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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計畫四：台灣的客家環境運動—從褒忠義民到環境義民 

計畫主持人：石慧瑩 

 

壹、 前言： 

近半世紀以來發展主義盛行，許多傳統客家族群社區飽受工業發展威脅，

甚至被迫承擔環境退化惡果，造成客家族群生存環境及文化保存上的困境。客庄

人文與自然環境一旦被摧毀，不僅使客家族群環境權受損，也危害到珍貴的台灣

客家文化及地方生態系統。要捍衛家園、文化及環境價值，只能靠客家鄉親形成

堅強的草根力量。然而，傳統客家族群給人的印象絕非帶頭作亂的抗爭者，而是

注重穩定秩序，甚至是積極協助統治者平亂的義民。這樣的族群特質在環境抗爭

頻繁的社會中，是否能有足夠的動能捍衛家園與環境？針對這項疑慮，本研究針

對當代客家族群在台灣社會發展歷程進行研究，探討客家人在環境運動中扮演的

角色，參與之行動產生的影響。 

延續前期美濃反水庫運動的研究成果，本計畫以台灣的客家環境運動為主

軸，繼續運用環境正義觀點深入研究有關客家族群之社區永續議題。本年度研究

重點在於探究曾經以強悍聞名並協助統治者平亂的義民，是否能夠延續族群性格

特質捍衛家園與環境，並以新竹橫山客家山城的灰渣掩埋場設場爭議事件為例，

運用環境正義觀點深入分析這個以客家族群為抗議主體的事件之成功因素，藉此

提供各界對客家族群參與環境運動的過程與影響有深入了解，同時在實務上能提

供目前正面臨環境開發威脅及破壞的客家社區借鏡，並在學術上深化客家研究內

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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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執行情形： 

一、計畫之執行概況：  

本計畫內容已依據計畫書原訂之工作進度逐項完成。 

二、預算支用情形： 

用途 預算數 實支數 請購 餘額 執行% 動支% 

      未銷數       

人事費 110,000 110,000 0 0 100% 100% 

業務費 26,364 26,364 0 0 100% 100% 

行政管理費 13,636 13,636     

合計: 150,000 150,000     

 

參、檢討與建議： 

一、成果效益： 

本研究主張，政府推行客家文化保存的過程中，必須納入環境正義與永續

發展的思維，結合經濟發展、環境保護以及文化保存三大基礎，在尋求新的經濟

發展模式時，不因為追求短期利益而忽略長期的文化價值，制訂環境公共政策的

同時，必須考量客家社區環境之容受力。當改變自然環境的行為影響到原來居住

環境的穩定與平衡時，需要受到某種程度的規範與限制，才能保存客家聚落獨特

的人文景觀與文化內涵。 

二、與原訂計畫之落差及原因分析： 

無 

三、建議事項： 

無 

四、結論： 

發生在客家山城的新竹縣灰渣掩埋場開發計畫是一典型的以只以效益最大

化考量所造成的環境不正義案例，選址的決策僅以為最大多數人的最大利益，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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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計畫本身未受到應有的監督，地方政府之黑箱作業決策方式充滿瑕疵，環評機

關亦未善盡把關之責，因而出現嚴重侵犯地方居民自主權與自決權、平等參與

權、同時也破壞自然生態環境平衡的情形。由於台灣有關風險的規範與管理主要

是技術官僚主導，決策程序不透明，制度上缺乏民眾實質參與和雙向溝通。制度

設計缺乏健全的涉利者參與機制，加上民眾取得相關資訊不易，使得公民參與在

決策過程權利大受限制。橫山灰渣掩埋場嚴重威脅社區安全，但卻未事先告知當

地居民，直到新竹縣環保局強制徵收用地，受到地主抵制，事情才被揭發，違反

環境自決的基本權利。開發計畫被揭露後，當地居民透過成立「毒灰渣全民自救

會」，誓死反對灰渣掩埋場，並提起環境訴訟，經過六年抗告，終於在最高行政

法院 98年度判字第 772 號判決獲得環評撤銷判決，並於 2015年縣府舉辦的環境

影響評估審查會中決議「不應開發」，全案塵埃落定。 

客家環境運動不只是爭取客家社區環境權的社會運動，它同時也印證了環

境時代公民的日常生活不僅與周遭環境緊緊相連，更應對環境保持敏感度，對環

境問題負起責任，環境時代的公民被賦予在健康環境中生存發展的權利，相對

的，每一個公民也都肩負著保護環境的責任，其消極要求是不得從事掠奪及破壞

環境的行為，積極要求則是防止他人引起的環境危害。由橫山社區抗爭的社會力

表現，我們看見面對工業發展時，客家族群對身為環境公民的反思，包括政府及

企業可能掠奪社會及自然成本、犧牲人民環境權利，他們也體會到公民的環境權

利、什麼是對應然權益的觸犯、如何轉變這種不利的環境態勢等問題，最後付諸

行動，保衛社區，成為環境行動者，推動社會學習的歷程。對他們而言，環境權

利不再只是抽象的理念，而是可實踐的目標，更是社區永續發展的契機。 

在這個案例中，我們看到地方政府之黑箱作業決策方式充滿瑕疵，除了開

發計畫本身未能充分考量社會及環境因素，監督的環評機關亦未善盡把關之責，

嚴重侵犯地方居民充分資訊的權利、自主權與自決權、平等參與權、同時也破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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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生態環境平衡。當然，若事後就社會學習角度來看，本案仍有值得我們反思

的積極面向。特別是在投入相關抗爭活動的過程中，地方行動者帶領橫山鄉民進

行了一次成功的環境教育及公民教育的社會學習課程，使民眾由原先對公共事務

與風險議題的陌生與冷漠，轉變為對相關環境議題的關懷與學習，進而積極與其

他社區進行合作交流與經驗分享。 

 

 

 

 

 

 



9 

 

子計畫六：客家農民與地方農特產品產業：以彰化二林的農村酒

莊為例 

計畫主持人：賴守誠 

 

壹、 前言： 

本研究以彰化二林地區客家農家的經驗歷程與農村酒莊產業的發展為關

注核心，探索凝聚農村自然資源與人文技藝並呈顯地方文化品味與經濟能

量的地方農特產品(葡萄酒品與農村酒莊)，如何透過農民的習性與實踐及

相關生產網絡、中介網絡與消費網絡的支持，在彰化二林開展並形塑出獨

具特色之農村酒莊此地方農特產品產業。運用新小農理論與地方特色產品

理論，我們以彰化二林的農村酒莊為例，深入了解當地的客家農民如何從

葡萄的種植投入、技能精進、土地管理、勞動調度及其後的轉入釀酒、新

舊釀酒知識調和、技藝發展、市場瞭解、營銷提昇，以至於今日發展出多

樣的地方農庄酒莊的產品類型與運作策略。本研究的研究方法以構築家庭

傳記的深度訪談法為主，並搭配次級資料的內容分析與論述分析法的運

用，通過詳細瞭解客家農民的族群記憶、家庭經驗、性別分工、學習歷程、

農事技藝、事業經營、產品研發、產業運作、世代承傳與地方發展等議題，

來深入探究彰化二林農村酒莊此地方農特產品產業其形成與發展的社會

文化歷程。 

 

 貳、執行情形： 

一、計畫之執行概況：  

105 年度分季工作摘要及進度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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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別 預定工作摘要 

預定進度 

(累計進度

%) 

查核點 

(工作事項及執行情形) 
查核時間 

1月 

至 

3月 

1. 修正計畫書 

2. 設計資料蒐集方法 

3. 蒐集本計畫相關文

獻 

 

25% 

(25%) 

1. 修正計畫書 ☑是□否 

2. 設計資料蒐集方法 ☑是
□否 

3. 蒐集本計畫相關文獻理 
☑是□否 

3月 31日 

4月 

至 

6月 

1. 地方農特產品報紙

內容分析—第一階

段 

2. 二林客家農戶深度

訪談—第一階段 

25% 

(50%) 

1. 進行地方農特產品相關出

版品的內容分析與論述分

析 ☑是□否 

2. 進行第 1~3 戶客家農戶的

家庭訪談 ☑是□否 

6 月 30

日 

7月 

至 

9月 

1. 地方農特產品報紙

內容分析—第二階

段 

2. 二林客家農戶深度

訪談—第二階段 

25% 

(75%) 

1. 進行地方農特產品相關出

版品的內容分析與論述分

析 ☑是□否 

2. 進行第 4~6 戶客家農戶的

家庭訪談 ☑是□否 

9月 30

日 

10月 

至 

11月 

1. 整體資料的綜合與

分析 

2. 撰寫專案報告 

25% 

(100%) 

1. 整體資料的綜合與分析 

☑是□否 

2. 提交專案報告 ☑是□否 

11 月 30

日 

106 年度分季工作摘要及進度表 

季別 預定工作摘要 

預定進度 

(累計進度

%) 

查核點 

(工作事項及執行情形) 
查核時間 

1月 

至 

3月 

1. 修正計畫書 

2. 設計資料蒐集方法 

3. 蒐集本計畫相關文

獻 

 

25% 

(25%) 

4. 修正計畫書 ☑是□否 

5. 設計資料蒐集方法 ☑是
□否 

6. 蒐集本計畫相關文獻理 
☑是□否 

3月 31日 

4月 

至 

6月 

3. 地方農特產品報紙

內容分析—第三階

段 

4. 二林客家農戶深度

訪談—第三階段 

25% 

(50%) 

3. 進行地方農特產品相關出

版品的內容分析與論述分

析☑是□否 

4. 進行第 7~9 戶客家農戶的

家庭訪談 ☑是□否 

6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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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別 預定工作摘要 

預定進度 

(累計進度

%) 

查核點 

(工作事項及執行情形) 
查核時間 

7月 

至 

9月 

3. 地方農特產品報紙

內容分析—第四階

段 

4. 二林客家農戶深度

訪談—第四階段 

25% 

(75%) 

3. 進行地方農特產品相關出

版品的內容分析與論述分

析 ☑是□否 

4. 進行第 10~12 戶客家農戶

的家庭訪談 ☑是□否 

9月 30

日 

10月 

至 

11月 

3. 整體資料的綜合與

分析 

4. 撰寫專案報告 

25% 

(100%) 

3. 整體資料的綜合與分析 

☑是□否 

4. 提交專案報告 ☑是□否 

11 月 30

日 

 

二、預算支用情形： 

子計畫：105 年度 客家農民與地方農特產品產業： 

以彰化二林的農村酒莊為例 

經 費 項 目 核定金額 實支數 說明 

業務費 51,715 51,715 
影印費、國內差旅費及其他相關雜支（研

究會議誤餐費）。 

人事費 112,101 112,101 

執行本計劃相關工作，計畫執持人費、

執行研究計畫，彙整資料、撰寫成果報

告等。 

兼任助理人事費 106,184 106,184 

執行本計劃相關工作，研究兼任助理

費，執行計畫相關行政事務，彙整資料

等行政工作。 

管理費 30,000 30,000 依本校規定編列本分項計畫經費之 10% 

合計                       300,000 元 

 

