務各領域學有專精的少壯學者，並規

劃在學術研討會之後，經由兩位至三位匿名審查人審慎評估各篇論文的學術品質，而後出版

「客家公共事務」專書，以作為今後學術、實務、公職考試的重要參考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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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執行情形：  

一、計畫之執行概況：  

執行行程 預定工作內容 

預定進度 

(累積完成

進度) 

是否完成  執行情形 

1月 

至 3月 

1. 組織撰寫團隊 

2. 進行1-2次籌備/工作會議 

3. 提交撰寫大綱 

4. 撰寫文章 

5. 指定評論人、討論進度 

30% 

(30%) 
完成 

1. 從客家公共事務領域

中由學有專精的少壯

學者組成團隊。 

2. 召開工作會議及擬定

相關時程後進行專章

撰寫工程。 

4月 

至 6月 

1. 進行1-2次籌備/工作會議 

2. 文章完稿、編輯、排版 

3. 會議規劃(議程決定、人員

排定等)、場地勘查 

4. 進行會議前置作業(海報

宣傳、報名等) 

5. 5月20日舉行研討會 

6. 論文修改 

30% 

(60%) 
完成 

1. 按工作會議決議，各文

章撰寫人於 5 月份完

成文稿。 

2. 進行論文集編輯與排

版工作，並進行研討會

各種前置工作，包含規

劃議程、設計海報、宣

傳活動、聯絡與談人及

場地規劃等等。 

7月 

至 9月 

1. 進行1-2次籌備/工作會議 

2. 規劃、進行匿名式全書審

查流程 

20% 

(80%) 
完成 

1. 研討會會後，召開編委

會。 

2. 撰寫團隊須完成送審

稿，並將論文交由 2-3

位匿名審查人進行審

查。 

10月 

至 11月 

1. 進行1-2次籌備/工作會議 

2. 送審結束、文章定稿 

3. 接洽出版社 

4. 與出版社校對排版、設計

印製 

5. 出版專書論文輯 

6. 完成核銷並結案 

20% 

(90%) 
完成 

1. 撰寫團隊依據審查意

見加以修正調整完成

文章定稿。 

2. 與智勝出版社接洽，進

行出書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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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預算支用情形： 

（1）人事費 

計畫主持人負責擬訂計畫方針並主導執行計畫重要事項等，協同主持人輔佐計畫主持人

執行計畫事項，如期按月支付計畫主持人及協同主持人費用；本案兼任助理主要協助本計畫

執行事項，如期按月支付兼任助理費用。 

（2）業務費 

客家公共事務學術研討會已於 106 年 5 月 20 日於中央大學客家學院國際會議廳如期舉辦

完成，並已完成研討會相關核銷作業；剩餘費用主要用途為出書費用。 

（3）行政管理費 

行政管理費用按相關規定做經費編列，並已執行完成。 

 

參、檢討與建議： 

一、成果效益： 

本計畫主要執行方式乃透過根據《客家基本法》中所明載的公共事務，逐條進行分類研

究，並擇定優秀學者進行撰寫，藉由透過舉辦「客家公共事務」學術研討會進行學術與實務

之交流與對話，並且於研討會議後經由二至三位匿名審查人審慎評估各篇論文的學術品質，

研擬出書計畫出版「客家公共事務」專書，以作為今後學術、實務、公職考試的重要參考依

據。 

「客家公共事務學術研討會」已於 106 年 5 月 20 日於中央大學客家學院國際會議廳舉

辦，共有 110 人參與。研討會議論文撰稿人來自國內鑽研客家公共事務各領域〈如文化、外

交、產業經濟、行政法制、族群關係、傳播、社會、語言傳承及學術等領域〉之 10 名優秀學

者來進行撰寫發表，並由對於客家研究、客家政策及客家族群等專家學者來進行與談與交流，

參與者受益良多。研討會後各撰寫人完成送審稿，已由 3 名審查委員進行匿名審查完畢，撰

寫人已針對該等審查意見進行修正調整以完成出版文章。針對專書以「客家公共事務」為名

出版中文專書，已與智勝文化合作出版專書，進行相關出書作業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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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與原訂計畫之落差及原因分析： 

（1）研討會參與對象較為單一，多為中央大學學生。 

原規劃客家公共事務學術研討會參與對象為公民社會與族群議題的相關學者專家、政

府機關人員及各校客家學院師生、地方文史工作者及社團等，然本次研討會參與人數甚多，

但多為中央大學客家學院學生，政府單位及地方社團參與人數較少，會後檢討原因應是宣傳

作業上未作適當調整，故參與對象多以中央大學為主。 

（2）因各出版中心或廠商其出版計畫早已排定，專書出版作業進行中。 

原規劃 106 年 10 月後進行專書出版作業，然因今年度許多出版商的出版計畫及作業已

排定，故不斷地接洽適合廠商，遲至 11 月份與智勝文化接洽完成並研擬出書行程。 

 

三、建議事項： 

（1）以校際合作或其他方式舉辦相關研討會 

本次研討會有鑑於對於客家公共事務的高度重要性，網羅並集結客家公共事務各領域

之優秀專家學者來進行發表與交流，參與人數眾多，然上述發現此次參與對象多為中央大學

學生，為使參與群體更為多元，建議可以利用校際合作或其他方式來聯合共同舉辦研討會，

善用各大學資源及社群管道，接觸更多客家青年學子、客家地方社團人士等。 

（2）專書出版作業可即早與出版商接洽研擬 

本計畫接洽出版廠商多數已排定今年的出版出書計畫，故相關出版作業建議提早自計

畫核定後即應立即與廠商接洽，使出書作業順利執行。 

 

四、結論： 

對於現在台灣社會對於客家公共事務的重要性日漸提升，本計畫規劃舉辦學術研討會議

及出版專書等方式，從理論、研究、實務與法律四個方面來了解與闡明「客家公共事務」，並

透過此等成果來探討現行客家研究與客家政策之間的運作狀況，可知客家公共事務的相關學

術探討乃是連結客家研究與客家政策之間的樞紐。本次所舉辦的研討會即設定客家公共事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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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主題，會議論文的徵集乃以邀稿為原則，撰稿人員乃是國內鑽研客家公共事務各領域學有

專精的少壯學者，對於《客家基本法》所載明之公共事務逐條進行分類研究。同時在學術研

討會之後，經由三位匿名審查人審慎評估各篇論文的學術品質，進行出版「客家公共事務」

專書之作業，作為今後學術研究、實務探討及公職考試的重要參考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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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計畫三：第十七屆研究生客家學術論文研討會 

計畫主持人：蔡芬芳 

 

壹、 前言 

 

    客家研究漸受重視，各界關心客家文化的人士除了藉由語言、文學、政治、社會、經濟、

文化等層面來提升客家族群的地位，也亟欲藉學術研究與田野實踐的方式來發現客家、支持

客家。為強化客家研究的深度與廣度，培植台灣新生代的客家研究潛力，以提升年輕學子對

客家族群研究，舉辦全國客家研究研究生論文研討會，以強化研究生對於客家研究之對話平

台，讓更多優良的研究生論文能有一個發揮的舞台，以促進相關領域系所研究生實質學術交

流與學術研究能力。 

 

本院為了帶動國內客家及其相關社會科學之研究發展，強化客家研究的深度與廣度，培

植台灣新生代的客家研究潛力，以提升年輕學子對客家族群的關懷，舉辦全國「客家研究」

研究生論文研討會，今年已順利舉辦了第十七屆，希望藉此公共討論空間匯集優秀學生的論

文，結合專家學者與關心客家的人士，在客家研究的主軸下相互激盪與成長，以展現新世紀

的客家思維與風貌。 

 

本年度將以「客家研究之多元面貌」為題，將邀稿主題分成四組，分別為 1 客家政治與

政策、2 客家社會及經濟、3 客家語言與文學、4 客家歷史文化暨傳播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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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執行情形： 

一、計畫之執行概況：  

月份 

工作項目              

4 月 5 月 6 月 7 月 8 月 9 月 10月 11月 

確認主題方式         

通知海報估價、製作及

寄送 

        

網路公告訊息         

公開徵稿         

稿件審查會議         

公告錄取稿件         

議程資訊安排與公布         

邀請函製作及通知         

論文集製作和編輯         

活動開始         

活動結案         

預定進度百分比 10 20 35 45 55 75 85 100 

 

二、預算支用情形 

 

經費項目 單價 數量 總價 計算方式及說明 

人事費 48,000 

研究生兼任助理 6,000 8 48,000 6,000×8 個月 

業務費 47,273 

雇付二代健保費-

研究生兼任助理 
115 8 920 6,000×1.91%×8 個月 

撰稿人費 800 20 16,000 1000×20 人次 

雜項費用 30,353 一式 30,353 

大會手冊、議程、會議資料影印裝訂費、海

報印刷、資料影印、與會相關文具、印表機

碳粉匣、桌巾送洗費用、紅布條、點心、茶

包、海報寄送郵資。 

行政管理費 4,727 元 

總計 100,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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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檢討與建議 

一、成果效益 

    今年度為第十七屆，有別於以往 12 篇論文發表的規模，本次為擴大舉辦，因此同時進

行兩個場次的論文發表，一共有 20 篇論文發表，主題分別涉及客家語文、歷史、政治經濟，

以及社會文化。發表論文的研究生除了來自本校的學生之外，尚有清華大學、臺灣師範大學、

東吳大學、東海大學與逢甲大學學生。其中有六位博士生發表論文。此外，本次研討會與以

往不同之處在於專題演講以及閉幕之南向交流計畫客家音樂分享。安排任教於馬來西亞南方

大學中文系兼南方大學華人族群與文化研究所所長的安煥然教授進行專題演講，講題為「崇

正與跨界：馬來西亞新山的客家與海南幫」，由於該演講以客家與海南進行比較，一方面讓與

會者認識海南，更從比較中凸顯客家特性，該演講為本屆研討會揭開序幕。在會議結束之後，

閉幕式則由劉榮昌（中央大學客家社會文化研究所碩士、打幫你樂團團長）主講「台客馬客

暢遊客─2017台灣大馬客家音樂交流分享」。本次會議在台馬客家音樂中圓滿結束。 

 

二、與原訂計畫之落差及原因分析 

無。 

 

三、建議事項 

    本年度經費較 105 年度驟減 10 萬元，因此在經費的運用上相當拮据，為解決經費問題，

向本校申請國內會議補助，獲得 5 萬元經費。建議未來在經費的審核上，能夠依照實際需要

核撥經費。再者，今年論文發表人以及主持人、與談人皆多於以往，因此在經費需求上需要

更多的支持。 

 

四、結論 

全國客家研究生論文研討會不僅強化研究生的客家研究能力，並讓更多優秀的研究生彼

此交流，更因專家學者的評論，讓研究生獲益良多。此次研討會在開幕式舉行專題演講，中

間共計 20 篇論文發表，閉幕時則透過客家音樂連結台灣與馬來西亞，如此安排擴展了與會者

對於客家的認識面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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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計畫四：國際學術交流活動 

計畫主持人：張翰璧 

 

壹、 前言： 

為了提升台灣客家研究及本院師生之國際視野，2017 年提出「國際學術交流活動計畫」

邀請兩位馬來西亞於客家族群和區域文化、歷史學和文化人類學理論與方法的研究，有相當

卓著表現的客家研究學者，一位是馬來亞大學大學歷史系黃子堅教授（兼馬來亞大學 Global 

Planning & Strategy Centre 主任、馬來亞大學中國研究所主任、馬來亞大學華人研究心主任），

第二位是馬來西亞南方大學中文系安煥然副教授（兼南方大學華人族群與文化研究所所長）。

本次邀請的兩位均是馬來西亞重要的年輕客家研究、東南亞史研究的學者。本計畫希望藉由

兩位學者豐富的學識，以及客家歷史文化及社會科學相關議題研究成果，期能促進學生們良

好的學習效果，並增進教師的研究能力。 

 

貳、執行情形： 

一、計畫之執行概況：  

    黃子堅教授（馬來亞大學大學歷史系教授、馬來亞大學 Global Planning & Strategy Centre

主任、馬來亞大學中國研究所主任、馬來亞大學華人研究心主任）於 2017 年 6 月 6 日-6 月

13 日（共計 8 天）來台進行短期學術交流，在台期間分別於國立中央學客家學院及客家語文

暨社會科學學系、中央研究院、苗栗客家發展中心進行學術交流及專題演講，並到台北地區

參訪和田野考察。訪台行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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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相關照片: 

 

黃子堅老師演講

照片 

時間:106/06/07 

地點:客家學院 

 