子計畫：106 年度 客家農民與地方農特產品產業： 

以彰化二林的農村酒莊為例 

經 費 項 目 核定金額 實支數 說明 

業務費 33,643 33,643 
影印費、國內差旅費及其他相關雜支（研

究會議誤餐費）。 

人事費 112,101 112,101 

執行本計劃相關工作，計畫執持人費、

執行研究計畫，彙整資料、撰寫成果報

告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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兼任助理人事費 

81,529 81,529 

執行本計劃相關工作，研究兼任助理

費，執行計畫相關行政事務，彙整資料

等行政工作。 

管理費 22,727 22,727 依本校規定編列本分項計畫經費之 10% 

合計                      250,000 元         

 

參、檢討與建議： 

一、成果效益： 

1.  本研究總共在二林地區訪問 14 戶、25 位的客家農民，透過客家農家

的核心議題的檢視，完成農民家庭傳記的描繪構築，在新小農理論的導引

下，辨明彰化二林的客家農民如何在歷史社會的過程中逐步孕育養成其身

體習性與實踐策略。 

2.  瞭解彰化二林的客家農民，如何透過他們在地農業環境所孕育養成的

小農身體習性與實踐策略，以及在相關生產網絡、中介網絡與消費網絡的

支持下，在彰化二林開展並形塑出獨具特色之農村酒莊此地方農特產品產

業。 

3.  參與計畫之工作人員與學生助理，除可獲得客家農家實地深度訪談之

親身體驗外，亦可獲得對地方農特產品產業平面出版媒體的相關報導進行

內容分析與論述分析的訓練。 

 

二、與原訂計畫之落差及原因分析： 

無 

 

三、建議事項：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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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結論： 

總的來說，臺灣近六十年來，報紙媒體對於葡萄酒的趨勢性關注，已從國

家產銷管制轉向大眾消費市場，這反映在報紙所建構的論述下，人們對於

葡萄酒的認識已經逐漸脫離農業食品中的水果酒，而邁向具高象徵價值的

文化性飲品，「品酒」因而牽繫上個人的品味消費與生活風格，其文化象

徵地位成為強力的象徵符號。本研究總共在二林地區訪問 14 戶、25 位的

客家農民，援引范德普勒格的小農模式理論，並結合報紙質性內容分析的

資料與二林客家農民的深度訪談資料，我們辨認出彰化二林客家的農民習

性特質的四大主軸：(1) 持續自然協同生產、農事技藝積累與新奇事物開

發；(2) 投入精耕細作、資源的高效利用與交換組合；(3) 養成農業技藝

自豪感並通過團體競賽學習；(4) 關注資源庫的控制與調配、資產的傳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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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計畫八：贛西北客家話與廣西桂林、梧州市客家話調查研究 

計畫主持人：陳秀琪 

 

壹、 前言： 

    本計畫進行贛西北及桂北客家話的調查研究，兩年共完成贛西北銅鼓、靖

安、奉新，以及廣西桂林(茘浦、臨桂、恭城)、柳州(柳城、金秀、小平陽)客家

話的語料收集。江西客家話有不同時期客家移民的疊置，又有不同時代不同族群

的方言接觸積累，且受江西強勢語言贛語的影響，屬於正在變化中的客家話，對

於探討客家話音韻演變的過程、演變的規律與條件、語言接觸下的變遷現象，都

能提供豐富的研究素材。廣西客家人口的分布很廣，據統計居住的縣市共有 76

個，占全省縣市總數的 90.5%，大約有 460萬人，為中國客家人口的第四大，居

於廣東、江西、福建之後，相較於廣東、江西、福建客家話調查研究的成果，廣

西客家話的調查研究成果相對少許多，且廣西有豐富的壯族、瑤族語言的底層系

統，勢必對當地漢語的發展有所滲透與殘存，故廣西客家話實有很大的待研究空

間。本計畫收集語料豐富，共收集 5個客家方言點各 2500個字音、1200 條詞彙

及 150個語法例句，藉由對這些語料的分析研究，可提供學界對贛西北及桂北客

家話的了解，包括這些地區客家話的使用概況、語音特點、語音演變規律、語音

演變條件，以及與在地其他語言的語言接觸現象等等。 

 

  貳、執行情形： 

一、計畫之執行概況：  

 本計畫於 105 年 8 月及 106 年 7 月帶領研究生一同前往江西銅鼓、靖安、奉

新，及廣西桂林(茘浦、臨桂、恭城)、柳州(柳城、金秀、小平陽)進行當地客家

話的田野調查，共完成 5個客家方言點各 2500個字音、1200條詞彙及 150 個語

法例句的語料收集，目前已將語音詞彙語法的田調音檔整理成音標與文字的記

錄。所得語料除了據以撰寫本計畫的研究報告之外，也指導同行的研究生撰寫碩

士論文，對贛西北、桂北客家話做基礎與系統性的研究，目前已完成銅鼓、奉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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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家話研究兩本碩士論文。廣西的田野調查發音人的尋找、膳宿、工作場地等行

前準備工作，委託廣西師範大學文學院的陳小燕院長，以及廣西科技師範學院中

文系的鄭盛錦主任協助安排，並在田調行程期間與這兩校進行學術交流座談會，

商定明年合作進行來賓縣金秀瑤族自治縣瑤語和客家話的調查。 

二、預算支用情形： 

經費用途 預算數 實支數 餘額 執行率 

人事費 132485 132485 0 
100% 

 

業務費 203,879 203,864 15 
99.99% 

 

管理費 33,636 33,636 0 
100% 

 

合計： 370000 369,985 15 
100% 

 

 

參、檢討與建議： 

一、成果效益： 

     本計畫具體的成果效益有兩方面： 

(一) 完成 4 篇論文〈客贛方言-i 元音的增生現象〉〈贛西北客家話的語音特

點〉〈廣西桂林、 

柳州客家話的語音特點〉〈廣西桂林、柳州客家話的語言接觸現象〉於

研討會發表 

或投稿期刊論文。 

   (二)完成《銅鼓客家話研究》《鳳新客家話研究》兩本碩士論文。 

 

二、與原訂計畫之落差及原因分析： 

(一)提早完成原規劃要調查的方言點，為使經費做有效運用，增加廣西客家話的

調查： 

筆者於本計畫第一年執行了贛西北銅鼓、靖安、奉新客家話的調查，再加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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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者同年指導研究生執行輔導大學校院學生進行客家專題計畫-「江西省萍鄉

市、宜春市客家話調查研究」，後因萍鄉、宜春會說客家話的人不多，遂將方言

點改為調查宜豐市、萬載市，兩者加起來，已完成贛西北客家話各方言點的調查，

實無須再耗費經費在贛西北客家話的調查，故將第二年度的調查方言點改為廣西

省的桂林市、柳州市，將客委會所補助的經費做最有效的運用。 

(二)廣西客家話的調查研究尚少，極具研究價值： 

    桂北客家話的調查材料甚少，廣西客家人與江西客家人有相同的遷徙背景，

都來自廣東客家的再次移民，對這兩地區的客家話進行比較分析，可探索同源的

客家話在不同的語言環境下其發展方式的異同，對客家話的研究來說，廣西客家

話仍有很大的研究空間，故本計畫將第二年的田調地點更改為廣西的桂林、柳

州，以填補客家話調查研究在桂北的缺口。 

 

三、建議事項： 

  本計畫為客家話調查研究計畫，研究成果之撰寫來自田野調查所收集之語

料，因出國田野調查需八到十日，安排在暑假中進行較為方便，田調之後的語料

整理需花費至少 2 個月的時間，距離 11 月底的期末報告繳交日期，大約只剩 1

個月的撰寫時間，故建議客委會期末報告的繳交時間能比照科技部，在 11 月底

完成經費的核消，而期末報告能稍微延後繳交，讓計畫主持人能有更充裕的時間

撰寫期末報告，俾使研究成果更為豐富。 

 

 四、結論： 

  方言間的語言接觸是促使語言發生改變的原因之一，贛西北客家話長期與

贛語接觸，桂北客家話處於西南官話的強勢之下，以及保有瑤語、狀語的底層成

分，使得這些地區的客家話雖都來自廣東，雖然仍保有許多與粵東客家話相同的

特色，但都已呈現不同的發展及新的語音現象。桂北客家話的瑤、壯語底層成分，

除了在語音上的呈現之外，在詞彙方面更見其特色，從中可觀察客家與畲瑤之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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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關係，值得學界深入探究，也是本計畫後續著墨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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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計畫九：客家文化重點發展區政策對族群關係之影響—以苗栗

縣為例 

計畫主持人：周錦宏 

共同主持人：王保鍵 

 

壹、 前言： 

臺灣客家族群長期以來先受威權政體統治之戕害，再受閩南族群1獨佔臺灣

本土化論述2之衝擊，讓客家族群出現「隱形化」之擔憂，面臨著身分認同斲失、

文化活力萎縮及客家公共領域式微危機，並在臺灣族群運動風潮的大環境影響

下，客家菁英們創辦《客家風雲雜誌》，以社會運動（臺灣客家運動）方式，讓

「客家」議題公共化，迫使政府重視客家事務，於 2001 年設置客家事務行政機

關（行政院客家委員會，現已改制為客家委員會），2010 年再制定《客家基本法》。

而《客家基本法》3之制定，係為落實憲法保障多元文化精神，傳承與發揚客家

語言、文化，繁榮客庄文化產業，推動客家事務，保障客家族群集體權益，建立

共存共榮之族群關係；其中，第 6 條第 1 項規定：「客家委員會對於客家人口達

三分之一以上之鄉（鎮、市、區)，應列為客家文化重點發展區，加強客家語言、

                                                 
1 閩南族群，亦有以「福佬族群」稱之，參照《大眾運輸工具播音語言平等保障法》第 6 條，大

眾運輸工具除國語外，另應以閩南語、客家語播音。基於母語係為一族群重要表徵，本文以「閩

南族群」稱之。 
2 在臺灣民主化過程中所帶動之本土化發展，閩南族群以外來政權及本土政權的二分法，將閩南

族群之語言及文化等同於本土化，認為臺灣話就是閩南語、臺灣本土文化就是閩南文化，受此

閩南族群獨佔臺灣本土化論述之影響，成為促發臺灣族群運動（特別是客家運動）因素之一。  
3 本文認為臺灣《客家基本法》具有十個主要重點：（1）客家事務相關概念、名詞之基本性定義；

（2）強化客語之復振與傳承；（3）客語之公共化：公事語言之推動；（4）創設客家文化重點

發展區；（5）發展經濟權之文化產業；（6）推動客家知識體系之發展；（7）客家族群傳播與媒

體近用權之保障；（8）客家公務專業化：國家考試增訂客家事務相關類科；（9）全球客家文化

交流與研究中心；（10）全國客家日與客家族群意識凝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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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與文化產業之傳承及發揚」。《客家基本法》乃客家委員會施政的準則，客家

委員會以客家文化重點發展區為平台，運用各項政策工具，積極發展客家族群之

語言權、文化權、經濟權及客家知識體系。 

苗栗在荷西時代，是一個尚未開發一片荒蕪的地區，直到明末清初才有漢人

登入開發；1669 年，鄭經命劉國軒經略「蓬山八社」及「後壠五社」，為漢人

早期開拓苗栗的發端；自 17 世紀中葉起，漢人開始移入屯墾，原住民被迫同化

或向高山遷移（黃鼎松等，2012）。苗栗縣是一個多元族群匯聚的地區，包括客

家、閩南、原住民和新住民。依據《重修苗栗縣志－卷五－住民志》所載，日昭

和 10 年（1935）之調查，全縣 240,189 人，粵籍 164,396 人，佔 68.44%；閩籍

65,779 人，佔 27.38%；其他 10,012 人，佔 4.16%；1957 年之調查，全縣 65,201

戶，粵籍 41,322 戶，佔 63.39%；閩籍 19,933 戶，佔 30.57%；其他 3,946 戶，佔

5.2%（徐清明、張瑞恭，2007）。另外，2011 年客家委員會的調查，苗栗全縣 56

萬餘人，其中客家 36 萬 2 千餘人，佔 64.6%（張維安、楊文山、劉惠美、楊雅

惠，2011）。苗栗縣客家人多分布於山線區域，沿海竹南、後龍、通霄、苑裡四

個鎮以閩南族群為主，而原住民泰雅族、賽夏族則是聚居於泰安鄉、南庄鄉、獅

潭鄉的原住民行政區。 

然而，為藉由選定具特殊客家特色之特定地區，凸顯客家語言、文化與其他

族群文化之區別，達成客家語言、文化及產業傳承創新之政策目標，客家委員會

依《客家文化重點發展區鄉（鎮、市、區）公告作業要點》公告之「客家文化重

點發展區鄉（鎮、市、區）一覽表」。苗栗縣全縣18個鄉鎮市均被劃定為客家文

化重點發展區，但就苗栗縣客家文化重點發展區之客家人口比率分布，呈現兩極

化趨勢。屬山線區域的苗栗市等鄉鎮（市），其客家人口比率在八成上下；相對

地，屬海線區域的竹南、後龍、通霄、苑裡四個鎮，其客家口比率在三成上下，

呈現出苗栗縣客家文化重點發展區之客家人口「山」與「海」兩極化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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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者，苗栗縣山線區域也有所謂「客原複合行政區」，係一鄉（鎮、市、區）

同時具有客家文化重點發展區與原住民行政區之身分者。「客原複合行政區」可

分為「客家山原複合行政區」及「客家平原複合行政區」兩種態樣（王保鍵，2015）。

現行原住民保障機制，可分「身分別」與「行政區域別」兩種型態，如地方制度

法第 33 條第 2 項第 1 款第 2 目規定，直轄市原住民議員名額，有平地原住民人

口在二千人以上者，應有平地原住民選出之議員名額；有山地原住民人口在二千

人以上或改制前有山地鄉者，應有山地原住民選出之議員名額。本條項所規定「原

住民人口在二千人以上者」係以戶籍登記資料為準，屬「身分別」之保障；至「改

制前有山地鄉者」則屬「行政區域別」之保障。目前泰安鄉屬「客家山原複合行

政區」，南庄鄉、獅潭鄉則屬「客家平原複合行政區」。 

為落實憲法保障多元文化精神，以及傳承與發揚客家文化，政府依據《客家

基本法》推動的客家文化重點發展區政策，讓原本被歸屬為閩南、原住民的區域，

開始對於自身的族群認同產生浮動，原、閩、客間的族群邊界也被重新檢視。丘

昌泰（2008）指出，在繁複、互動多元的族群關係中，族群認同是做為族群歸屬

的黏著劑，沒有族群認同，就不可能產生交錯縱橫的族群關係，一旦擁有族群認

同，就自然出現族群邊界的現象；但是，族群邊界是極易變動的心理空間狀態，

尤其是處於福佬與客家的混雜區域，難以畫出一個明確的族群疆界。再者，Bhabha

（1994）認為文化應該是一種具有能動性的力量，所有文化應該都是混雜文化

（hybrid culture）。而這種現象特別反映在苗栗縣沿海與內山客家族群的經驗

上，因為處在原、閩、客混雜的區域中，對於「客家認同」的概念就可能變得多

樣與複雜，加上族群流動性的影響，常處於族群邊界的客家人，也就較其他族群

有開放、彈性的可能，或是在不同情境來定義自己，做出不同的認同抉擇。這種

具有文化混雜性與多重認同現象，是本研究亟待了解與回應。 

族群文化與認同是一種持續轉變（becoming）的過程，總在不同的社會、歷

http://www.6law.idv.tw/6law/law/%E6%86%B2%E6%B3%95.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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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政治、經濟脈絡下不斷混合、對話、重整與再建構，相較於過去靜置、固定

不動的定義方式，新的族群經驗顯示出一個「不穩定、再連結、混雜、切割與再

混合的過程」（Hall, 1990；1992）。由於資源、機會與環境的限制，使族群之

內與族群之間，難免為了生生永續的開展，而有「與時皆行」的或鬥或和之辯證

關係（蕭新煌，2000）。換言之，當客家文化重點發展區相關的制度性安排，苗

栗縣的客家族群對於「我群」，或自認為是「他群」的「福佬客」，或是「多重」

的認同，他們對於族群態度 （ethnic attitudes）是否會再混雜、再建構？而原住

民、閩南族群對於客家的文化與認識是再連結、再切割呢？更是本研究所欲探討

的課題。 

基此，本研究之目的有四： 

1.了解苗栗縣客家族群的分布情形。 

2.探討苗栗縣通霄鎮閩客族群對於族群想像為何？ 

3.探討苗栗縣南庄鄉、泰安鄉原客族群的政經關係為何？ 

4.檢視客家文化重點發展區政策對苗栗縣原、閩、客族群的影響情形，並提出可

能的因應策略。 

 

貳、執行情形： 

一、計畫之執行概況：  

本計畫為兩年期計畫，2016 年為第一年計畫，主要先蒐集、整理苗栗縣族

群發展史料、地方志書與日常實作，以及國內外族群關係、政策對族群社會影響、

多元文化治理等理論與研究文獻，並針對有關之典範與制度加以分析與歸納、以

建立本計畫「客家文化重點發展區政策對族群關係影響評估」的分析架構；其次，

是進行南庄、獅潭、泰安三個鄉針對「客家文化重點發展區政策對族群關係影響

評估」可能衍生問題的因應策略舉辦焦點座談和進行深度訪談。第二年接續舉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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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南、後龍、通霄、苑裡四個鎮的「客家文化重點發展區政策對族群關係影響評

估」的焦點座談和進行深度訪談，後半年度根據先前的研究成果，提出多元文化

治理的政策因應。 

（一）苗栗縣客家族群的分布 

本研究整理文獻和志書的籍貫（族群）人口結構資料，如客家委員會 2008、

2011 年苗栗縣客家人口調查（見表 1）、苗栗縣各街庄在籍漢民族鄉貫別統計表

（見表 2）、昭和 10 年（1935 年）苗栗地區各鄉鎮人口統計表（見表 3）、民

國 45 年（1956 年）苗栗地區各鄉鎮人口統計表（見表 4）等所示，日治和戰後

初期竹南鎮和後龍鎮的客家人口所占比例遠低於目前調查的現況，竹南鎮廣東籍

人口比例不到一成，後龍鎮也僅只占一成五；會有這樣現象，可能是因竹南、後

龍地區工商、服務產業較為發達，加上都市化的公共設施和生活機能較完善，進

而吸引鄰近客家鄉鎮人口的移入，使得近年客家人口比例增加。惟苑裡鎮的變化

不大。最特別的是通霄鎮，日治和戰後初期通霄鎮廣東籍人口比例高達 65%左

右，若再加上福建汀州府的人口數，通霄鎮人口約莫有 68%是客家人，可是客家

委員會的客家人口調查卻只有三分之一，為什麼會有這種現象？而原本居住在通

霄的客家人是「遷徙他地」？是「福佬化」？還是「隱形化」？現在通霄客家人

的「客家認同」、「客家想像」又呈現出什麼樣的圖像呢？ 

 

表 1  2008、2011 年苗栗縣客家人口比例比較表 

 2008 年客家人口比例 

多重自我認定 

2011 年客家人口比例 

多重自我認定 客家基本法定義 

全縣 64.8% 65.4% 64.6% 

苗栗市 87.3% 87.2% 87.0% 

苑裡鎮 37.7% 30.0% 29.7% 

通霄鎮 27.7% 33.8% 32.8% 

竹南鎮 36.1% 38.5% 37.6% 

頭份鎮 78.5% 79.1% 77.9% 

後龍鎮 33.4% 29.2% 2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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卓蘭鎮 75.5% 80.6% 78.6% 

大湖鄉 86.6% 88.1% 88.0% 

公館鄉 91.3% 92.4% 91.3% 

銅鑼鄉 93.1% 87.9% 87.9% 

南庄鄉 78.8% 83.9% 81.8% 

頭屋鄉 90.3% 89.6% 88.8% 

三義鄉 75.8% 82.2% 81.3% 

西湖鄉 69.5% 76.5% 76.3% 

造橋鄉 81.1% 77.7% 77.1% 

三灣鄉 80.5% 88.1% 88.1% 

獅潭鄉 68.0% 79.8% 79.3% 

泰安鄉 34.2% 42.2% 40.9% 

註：自我族群認定的「多重自我認定」(包含「單一自我認定」)為臺灣客家人者，同時具有 

主觀的客家認同與其他族群認同，因此其客家人身分認同感強烈感較「單一自我認定」為臺 

灣客家人者為低；「客家基本法定義」係《客家基本法》正式實施，明確定義客家人「指具 

有客家血緣或客家淵源，且自我認同為客家人者」。 

資料來源：楊文山、張維安（2008）；張維安、楊文山、劉惠美、楊雅惠（2011）。 

 

表 2  苗栗縣各街庄在籍漢民族鄉貫別統計表 

                                                                   單

位：百人 

街庄名 福建 廣東 其

他 

合計 

泉州 漳 

州 

汀

州 

福

州 

興

化 

 

永

春 

 

小

計 

潮

州 

嘉

應

州 

惠

州 

小

計 

百 

分 

比 

安

溪 

同

安 

三邑(南安

惠安晉江) 