日期 行程內容 

201 年 6 月 6 日（二） 抵台 

2017 年 6 月 7 日（三） 
中央大學客家學院及客家語文暨社會科學學系學術交

流及專題演講，講題為「方言群認同與馬來西亞華人」 

2017 年 6 月 8 日（四） 
中央研究院學術交流及專題演講，講題為「方言群認同

與馬來西亞華人研究」 

2017 年 6 月 9 日（五） 自由行程 

2017 年 6 月 10 日（六） 自由行程 

2017 年 6 月 11 日（日） 自由行程 

2017 年 6 月 12 日（一） 

苗栗客家文化園區學術交流及專題演講，講題為「方言

群認同與馬來西亞華人」 

中央大學客家在職專班學術交流及專題演講，講題為

「方言群認同與馬來西亞華人」 

2017 年 6 月 13 日（二） 返馬來西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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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子堅老師演講

照片 

時間:106/06/07 

地點:客家學院 

 

 

    安煥然教授（馬來西亞南方大學中文系教授，兼華人族群與文化研究所所長）於

2017 年 10 月 6 日-13 日（共計 8 天）來台進行短期學術交流，在台期間分別於國立中

央學客家學院及客家語文暨社會科學學系、苗栗客家發展中心、政治大學民族所進行

學術交流及專題演講，並到新竹、鶯歌、龍潭、大溪地區參訪和田野考察。訪台行程

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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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相關照片: 

 

安煥然老師於「第

十七屆研究生客家

學術論文研討會」

演講 

時間:106/10/07 

地點:中央大學客家

學院國際會議廳 

行程內容 

2017 年 10 月 6 日（五） 抵台 

2017 年 10 月 7 日（六） 中央大學第十七屆研究生客家學術論文研討會學術交流及

專題演講，講題為「崇正與跨界：馬來西亞新山的客家與

海南幫」 

2017 年 10 月 8 日（日） 新竹田野考察 

2017 年 10 月 9 日（一） 鶯歌老街參訪和田野考察 

2017 年 10 月 10 日（二） 龍潭三坑老街、大溪老街參訪和田野考察 

2017 年 10 月 11 日（三） 苗栗客家文化園區學術交流及專題演講，講題為「馬來西

亞柔佛客家人的移拓與拓墾」 

2017 年 10 月 12 日（四） 政治大學民族所學術交流 

2017 年 10 月 13 日（五） 中央學客家學院及客家語文暨社會科學學系學術交流及專

題演講，講題為「戴國煇 的生命史追索與其客家、東南亞

華人研究」，返馬來西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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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煥然老師於「第

十七屆研究生客家

學術論文研討會」

全體合照 

時間:106/10/07 

地點:中央大學客家

學院國際會議廳 

 

安煥然老師演講照

片 

時間:106/10/13 

地點:客家學院 

 

 

安煥然老師演講照

片 

時間:106/10/13 

地點:客家學院 

 

 

二、預算支用情形： 

2017 年客委會補助經費 200,000 元，包括人事費 44,000 元，業務費 141,818 元，行政管

理費 14,182 元，實際支出除主持人雇付二代健保費結餘 4 元，國外學者交通費結餘 4,077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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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已勻支雜支費），其餘經費均依規定報支，實際執行率 100%。 

 

經費項目 金額 實際支出 剩餘 計算方式及說明 

人事費  小   小計：44,000  

主持人 44,000 44,000 0 4000 元×11 月×1 人 

業務費    小計：141,818  

國外學者交通費  30,000 25,923      4,077 機票費：黃子堅教授實支

13,714 元，安煥然教授實支

12,209 元，共支出 25,923 元 

國外學者生活費 103,005 103,005   0 一位教授級每日報酬 8,175

元，邀訪 7 日，共 57,225 元。

一位副教授級每日報酬

6,540 元，邀訪 7 日，共 45,780

元。 

雇付二代健保費-

主持人 

840 836 4 4000 元×11 月×1 人×1.91% 

雜支 7,973 7973+4077

（勻支）

=12,050 

0 文具、影印費、郵電費、印

刷輸出、電腦耗材、彈性支

用等 

行政管理費     小計：14,182  

行政管理費

（10%） 
  14,182  

總計：   200,000 經費剩餘: 4 

 

參、檢討與建議： 

一、成果效益： 

    兩位學者皆透過演講與座談方式與本院師生們交流，黃子堅教授主要從事東南亞地區客

家族群、歷史學等理論與方法的教學與研究，研究區域集中在馬來西亞、越南、泰國等國家，

研究議題包括從東南亞歷史到當代區域政治（中南半島的「一帶一路」等政策），讓學生們

充分了解東南亞的客家文化，比較台灣和東南亞的社會背景與歷史脈絡，客家文化有何相異

之處，以及如何研究馬來西亞華人社群。安煥然教授充分利用南方大學地處馬來西亞河婆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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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重要地區的地緣優勢，主要從事客家歷史、社會與文化的田野調查和研究。通過田野調查、

口述歷史和官方檔案及民間文獻，負責搜集馬來西亞柔佛州華人族群的史料工作，比較馬來

西亞客家幫與福建幫的文化差異，讓台灣學生更了解東南亞的客家文化，兩位學者皆為本院

以及相關科系的學生帶來客家研究的國際視野觀及更寬廣思考模式。 

二、與原訂計畫之落差及原因分析： 

    本計畫原定執行時間到 11 月底結束，預定工作進度學者訪台時程設為 6 月至 9 月期間，

但是因配合本院舉行研究生客家研究學術論文研討會，安煥然教授延後至 10 月中才抵台，不

過對計畫執行影響不大，依照計畫順利進行。 

三、建議事項： 

 這次國際學者來台天數比去年少出許多，希望未來可以有更多充餘的時間在各大學之中舉

辦演講，讓更多的學子可以從兩位學者身上得到收穫，還可以深入更多客庄地區進行田野調

查，並與當地學者進行交流，建議可以多增加生活費的支付天數。 

四、結論： 

    為提升本院師生之國際視野，強化全球客家學術組織與團體之交流，「國際學術交流活動

計畫」藉由每年持續邀請外國學者來訪的規劃，來加強本院與國際客家社群之聯繫，並進一

步擴大彼此合作事宜。同時期望透過此一交流活動計畫，能建立臺灣與馬來西亞客家研究交

流平台，透過學術交流提供師生們客家語文與社會實踐的經驗與動力，帶動客家學子們國際

視野觀及更寬廣思考模式，並提升中央大學客家學院的國際知名度與能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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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計畫五：客家電子報 

計畫主持人：黃菊芳 

 

壹、 前言： 

國立中央大學客家學院「客家電子報」創刊至今已逾 13 年，作者群主要以客家語文暨社

會科學學系的大學部學生、碩士班、博士班及在職專班研究生為主，並廣邀客家各領域的研

究學者與教授撰稿，以加深電子報的深度和廣度。本電子報屬於雙週報，於每月 1 日及 15 日

發行，106 年 1 月至 12 月各期的主題內容如下： 

1. 「客事雲來」：客家學院及客家事務相關公告事項。 

2. 「拈禾串」：客語詞彙專題。 

3. 「客家亂談」：客家俗諺、典故、俚語專題。 

4. 「專題報導」：客家時事深入追蹤、設定專題邀專家撰稿。 

5. 「客語新文學」：客語新詩、散文、小說專欄。 

6. 「後生部落格」（本院學生投稿專區及客語各腔調的稿件含錄音檔。 

7. 「藝文活動」：客家相關的活動訊息。 

8. 「新書快訊」（有關客家的最新出版品簡介） 

9. 「客家新聞彙編」：客委會、各縣市客家事務局最新消息及客家電視台之客庄新聞。 

    「客家電子報」的內容多元豐富，經客家學院師生多年來努力耕耘，不僅是客家學院與

外界人士共同交流的資訊園地，也成為海內外民眾關心客家相關事務與獲取活動訊息的重要

管道，成為傳承客家文化的重要平台。 

 

 貳、執行情形： 

一、計畫之執行概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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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客家電子報從今年 1 月 1 日第 268 期至今（11 月 15 日第 289 期）各期的文章統計如

下表： 

 期數 

 

主題 

2 

6 

8 

2 

6 

9 

2 

7 

0 

2 

7 

1 

2 

7 

2 

2 

7 

3 

2 

7 

4 

2 

7 

5 

2 

7 

6 

2 

7 

7 

2 

7 

8 

2 

7 

9 

2 

8 

0 

2 

8 

1 

2 

8 

2 

2 

8 

3 

2 

8 

4 

2 

8 

5 

2 

8 

6 

2 

8 

7 

2 

8 

8 

2 

8 

9 

小

計 

客事雲來 2 1 2 2 3 3 6 7 6 3 4 2 4 2 2 2 2 2 4 3 2 2 66 

拈禾串   1  1  1  1  1  1  1  1  1  1  10 

客家亂談    1  1  1  1  1  1  1  1  1  1 10 

專題報導             1 3     1  3  8 

客語新文

學 

                     3 3 

後生部落

格 

2 2 3 3 3 3 9 5 5 6 1

0 

8 5 4 5 4 4 4 4 4 5 3 101 

寶來客讚

青來坐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8 

好戲開鑼             1          1 

藝文活動 6 6 6 5 2 8 2 9 3 7 6 3 2 4 4 4 4 5 4 4 5 7 106 

新書快訊 2 2 2 1 2 1 1 2 1 1 1 1 1 1 1 1 1 1 3 1 1 1 29 

客家新聞

彙編 

2 

2 

2 

4 

1 

8 

2 

8 

1 

2 

1 

0 

7 1 

1 

6 1 

1 

1 

1 

7 5 9 1 

0 

1 

0 

8 9 7 1 

0 

1 

0 

9 254 

小計 3 

4 

3 

5 

3 

2 

4 

0 

2 

4 

2 

7 

2 

7 

3 

6 

2 

3 

3 

0 

3 

4 

2 

3 

2 

1 

2 

5 

2 

4 

2 

3 

2 

1 

2 

3 

2 

5 

2 

4 

2 

8 

2 

7 

606 

資料來源：電子報執行團隊整理 

  電子報固定於每月 1 日及 15 日發行，計畫執行順利。 

 

二、預算支用情形： 

依計畫預算執行。 

 

參、檢討與建議： 

一、成果效益： 

（一） 「客家電子報」是培育客家文化傳承「後生人」的重要基地，尤其今年中大大

學部的同學加入後，讓客家電子報的報導內容更貼近年輕人，達到文化傳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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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人才培育的目標。 

（二） 電子報自今年 5 月份改版以來，每期主動寄給客家學院師生、校友及校外社團

分享電子報連結給會員，瀏覽人次從 106 年 1 月 1 日的 8 千 4 百多人次，增

加至目前 1 萬 5 千多人次。 

（三） 閱覽者意見回饋增加，平均每月至少 3 封信函，給予批評指正或詢問活動訊息，

可見客家電子報已有固定的閱聽群。 

（四） 在臉書社群引發迴響，許多撰寫客語稿及錄音的作者，會將自己的作品轉貼到

臉書客家社群，吸引更多閱聽者，無形中也提升客家電子報的知名度及訂閱

數。 

二、與原訂計畫之落差及原因分析： 

教育部及客委會鼓勵用客語書寫，每年都編列許多經費舉辦徵文比賽，本電子報也

響應兩大部會的政策，廣邀學者和作家撰寫客語稿。不過，客語用字的爭議及許多

客語字上線後變成亂碼的問題（網管只能以 word 檔上線不能用 pdf 檔），尚無法有

效解決，明年將積極尋求解決的方法。 

 

三、建議事項： 

無 

四、結論： 

國立中央大學「客家電子報」的作者群與編輯群，主要由客家學院的碩博士生及大學

生所組成，這群代表客家新生代的年輕人，在「客家電子報」所提供的影音播放、文字研

究及文學創作的空間裡，藉由客家前輩、專家學者的專訪及聽講，得以更深入接觸客家相

關領域。本電子報期許客家青年跟著前輩們的腳步，一起投入客家研究與客家文化的傳承

與推廣，並能從中鳴展出屬於客家新生代的聲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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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合計畫四：「《客英大辭典》資料庫建置與研究計畫」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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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計畫一：《客英大辭典》諺語資料庫建置與研究計畫 

計畫主持人：黃菊芳、彭欽清 
 

壹、 前言： 

客家民間文學資料庫的建置將有助於語料庫語言學的研究，也可以進行客語異體字、俗

字的相關研究。語料庫語言學的研究對象就是文本，這些文本是語言描述和論證的證據。目

前最熱門的計算語言學就是在大量語料建置的基礎上對語言條目的計量描述，包含詞頻研究

等內容，客語的相關研究起步較晚，但由於對本土語言的重視，這一類語料庫的持續建置極

為重要，除了研究之外，更有保存與教育推廣的功能。在語料庫語言學的研究之外，客家民

間文學資料庫的建置還可以進行客語異體字、俗體字的研究，透過歷時語料的建置，梳理客

語漢字書寫的脈絡，提供尋找本字之外的一種選擇，做為教育部訂定規範字的參考。 

客家民間文學資料庫的建置是一件重要的工作。本計畫將重點放在「歷史文獻」並且以

客家諺語為主題建置資料庫。選擇以《客英大辭典》所收錄的客家諺語為基礎建置主題資料

庫，主要是考量計畫執行的可行性，另一方面則是希望能做為未來持續建置客家民間文學語

音資料庫的基礎。客家民間文學資料庫的建置內容主要以目前可蒐集到的所有以漢字記錄的

客家民間文學文本為主體，將這些歷史文獻數位化建置資料庫，將有利於客家相關研究的進

行，也有助於母語教育的推廣。 

 

 貳、執行情形： 

一、計畫之執行概況：完成整理及輸入《客英大辭典》第 1-300頁客家諺語及英文翻譯成

中文共計 204 條諺語。每條諺語首先列出《客英大辭典》的漢字書寫，如果沒有漢字便以方

框代指，如若漢字與今日教育部之客語規範用字不同，則增加「校訂」條，以今日之規範字

修改。其次是辭典客語拼音、辭典英文釋義、中文翻譯、說明及參考資料。舉第 1 頁第 1 條、

第 2頁第 1條、第 56頁第 1條、第 299頁第 1條的諺語例子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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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阿爸贃錢，孻子享福 

校訂：阿爸賺錢，倈子享福 

辭典客語拼音：a pa tshon3 tshien5, lai3-tsii2 hiong2 fuk 

辭典英文釋義：the father earns, the son enjoy. 