竹南庄 5 6 78 43   2  134 1 3 1 5 3.6  139 

頭分庄 1 4  13 4 2   24 13 106 21 140 83.8 3 167 

三灣庄          7 53 15 75 100.0  75 

南  庄   1      1  82 11 93 98.9  94 

後龍庄 40 87 13 26     166  4 19 23 11.5 11 200 

苗栗街 4 5    1 1  11 7 110 29 146 93.0  157 

頭屋庄 1        1  34 29 63 98.4  64 

公館庄    1 3 4   8 28 82 23 133 92.4 3 144 

銅鑼庄          18 78 18 114 100.0  114 

三叉庄 1     1 1  3 9 39 10 58 93.5 1 62 

苑裡庄 3 63 10 34    1 111 4 11 50 65 35.9 5 181 

通霄庄 20  1 15 2  11 2 51 22 56 41 119 65.0 13 1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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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湖庄    1 5 1   7 7 22 42 71 91.0  78 

大湖庄  1       1 20 56 19 95 99.0  96 

獅潭庄          3 52  55 100.0  55 

卓蘭庄    3     3 31 28  59 95.2  62 

資料來源：臺灣總督官房調查課（1928），本研究整理。 

 

表3  昭和10年（1935年）苗栗縣各鄉鎮人口統計表 

 

鄉鎮區 人口數(比率) 廣東籍系(比率) 福建籍系(比率) 山胞(比率) 外省人(比率) 日本人(比率) 

苗栗鎮 20,711(8.62%) 17,483(84.41%) 1,866(9.01%) 48(0.23%) 258(1.25%) 
1,056 

(5.10%) 

苑裡鎮 11,090(4.62%) 9,496(85.63%) 1,265(11.41%) 162(1.46%) 55(0.50%) 112(1.01%) 

公館鄉 18,370(7.65%) 17,638(96.02%) 366(1.99%) 24(0.13%) 75(0.41%) 267(1.45%) 

頭屋鄉 7,256 (3.02%) 7,016(96.69%) 127 (1.75%) 76(1.05%) 30(0.41%) 7(0.10%) 

銅鑼鄉 12,628(5.26%) 12,373(97.98%) 157(1.24%) 4(0.03%) 26(0.21%) 68(0.54%) 

三叉鄉 7,319(3.05%) 6,795(92.84%) 292(3.99%) 90(1.23%) 33(0.45%) 109(1.49%) 

四湖鄉 8,202(3.41%) 7,447(90.79%) 739(9.01%) - 2 (0.02%) 14(0.17%) 

通霄鄉 22,455(9.35%) 14,923(66.46%) 7,200(32.06%) 92(0.41%) 35(0.16%) 205(0.91%) 

竹南鄉 17,983(7.49%) 1,523(8.47%) 15,785(87.78%) 9(0.05%) 42(0.23%) 624(3.47%) 

頭份鄉 19,942(8.30%) 17,257(86.54%) 2,586(12.97%) 5(0.03%) 41(0.21%) 53(0.27%) 

造橋鄉 7,769(3.23%) 5,402(69.53%) 1,814(23.35%) 224(2.88%) - 329(4.23%) 

三灣鄉 7,542(3.14%) 7,381(97.87%) 125(1.66%) 2(0.03%) 21(0.28%) 13(0.17%) 

南庄鄉 11,192(4.66%) 9,772(87.31%) 261(2.33%) 1,015(9.07%) 39(0.35%) 105(0.94%) 

後龍鄉 24,649(10.26%) 3,800(15.42%) 19,378(78.62%) 1,176(4.77%) 69(0.28%) 226(0.92%) 

大湖鄉 11,911(4.96%) 11,176(93.83%) 338(2.84%) 20(0.17%) 34(0.29%) 343(2.88%) 

獅潭鄉 5,588(2.33%) 5,370(96.10%) 70(1.25%) 112(2.00%) 2(0.04%) 34(0.61%) 

卓蘭鄉 7,716(3.21%) 7,378(95.62%) 289(3.75%) - 13(0.17%) 36(0.47%) 

大安鄉 4,855(2.02%) 2,167(44.63%) 121(2.49%) 
2,310 

(47.58%) 
1(0.02%) 256(5.27%) 

合計 

(比率) 
240,176(100.00%) 164,396(68.45%) 65,779(27.39%) 5,369(2.24%) 776(0.32%) 3,856(1.61%) 

資料來源：重修苗栗縣志－卷七人口志，楊政男（編纂）（2006）。本研究整理。 

 

表4  民國45年（1956年）苗栗縣各鄉鎮人口統計表 

 

鄉鎮區 
人口數 

(比率) 

粵籍人口 

(比率) 

閩籍人口 

(比率) 

新住民 

 (比率) 

原住民 

(比率) 

其他 

 (比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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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鎮 41,363(10.47%) 32,673(78.99%) 3,333(8.06%) 5,251(12.69%) 33(0.08%) 73(0.18%) 

苑裡鎮 39,995(10.12%) 13,226(33.07%) 26,346(65.87%) 345(0.86%) 39(0.10%) 39(0.10%) 

公館鄉 27,298 (6.91%) 26,265(96.22%) 662(2.43%) 366(1.34%) - 5(0.02%) 

頭屋鄉 10,647(2.69%) 10,475(98.38%) 98(0.92%) 64(0.60%) 2(0.02%) 8(0.08%) 

銅鑼鄉 21,666(5.48%) 20,456(94.42%) 414(1.91%) 774 (3.57%) 1 (0.00%) 21(0.10%) 

三義鄉 12,779(3.23%) 11,762(92.04%) 595(4.66%) 333(2.61%) - 89(0.70%) 

西湖鄉 11,820(2.99%) 11,090(93.82%) 675(5.71%) 52(0.44%) 1(0.01%) 2(0.02%) 

通霄鄉 35,561(9.00%) 22,811 (64.15%) 12,572(35.35%) 178(0.50%) - - 

竹南鄉 29,388(7.44%) 2,682(9.13%) 24,983(85.01%) 1,711(5.82%) 1(0.00%) 11(0.04%) 

頭份鄉 33,152(8.39%) 27,513 (82.99%) 4,478(13.51%) 1,016(3.06%) 1(0.00%) 144(0.43%) 

造橋鄉 12,188(3.08%) 8,610(70.64%) 3,180(26.09%) 90(0.74%) 295(2.42%) 13(0.11%) 

三灣鄉 11,578(2.93%) 11,092 (95.80%) 361(3.12%) 95(0.82%) - 30(0.26%) 

南庄鄉 19,218(4.86%) 16,267(84.64%) 864(4.50%) 383(1.99%) 1,684(8.76%) 20(0.10%) 

後龍鄉 37,221(9.42%) 5,214(14.01%) 30,208(81.16%) 548(1.47%) 1,242(3.34%) 9(0.02%) 

大湖鄉 19,533(4.94%) 18,266(93.51%) 613(3.14%) 623(3.19%) 2(0.01%) 29(0.15%) 

獅潭鄉 9,223(2.33%) 8,473(91.87%) 427(4.63%) 146 (1.58%) 167(1.81%) 10(0.11%) 

卓蘭鄉 16,631(4.21%) 14,945(89.86%) 1,301(7.82%) 357(2.15%) - 28(0.17%) 

泰安鄉 5,884(1.49%) 2,710(46.06%) 149(2.53%) 105(1.78%) 2,920(49.63%) - 

合計 

(比率) 

395,145 

(100.00%) 

264,530 

(66.95%) 

111,259 

(28.16%) 

12,437 

(3.15%) 

6,388 

 (1.62%) 

531 

(0.13%) 

資料來源：重修苗栗縣志－卷七人口志，楊政男（編纂）（2006）。本研究整理。 

 

（二）政策對族群關係影響 

族群有其權利的相對性，在面對多元文化時，弱勢族群為維繫其文化認同，

須獲得「重要他者」（significant other）的尊重與承認；而優勢族群所秉持的政治

哲學，是左右族群關係與族群政治走向的關鍵（謝國斌，2013）。在臺灣，強勢

族群為落實憲法多文化主義的精神，透過設置族群代表性機關，訂定相關族群的

基本法，以及運用各項政策工具來維持弱勢族群的基本生存和維繫文化認同；而

客家也就在這樣的氛圍下，得到「重要他者」的尊重與承認。 

「制度」與「行為」間之互動研究，一直以來是社會科學所關心的焦點所在。

公共政策對制度安排之影響，以及制度對行為的影響，也深刻衝擊著族群的「社

會心理」層面，並影響族群的認同。許維德（2013）就指出，族群認同是一動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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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發展過程，要了解它是如何被建構出來的，必須將其理解為某種發展性的「形

成過程」。換言之，客家相關的制度安排與政策施行，「客家認同」亦將可能成

為某種發展性的「形成過程」。依據客家委員會2008、2011年苗栗縣客家人口調

查（詳見表1）發現，苗栗縣大多數鄉鎮市的客家人口比例是增加的，其中本研

究範圍的七個鄉鎮中，通霄鎮、竹南鎮、南庄鄉、獅潭鄉、泰安鄉五個鄉鎮的客

家人口比例都有明顯增加，但苑裡鎮、後龍鎮卻呈現減少趨勢。顯見，客家文化

重點發展區政策對「客家認同」有一定程度的影響，亦可能是形成「客家認同」

的一個過程。因為，制度安排在族群邊界形成的過程中扮演一定的角色，且族群

邊界的改變、形塑或再造，與利益的策略性計算有關（許維德，2013；靳菱菱，

2013）。 

    然而，族群政治化（politicization of ethnicity）是理解「族群形塑」過程的重

要面向，一方面族群政治化可能會激化族群動員；另一方面卻可能透過政策規

範，將國家所認定的族群範疇強加在常民百姓身上（李維德，2013）。就以桃園

市大園區鄉為例，當地雖仍保留不少的客家文化地景，諸如和平村梁氏、田心村

湯氏、黃氏的伙房屋、半月池，以及因閩客械鬥所留下的大坵園城遺跡、李仔溪

崁古戰場遺跡、龍樹坑四庄輪值的祭祀活動與空間等。但是，在調查研究期間經

常聽到在地閩南人會說「大園區沒有客家人」、「我們不是客家鄉鎮，我們沒有客

家文化」，以及福佬化的客家人表示：「我們是客家人，但已經不會說客家話」、「我

們祖先可能是客家人，但不確定」等（周錦宏，2012）。以族群發展（或生存）

為前提來追求政治、經濟利益，將會更激化認同的排他性（靳菱菱，2013）。竹

南鎮、苑裡鎮、後龍鎮或許是因為這樣的因素影響下，對「客家認同」形成排斥；

但通霄鎮因歷史因素和制度化安排的衝擊下，客家族群對自身族群的想像就變的

是流動的、多重的、或隱或顯的。 

1987年發軔的臺灣客家運動，以社會運動方式，「由下而上」地推動客家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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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運動，迄今已近30年，已取得相當的成果。而隨著客家事務專責機構之設置，