中文翻譯：爸爸賺錢，兒子享受。 

說明：譏諷做人子弟的無能、不肖；或說做父母的沒教養好自己的子弟。引申為豈有此

理。 

參考資料：涂春景《形象化客話俗語 1200 句》頁 118「阿爸賺錢賴兒使」條，解釋為「賴

兒，兒子。話說父親賺錢給兒子花用；譏諷做人子弟的無能、不肖；或說做父母的沒教

養好自己的子弟。」黃永達《臺灣客家俚諺語語典：祖先的智慧》頁 218「阿爸扛轎，子

坐轎」條，解釋為「[俚俗語]做爺儕為孻仔勞碌，孻仔享樂，喻事理倒反。」 

2-1 鴉鵲教烏鷯 

校訂：阿鵲教烏鷯 

辭典客語拼音：a siak kau vu liau3 

辭典英文釋義：one ass calls another jackass. 

中文翻譯：一隻公驢稱另外一隻為雄驢。 

說明：中文譯文為直譯，是否與原諺語意思相同？待考。 

參考資料：楊兆禎《客家諺語拾穗》頁 56 收錄相似的諺語「阿鵲教烏了，教到兩腳跳阿

跳。」其解釋為「不會的硬要教會的，還教得比手劃腳。」徐運德《客家諺語》頁 37 也

有收錄「阿鵲教烏鷚，教到腳跳啊跳。」意指「比喻某人，自己本身無何技能，竟然去

指導人家，教得不倫不類，徒惹旁人笑話的意思。」《教育部臺灣客家語常用詞辭典試用

版》「阿鵲教烏鷯，教到腳跳啊跳」條，釋義為「喜鵲教八哥學說話本事，自己不會卻硬

要教別人，結果把走路教成一跳一跳的：用以諷刺學藝不精而開業授徒的人。」涂春景

《形象化客話俗語 1200 句》頁 118「阿鵲教烏鷯」條，解釋為「阿鵲，鵲鳥，這裡借指

沒什麼才能、本事的人；烏鷯，可能是鷦鷯鳥。以鵲鳥教烏鷯，教不好；來比喻一個沒

啥技能，卻去教人家，教不好反而鬧笑話。」 

56-1 □□□，□□□，□□□□ 

校訂：豬撐大，狗撐壞，人撐成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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辭典客語拼音：chu tshang3 thai3, keu2 tshang3 fai3, nyin5 tshang3 shang5 kwai3 

辭典英文釋義：a pig that eats much grows large, a dog that eats much sickens, a man who 

eats much gets deformed. 

中文翻譯：豬多吃會變大，狗多吃會體弱多病，人多吃則會變形難看。 

說明：比喻凡事不宜過量。 

參考資料：徐運德《客家諺語》頁 211「豬撑大，狗撑壞，人撑出變精怪。」其解釋為

「豬能吃，吃得越多越快肥大。狗則不能給牠多吃。吃多了，反而不強壯。至於人嘛，

尤其是小孩子，吃多了，腸胃不消化，容易釀成疳癪，而瘦得像猴子一樣的難看之謂。」

黃永達《臺灣客家俚諺語語典：祖先的智慧》頁 415「豬撐大，狗撐壞，人撐多變精怪」

條，解釋為「[教示諺]豬能食，食越多越肥；狗仔多食，會毋強壯；人吃多咧，毋係變肥

就係變瘦，會變毋像人形咧，勸話人食東西要有節制。」 

299-1 求官唔倒秀才在 

校訂：求官毋著秀才在 

辭典客語拼音：khiu5 kwon m tau2 siu3 tshoi5 tshai3 

辭典英文釋義：if you cannot get the mandarin to grant you request, your degree still remains.

－no harm in asking. 

中文翻譯：如果無法使官員答應你的請求，你還是秀才。─問問無妨。 

說明：謀求官位，雖未能如願，但依舊保有自己本身的才華及能力，鼓勵年輕人先打好

基，再去求更好的發展。 

參考資料：徐運德《客家諺語》頁 50「求官毋著秀才在」，解釋為「此語是鼓勵年輕人，

要勇於任事，不可畏縮不前，即令不成功，也可獲得經歷。何況自己的人格無傷，且可

作為日後成功的助益。所謂『失敗為成功之母』，其意義是很切當的。」黃永達《臺灣客

家俚諺語語典：祖先的智慧》頁 181「求官毋著秀才在」條，解釋為「[教示諺]讀書求官，

雖然做官目的無達到，地方人還係尊為知書達禮的讀書人。 

 

二、預算支用情形： 

  依計畫預算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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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檢討與建議： 

一、成果效益：本研究除了建置客家諺語資料庫之外，將同時進行《客英大辭典》的諺語

研究，進行分類整理，翻譯考訂，做為客語教學的參考教材。國立中央大學客家語文暨社會

科學學系的大學部同學可以參與應用推廣的設計，讓年輕人參與語言文化傳承的重要任務，

達到薪火相傳的目的，大學部同學的參與，也可以讓網頁或數位學習內容較符合年輕人的需

求，達到推廣的目的。 

 

二、與原訂計畫之落差及原因分析： 

無。 

 

三、建議事項： 

無。 

 

四、結論： 

本研究所建置的資料庫有助於客家學術機構的發展，計畫執行過程將培育客家學術研

究的人才，配合中央大學客家學院客家語文研究所的課程設計，讓學生學有所用。而《客

英大辭典》所收錄的客家諺語是百年前的重要文獻資料，但礙於英文解釋，一般大眾不易

親近，本研究所建置的資料庫將有助於學術研究與教學推廣。就國家語言政策的制定與母

語的保存而言，客家諺語資料庫的建置與研究，可以提供母語教育的基礎資源，也可以提

供學術研究參考，更可以進一步設計客家諺語數位學習的磨課師相關課程及 APP 軟體設計

等應用推廣功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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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客家語文、社團與公共事務的海外經略與地方實踐」計畫 

論文精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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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合計畫一：「2017 年客家語文、社團與公共事務的海外經略

與地方實踐」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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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計畫一：政府補助地方客家社團辦理客家桐花祭協力過程之研究 

計畫主持人：孫 煒 

 

壹、 研究目的 

本文將以族群屬性的文化民間團體之中的客家社團作為研究案例，將研究焦點置於政府

資助影響地方客家社團的角色與功能。研究目標為試圖針對政府資助利害關係人進行經驗研

究，剖析其對於政府資助的意見、評價、判斷等觀感，來分析評述當前臺灣政府資助地方文

化藝術非營利組織推動的綜效（synergy），提供臺灣政府以及地方文化藝術非營利組織有關的

政策建議以及治理建言。一方面，本文將針對接受不同政府資助程度的客家社團進行經驗研

究，訪談利害關係人以探求政府資助影響客家社團角色與功能的觀感。 

 

貳、 研究方法 

本文運用訪談研究法來蒐集資料，期間開始自 2016 年 12月至 2017年 3月止，運用半結

構式訪談題綱對桃園市受政府補助程度不同之社團的管理者進行訪談資料蒐集（請參見附

錄）。本文探索受政府低度補助之社團（受訪代號 A-1、A-2）及受政府高度補助之社團（受

訪代號 B）兩者之間對於客家社團應該具備之工具性及表達性功能的差異。為了更詳細記錄

訪談資料，於訪談時除了用筆記記載以外，同時徵得受訪者之同意，採取錄音之方式輔助紀

錄，使訪談資料更為完善。 

 

參、 研究之理論分析架構 

本文採用地方性客家社團作為文化藝術非營利組織的經驗研究對象。客家族群為臺灣之

內人口比例最高的少數族群，長期以來，在客家人口較密集的區域，如北部的桃竹苗地區以

及南部的六堆地區即成立不少以傳承客家文化藝術為使命的社團。自 2001 年客家委員會成立

後，更是對於此類客家社團的成立發揮推波助瀾之效。例如 2016 年僅在桃園市，便有約 100

個客家社團接受政府資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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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府資助的地方客家社團的使命，主要分為兩類：一是提供傳承客家文化的活動，如：

客家語言教學、客家禮俗研習等；二是展演客家歌曲、客家戲劇等。就非營利組織的組成形

式而言，前者大多是社團法人協會；後者大多數為非營利演藝團體。而將經驗研究的對象，

聚焦在接受政府資助的，以傳統客家文化、推廣客家義術的區域性客家社團為主。客家演藝

團體雖然強調經濟收益與觀眾參與，但也強調客家情感與社會連結，建構客家集體與個別的

認同，與對於客家環境的詮釋等非經濟因素，甚至可能超越經濟上的考量（Thibodeau and 

Ruling, 2015: 170-171）。 

 

肆、 重要發現 

一、客家文化藝術傳承者的工具性角色 

（一）提供客家服務： 

客家社團深入研究客家文化的傳統精髓，提供高品質的專業性展示與教學活動，在活動

之中傳承傳統的客家元素；客家社團也需基於成本-產出的考量，以提供高效率的活動；客家

社團也應體察現金社會大眾，特別是青年世代對於客家文化的認知不足，而提供特定客家活

動以彌補缺漏。 

（二）創新做法： 

客家社團體認時代的前瞻趨勢，在傳統客家元素為核心，增添當代時尚的新取向，開發

出有別於以往的客家表演與展出活動；客家社團也需吸引客家族群以外的社會大眾，促使更

多觀眾欣賞客家文藝活動。 

 

二、客家價值精神提倡者的表達性角色 

（一）傳播客家價值： 

客家社團積極徵募會員與志工，並藉由舉辦客家文藝活動，強化會員與志工的客家價值；

客家社團訴求客家價值與提高客家認同，來吸引更多的民間捐款人；客家社團也可提供資源

來支援特定客家運動來傳播客家價值。 

（二）強化客家資本： 

客家社團推動客家社區培力以促進客家社區的凝聚與能力；客家社團提供讓會員、志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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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眾或一般民眾相互交流的場域，以提高向心力；客家社團設計策略來促使各種族群背景的

民眾共同參與客家文藝活動。 

（三）提升公民參與： 

客家社團組成族群參與客家公共事務的管道或方式；客家社團鼓勵會員、志工投入客家

運動；客家社團向會員、志工或觀眾表達對於特定候選人的客家文藝政策立場，並鼓勵其投

票支持。 

（四）進行政策倡導： 

客家社團組成或參與客家聯盟組織積極影響客家政策的決策；客家社團主動地提供特定

客家文藝議題的資訊或想法，促成客家政策的設定或規劃；客家社團參與客家行政機關的委

員會成為諮詢對象。 

 

三、政府補助客家社團之綜合分析 

（一）高補助的客家社團，提供的服務愈多元 

（二）獲得補助款的高低會影響客家社團的自主性 

（三）領導者的作風與掌握的資源，對補助有正面的影響 

（四）客家社團幹部重複性高與補助的相關性 

（五）申請補助的程序成為客家社團的負擔 

（六）採購法讓客家社團無法承辦政府在客家文化方面的推廣活動 

 

伍、 結論。 

臺灣政府與特定族群對於文化藝術有著不同的定位，根據本文的經驗研究，政府的「現

代化」與客家族群的「保存固有文化」間有著不同的理念衝突。而兩者之間的理念衝突在本

文的訪談資料中可看出，受政府補助程度高低不同的社團會有明顯的差異性。高度政府補助

的客家社團，為了維持本身的高度補助，需要擴展出更加多元的服務來配合政府的「現代化」，

以接受更多政府的補助及活動的主辦權，進而提升社團的影響力。但是，也為了獲得更多的

資源，勢必降低社團本身的自主性，社團本身必須按照政府政策的方向來改變自己的定位。

因而也造成高度政府補助的客家社團在表達性功能中的公民參與及政策倡導上較為薄弱，社

團本身就是參照著政府的政策來行動，而不是試著維持傳統文化來改變政府政策。低度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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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助的客家社團則是在「保存固有文化」的概念下進行社團本身的活動，並沒有刻意迎合政

府政策，也因此無法獲得政府更高額的補助。但也因為如此，低度政府補助的客家社團能夠

擁有較高的獨立自主性，並不用為了配合政府改變自身的活動方針，更會為了傳承傳統文化

向政府提出建議，試圖影響政府政策。綜上所述，高補助客家社團必須在政府規定的框架下

進行社團活動，才能維持高度的補助及社團影響力，但也犧牲了社團自身的自主性，以及原

先傳承客家傳統文化的功能；低補助社團則因為受政府的影響較小，雖然獲得的資源較少，

但卻能維持本身自主性及傳承客家傳統文化的功能。 

 

關鍵字：政府補助、客家社團、桐花祭、非營利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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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計畫二：使命契合觀點分析客家社區產業之效益與影響：以新竹內

灣和苗栗南庄兩個案為例 

計畫主持人：陳定銘 

 

壹、 研究目的 

     本研究依據客家委員會（2015）「106 年度施政目標與重點」4可知，客家委員會將

台三線客庄視為重點發展目標，以「形塑國家級臺三線客庄浪漫大道，創造客家經濟政

策新思路，打造客家文化軟實力」為目標。而客家委員會 2017 年度客家知識體系發展獎

補助計畫引導研究領域或範疇，以臺三線特色發展主軸中臺三線客家產業策略研究，並

結合政府推動鼓勵青年返回農村或社區之政策，選擇臺三線兩個知名地區新竹內灣九讚

頭文化協會的好客好品希望工場和苗栗南庄耕山農創等作為個案研究。透過使命契合觀

點，如治理、商業模式、財務管理、夥伴協力，以及政策過程等五面向，探討兩個客家

社區產業發展的效益與影響。 

基於上述研究背景的論述，本研究目的有三：（1）整理臺灣客家社區產業發展之政策、

制度與實務經驗，作為分析與比較基礎，論述臺灣客家社區產業相關之議題與發展。（2）

採取使命契合觀點，探討客家社區產業發展的效益與影響，並秉持政府與民間共同參與

原則，廣納利害關係者意見，建構完整之客家社區產業發展個案研究。（3）透過深度訪

談了解兩個社區推動客家產業發展之經驗，作為其他客家社區產業發展政策的參考。 

 

貳、 研究方法 

（一）文獻分析法 

  文獻分析基本上又分為資料蒐集與資料分析兩個階段。在第一階段中，透過有系統

地蒐集相關期刊、文章、書籍、碩博士論文、專書、研究報告、政府出版品及報章雜誌

的相關報導等資料，接著才能進入「分析」的階段，在該階段中強調從大量蒐集的資料

當中，試圖整理出秩序、結構，或是詮釋出箇中蘊含的意義（李政賢譯，2006）。本研究

透過蒐集客家社區產業、臺三線客家產業發展政策、使命契合觀點等相關文獻的報章雜

誌、期刊論文、專書、碩博士論文、研究報告等資訊，作為推動臺灣客家社區產業的理

論對話與實踐參考。 

                                                 
4資料來源：客家委員會網站 http://web.hakka.gov.tw/Block/Block?NodeID=57&LanguageType=CH 

，2016/09/09 檢索 

http://web.hakka.gov.tw/Block/Block?NodeID=57&LanguageType=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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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深度訪談法 

    深度訪談的目的主要是企圖瞭解受訪者的意見與經驗，是一種「訪談者藉著面對面

言語的交換，引發對方提供一些資料或表達他對某項事務的意見與想法，被訪談者必須

針對訪談者所提出的問題或主題談論。」（齊力、林本炫，2003）。而本研究採取深度訪

談的「半結構式訪談法」，研究者在訪談進行之前，必須根據研究的問題與目的，設計訪

談題綱，受訪者可以在問題的範圍中自由回答，可避免受訪者的意見超出研究範圍太多，

也可以提供受訪者充分發揮意見的機會（潘淑滿，2003）。 

參、 研究之理論分析架構 

本研究採質性研究方法，針對臺灣兩個客家社區發展客家產業為主要研究議題，並以使

命契合觀點做為分析工具，透過兩個案推動客家社區產業的實務經驗與理論相互對照與

比較分析，析探臺灣客家社區推動客家產業的發展過程與政策影響。本研究架構圖如下

圖所示： 

 

 

 

 

 

 

 

 

 

 

 

 

 

 

 

 

 

肆、 重要發現 

  以本研究的兩個個案來看，就使命契合問卷自評結果可知，兩個個案評等最高的均為財

務管理，其次為夥伴關係/協力，顯見一個組織要能夠穩健發展需有縝密的財務管理能力，才

能夠收支平衡並隨時動態調整組織的財務應變能力與經營策略，需先了解自身的優劣勢以及

理論基礎 

梳理客家社區

產業之意涵、特

色以及實務運

作，並探討本國

重點發展政策

之一－客庄產

業發展，輔以使

命契合觀點，建

構本研究之理

論基礎。 

結果產出 

1.政策影響:臺灣

客家社區產業發

展之政策與策

略。 

2.實證研究:提供

台灣其他客家社

區發展社區產業

之理論與實務相

互對照應用。 

使命契合觀

點分析客家

社區產業之

效益與影響 

 

政策支

持面向 

個案聚焦 

新竹內灣好客好品希望工場 

苗栗南庄老寮青年旅舍 

使命契合

觀點 

實務運

作機制 

質化分析方法 

(文獻分析、深度訪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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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握有的資源，才能將資源投注於最需要之處，做最有效之利用。此外，由於兩研究個案均

屬投入在客家在地社區的產業當中，從夥伴關係/協力方面評等較高的結果可知，與在地的互

動與鏈結緊密與否也將影響產業的成敗，與在地社區的互動轉化為組織發展之助力，對於兩

個創立約三到四年左右的新創組織來說，在地資源的運用也是組織發展相當關鍵的要素。最

後，透過問卷及訪談彙整兩研究個案之資料如組織架構、營運現況、協力網絡、影響力等項

目如表 6-1。 

表 6-1 研究個案彙整表 

個案 

項目 

內灣 

好客好品希望工場 

南庄 

耕山農創 

成立時間 約 4 年 3 年左右 

發展階段 穩健發展，可盈虧自負並已有盈餘 仍在草創後期朝發展穩健階段 

初期創業資金 早期政府與本身自有資金約各佔

50%，目前政府資金約 15%，主要

來自專案計畫之執行，其餘 85%為

自身經營之獲利。 

社會企業創投基金。目前耕山農創

自行持有股份約 20%、外部投資公

司持有 80%。 

組織規模 目前旗下設有四個品牌，並具有各

品牌的專業經理人，並視各部門之

營運聘用不同數量之正職人員約 2

至 10 名不等。 

旗下有兩間店，各有一位負責人。 

營運模式 藉由品牌之打造，納入文創思考、

推廣在地文化特色，面向包括飲

食、工藝等。 

以在地農特產品為主軸，加入農產

加工之研發，落實在地經濟。 

在地網絡 九讚頭文化協會 

內灣社區發展協會 

內灣商圈發展協會 

愛鄉協進會 

十三間老街 

對外網絡 公部門居多，如勞動部、客委會、

當地鄉鎮市公所 

鄰近小農 

外部政策投入 勞動部多元就業方案 

客委會專案活動計畫 

較少，以獨立發展為主 

影響力 

(社會) 

1. 在地婦女二度就業 

2. 傳統工藝傳承 

3. 創造青年返鄉就業機會 

1. 因理念推廣帶動農場第二代返

鄉就業 

2. 農業古法之保存與延續 

3. 扭轉飲食文化及農業產銷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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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力 

(經濟) 

1. 以品牌做出市場區隔，提升內灣

整體觀光品質與活力 

2. 與在地商圈共存共榮 

將創意融入在地農特產品之加

工，落實在地經濟。 

影響力 

(環境) 

1. 節能減碳之生產方式 

2. 商圈美化 

推廣友善無毒的耕作理念，帶動鄰

近小農的改變。 

資料來源：本研究自製 

伍、 結論 

一、政策評估之發現 

  在青年返鄉政策方面，由本研究之個案以及訪談可知，政府政策的確帶動青年返鄉意願、

提升青年返鄉數量，但青年返鄉之後如果不具有足夠的支撐力道，則在短期的計畫結束之後

就會離開鄉村，尋求其他的就業管道與謀生模式，在此情況之下，就有政府政策的延續性不

足的疑慮，透過政策要做的並非只有表層的提供補助金或單一計畫補助，也並非為青年在鄉

村找到一份工作，而是應改善整體產業鏈結構的方式作為支撐，才能在青年返鄉之後有足夠

的能量繼續其使命。 

  在台三線產業政策方面，目前已可觀察到許多政策正在推動執行，有許多是奠基在過去

政策成果的基礎上，且仍屬活動層面的辦理，即使政策層級已經以國家級做為號召，從中央

政府至各縣市鄉鎮層級都會各自發展不同的政策想像，因此跨域、跨部門的治理顯然會是此

政策執行相當關鍵的要素，如何將想像化為實際的運作且盡量減少不同層級之間對於政策想

像的落差，在此之下應擬定明確的政策方針以利相關部門有原則能夠依循，即使目前設有治

理平台，但要能夠讓各部會協同合作，需要有強大的動能，否則在各部會的本位主義之下，

台三線政策可能只淪為口號。總的來看，目前的政策果效尚不顯著，未來政策的施行力度與

面向可做為持續觀察的重點。 

二、客家社區產業個案研究成果 

  透過個案研究可梳理客家社區產業之發展要素包括三點:1.建立縝密的財務管理能力與適

合的營運模式、2.協力網絡之建立與互動、3.回應在地需求面。 

首先，新創組織難免經歷草創時期經費窘迫、營運困難的困境，隨著組織的穩健發展而可逐

步損益兩平甚至獲得盈餘，在組織日益茁壯的過程當中應建立縝密的財務管理能力，以可隨

時檢視組織發展狀況，並視情況調整資金運用，在此前提之下可逐步建立營運模式，擬定經

營策略，以穩健整體組織之發展。其次，協力網絡之建立可為組織帶來豐沛的外部資源與能

量，不論是公、私部門或非營利組織，保持良好的互動關係可為組織帶來不同的影響，進一

步成為正向循環的力量。最後，回應在地需求面也是客家社區產業最需要重視的一項要素，

由於社區產業以在地社區為載體，承載了不同的人文歷史、經濟、產業、社會文化等，在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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織建立之同時也應呼應在地需求面，與當地有所鏈結，才能有利於組織之永續發展與影響力

的擴散。 

 

關鍵字：客家社區產業、使命契合、臺三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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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計畫三：建置「臺三線客庄浪漫大道」生態地景環境資料庫 

計畫主持人：劉說安 

 

壹、 研究目的 

民國 70年代十大建設完成後，經濟快速起飛，加速工業化及都市化發展，傳統產業也面

臨結構性之轉變，如農業用地轉變為工業用地、勞動人口投入工業或服務業，導致農業人力

短缺、傳統產業用地作為其他用途，進而影響區域之地景環境。傳統客家人多以農業為主要

經濟生活，隨著產業轉型，土地使用、自然與人文環境變化，自然環境面臨資源耗竭與社會

環境負荷持續加重之難題。 

本計畫採用客委會於 2015 年開放的「客家雲」人文資料庫，蒐集臺三線沿線客家產業、

文化及生態等人文資料，佐以衛星影像、遙感探測技術（Remote Sensing Technology）與地

理資訊系統（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 GIS）分析臺三線地區土地利用與土地覆蓋

物（Land Use and Land Cover, LULC）變遷、生態環境變遷、地景現況及溫度變化等科學因

子，包括：人文形塑、環境整備及產業發展三大範疇，藉由科技與人文之整合，打造國際漫

遊示範廊帶，提升台灣觀光價值探，並藉由本計畫之研究結果，發展客家在地產業，創造休

閒觀光人口，提升客家聚落社會經濟，並對臺三線未來永續經營、文化維護與生態保存提出

政策建言，裨益提升客家族群之生活福祉。 

 