及《客家基本法》之施行，今日的客家政策已為政府整體公共政策的一部分，由

政府以政策資源「由上而下」地推動客家事務，積極建構客家意識及客家認同，

並發掘、建構新的客家意象；而「客原複合行政區」的出現，不但是客家政策推

動的成果（《客家基本法》），而且是客家政策與原住民政策交錯之處。因此，

客家族群的研究，應該採取更多元的視野，在以往的人類學及社會學途徑的成果

上，進一步導入政治學及公共政策的視野，以精進族群理論的發展，並為當代客

家研究提供一個新的路徑。 

    本研究以苗栗縣泰安鄉（客家平原複合行政區）及南庄鄉（客家平原複合行

政區）為研究場域，從政治及經濟之角度進行研究，獲致：（1）客原複合行政區

內的居民，出現多族裔認同及跨族裔投票取向，而有族群邊界模糊化的情況；（2）

泰安鄉存有客原共治模式；相對地，南庄鄉之治理則以客家人為主；（3）原住民

保留地之借名人與出名人間之債權契約描繪出客家與原住民之族群經濟關係。此

外，本研究從多元文化主義的概念，不突顯客家，亦不弱化原住民，而以結合在

地原住民與客家文化特色之模式，發展「客原複合文化產業」，以獲致共存共榮

之族群關係（《客家基本法》第1條及《原住民族基本法》第1條之共同政策目標）。 

 

二、預算支用情形： 

2017 年客委會補助經費共 350,000 元，包括人事費 295,539 元，業務費 22,643

元，加上管理費 31,818 元，實際支出 333,314 元，結餘 16,686 元外，其餘經費

均依規定報支，實際執行率 95.2%。 

 

參、檢討與建議： 

一、成果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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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政策利害關係人對「客家文化重點發展區政策」的認識與理解相當不足。 

（二）在族群人口比例差距較大地區會因客家文化重點發展區政策衍生出「排他

性」。 

（三）通婚、人際交往、政策誘因發展出多重的族群認同。 

（四）泰安鄉與南庄鄉之客家與原住民關係：族群邊界模糊化。 

（五）原住民行政區政治參與受到制度保障 

（六）原住民保留地對客原複合行政區之族群經濟產生衝擊。 

（七）發展兼具原住民與客家文化特色之「客原複合文化產業」。 

（八）客家文化重點發展區政策讓隱形化客家族群勇於表達其客家族群身分。 

（九）客家文化重點發展區應從行政區劃分調整為文化圈形式，且客家人口比例

應調高為過半以上。 

 

二、與原訂計畫之落差及原因分析： 

無 

 

肆、結論： 

本研究藉由苗栗縣族群發展史料、地方志書與日常實作，以及國內外族群關

係、政策對族群社會影響、多元文化治理等理論與研究文獻，並針對有關之典範

與制度加以分析與歸納，有助於本計畫能較為全面與系統的建立理論架構。另，

本計畫透過理論與實證的個案進行深入的分析與討論，希冀能描繪出客家文化重

點發展區政策對族群關係的衝擊，並能具體的提出政策建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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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計畫十：跨越與邊界：大漢溪左岸的原客關係與族群認同 

計畫主持人：傅寶玉 

 

壹、 前言： 

大漢溪左岸的桃園臺地，相對於所謂桃竹苗地區客家社群優占人口，為一

族群多元互動的區塊，在大漢溪左岸 ，族群一方面顯現跨越祖籍相互統合的文

化網絡，但整合的過程中仍維繫著一定的族群邊界。這類族群互動所顯現的統合

與邊界明顯表現在平埔族與其他漢人族群關係與認同上。 

 

桃園臺地平埔族說閩南語與客家話，有些人自稱自己為客家或祖籍為廣東，

在許多地方保持客家文化的特色，然而仍然可以在其家族祭典儀式中觀察到平埔

族文化特色， 並且仍被地方人有意無意地看成”番仔”。這些人長期與地方族

群互動， 但不同的地域族群對他們卻有不同的認識。 

 

作為多元族群且是北臺灣客家分布重鎮的桃園地區，在討論客家族群建構

時，無法迴避很早就納入”客家社會”且在祖籍分類上歸為廣東籍或自我認同為

客家人的這群 “他者”， 為深化桃園臺地多元族群互動研究，補充歷史空白，

並再現當代客家社會建構的另一面向，本計畫試圖以兩年時間進行桃園臺地大漢

溪左岸客家與平埔族族群關係的探討，嘗試理解在本地域何種因素影響族群的互

動與文化認同。  

  

貳、執行情形： 

一、計畫之執行概況：  

1、文獻搜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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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計劃研究時限將跨越清代、日治時期以至當代，將蒐集公私文書如清代檔

案方志與地方古文書及族譜碑銘等，內容包括淡新檔案、台灣文獻方志等，以及

《台灣公私藏古文書影本》等。日治時期資料包括相關重要檔案、統計資料與文

獻等。如《土地申告書》、《清代台灣大租調查書》、《臺灣私法》以及日人治臺時

期的調查報告，如《台灣舊慣制度調查一斑》、伊能嘉矩、粟野傳之丞的《台灣

番人事情》、伊能嘉矩《台灣番政志》等，此外台灣總督府公文類纂、《臺灣土地

慣行一斑》、《臺灣史料稿本》，《寺廟台帳》 以及日治時期的各級單位的統計書

包括日治戶口調查與《台灣日日新報》、台灣時報等都是本計畫蒐羅資料。此外

民間家族族譜、古文書及廟宇碑銘等也是本計畫採集的重點。 

 

2、田野調查(第二年) 

(1)訪問龍潭銅鑼圈大庄、十股寮、九座寮及大溪番仔寮等地相關村里長等，

評估地方耆老與合適之報導人，進行相關歷史之記錄與資料蒐集。 

(2)收集上述週邊地區之原、漢家族史料、族譜、碑銘、傳說等，建立宗族移

民的歷史。 

(3)進行上述週邊地區各村寺廟與家族相關田野調查、包括公私領域年度祭典

儀式、宗族活   動、日常文化實作以及相關社會與文化活動展演，完成資料的

整理解讀與分析報告。 

 

二、預算支用情形： 

已如期報銷完成， 經費使用接近 100%。 

 

參、檢討與建議： 

一、成果效益： 

https://www.itsfun.com.tw/%E4%BC%8A%E8%83%BD%E5%98%89%E7%9F%A9/wiki-1275296-2861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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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計畫為兩年期計畫，第一年已就霄裡周邊地區包括埔頂、南興及社角一帶

進行田野探勘， 並就境內相關家族代表進行田野調查訪問，包括家族公廳祠堂、

墳墓與祖塔的調查。此外還到楊梅戶政事務所，蒐集境內相關姓氏家族戶口資

料。在地方公廟方面完成如霄裡玉元宮、八德三元宮、南興永昌宮、埔頂仁和宮、

鄰近土地公廟，以及歲時祭典如中元普渡、三界爐輪值等田野調查。並就相關田

野調查做成訪談紀錄及影像錄音檔。第二年除補充上述地區相關家族報導人之訪

問外， 並已就龍潭銅鑼圈大庄、十股寮、九座寮等地及大溪番仔寮一帶的相關

家族及地方公廟、角頭廟進行田野調查訪問， 同時完成本年度龍潭銅鑼圈三元

宮中元普渡、 大庄蕭家祠堂 7 月 29 日普渡， 及正月祖塔祭祖掃墓等儀式觀察

活動。 

 

本計畫完成後，除整理彙編相關訪談調查成果外，預期對於研究、教學及推

廣方面皆有助益，在研究方面，研究者對於桃園族群關係研究及整體客家族群建

構的研究，可望因本計畫研究資料的陸續發掘而開展新思路探討；在教學方面，

將提供學生及教師認識鄉土之學習教材；在推廣方面，將培養關懷社區，闡揚地

方文化的在地尖兵，計畫參與者將以桃園客家在區域研究所彰顯之特殊意義，找

尋建構客家社群的原動力，作為啟動新故鄉發展機制的參考。其具體預期成果包

括： 

1. 整理相關問卷及訪談錄音資料檔，彙編初步探勘調查成果報告書。 

2. 將結合過往的大漢溪流域兩岸的相關研究，陸續出版大漢溪流域客家與其他

族群關係研究 

論文與專書。 

3. 藉由本計劃之實施，同時蒐集相關古文書  族譜、個人回憶錄、 手稿口頭傳

說等語音影像資料。相關調查基礎可提供未來進一步建置檢索資料庫系統，或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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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桃園縣鄉土教學的教材，以利後續相關發展計劃之基礎。 

4. 就訪談資料之基礎，提供桃園地方誌書修纂之參考，並進一步運用在移民開

發、家族與社群、人口研究、祭祀信仰及社會史等研究課題上。 

 

二、與原訂計畫之落差及原因分析： 

無 

 

三、建議事項： 

    無 

 

四、結論： 

 

在大漢溪左岸桃園臺地族群一方面顯現跨越祖籍相互統合的文化網絡，但整

合的過程中仍維繫著一定的族群邊界，這類族群互動所顯現的跨越與邊界的維繫

值得探究。本計劃就是建立在族群關係探究的基礎上，嘗試理解在本地域何種因

素影響族群的互動與文化認同。本計畫研究地點鎖定大漢溪左岸的霄裡週邊地區

與龍潭地區為例，以兩年的個案的追蹤，試圖理解引發族群相互吸納(inclusive)

與排斥(exclusive)的動力為何，並企圖回答以下幾個問題：1、在昔日分類意識

作用下，不同的族群合作是在何種脈絡下達成的。2、族群合作表現在族群文化

上又是何種面貌，是否促成文化交融或是否有其邊界。3、地域性：族群關係與

族群形塑是否隨著不同地方呈現差異？追縱不同區塊的族群互動關係與方式。

4、貫時性：追縱時代變遷下族群關係是否仍然維持，或者發生變化？ 是那些因

素促成變化，這些變化如何影響其族群認同。 

  

本計劃發現在族群認同方面，同屬蕭那英派下的霄裡社蕭家，其實都或多或

少就知道自己的族群身分是番，並不像學者所謂的長久遺忘自己的族群身分，日

治以後的霄裡社其實是類似台北客家族群的隱性存在。在龍潭銅鑼圈大庄蕭家較

能正視自己番的身分，有些家族甚至以凱達格蘭族命名自己的三合院，同時又保

有周邊客家文化的生活慣習與操作，但這個認同過程也是逐漸， 因為日治時期

的祖籍調查中大庄與十股寮蕭家仍對外宣稱廣東。而在埔頂社角的霄裡社， 雖

然日治時期的祖籍調查宣稱是熟番，但目前包括蕭、羅、潘家則相對不願意承認

自己是「番」，雖然都明瞭該地舊稱番社。但或許是時空地域脈絡的轉變，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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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印記帶來與周邊鄰近地區的差異性與邊緣性，反而使他們不願意面對， 當

問及為何稱番社或何處有「番」時，社角蕭、潘、羅會相互推給對方。也正是如

此，相對於大庄，社角蕭家更試圖撤除地域邊界，尋求與周邊地區的融合，反映

在中元普渡的四大柱的參與， 以及與周邊其他蕭姓的融合共同組成蕭合成公號， 

即是一例。也表現在與其他蕭姓的密且聯繫。但整體來說無論是大庄蕭或社角蕭， 

都試圖與更大的外界互動，以適應周邊現實生活， 的 

 

族群關係上，本計劃發現社角與銅鑼圈在清代分屬不同的開墾區域，這類不

同的開墾脈絡，也帶來日後不同的家族發展與社經地位。社角原屬霄裡社土牛溝

內的墾區，該區原本就准漢人可以向熟番墾地，或者土地已轉移至漢業主手中，

因此造成諸多漢佃可以經由官方管道直接開墾，番漢的關係由合作變成競爭，到

最後退出霄裡核心區， 退居東南社角一隅之地。原本因水利土地開發與客家及

漳州人的互動，到後來以溪為界轉為與客家隔離。但銅鑼圈則在清代屬於土牛界

外，乾隆晚期霄裡社取得設隘開墾權力，漢佃如果要開墾必須通過與霄裡社業主

的同意才能合法進入， 因此霄裡社地位變得相對重要。客家佔多數的佃人乃與

霄裡社合作致力銅鑼圈的開墾，演變至後來可以發現，社角為福佬區域，社角蕭

家多不會說客語，銅鑼圈一帶的蕭家則可以講流利的客家話。這個現象持續至今

仍然如此，雖然社角與霄裡地域的邊界已不存在，彼此甚至相互通婚，但雙方已

各自地域化，形成自己的角頭廟與圈域，彼此不太有宗教信仰等來往互動關係，

形成以連城溪為界，客家與漳州、 平埔的族群界線，也就是這一條無形的邊界，

形塑北閩南客的分界開端。  

 

 本文發現影響族群關係與認同的因素，地域性的運作是一個重要因素，這

個地域性除了是歷史脈絡如官方政策與墾區性質的形塑外，也是行動者自我創造

的結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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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客家族群與多元文化下在地實踐與全球脈絡」計畫 

論文精要及研究成果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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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合計畫一：「客家族群與多元文化下在地實踐與全球

脈絡」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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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計畫四：台灣的客家環境運動—從褒忠義民到環境義民 

計畫主持人：石慧瑩 

 

【論文精要】 

計畫摘要 

延續前期美濃反水庫運動的研究成果，本計畫以台灣的客家環境運動為主

軸，繼續運用環境正義觀點深入研究有關客家族群之社區永續議題。本年度研究

重點在於探究曾經以強悍聞名並協助統治者平亂的義民，是否能夠延續族群性格

特質捍衛家園與環境。本計畫以新竹橫山客家山城的灰渣掩埋場設場爭議事件為

例，運用環境正義觀點深入分析這個以客家族群為抗議主體的事件之成功因素，

藉此提供各界對客家族群參與環境運動的過程與影響有深入了解，同時在實務上

能提供目前正面臨環境開發威脅及破壞的客家社區借鏡，並在學術上深化客家研

究內涵。 

 

關鍵詞：客家環境運動、環境正義、客家社區、環境抗爭 

 

 

壹、 研究目的 

傳統客家聚落擁有豐富的在地生活文化與生態智慧，不同地區的客家聚落反
映出不同的風俗民情。文化的延續依賴於聚落的保存，不但要保存有形之傳
統建物，其無形資產如人文歷史、社會背景、常民生活以及自然生態環境，
都是文化命脈不可或缺的要素。一旦傳統客庄之地理空間瓦解，客家文化所
呈現出來的獨特文化意涵很可能就無法復原。然而在工業化的潮流下，各種
開發計畫大舉入侵農村，造成農業衰退、人口流失、都市化等現象，不可避
免地客庄人文與自然生態環境的存續也面臨鉅大挑戰。居住環境的退化除了
具體傷害居民身體健康，也會在抽象層面傷害了人對土地的深厚情感。客家

族群儘管被公認為性格消極保守，但在台灣的環境運動中，仍有多項案例是
起於客家族群為了保衛家園而發動的環境抗議事件，這些客家環境運動的訴
求不僅要求保障族群的環境生存權，維護家園，也呼籲政府及各界積極保護
自然生態，為未來世代以及台灣整體環境的永續發展發聲。 

貳、 研究方法 

本計畫研究客家族群在台灣環保運動史上的參與歷程。研究主要採文獻分析
法，藉由事件當時的報導，及後續的期刊、網路資源、專書等學術討論，針



37 

 

對環境公民權、環境正義、客家社區、族群與文化來探討客家地區環境永續

議題，期望能透過族群脈絡，抽繹事件參與者對環境權的感受及其訴求所展
現的環境公民意識，將客家研究與環境倫理兩大理論研究系統加以聯結並進
行對話。 

 

參、 研究之理論分析架構 

運用環境正義原則中的各項判準，對橫山社區的環境事件進行分析，找尋環
境決策程序與結果是否具有不正義的模式，並分析其中之族群與環境因素，
探討環境事件對客家族群居住社區造成的環境風險及對客家文化及社區永
續之影響。 

肆、 重要發現--從褒忠義民到環境義民 

在一般人的印象中，傳統客家族群是一群性格閉塞、態度消極的保守族群，
很少參與社會和政治運動，即使參與，也儘可能不凸顯身份，客家族群自我
隱形成台灣社會中沒有聲音的族群。可能是客家人在歷史上曾是統治者褒獎
表揚的「義民」印象，加上族群帶有這樣刻意隱藏及自抑的性格所致，使得
外界誤以為客家族群是社會運動的絕緣體，客家人對公共事務是冷漠的。 

依據藍鼎元記載，客家族群是「廣東潮惠人民，在台地傭工，謂之客子。所
居莊曰客莊。人數不下數十萬，皆無妻孥，時聞強悍」，這種強悍的性格表
現在「結黨尚爭、好訟樂鬥，或毆殺人……」。為何以強悍聞名的客家族群
會轉趨低調甚而甘於自我隱形？管仁健從歷史觀點提出解釋，客家人在台灣
之所以「隱形」，有其不得不然的苦衷。首先，1683 年（康熙 22 年）清廷
頒布「渡台三禁」規定︰「潮州惠州之地為海盜淵藪，積習未脫，其民禁止

來台。」造成客家人遷台人數銳減，且時間延後許多，使得客家人在與福佬
人爭奪資源的械鬥中屈居下風，全族被迫轉進貧瘠山區耕耘，經濟上也呈現
相對弱勢。面對福佬族群的龐大勢力，客家族群當然只能選擇「隱形」以自
保。然而，管仁健認為客家族群仍是漢民族中民族意識最強的一群。滿州人
初入關時，南明抗清義軍中，客家人占了極大比例；即使鼎革百年之後，洪
秀全的太平天國、孫中山的興中會與同盟會，仍以客家人為主幹，可說是漢
民族中最可敬的一群。 

重視民族氣節的性格特性顯然傳承促使客家族群在當代的社會運動中客家

族群並未缺席。在台灣的客家人參與的自力救濟抗爭行動，自日本時代起一

直到當代從未間斷。例如早期抗議日商獨佔樟腦利益的幾次反抗事件，其後

的「二二八事件」，以及五○年代多起政治事件，據統計，客屬人士在所有

政治犯中竟高達三分之一，遠高於客家人在台灣的比例。六○到七○年代台

灣的民主運動中也有相當多的客屬人士參與。到了八○年代，客家族群更在

族群、語言、勞工、農業、環保等各項社會運動中身先士卒，工運及農運中

客家人都是主要的運動成員。客家人不但參與了許多重要的社會運動，而且

在所參與的社會運動中客家人往往扮演相當重要的角色。這些社會運動對於

台灣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的發展有相當大的影響，也帶來強大的批判與

反省力，對當代台灣社會的環境社會運動更有指標性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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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結論 

發生在客家山城的新竹縣灰渣掩埋場開發計畫是一典型的以只以效益最大
化考量所造成的環境不正義案例，選址的決策僅以為最大多數人的最大利
益，開發計畫本身未受到應有的監督，地方政府之黑箱作業決策方式充滿瑕
疵，環評機關亦未善盡把關之責，因而出現嚴重侵犯地方居民自主權與自決
權、平等參與權、同時也破壞自然生態環境平衡的情形。由於台灣有關風險
的規範與管理主要是技術官僚主導，決策程序不透明，制度上缺乏民眾實質
參與和雙向溝通。制度設計缺乏健全的涉利者參與機制，加上民眾取得相關
資訊不易，使得公民參與在決策過程權利大受限制。橫山灰渣掩埋場嚴重威
脅社區安全，但卻未事先告知當地居民，直到新竹縣環保局強制徵收用地，
受到地主抵制，事情才被揭發，違反環境自決的基本權利。開發計畫被揭露
後，當地居民透過成立「毒灰渣全民自救會」，誓死反對灰渣掩埋場，並提
起環境訴訟，經過六年抗告，終於在最高行政法院 98 年度判字第 772 號判

決獲得環評撤銷判決，並於 2015 年縣府舉辦的環境影響評估審查會中決議
「不應開發」，全案塵埃落定。 

客家環境運動不只是爭取客家社區環境權的社會運動，它同時也印證了環境
時代公民的日常生活不僅與周遭環境緊緊相連，更應對環境保持敏感度，對
環境問題負起責任，環境時代的公民被賦予在健康環境中生存發展的權利，
相對的，每一個公民也都肩負著保護環境的責任，其消極要求是不得從事掠
奪及破壞環境的行為，積極要求則是防止他人引起的環境危害。由橫山社區
抗爭的社會力表現，我們看見面對工業發展時，客家族群對身為環境公民的
反思，包括政府及企業可能掠奪社會及自然成本、犧牲人民環境權利，他們
也體會到公民的環境權利、什麼是對應然權益的觸犯、如何轉變這種不利的
環境態勢等問題，最後付諸行動，保衛社區，成為環境行動者，推動社會學
習的歷程。對他們而言，環境權利不再只是抽象的理念，而是可實踐的目標，

更是社區永續發展的契機。 

在這個案例中，我們看到地方政府之黑箱作業決策方式充滿瑕疵，除了開發
計畫本身未能充分考量社會及環境因素，監督的環評機關亦未善盡把關之
責，嚴重侵犯地方居民充分資訊的權利、自主權與自決權、平等參與權、同
時也破壞自然生態環境平衡。當然，若事後就社會學習角度來看，本案仍有
值得我們反思的積極面向。特別是在投入相關抗爭活動的過程中，地方行動
者帶領橫山鄉民進行了一次成功的環境教育及公民教育的社會學習課程，使
民眾由原先對公共事務與風險議題的陌生與冷漠，轉變為對相關環境議題的
關懷與學習，進而積極與其他社區進行合作交流與經驗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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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成果全文】 

 