貳、 研究方法 

本計畫採用「客家雲」資料庫，蒐集臺三線沿線客家產業、文化及生態等人文資料，佐以遙

測技術進行台三線及周邊地區 LULC 變遷、生態環境變遷及地景現況調查。接著利用衛星影像上

各像元，所記錄的地表光譜反射資訊（DN 值），藉由特定統計方法的計算和分析歸類，最後以精

確度評估分類結果。以此方式收集人文及科學因子後，藉由 GIS 將研究成果彙整為資料庫型式並

展示於地圖中。 

 



89 

 

參、 研究之理論分析架構 

一、 遙測技術 

遙測技術是指不接觸物體而取得物體、地區或現象之技術，19 世紀初以熱氣球登高望遠，

使用照相機記錄大地影像，20 世紀後以飛機、衛星及太空站作為基礎，可以觀測到範圍更大

的地區，近年來隨著現代物理學、空間技術、電子技術、電腦技術、資訊科學與環境科學等

的發展，已成為一種先進與實用之綜合性探測方法（Liou et al., 2010; Chang et al., 2010），具

有五項優點：（1）廣域性：大尺度衛星一次取像可以涵蓋數千平方公里之範圍；（2）多波

譜性：擁有多個波段之衛星，能使影像能更準確地把地面上各種物質分類；（3）視覺性：以

影像的方法呈現，而非以許多符號或電腦代碼呈現，增加研究的方便性；（4）先驅性：可拍

攝到許多人類無法到達的地方；（5）快速性：衛星不是只有定期規律性的執行地表觀測（王

泰盛，2010）。 

目前可經由預約的方式，配合使用需求於特定時間拍攝指定區域，使研究者能有系統的

配合實驗設計蒐集資料，同時在發生特殊環境變化或災害的時候可迅速了解現地的狀況，以

方便調查及救援工作（吳教安，2006；Liou et al., 2010），已被廣泛應用於農林業、地質、地

理、海洋、水文與氣象等環境監測，以及地球資源探勘與軍事偵察等各個領域上。遙測衛星

因偵測範圍較廣，運轉週期較固定，其系統參數設定易掌握等因素而運用廣泛，因此利用衛

星感測器所收集的資料中，可以抽取有關不同資源的型式、內容、位置及情況等資訊，然後

將此項資訊以地圖、表格及書面報告型式展示（Lillesand et al., 2004），通常把一接收、傳輸、

處理、分析判讀與應用遙測資訊的全部過程稱之為遙測技術。其中，遙測資料的要素主要有

三，即空間解析度（Spatial Resolution）、時間解析度（Temporal Resolution）與光譜解析度

（Spectral Resolution）等，另其他相關要素，有角解析度與方位解析度等。 

 

二、 影像分類 

衛星影像分類方法有非監督式分類法（Unsupervised Classification）與監督式分類法

（Supervised Classification）兩種，皆使用波譜型態辨認法（Spectral Pattern Recognition 

Method），即是指遙測資料值在特徵空間聚集情形（歐陽鐘裕，1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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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監督式分類法之原理乃依據像元的自然分佈特性，用聚集演算的方法聚集成類組，理

論基礎為性質相同的個體具有聚集成群的趨勢；即利用數學運算，依據統計及群集之觀念，

檢查一大串未知像元之波譜自然群，利用群集分析以分離類屬，再決定其資訊的應用，故各

點將依照光譜特性歸於應屬的類組中（Lillsand and Kiefer, 2000；陳姜琦，2002），亦是指人

們對分類過程不施加任何先驗知識，僅憑據遙感影像 LULC 的光譜特徵分佈規律，藉由特定

統計方法的計算和分析歸類。 

分類的結果只是對不同類別進行區分，並不確定類別的屬性，其屬性是事後對各類的光

譜曲線進行分析，以及與實地調查相比較後而確定（沈煥鋒 et al., 2009），其優點為單純利

用統計方法進行分類，減少監督式分類法中圈選訓練樣區之人工時間，同時對地表實際類別

較不會遺漏；但缺點是只能判釋分類數目，無法得知分類類別，在精確度方面亦因地貌複雜

度不同而造成精確度品質不穩定，如地貌愈複雜則分類精確度愈差，常見方法有 K-Means 群

集分析法（K-Means Clustering Technique）與反覆自我組織分析技術（Iterative Self-Organising 

Data Analysis Techniques, ISODATA）等。 

三、 精確度評估 

影像分類結果之優劣多以精確度評估表示，其中常用之方法為誤差矩陣（Error Matrix）。

誤差矩陣就是比較取樣點的參考類別和相同取樣點中的遙測影像分類成果的差異，如圖 1 所

示。整體精度（Overall Accuracy）、生產者精度（Producer's Accuracy）、使用者精度（User's 

Accuracy）與 Kappa 值（Kappa Index）等 4 個指標，做為影像分類精確度評估之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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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誤差矩陣統計圖  

四、 地理空間統計 

近年來時空資料分析的需求增加，時空模型之建構因而成為空間統計的一個主要發展方

向。如何結合空間統計與時間序列方法以描述大氣資料、衛星資料與環境監測等資料所呈現

複雜的時間與空間關係，及如何分析由衛星或其他自動監測方式所帶來極大量時空資料，並

從中發掘出有用的資訊，皆將對空間統計之理論及應用方面帶來新的發展（黃信誠，2000）。 

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 (GIS)是常見空間統計之工具，因由「地理」、「資訊」與「系

統」三者結合而成。凡是與相對位置或空間分布有關的知識都是地理的範疇，將空間資料經

數位化處理後，儲存於電腦資料庫中，即是資訊，將電腦硬體、操作軟體、空間資料與使用

人員連結起來，即為系統。GIS 經由軟硬體的整合，可同時解決圖面資料及屬性資料之輸入、

儲存、取用、分析與展現等問題，以提供全方位之決策重要資訊。地理資訊系統之定義可分

三部分，如下： 

1. 以處理對象而言：空間資訊及其相關連之屬性。 

2. 以處理方式而言：電腦化之輸入、處理、分析、輸出與電腦化。 

3. 以運用功能而言：決策、管理與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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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GIS 是一電腦化系統，針對空間及其屬性資訊建立資料庫，並以輸入、處理、分

析與輸出四大部分功能，來做為決策及管理支援。應用層面而言，它所涉及的領域更為廣泛，

如環境影響評估、資源管理、國土規劃、都市和區域計畫、交通管理、森林經營、運輸規劃、

生態保育與考古調查等，舉凡需要涉及地理因子或空間資料的問題，都可以利用他來輔助作

業，GIS 是決策支援上的重要工具。 

衛星遙測因具有全面性、即時性及週期性蒐集資訊之優點，將此技術應用於觀測大面積 LULC

變遷上，可提供管理決策所須知空間資訊，有效掌握環境資源變化之情形，以及空間統計具

分析空間資料之能力，可提供各資料點於空間上之相關性。因此，本計畫為探究臺三線浪漫

大道土地變遷過程，會利用多年期高空間解析度之衛星影像與遙感探測技術，蒐集臺三線浪

漫大道 LULC 變遷、生態環境變遷及地景現況調查，並將結果展示在地理資訊系統，以建置

「臺三線客庄浪漫大道」生態地景環境資料庫。 

五、 重要發現 

依據分類結果，2010 年臺三線客庄浪漫大道之水體約為 15 平方公里、植生地為 317 平

方公里、非植生為 142 平方公里，2015 年水體約為 18 平方公里、植生地為 278 平方公里、

非植生為 178 平方公里。 

2015 年 3 月以後之 SPOT 衛星影像，取得影像成本較高，故本研究採用 2015 年 1 月及

2010 年 12 月之衛星影像，依據影像分類結果，2010 年至 2015 年間，臺三線客庄浪漫大道之

水體約增加 3 平方公里、植生地減少 39 平方公里、非植生土地增加 36 平方公里。 

臺三線客庄浪漫大道位於山區，由影像分類結果，瞭解臺三線近年來，隨著觀光產業及

政府政策等影響下，生態環境正逐漸地在改變中，是需要有關單位重視，如何在客家文化發

展與生態永續經營中，取的最大效益的平衡點。 

六、 結論 

衛星遙測因具有全面性、即時性及週期性蒐集資訊之優點，將此技術應用於觀測大面積

LULC 變遷上，可提供管理決策所須之空間資訊，有效掌握環境資源變化之情形。本計畫利

用 SPOT 系列衛星影像（2010 年與 2015 年），並採用非監督式之 ISODATA 方法進行分類，

其驗證之評估指標「整體精度」與「Kappa 值」分別達 90 %與 0.8 以上，顯示影像分類成果

具高可靠度，更可透過遙測資料分析研究區域內、不同 LULC 之變化情況並量化其轉移面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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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果顯示於 2010 年至 2015 年間，臺三線客庄浪漫大道之水體約增加 3 平方公里、植生地減

少 39 平方公里、非植生土地增加 36 平方公里 

臺三線客庄浪漫大道地處於山區，由影像分類結果，瞭解臺三線近年來，隨著觀光產業

及政府政策等影響下，生態環境正逐漸地在改變中，是需要有關單位重視，如何在客家文化

發展與生態永續經營中，取的最大效益的平衡點。 

 

關鍵字：土地利用與土地覆蓋物、遙感探測技術、地理資訊系統、資料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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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計畫四：客家青年對客家文化資產公共參與模式與效應之探討 

計畫主持人：姜貞吟 

 

壹、 研究目的 

客家文化資產是客家文化象徵的核心基礎，也是客家學、客家社群關注的焦點議題。近

年來，不少客家青年主動參與客家文化資產議題的討論、進行具體的保護行動，他們對客家

社會與客家文化的參與引人注目，有別於傳統由上而下或相關部門的規劃，這群客家青年正

在以創新的、網際網路的，科技的方式，由下開始進行各種策略方案與行動，企圖打開參與

客家文化資產對話的公共空間，開創客家社會公共領域的多種可能性。客家青年的公共參與

雖望向傳統文化，但其參與的模式與方向卻具有高度現代性的穿透與流動，從對客家文化資

產的標示，成員間彼此社會關係的凝結與動員，以及跟社群網絡間的串聯發酵與擴散等，都

跟網際網路高度相關。客家文化資產是客家族群遷住台灣土著化過程中，聚落發展與文化紮

根的重要軌跡，不僅保存客家先祖的生活風格，也能再現客家族群特質與客家人文的延續，

並為我們提供其與所在地域社會彼此間重要相互作用與鑲嵌的歷史意義。因此，本研究焦點

將探討客家青年跟客家文化資產之間的公共參與如何可能，主要研究目標有兩個：一、分析

客家青年參與客家文化資產公共空間的模式與類型；二、釐清客家青年參與客家文化資產的

效應，與對客家社會產生的意義與價值。 

貳、 研究方法 

本計畫以質性研究取向為主，探討客家青年跟傳統客家社會與文化對話的公共空間何在，

分析客家青年參與客家社會公共空間與公共領域的樣態，以及其相互銜接、互動過程。整個研

究的核心關懷在於了解：一、客家青年如何以公共參與關注與保存客家文化；二、 客家青年

的公共參與對客家社會的公共空間/公共領域衝擊與影響是什麼。在研究方法上，採文獻分析

與專家諮詢兩種研究方法。本研究共諮詢了九位包含桃園與苗栗的在地青年，每次諮詢介於

2-4小時，並於諮詢同時參觀他們正在進行的行動，或由受諮詢者展示與介紹他們正在進行

的活動與曾進行活動的成果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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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研究之理論分析架構 

本研究涉及文化資產、文化治理與公共領域、公共參與研究之間的跨領域對話： 

1. 文化資產、文化治理與公共領域： 

現行法規中，有形文化資產共分為九類：古蹟、歷史建築、紀念建築、聚落建築群、考

古遺址、史蹟、文化景觀、古物、自然地景與自然紀念物。其中，跟日常客家社會與文化最

習習相關的就是古蹟跟聚落建築群等前四項，提高了許多客家聚落現存古蹟、古厝、家廟、

宗祠，甚至是土牛溝界等重要生活遺址保存的法律依據。然而，除有法源依據之外，文化資

產能否完善保存與維護，最重要的關鍵還是在與「參與者」對文化資產的認知與行動，參與

者包括資產擁有者、政府部門、民間部門等。客家文化資產保存的社會再生產對於客家文化

的傳遞與延續具有相當重要性，這幾年我們已經注意到相當多客家青年主動投入參與進行客

家文化資產的社會建構，這就是本研究提出的出發點。 

2. 青年公共參與與網路網路 

青年世代對公共事務參與的冷漠已受到西方學者的討論，列出的可能原因包括媒體跟學

校教育的失敗，以及對政治參與效能感的低落等（Karon R. Speckman, 2004; Matt Henn et 

al., 2002）。也有學者提出此將不利於公民社會的養成，影響未來的公共參與行為與認知，

甚至民主的進展等（William A. Galston, 2004）。Judith Bessant（2004）指出若要促進

公民社會的誕生、解決社會爭端，就必須致力於青年參與的養成。青年群體是一個特殊的社

會年齡群體，雖受到社會的重視，但也因尚未成年，其意見表達與陳述經常受到社會的壓抑

或不受到正視。且由於政治社會、經濟與文化的差異，在不同地區或社會，青年獲得參與的

機會不一樣，其所面對的社會結構也會有所不同。客家文化資產議題的參與者、擁有者與規

劃者，經常以學者專家、地方仕紳與政府部門為主，現在客家青年的參與特別受到矚目。公

共決策必須考慮包括青年群體在內的各分眾的利益均衡，才能真正成為公共利益的代表。當

代青年自我意識鮮明、價值觀念多元、利益需求多樣、群體分化明顯，使得青年群體在公共

參與過程中常常成為最活躍的社會群體。跟傳統媒體比較起來，網際網路在技術方面的優越

性更加迎合青年思維活躍與快速學習的特性，從形式上來看，網路空間自由討論、公眾參與、

批判精神等屬性都符合青年構建公共領域的可能。 

肆、 重要發現 

1. 藝術/文化介入行動：本研究青年常採取文化相關行動，為其所關心的文化資產標的進行

各式保存行動，也會視情況進行行動升級與提高或活動強度，這些看似藝術的、文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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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也正是政治的、公共的。 