台灣的客家環境運動—從褒忠義民到環境義民 

石慧瑩 

一、前言 

近半世紀以來發展主義盛行，許多傳統客家族群社區飽受工業發展威

脅，甚至被迫承擔環境退化惡果，造成客家族群生存環境及文化保存上的困

境。客庄人文與自然環境一旦被摧毀，不僅使客家族群環境權受損，也危害

到珍貴的台灣客家文化及地方生態系統。要捍衛家園、文化及環境價值，只

能靠客家鄉親形成堅強的草根力量。然而，傳統客家族群給人的印象絕非帶

頭作亂的抗爭者，而是注重穩定秩序，甚至是積極協助統治者平亂的義民。

這樣的族群特質在環境抗爭頻繁的社會中，是否能有足夠的動能捍衛家園與

環境？針對這項疑慮，本研究針對當代客家族群在台灣社會發展歷程進行研

究，探討客家人在環境運動中扮演的角色，參與之行動產生的影響。 

延續前期美濃反水庫運動的研究成果，本計畫以台灣的客家環境運動為

主軸，繼續運用環境正義觀點深入研究有關客家族群之社區永續議題。本年

度研究重點在於探究曾經以強悍聞名並協助統治者平亂的義民，是否能夠延

續族群性格特質捍衛家園與環境。本計畫以新竹橫山客家山城的灰渣掩埋場

設場爭議事件為例，運用環境正義觀點深入分析這個以客家族群為抗議主體

的事件之成功因素，藉此提供各界對客家族群參與環境運動的過程與影響有

深入了解，同時在實務上能提供目前正面臨環境開發威脅及破壞的客家社區

借鏡，並在學術上深化客家研究內涵。 

二、從「褒忠義民」到「環境義民」 

傳統客家族群的居住社區面臨環境退化威脅而造成保存困境，這是一個

相當值得重視、且具有急迫性的問題。然而，要保存客家社區不可不瞭解客

家族群的性格。在一般人的印象中或甚至部分學者的研究評論中，傳統客家

族群是一群性格閉塞、態度消極的保守族群（丘昌泰，2009），很少參與社

會和政治運動，即使參與，也儘可能不凸顯身份，客家族群自我隱形成台灣

社會中沒有聲音的族群（徐正光，2002）。可能是客家人在歷史上曾是統治

者褒獎表揚的「義民」印象，加上族群帶有這樣刻意隱藏及自抑的性格所致，

使得外界誤以為客家族群是社會運動的絕緣體，客家人對公共事務是冷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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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上，依據藍鼎元的記載，他描述客家族群是「廣東潮惠人民，在台

地傭工，謂之客子。所居莊曰客莊。人數不下數十萬，皆無妻孥，時聞強悍」，

這種強悍的性格表現在「結黨尚爭、好訟樂鬥，或毆殺人……」(林正慧，2015：

161)。為何以強悍聞名的客家族群會轉趨低調甚而甘於自我隱形？文史工作

者管仁健從歷史觀點提出解釋。他指出，客家人在台灣之所以「隱形」，有

其不得不然的苦衷。首先，1683（康熙 22年）清廷頒布的「渡台三禁」第三

條規定︰「潮州惠州之地為海盜淵藪，積習未脫，其民禁止來台。」造成客

家人遷台人數銳減，且時間延後許多。其次，客家人來台後，在與福佬人爭

奪資源的械鬥中屈居下風，全族被迫轉進貧瘠山區耕耘，經濟上也呈現相對

弱勢。面對福佬族群的龐大勢力，客家族群當然只能選擇「隱形」以自保，

隱形也因此成為客家族群為了求生不得不然的手段。然而，就族群性格來說，

管仁健認為客家族群仍是漢民族中民族意識最強的一群。他提到，滿州人初

入關時，南明抗清義軍中，客家人占了極大比例；即使鼎革百年之後，洪秀

全的太平天國、孫中山的興中會與同盟會，仍以客家人為主幹，這種「楚雖

三戶、亡秦必楚」的自信與氣節，可說是漢民族中最可敬的一群。4 

重視民族氣節的性格特性顯然傳承促使客家族群在當代的社會運動中客

家族群並未缺席。在台灣的客家人參與的自力救濟抗爭行動，自日本時代起

一直到當代從未間斷。例如早期抗議日商獨佔樟腦利益的幾次反抗事件，其

後的「二二八事件」，以及五○年代多起政治事件，據統計，客屬人士在所

有政治犯中竟高達三分之一，遠高於客家人在台灣的比例。六○到七○年代

台灣的民主運動中也有相當多的客屬人士參與。到了八○年代，客家族群更

在族群、語言、勞工、農業、環保等各項社會運動中身先士卒，工運及農運

中客家人都是主要的運動成員 (邱彥貴、吳中杰，2001：148-151) 。客家人

不但參與了許多重要的社會運動，而且在所參與的社會運動中客家人往往扮

演相當重要的角色。這些社會運動對於台灣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的發展

有相當大的影響，也帶來強大的批判與反省力。 

整體而言，多數的客家族群確實是較為保守自抑，他們聚居鄉村或山林，

長期守護著百年前先祖胼手胝足建立起的優質環境。然而在工業發展的潮流

下，各種開發計畫大舉入侵農村，在農業衰退、人口流失、都市化等因素的

影響，不可避免地客家庄的人文與自然生態環境存續也面臨鉅大挑戰。這些

農村土地對客家居民不只是生存之依據，同時也是生命情感的寄託，居住空

                                                 

4 參見管仁健，〈台灣客家人的中國心與日本情〉，網址：

http://mypaper.pchome.com.tw/kuan0416/post/1281895889，瀏灠日期：2017.5.12. 

http://mypaper.pchome.com.tw/kuan0416/post/12818958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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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一旦被摧毀，將使客家族群再次成為失根的浮萍，屆時客家社區的保存都

成問題，更遑論延續客家文化。客家族群作為少數族群，為了適應當代社會，

除了覺醒和奮起爭取自身權益，別無他法。因此，儘管被公認為性格消極保

守，但在台灣的環境運動中，仍有多項案例是起於客家族群為了保衛家園而

發動的環境抗議事件，這些客家環境運動的訴求不僅要求保障族群的環境生

存權，維護家園，也呼籲政府及各界積極保護自然生態，為未來世代以及台

灣整體環境的永續發展發聲。 

三、橫山灰渣掩埋場開發計畫始末 

新竹縣橫山鄉古名「橫山聯興庄」。由於大山背山前臨竹東平原，自芎

林、石碧潭遠望之，眼前大山如屏障橫陳，因此，古來即有「橫山」之稱 (黃

旺成，1983；張瑟玉，2008)。依據行政院客委會 2011 年 4 月調查報告指出，

橫山鄉的客家人口比例為 88.93%(客委會，2011)，除了少數的原住民與閩南

族群外，其他居民多為客家族群，是北台灣客家人口聚集密度極高的典型客

家山村。橫山物產豐富，山背名茶在清代曾被譽為全台最上品(范明煥，

2011)，百年前先民自廣東引進栽種的梨樹，使橫山成為台灣梨的原鄉。此外，

特有的礦石資源為橫山打造出令人嘆為觀止的奇岩美景，但隨之而來的採礦

業卻也讓橫山飽受工業開發之害，三家水泥廠進駐，聯手開採石灰石礦產的

結果，使得橫山地區付出環境污染的慘痛代價。幸好近年來水泥產業東移，

污染情形稍緩，縣政府結合社區團體、文建會、客委會與台灣鐵路管理局等

相關單位，巧妙運用當地特殊地景、在地文化及自然生態特色，積極辦理藝

文活動，包括鐵道、古道、糯米橋之旅、客家桐花祭，以及低海拔動植物生

態觀察、螢火蟲生態區等。當地居民無不期盼鄉里能在減少污染的情況下，

透過社區營造維護家鄉的好山好水。 

然而，隨著台灣在步入大量生產與消費的社會型態之後，垃圾量急遽增

加，掩埋和焚化是兩種用來處理非回收垃圾的主要方式，但掩埋方式佔用大

量的土地，在垃圾掩埋場達到飽和後，曾發生多起「垃圾大戰」。為尋求解決

方案，行政院科技會議於民國75年將垃圾焚化處理列為中長程垃圾處理方

法，因此訂下以「焚化為主、掩埋為輔」之垃圾處理政策，計畫興建公有民

營或公有公營垃圾焚化爐21座 (謝和霖，2002) 。在環保署的焚化政策推動

下，目前已有19座大型垃圾焚化廠在運作。根據環保署環境保護統計年報，

2002 年時這19 座焚化廠共焚化了5,310,999.74 噸垃圾，也產生高達

1,114,434.76噸的灰渣，如何處理大量灰渣，對現有的掩埋場造成了壓力(鄭

益明、謝和霖，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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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解決大量使用焚化爐所產生的灰渣，環保署從民國90年5月起推動

「鼓勵公民營機構興建營運一般事業廢棄物（含垃圾焚化灰渣）最終處置場

設置計畫」計畫，以BOO(Build-Operate-Own，興建-營運-擁有)或

BOT(Build-Operate-Transfer，興建-營運-移轉)及補助地方政府的方式，推

動全台設置10座事業廢棄物最終處置場。然而，垃圾經焚燒後雖然灰渣的顆

粒平均遠較垃圾為小，但表面積較大，使其所含的毒性物質更容易溶出，對

掩埋場週遭的土壤與地下水造成更大的威脅，且政府對灰渣處理的管制成效

不彰，並不能有效保障民眾健康及環境健全。2003年，第一座BOT灰渣及事業

廢棄物掩埋場預定在台北縣新店安坑興建，引爆居民激烈抗爭。隔年，抗議

有毒廢棄物處置場的情節重新上演，只是這一次抗爭場景換到了新竹縣的客

家山城--橫山鄉。 

計畫中的新竹縣灰渣掩埋場(正式名稱為「新竹縣事業廢棄物最終處置

場」)將設置在橫山鄉鳳山溪上游，面積將近 26公頃，其中約三分之一的場

地預定用來處理位於竹北的新竹縣焚化爐以及新竹南寮焚化爐的灰渣，另外

三分之二則是掩埋新竹地區工商業生產的一般事業廢棄物。該事件之爭議在

於，預定場址位於鳳山溪流域水污染管制區，且橫山鄉境內尚有福興、沙坑、

大平地等三座簡易自來水廠取水口，下游則有關西鎮渡船頭及新埔鎮寶石大

橋自來水淨水廠取水口，提供飲用及灌溉用水，是相當重要的水源區。再者，

掩埋場基地的 83%是山坡地保育區，其中五級以上陡峭坡佔總面積 54%，遇暴

雨時掩埋場有崩塌造成嚴重污染的危險。此外，掩埋場基地位於大平地斷層

帶，該斷層穿越基地西側形成地質構造不穩定區，地震時極可能使灰渣和重

金屬滲入地下水，造成嚴重污染 (苦勞網，2004) 。 

儘管種種條件顯示，設立灰渣掩埋場將為當地居民居住權益及自然生態

帶來極大環境傷害，且法令明訂該區不得開發，這項開發計畫的環評審查仍

在短短一年內，一一通過環評審查、水土保持計畫、土地變更等作業流程，

除了過程有多項程序瑕疵之外，開發業者在灰渣掩埋場的設計規劃圖內，沒

有標示出場址附近尚有沙坑、大肚、福興三個村莊五百多戶住家，明顯偽造

文書(環境資訊中心，2007)。此外，此項嚴重威脅環境安全之開發案件居然

未事先告知當地居民，直到 2004年 4月因新竹縣環保局強制徵收用地，受到

地主抵制，事情才被揭發，違反環境自決的基本權利。開發計畫被揭露後，

橫山鄉居民在同年 6月 25日舉辦臨時鄉民大會，正式成立「毒灰渣全民自救

會」，誓死反對灰渣掩埋場 (環境資訊中心，2007)，並提起環境訴訟，經過

六年抗告，在司法審查下終於獲得環評撤銷判決(最高行政法院 98年度判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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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772號判決)。直到 2015年 2月縣府舉辦的環境影響評估審查會中決議「不