2. 協力合作取代既有模式：本研究關注的青年們，不少是以協力合作、協力治理的方式，

擅長整合以文字、圖像、視覺藝術等的計畫，向相關單位爭取更多資源對關注的文化資

產、文化標的進行創作與行動，成為文化資產、文化行動的重要協力者，也象徵社會力

的自主性。 

3. 網絡社會的串連：青年們完全出生於網際網絡的時代，對於新資訊技術的學習與應用，

幾乎沒有任何進入或學習障礙，而他們應用此一技術於生活中、於行動中，擅長在網絡

串連各類資訊，形成天然的網絡世代。 

4. 客家青年以文化/藝術介入行動、協力合作、網絡社會等模式進行文化資產等的保存與再

生行動，顯示強調以世代知識與世代技能的公共參與之世代交替，以及重新賦予客家文

化創新的意義。 

伍、 結論 

不少青年透露著「無動力世代」的現象，對學習倦態、對議題無感，失去努力的動力，

不論其形成的背景因素為何，然而，也正有著異質的「網絡世代」的青年，關心社會與文化

的發展趨向，並轉化為行動實踐，以文化/藝術介入行動，在傳統的公共/政治參與方式之外，

開創出不同的參與路徑。青年的公共參與經常以擅長的音樂演出、繪畫、劇場表演、藝術作

品，或是返鄉耕耘等動靜交錯的方式進行，同時展現論述能力、行動力與展演能力，並創造

新的對話空間與可能。文化資產並非固定的物質性存在，經由行動者的行動建構出其意義與

價值，進而對社會形成新的價值觀，促成新行動的可能。林崇熙（2010：65）指出文化資產

並非僅是物質性地存在或人為的文明成果，而是關於文化資產的價值被建構出來，並成為社

會價值觀的一環後，這個文化資產才終於成立。 

青年以文化/藝術介入行動、協力合作，以及網絡社會的串連方式，進行對各種文化活動、

文化事件、文化資產的關心，超越族群界線與地域範圍。本研究探討青年用網路新世代的方

式，跟客家社會與文化進行對話，成為參與客家文化保存與維護的主要行動者，改變客家文

化資產原有參與者的樣貌。他們正以新的方式創造與既有的客家社群對話的公共空間，超越

客家社會內部階層化的流動，穿透地理的空間限制，直接參與客家文化的論述、討論，促成

更深化的客家文化資產論壇公共化的可能。 

 

關鍵字：客家青年、公共參與、文化資產、公共空間、網際網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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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計畫五：外省客家老兵之生命敘述—從怒潮學校談起 

計畫主持人：蔡芬芳 

 

壹、 研究目的 

    本研究計畫研究目的在於以跟隨國民黨軍隊來到台灣的外省客家老兵（以怒潮學校學生

為主）為主要研究對象，以口述歷史方式記錄其生命經歷，因為這批研究對象的年齡現今幾

乎已達八十歲以上，逐漸凋零當中，因此，若能將他們的人生歷程記錄下來，將有助於我們

瞭解台灣社會中鮮少被注意到的一群人，他們的生命故事將可以補足台灣歷史與社會發展過

程中的缺角。 

    然而，這個缺角端視我們如何去認識與理解它，此即本研究計畫重要性之所在。由於本

研究計畫之研究對象為「外省客家」老兵，多為來自廣東的客家人，「客家」是我們可以關注

的切入點之一，「客家」觀點將有別於從戰後台灣得以保住的命運之國家史觀，而導向微觀的

日常生活層面。除了了解研究對象在中國家鄉的生活經驗之外、他們在軍隊時如何與客家同

鄉相處、到台灣之後居住在客家鄉村城鎮如何與在地客家人互動的過程，他們如何自我定位，

這些皆可擴充我們對於客家的了解。當然，不可忽略的是，研究對象除了是客家人之外，尚

有其他認同，而這些認同又是如何展現，或在人、我之間如何作為彼此互動的規則，都是本

研究計畫所欲理解之重點，若能以此為據，定能勾勒出外省客家老兵的生命圖像，而這亦能

夠讓台灣歷史與社會的拼圖逐漸浮現出全貌。 

 

貳、 研究方法 

A.資料蒐集與文獻探討 

    在資料蒐集與文獻探討方面，由於目前直接與外省客家的相關研究為數不多，因此專論

係為首先需要蒐集與探討的文獻，計有三本碩士論文，分別為彭芊琪 （2005）《外省客家人

的本土化：以廣東陸豐莊氏宗親會為例》、周璟慧（2008）《外省客家人的認同與文化：以

廣東省五華縣籍為例》、藍清水（2010）《被遺忘的外省客家移民—戰後河婆客的集體記憶

與認同之分析》。另有鍾志正（2014）之碩士論文《｢客家中原論述」在台灣的建構：以《中

http://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gCLFZS/record?r1=1&h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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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雜誌為核心的探索》。此外，本研究計畫蒐集與分析的文獻尚有國共內戰相關資料，如

此方能理解研究對象所處的時代脈絡與外在環境，如李隆昌《時代見證》。與怒潮學校相關

資料，既有回憶錄如《王澄清日記》、《榮光雙周刊》、李選民在網路上發表的專屬網頁〈海

天瑣憶〉 （http://lsm14.webnode.tw/）以及零星網路刊登文章、《胡璉與怒潮學校》研討會

（2015）、《我們青春年少時 怒潮師生話當年》（1996），更是讓我們認識研究對象的重要

資料。 

 

B.深度訪談  

    有鑑於文獻資料的不足，因此相當需要生命史的紀錄，以留下外省客家老兵之生命經歷

與人生經驗並使台灣客家研究以及台灣歷史趨於完整。本研究計畫最主要運用深度訪談，蒐

集研究對象之生命史。此外，由於本研究計畫主要從「客家」觀點出發，因此研究對象的客

家經驗與認同是生命史敘述中的主要部分。本研究計畫訪談的對象主要為曾經就讀過怒潮學

校的學生，進行訪談地點以研究對象家中為主，一方面讓研究對象在自家熟悉環境中，較為

放鬆，另一方面研究計畫主持人可以觀察居家環境與擺設，以能較為深入理解研究對象的生

活情形。 

 

參、 研究之理論分析架構 

本研究理論分析架構主要參考「外省客家研究」。從文獻探討發現「外省客家人」產生於

台灣戰後社會脈絡下，其受到的關注可分為兩類：一為從整體台灣客家的角度討論其影響，

如外省客家在《臺灣客家的形塑歷程》（林正慧 2015）之中扮演著將「中原客家」論述帶入

台灣的角色。需要注意的是，型塑台灣客家論述的外省客家為受過教育者，這與另一類受到

「外省客家」研究關注的研究對象有所區別，如彭芊琪（2005）以廣東陸豐莊氏宗親會為研

究對象，她提到莊氏宗親會成員有別於一般所認知的 1949 年與國民黨政府一起遷台，且職業

上多為軍公教的外省人。他們是自行來台灣的一般老百姓，由於成員皆來自廣東省陸豐縣上

沙鄉，因整個上沙鄉皆姓莊，因此成員間具有宗親關係。莊氏宗親來台後，聚集在苗栗南庄，

以採煤為業，係屬社會底層。他們移入台灣之後，其如何適應以及本土化的過程，是彭芊琪

關注的焦點。其中，本土化分為兩個部份來觀察，一為來台土著化過程，另一則是在台灣本

http://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gCLFZS/record?r1=1&h1=2
http://lsm14.webnode.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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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化的過程中之適應情形。 

    彭芊琪的研究與周璟慧（2008）以及藍清水（2010）皆談到了外省客家人如何來台的過

程、移民網絡，來台後的適應情形，其中，在生活中以何種要素作為其認同以及集體記憶是

極具重要性的分析。這三本碩士論文分別以廣東陸豐莊氏宗親會、廣東五華同鄉會、廣東揭

陽河婆客家人為研究對象，雖然研究對象生活環境不一，但是研究發現皆有雙重或多重認同。

此外，需探討的是，外省客家如何透過宗親會、同鄉會、宗教信仰、祭祖、祭祀建構屬於自

身群體的「想像共同體」。 

    這個問題可以作為本研究計畫在接觸外省客家老兵時需要思考的議題之一。因為，以外

省客家人在台灣政治社會氛圍之下的定位而言，因「外省」二字，其國家認同、政治認同亦

相當容易被假定為偏向某種立場，而忽略了其在台灣日常生活的面貌以及其可能因為位處不

同社會位置而擁有的不同認同。即言之，除了「外省」、「客家」、「外省客家」之外，本研究

計畫的研究對象還有什麼認同，或是對他們來說，什麼是重要的，什麼是在其生命歷程中產

生影響，或是發生作用，這可以幫助我們較為從全面的生命史角度了解外省客家老兵。             

 

肆、 重要發現 

    本研究重要發現與思考如下：（1）既有的外省客家研究以廣東陸豐莊氏宗親會（彭芊琪

2005）、廣東五華同鄉會（周璟慧 2008）、廣東揭陽河婆客家人（藍清水 2010）為例，皆以固

定原鄉地之客家人為研究對象，然而怒潮客家人之原籍中分布於江西、福建與廣東，絕大多

數來自廣東。怒潮的生活成為他們共同記憶，與其他不同省籍的同學相處，彼此學習以「國

語」互相溝通，軍旅與職業生涯更是其生命敘事中的重心所在，此有別於前述研究以日常生

活中的語言、飲食與宗教信仰進入研究對象之主觀認同的角度。（2）「客家」是怒潮客家人

的認同之一，然在其人生經歷中，軍旅與工作更構成其生命敘事中主要部分。 

 

伍、 結論 

    以「客家」視角出發，怒潮人的生命經歷從中國客家省分或地區出發，連結到台灣新埔

客家，在軍中亦有同樣來自中國其他省分的客家人，「客家」的確是一股重要的凝聚力量。 

   本研究訪問五位怒潮人，主要以陳廣耀先生之生命故事為例，看到在時局混亂之中，前途

茫茫，不知所措之際，怒潮提供了當時應該可以一展長才，正要上大學的年輕人一線曙光。

怒潮生涯雖然僅佔了怒潮人生命中的八十分之一，然其訓練與要求對於怒潮人留下終生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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響，更甚者，同窗與師生情誼係隻身來台的怒潮人之心靈依託。從怒潮人的生命敘事觀之，

「客家」是他們的自我認同之一，亦是他們到了台灣之後與台灣客家人連結的開始，不僅在

新埔，還有在其他客家鄉鎮，例如陳廣耀先生曾到苗栗服務，「客家話」是他們與同為客家

人溝通的語言，或許腔調與用詞不一。對於有幾位留在新埔的怒潮人尤其在與台灣客家女性

通婚之後，經歷再學習的過程。然而，我們也從其他怒潮人的經歷看到，他們可能被視為「外

省人」。「外省人」在台灣的籍貫制度與四大族群論述中，若全然以黨國論述將之分類，將

無法看到「外省人」內部的差異（李廣均 2008），如本研究中的外省客家怒潮同學。外省客

家怒潮人的生命經歷提供台灣外省客家研究另一個視角—除了族群性在怒潮人生命歷程中的

作用之外，主要是課業學習、軍事訓練以及後來的工作賦予其生命重要意義，亦可說是其自

我認同的來源之一。 

     

關鍵字：外省客家、生命敘事、怒潮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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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計畫六：客家青年公共參與：培力與協作 

計畫主持人：許雲翔 

 

壹、 研究目的 

隨著公民參與的意識漸興，我國各地方政府已發展出具有在地特色的參與模式。這樣的模式

是在學術與行政機關協作下，培力具有參與意願的公民，將其意見進一步匯入制度面的決策

擬定及預算形成。此一過程不僅讓原本僅存學理討論，如參與民主的概念更深化及普及，也

鼓勵學界投入對行政實務的瞭解，然尚未有更為細緻、個別政策領域的實踐。計畫透過實體

與虛擬模式，推展客家青年的公共參與，經由兩個階段實做，亦即青年培力及決策參與，尋

求在客家政策上的實踐。過程同步結合實體與虛擬，首先匯聚青年對於客家文化、語言、政

經及社區發展的觀點；同時以先導模式，試圖建立與行政機關的關連，導入決策擬定及預算

過程。 

 

貳、 研究方法 

本計畫擬以客家青年為對象，分別從虛擬與實體兩層次進行青年培力及政策協作。計畫試圖

以行動研究途徑，結合學者專家的力量來解決客委會實際所面臨，如何匯聚客家青年對於文

化政策需求，同時為行政機關採納的問題。 

 

參、 研究之理論分析架構 

在屬性上，本計畫為質性研究，以行動研究為主，期間將進行參與觀察、焦點座談、文獻分

析及次級資料分析。在概念上，研究將公共參與過程融入政府的決策制訂，處理四個參與者

欠缺審議討論基礎的問題：無知之牆（與自己有利害關係的法規制定缺乏了解）、資訊爆炸之

牆、白目之牆（欠缺社群討論素養，難以了解有效評論）及制度融入之牆，對應提出克服障

礙的設計。行動研究是小規模的介入實際情境，針對工作場所的特定問題進行研究。研究者

試圖建立實踐(praxis)與反思(reflection)間的連結，目的在於改善實務，在實務工作中試



102 

 

驗想法，改善現狀，並透過研究過程增進實務工作者的知識與專業。一般而言，行動研究會

以循環的方式，進行計畫、行動、觀察及反省的工作，其流程包含： 

一、 確定研究問題及其重點； 

二、 與相關人士討論初步計畫； 

三、 參考相關文獻； 

四、 決定研究方式； 

五、 進行資料收集； 

六、 進行資料結果分析與解釋；及提出改進建議。 

本計畫將透過上述流程，參考台北市政府參與式預算流程及培力團體之規劃，進行下列三項

工作：先培力青年，後提案，才能參與行政機關協力形成預算案。過程採用行動研究取向，

強調與客委會的協作，以此建立與客家青年的對話，客家青年公民意識的養成不可能一朝即

成，需要長期與有效的持續培養，同時需要專家學者及公務員共同協作，方能產生具實用性

的政策內容。 

 

肆、 重要發現 

一、 什麼是客家青年公共參與 

（一）客家青年與政策需求 

青年是個尚待精確定義的群體。以生物年齡來說，對青年的定義是 15至 40歲；若就一般勞

動統計來說，青年又會是指 15至 24歲，或至 29歲這個族群。所謂的客家青年，會是一種組

織為凸顯特定族群在文化上差異的產物，如客家委員會的政策作為，是自外召喚該族群特定

群體，進一步在接受端個人層次上產生認同，再進一步的擴散，成為這群體的共同想像。同

樣的，原住民委員會（原青）、甚或內政部移民署（新住民第二代）在做族群的未來下一代界

定時，也會有著同樣的途徑。 

然而，這些政策是否能有效的凸顯差異，由外而內，由組織至個人層次，喚起在血緣或親緣

上被認定屬於該族群的青年？此點不無疑義。舉例而言，如「客家傳播行銷計畫」下的「促

進客家傳播現代化及年輕化」，或「海外客家事務推展計畫」下的「推動海外客家回流躍升計

畫」及「辦理築夢計畫」等，皆是在透過政策協助國內客家青年，進一步啟發他們對族群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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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的認知，但不論是在個人層次的召喚認同，或組織能量上，都有力有未逮的問題。比較有

效的做法，會是回到政策需求面的探知，進行公共參與直接與政策需求端接軌。然而，即便

政府部門有心要從事公共參與，卻面臨相當大的侷限。 

若要進行公共參與勢必要進一步的轉化，將青年從政策的消費者轉化為參與者，亦即合作生

產(coproduction)的概念。此一概念凸顯了當代公共服務跨組織、互動性的本質，為新公共

管理建立了新的理論架構，指導公共服務的改革方向，讓政府更為貼近其作為一種服務業。

其中，青年公共參與的過程至為關鍵：將青年從被動「接受」工作的客體，轉化為主動「創

造」在地機會的主體，喚起青年對於鄉土的認同與情感，此會是對政策供給相當重要的補充。 

（二）客家青年公共參與的樣態 

在樣態上，青年公共參與有著先從虛擬社群，再藉由實際經驗分享交流，慢慢走向實體參與。

對青年來說，虛擬參與的成本低，只需點讚或分享，或至多在帖下留言，就能參與他人對各

項議題的討論，表達政治觀點。此一便利促使各種型態的地方性社群媒體社團的出現，再進

一步的走向實體公共參與。透過青年公共參與發起的串連與擾動，不止影響了青年，也深刻

的改變了客家社群對於族群的想像。舉例來說，透過桃園市青年事務局所發動的青年公共參

與，我們對於圍繞著龍潭天元宮的聚落開始有了不同的想像，創業青年也聯繫起了在地攤商

各種經濟活動。這樣的做法更為具體回應了臺三線浪漫大道計畫的特色之一：「深化地方人才

參與，強健永續發展基礎」，亦即試圖透過參與進行在地組織、人才的深度鏈結，提出符合在

地住民需求的，奠基永續發展動能。 

二、 如何進行客家青年公共參與 

參與式預算會是客家青年公共參與的一種媒介。可以先從舉辦焦點座談的方式，由於參與者

相對較少，使得參與人員都可表達意見；以及公民咖啡館的設計模式，參與者人數較多也可

採分組方式進行，並且最後導入一個由參與者來提出可行的執行方案，使問題從發散的形式

漸漸開始聚焦。 

三、 如何以參與式預算進行青年培力 

透過以焦點座談形式進行的及工作坊，培力客家青年形成提案構想，以三階段方式進行。 

 

階段 課程內容 

第一階段 素人初階課程 其他課程(參與式預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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桌長培訓說明會) 

第二階段 工具人多功能精實課程 

第三階段 
學者專家 參與式預算研討會 

桌長參與 成果展示論壇 

資料來源：研究自製 

在最後一場次的青年培力中，計畫同時進行公開展覽提案，及專家學者評論方式審議小組審

查提案。由專家與會內專業局處與提案人等的參與者，協助精鍊案子成為更具公共性以及效

益性的內容，才能繼續往下流程經過公民審議會議的審議，逐漸完備由客家青年提出這些品

質更好的案子。 

計畫在進行實體層次培力的同時，亦將進行各項客家議題正/反兩方的意見的言論分析，瞭解

聲量集中狀況與趨勢。計畫意圖從支持/ 反對方進行資料發掘（data-mining），匯集出爭點

及兩方可能達成共識之處，進而判斷對於客家文化資財的政策需求。 

 

伍、 結論。 

研究認為參與式預算適合成為客家青年公共參與的媒介平台，適合的原因很多，預算決策權

層級較為扁平，行政程序相對較少，都是讓青年容易參與的原因。從各國經驗來看，參與式

預算是地方政治，十分明確的，地方政府也特別適合成為參與式預算的實驗場域，作為代議

制民主性不足的補充。而過去數年在我國的實踐經驗，從台北市、新北市、台中市、再到高

雄市，皆可見參與式預算推動的軌跡。但參與後權力關係將發生改變，過去的上下關係勢必

會進行扭轉，不只需對民眾教育，同時也需要讓行政機關人員說話。特別是在執行面，預算

法規上參與及行政機關有所扞格，相當程度也擾動了原有的行政程序及官僚作業方式，行政

部門與民眾間需要調適，此會是後續研究可以進一步發展之處。 

 

關鍵字：公共參與、參與式預算、客家事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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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計畫七：由同鄉會與原鄉的社會網絡談客家族群的情感政治 

計畫主持人：吳忻怡 

 

壹、 研究目的： 
計畫聚焦於「同鄉會」此一地緣組織與相關社會網絡聯結的歷史考察、田野調查與探索，探

究客家族群，特別是 1945-1949年戰後才來到台灣的客家族群，如何以同鄉會這個社會組織

為中介，透過團體成員間的各種互動、動員、資源分配，形構、鞏固或深化其客家族群認同。

同時希望透過細膩的田野爬梳，對於不同同鄉會與原鄉之間的互動方式、團體動能、社會網

絡連結，提出觀察、整理與比較，並從中分析出此一社團對於族群認同所可能發揮的功能與

意義，以進一步深化對客家族群之身份認同與情感政治的理解。 
 

貳、 研究方法 

研究以紮根理論為研究方法，以北市梅縣同鄉會等三至四的同鄉會為研究田野，期望從田野

的縝密觀察與訪談中，找出分析的有效概念，理解同鄉會運作與原鄉連結的方式、其所維持

與產生的相應社會網絡，以及這些社會連帶（social ties）所帶來的後續動能與影響。 

 
參、 研究之理論分析架構 

計畫之問題意識立基於過去兩年我所執行的「外省客家人」研究。在研究進行的過程中，我

發現「同鄉會」作為一個組織客家族群的中介團體，對於部分客家族群，特別是所謂戰後來

台的「外省客家人」有其維繫、動員、界定族群認同內涵與界線的功能，同時也因為其特殊

的社會位置，而成為透過與原鄉之間所形成的情感政治，引發資源動員，乃至政治動員的行

動主體。 

因此本研究計畫跳脫以社會行動者（social agents）為觀察重心的角度，轉而從社會團體、

社會組織與社會網絡（social network）為切入點，希望透過細緻的田野訪談與觀察，理解

「同鄉會」此一組織對於客家族群認同與維持的意義與重要性。特別是在發掘族群認同之繼

承、斷裂，乃至形變的相關動力、過程與意義。 

 

肆、 重要發現 
（一）新春團拜 

在我過去的研究中，認識到新春團拜常常是同鄉會最重要的年度活動。在這個田野場合，我

觀察到幾個值得進一步討論的現象，和一些與情感、動員相關的互動： 

    1.陪伴：許多步入中年甚至老年前期的後代，陪同他們的長輩到來。他們雖然參與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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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較之於所陪伴的長輩，像是一個同鄉會的新進者，甚或是局外人。即便在身份的繼承上，

可以毫無疑問地被歸類為第二代或第三代的「外省客家人」。然而作為陪伴者的他們，比較關

心的並不是現場的會務或者同鄉互動，而是家中的長輩在出門參與活動的過程中，是否能夠

順利、平安？在這類型的互動上，高齡者的照護或是養生議題，常常是交流的重點。 

    2.懷舊：在等待上菜的空擋，會員們開始交換許多過去在梅縣的經驗與資訊。諸如過去

在梅縣時期所就讀的學校、所居住的區域、抗戰時期參加的軍種、遷徙到台灣時所屬的單位

與路線等等。這些話題，也許在平日生活中，很難跟家中晚輩分享，或者是分享也得不到共

鳴。但是在這一年一度的集會之中，這些話題，卻往往是參加會員拉近彼此距離的起手式。

也因此，我們可以聽到「老鄉見老鄉，兩眼淚汪汪」、「都是海軍子弟啊！」這樣的內容。 

    3.政治動員：在同鄉會的團拜場合，也常常是政治人物出動、固樁的場合。特別是在三

軍軍官俱樂部，以及同位於此區域的國軍英雄館，兩棟建築物內，都規劃為多廳的餐廳形式。

同一天之內，也往往有數個同鄉會在此區舉辦新春團拜。因此，非常便於政治人物在此間現

身、拜訪、拉票。以今年為例，同一天，除了梅縣同鄉會，還有廣東興寧同鄉會、利川同鄉

會、五華同鄉會、黃岡同鄉會、大埔同鄉會、浙江桐盧同鄉會、湖南常寧同鄉會、湖南常德

同鄉會、湖南東安同鄉會等等在此地舉辦新春團拜。政治人物與不同的餐廳中拜訪、致詞、

握手寒暄，也是一項極為有效的現身活動。包括過去曾經擔任副元首級的政治人物、期待參

選收善之區市長的潛在候選人，都出現在當天的田野場域。在這樣的場合中，也是族群政治

動員的觀察現場。以此次為例，當某位可能的候選人出現在團拜現場致詞，同時提及自己的

身份與經歷後，現場的老人家們，竟然在台下喊出：「加油，支持你，把柯文哲拉下來！」這

樣的激情語言。從現在這個時間點回看，當時出現在團拜現場的政治人物，並未如其他人，

在目前台北市下一屆的市長選舉中表態參選，也沒有成為當下媒體關注或期待的國民黨候選

人。然而在當時，當他們在計算投入政治的機會、成本與種種可能性時，同鄉會一年一度的

大活動，卻是不可忽略，也是擾動參與者在政治層面情感的重要場合。 

    除了現身之外，提供摸彩的獎金、獎品，也是另一種「現身」的方式。這些中央或地方

級的民意代表，提供一些金額不大的小禮品（諸如：茶葉、毯子、杯子禮盒等等），也算是在

當代選舉政治法律規範下，一些合法的籠絡、討好潛在選民的方式。可以說，同鄉會的集會

場合，往往是許多外省客家人被政治動員，或者擾動其與政治相關之好惡感、親近感的場域。 

（二）回鄉參訪所產生的各式情感：愛「國」？愛鄉？ 

    今年三月初，台北世界廣東同鄉會，邀集大埔、豐順、潮州、梅縣、五華、惠州等同鄉

會的幹部與會員，組成了「世界廣東同鄉會總會參訪團」，到孫中山先生的故鄉廣東省中山市

等地參訪。在參訪的過程中，中國廣東當地的參與層級包含了廣東省的僑聯、市台灣事務局、

廣東省政協等官方與民間單位。其參訪的主要地點則包含了國父孫中山先生的家鄉，以及黃

埔軍校。在兩岸在政治層面仍舊處於對立，統獨爭議仍甚囂塵上的今日，台灣所稱「國父、

總理」，中國稱之為「革命先行者」的孫中山先生，成為中國面對外省客家同鄉會這類組織，

所能找到的最大公約數。而圍繞在這個最大公約數的論述，則是以客語說出的歡迎詞彙與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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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話語。 

    根據對於參訪團團員的訪談，這些由省級到市級，由官方到民間的中國官員與民間人士，

在發言的過程中，最常提及的話語仍是「國家統一的重要性」、「民族大義」、「兩岸一家親、

都是一家人」、「九二共識」、「祖國進步」、「同根同源同宗」、「鄉音鄉緣鄉情」等話語。這些

明顯的統戰話語，對許多參訪團的成員來說，耳熟能詳，並不意外。對受訪的報導人來說，

對這種「了然於心」，也並沒有特別的排斥。換言之，過去的生活經驗中，我們時時被告誡必

須堤防「敵人」「統戰」的破壞性後果。然而真正面對「統戰」時，雖然可以分辨得出此類敘

事的目的性，卻沒有在情感層面引來明顯的排斥與厭惡。反倒是透過「早就知道」的自我說

服，來排除掉與這類敘事的「對立性」。甚至引發一種，「沒什麼嚴重」、「就是這樣」的平常

感。 

    此外，在市台灣事務局主管的發言中，特別強調台商自 1988年進入中山市發展以來，已

成為中山市經濟發展的主力之一。這種透過經濟連結，引發參訪團成員「自傲感」的發言，

也是一種讓外省客家社團與原鄉之間更緊密連結的敘事方式。這些以經濟發展為基礎的連

結，慢慢擴張為民間交流（例如：與台灣退役將領社團的接觸、青年交流、學校交流等等），

也讓諸如台灣中山同鄉會等這類同鄉會組織的成員，與原鄉之間的交流越來越頻繁，活動也

越來越多元（舉辦青年夏令營、文化節等等）。 

    而「孫中山」這個最大公約數，及相關的論述與原鄉連結，也在今年，被移動到台灣來

展演。由廣東中山市翠亨村「孫中山故居紀念館」策劃的展覽「愛國護僑：陳耀垣先生紀念

圖片展」，在今年四月，來到台北展出。協辦單位，正是這些客家同鄉會。與展出同時，也舉

辦了「國父孫中山先生與華僑座談會」。隨著展覽出現的，是「愛國」、「以濟義師」、「忠黨愛

國」這樣的文字與敘事。這些許多當代台灣年輕人顯然已經認為過時或者懷有疑義的詞彙，

透過客家同鄉會與原鄉官方、民間單位的協力，又在台灣生產與再生產。 

 

伍、 結論。 
    同鄉會」作為一個組織客家族群的中介團體，對於部分客家族群，特別是所謂戰後來台

的「外省客家人」有其維繫、動員、界定族群認同內涵與界線的功能，同時也因為其特殊的

社會位置，而成為透過與原鄉之間所形成的情感政治，引發資源動員，乃至政治動員的行動

主體。 

    本研究跳脫以社會行動者（social agents）為觀察重心的角度，轉而從社會團體、社會

組織與社會網絡（social network）的實際運作為切入點與觀察點，希望透過細緻的田野訪

談與參與觀察，理解「同鄉會」此一組織對於客家族群認同與維持的意義與重要性。特別是

在發掘族群認同之繼承、斷裂，乃至形變的相關動力、過程與意義。 

    在研究過程中，我透過同鄉會的常態運作與同鄉會之間的合作連結，觀察到了種種關於

陪伴、懷舊、族群支持、愛國愛鄉等情感政治的動員與操作。這些動員與操作，既是同鄉會

日常事務進行下的互動過程，也是關於「外省客家身份認同」維持的方式與意義。至於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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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感動員。乃至情感政治，對於當代台灣族群界線的維持或改變，究竟造成什麼樣的後果，

則需要更進一步持續的細緻觀察。 

 

 

關鍵字：同鄉會（ association）、族群認同（ ethnic identity）、外省客家

（Waisheng-Hakkas）、社會網絡（social network）、情感政治（politics of senti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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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計畫八：客庄新屋區社區意識初步調查  

計畫主持人：劉小蘭 

 

壹、 研究目的 

本子計畫目的以客家文化重點發展區(桃園市新屋區)「客家生活環境營造計畫」等計畫

為對象，首先探討社區內不同族群意識如何由下而上形塑家園。這部分乃是在地性的呈現，

將以國內案例經驗調查與進一步分析與詮釋為內涵。此目的在於關照自身發展，同時也帶動

社會自覺過程。 

貳、 研究方法 

本子計畫將首先圈選出「問誰」，之後進行「理解社區裡不同族群間和意見團體共識形成

過程。」首先，透過題組設計，使用社會網路分析問出利害關係人或團體，達到「問誰」為

合宜對象。 

其次，針對「理解社區裡不同族群間和意見團體共識形成過程」訪談大綱暫擬如下， 

1.在社區裡平時如何發現待解決問題？  

2.在社區裡是否有共同協調機制？ 

3.在社區裡如何彼此討論?正式/非正式? 

4.在社區處理衝突的機制是什麼？請提供經驗/案例說明。 

5. 簡述自己在社區中（族群）的角色？此角色是否會影響社區認同感？ 

 
參、 研究之理論分析架構 

戰後以降，台灣城鄉（泛指區域計畫地區，或稱非都市計畫地區，der ländliche Raum），

早期於農業培養工業時期，對工業發展提供勞動力、並以寬鬆土地管制做為促進產業發達之

用（丁萬鳴，1991），然而，非都市計畫區之幅員足以形塑國土機能。廣大的鄉村區，歷年來

約佔有台灣八成土地面積 ，以其鄉村區所佔國土中的近八成面積之比重，其治理的良窳對於

國土機能塑造、景觀風貌形塑，以及更重要的生態保育等國土保安、永續發展息息相關。 

然而，城鄉治理機制相當複雜。在我國城鄉存著雙核心治理機制之現象，廣大的鄉村區，

就管轄單位而言，一直呈現中央層級內政部和農委會雙核心式管制模式 。前者為區域計畫法

主管機關（區域計畫法第 4 條參照）掌理所有非都市計劃區之規劃與發展，後者則是掌管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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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農地之機關（農業發展條例第 1-3 條參照）由非都市土地面積和農地面積的比較可知，在

18 種用地別中，農牧用地、林業用地、養殖用地、水利用地、生態保護及國土保安用地等屬

農業用地範圍，所佔面積則有非都市土地範圍 81%之多，約有 1,900,180公頃 。簡之，內政

部和農委會執行業務的範圍有高度之重疊。 

以上觸及我國需要什麼樣的鄉村治理內涵和策略，也探詢空間規劃上的基本建制應該為

何、空間規劃與產業發展和文化保存以及自然保育如何搭配、以及各式各樣的補助該在哪些

框架下進行等。由社區參與，強調住民由下而上（Bottem-Up）的途徑能扮演何種角色？承擔

傳輸那些功能？更重要者為在治理架構下，公私部門間互動樣態為何？ 

再者，關於城鄉治理重要的面向之一即是城鄉發展的討論。就國際思潮而言， 1990 年

代以來，也是聯合國提出 21 世紀議程（Agenda 21）之後，分析城鄉治理的主要分析工具集

中於治理（governance）、參與（participation）及賦權或約培力（empowerment）三個概念

上。城鄉治理國際上的討論，集中於非營利組織（NGO）參與的新典範（Paradigm）來分析近

年來全球化下城鄉發展經驗（Behera，2006），或者以「自助」（Self-help）概念來代替「參

與」而所闡釋的城鄉治理政策（Cheshire，2006），或以公私夥伴關係（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為分析基調而進行的跨國的比較分析所提出的城鄉治理風貌（Cheshire, 

Higgins, Lawrence，2007）。 

綜上所述，國內對於城鄉治理問題研究集中於空間規劃、農地資源利用及農地保育等範

疇上，而城鄉發展的討論點綴及間。就此現象而言，吾人看不出整體城鄉治理的藍圖為何？

其發展概念為何？有哪些策略可以結合各部門施政和當地居民和社團參與？有哪些補助辦法

得以對城鄉空間全盤考量，例如做為農業生產集中地，應如何顧及糧食安全及食品安全問題，

此外，廣大農地所扮演生態機能應如何維護？以及農業生產及農村聚落所呈顯出的人文和自

然景觀如何加以保持等。 

 

肆、 重要發現 

個案中，在構想擬定者社區領導人本身，又可細分為獨斷型、傾聽型兩類。在田野調查

過程中，有數個社區領導人言談中巧妙地點出他們與公部門承辦人員交手經驗。這些理念顯

示社區經營雖然需政府經費挹注，也有必要某種程度與之交換，但衡量切身所需之餘，不必

然全盤交出自主權為公部門作嫁，而是挑選共事對象。總括而言，在大體上依賴之餘，保留

局部自主空間。 

由此，吾人相當小心所謂政府視社區為夥伴這樣描述，也必須警覺社區所設定目標和完

成任務究竟是官僚組織下企求達標為求政績的交換，抑或是個別成員基於他們追求美好家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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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願景下所付諸具體實踐。這兩者差別在於社區共同體就前者國家貫徹意志時而言，是施作

基層社會組織。因而基本上具有工具屬性（instrument）；後者則以公民意識參與第三部門運

作並企圖彌補政府失靈（Government Failure）之作為，而有濃烈的自主色彩，是社區主義

（communitarinism）的發揮（柯于璋，2005）。若社區以前者立場存在運作的話，本身實則

化身為政府組織的底層環節，委婉地聽命於上，甚至可能因此消弭侵蝕公民德性。這兩者間

或多或少具有此消彼長微妙關係。前者越膨脹越是能將公民納入國家牧養之下，也就更加壓

縮社區主義的宣揚空間。 

此外，以新屋區埔頂社區作為個案，深入探究社區自身如何發展，並由下而上形塑家園

與呈現在地性，作為國內案件經驗。研究期間藉由實地走訪埔頂社區進行觀察互動，同時透

過行動參與的方式，協助社區彙整歷年執行計畫資料，作為方法與材料。埔頂社區藉由「埤

塘生態教育」、「地景藝術創作」、「壟間機具保存」、「古典稻米復育」以及「打泥磚」、「戽埤

塘」此類地方特色，作為社會實踐的創新基地，造就埔頂社區的環境生態農村文化。 

伍、 結論 

本研究社區領導人依構想擬定者為社區領導人本身，此中可區分為獨斷型和傾聽型兩

種。初步結果顯示，社區活躍與強而有力的領導人兩者間有相當親近性，而與幹部們協調溝

通並非發展出提案構想的主因。換言之，理事長/總幹事天縱英明也好、開明專制也罷，在日

常實踐中非正式互動構成經營社區主要基礎。個案埔頂社區藉由「埤塘生態教育」、「地景藝

術創作」、「壟間機具保存」、「古典稻米復育」以及「打泥磚」、「戽埤塘」此類地方特色，作

為社會實踐的創新基地，造就埔頂社區的環境生態農村文化。因此，體察民意／下情深刻了

解社區需要，撰寫成下一波的執行計畫，從而回應社區成員需求是典型運作方式。然而，個

別社區成員一如自由主義式下個體主義政治覺知再調查過程中未曾浮現。 

 

關鍵字：社區營造、鄉村治理、由下而上、公民意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