應開發」(自由時報電子報，2015)，全案終於塵埃落定。 

 

四、環境時代的公民環境意識 

1972年聯合國針對環境議題在瑞典首都斯德哥爾摩召開首屆「人類環境

會議」(Conference on the Human Environment)，通過「人類環境宣言」

(Declaration on the Human Environment)，宣示「人類具有在足以生存、

保持尊嚴及福祉的環境中，享受自由、平安及充足之生活條件的基本權利；

並且負有為現在及將來之世代保護環境之嚴肅責任。」(UN, 1973；中譯－中

國人權協會，2002) 1983年聯合國決議成立「世界環境與發展委員會」(World 

Commission on Environment and Development, WCED)，並於 1987年出版《我

們共同的未來》(Our Common Future)，廣泛討論全球環境急速惡化的問題，

並試圖尋求解決之道。 

儘管國際社會日益注重環境生存權利，然而人類對環境的傷害事件仍有

增無減，其中最受到關注的面向當屬環境利益與負擔的不公配分配，自從 1980

年代以來，環境正義的觀點與原則成為環境研究中的顯學，用來對政治社會

在保護民眾環境權益與保存自然生態進行強而有力的證成，迅速成為全球許

多關懷環境與社會議題的學者、民間組織、弱勢團體，甚至政府所關注與援

用的對象，形塑環境時代的公民環境意識，也為當代環境行動提供強而有力

的理論基礎。 

(一)環境正義 

或許是以正義之名出發，符合人們對正義社會的期待，「環境正義」一

詞在短時間內迅速竄紅，不只在報章雜誌或網際網路之中，連學術研究中以

環境正義為名的文章或論文幾乎不可勝數。環境正義這個當代熱門的概念源

起於美國，一開始是由於少數族群與窮人居住的地區常被用來設立污染產業

或有毒廢棄物處置廠，激化了弱勢族群對自身環境權利的護衛而興起追求環

境平等權利的環境正義運動5。美國環境正義的訴求主要是因為環境惡物明顯

地依循著社會上諸如種族或社經地位之類不平等軸線而分配，特別是種族因

素相當明顯，因此而有「環境種族主義」(Environmental Racism)之稱(Bullard, 

1993)。但事實上，環境不正義的現象是全球性的，無論是先進國家中的都會

                                                 
5 「環境正義」(Environmental Justice)觀點最早於八○年代由美國地區的研究者提出，主要是因為

美國國內的有毒廢棄物有非常高的比例置放於非裔美人(African American)的家園。特別是發生在

1982 年北卡羅萊納州華倫郡(Warren County, North Carolina)的抗議行動具有里程碑的歷史意義，自

此揭開了環境正義運動的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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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民、中南美洲的雨林部落、或是深居內地的農村社會，都可能面臨各類型

開發行為所導致的環境負荷不公平分配問題，環境不平等可說是全世界共通

的環境爭議焦點。也因此，環境正義概念被提出後，除了在美國國內迅速吸

引到大眾的目光，幾乎同步地被傳達到世界各地。 

環境正義之所以能在環境主義長久發展的脈絡中異軍突起，遍傳全球，成

為新世代的環境典範，在於它提出一種新的「環境」詮釋觀點。歷史上環境正

義興起的里程碑發生在 1982年，美國北卡羅萊納州華倫郡(Warren County, 

North Carolina)居民的反污染抗議行動。由於反對興建多氯聯苯處理場的設

置，當地居民舉行大規模示威，有 500多人因而被捕，也因此喚起社會大眾開

始重視社區土地公平利用、污染源防治及資源平等分享等問題。同時，在這個

事件的導引下，學者發現弱勢族群（包括低收入、少數種族、婦女、兒童…等

等）常常成為環境破壞與污染最直接的受害者 (Hofrichter, 1993)。l987年

時，美國聯合基督教會種族正義委員會發表了一份 「有毒廢棄物與種族」的研

究報告。報告中指出：美國境內的少數民族社區長期以來不成比例地被選定為

有毒廢棄物的最終處理地點。(United Church of Christ Commission for Racial 

Justice, l987)這份報告震驚了少數民族社區及許多環境學者與環保運動者，

環境正義從此成為環境研究與環保運動一個重點項目。1991年 10月 27 日在美

國華盛頓召開「有色人種環境高峰會」(People of Color Environmental 

Leadership Summit)通過了十七條「環境正義原則」，隨後，當時執政的柯林頓

總統為了把環境正義設定為全國優先施政重點，也於 1994年 2月 11 日發布

12898號執行命令(Executive Order 12898 Federal Actions to Address 

Environmental Justice in Minority Populations and Low Income 

Populations)，加強維護少數族群及低收入人民之環境權。 

環境正義運動是美國在長期的環境主義思潮之後，轉向重視平等獲取自

然資源、平等享有乾淨空氣及水源、充分的健康照護等環境品質的公平分配

問題的里程碑，其核心關懷便是「環境平等」的議題。這種環境平等的訴求

具有普世性，幾乎世界上的每個國家，窮人和少數族群都同樣面對較大的環

境風險、在獲得環境善物的管道上擁有較少機會，有些人甚至沒有能力反抗

加諸於他們身上的環境傷害。也因此在世界各地原屬地方性零星發生的環境

抗議受到環境公平訴求的感染，紛紛打出環境正義的旗號，抗議政府或企業

所造成的自然資源枯竭和環境污染負擔加重所造成的不平等。環境不正義的

現象表明了「儘管人人生而平等，但是並非所有人都同樣承受著環境退化的

負擔」(Dowie, 1995:141)，在「環境正義」運動中，種族和弱勢族群有效發



45 

 

揮動員作用，不成比例的環境負擔以及弱勢族群長久以來被歧視的共同經

驗，凝聚成抵抗力量，成為擊退環境不正義的基礎。環境正義要求公平分配、

反對歧視，來自「正義」概念發出的公平訴求從此成為環境研究重點，在世

界各國不管官方或民間的環保組織都以「環境正義」所提出的平等信念為環

境運動的核心價值。 

由於環境不正義多發生於弱勢族群在非自願的情況下遭受環境毒害威

脅，如果透過程序正義原則來檢視環境相關決策，將儘可能地避免社會上強勢

團體任意地將污染物棄置於弱勢團體的家園之作法。因此，在環境正義的訴求

上，有必要透過程序正義來達到保障弱勢族群的環境權益。依照美國環保署對

「環境正義」的定義「所有人不管種族、膚色、收入、國籍或教育水準」都要

「有意義的參與」環境決策 (USEPA, 1998)。只要有機會參與環境決策，每個

人就有機會去捍衛他自己及其他人的實質環境權。因此，程序正義可說是環境

正義的第一道保障。學者 Capek指出，個人、社區或少數民族在面對可能的環

境不正義時，應有四項基本權利：a.充分資訊的權利；b.公開聽證的權利；c.

民主的參與及社區團結；d.賠償的權利 ( Capek, 1993)，唯有提供個人、社區

及弱勢族群充分的資訊以及參與權利，才能成就居民的自主性、達成實現環境

人權的必要基礎。 

    另外，就實質正義而言，環境正義理念中所要處理的一個重要問題正是環

境利益與負擔的分配，John Rawls的「差異原則」(difference principle)可

為分配正義提供很好的理論說明6。環境正義的研究顯示，低收入和少數族群不

成比例地承擔了社會中的環境負擔，而這些對象往往是 Rawls在差異原則中要

特別給予照顧的社會上之「最不利地位者」(the least advantaged)。環境決

策不僅不應在環境利益與負擔的分配上傷害這些弱勢群體，更應以其利益為優

先考量。我們必須站在社會中「最不利地位者」的立場來看問題，任何不平等

分配必須是對他們有利者才可被接受。然而，廢棄物的處置往往依循「最小抵

抗路徑」(least resistance path)的原則，丟棄在特定的地點及特定人群的生

活領域（紀駿傑，1998），導致其承擔毒物風險，健康及生命受到嚴重威脅。若

由環境負擔的公平分配原則來看，橫山灰渣場設場事件，正是發生在偏鄉、經

濟發展及居民社經地位程度相對較低的客家族群社區，不僅違反環境權的平等

                                                 
6Rawls 主張現實社會和經濟制度並不是齊頭式的平等，財富和所得、職位與工作的不平等是可以

被允許的，因此，訂定一種大家都能接受的不平等的分配原則便是必要的。對此，Rawls 首先強

調「機會平等原則」，告訴我們每個人都應該有均等的機會去獲得職位與工作。至於社會與經濟

上的不平等的另一個條件是「差異原則」。Rawls 認為，為了達成「對每個人都有利」的目標，

必須從社會上「處於最不利地位」(the least advantaged)的一組人的觀點來看不平等的分配才可能

實現，這是因為平等的概念要求我們先去滿足那些處於最不利地位的人的需要 (Rawls, 19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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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則，更違反差異原則的精神。唯有落實環境正義的程序正義與實質正義訴求，

依循恰當的程序來確保人們的權利，並在平等參與及充分告知的情況下，實現

環境自決的理想，讓可能受到影響的人自己來做決定。 

(二)鄰避情結(the Nimby Syndrome) 

在許多環境抗爭中，最常見的批評就是指謫居民的抗議是一種「鄰避情

結」的自私心理。也就是說持有「鄰避情結」的居民要享有環境中的充裕資

源與便利，卻不願承擔公共設施的負擔，而持有「鄰避情結」的橫山鄉抗爭

者則是意圖別人去承擔掩埋場設施的風險，而自己卻繼續製造更多垃圾並享

受經濟活動所帶來的好處(范文芳，2007)。「鄰避情結」一直被視為公共政

策運作上一項相當負面的因素，基本上是一種情緒性、價值判斷的反應，因

此成為世界各國政府在公共政策方面揮之不去的夢魘。這樣的解釋來自於「鄰

避」的字源「NIMBY」（Not In My Backyard），也就是「不要在我家後院」

的心理情結與訴求。它的內涵主要有三：第一、全面性的拒絕被認為有害於

生存權與環境權的公共設施或企業建設的態度；第二、環保主義意識抬頭與

環保人士主張的結果；第三、基本上情緒性、價值判斷的反應（吳定，2006）。

鄰避情結可能來自恐懼鄰避設施對健康及財產造成威脅而產生的否定態度；

也可能涉及地理性不公平的質疑；當然不排除在某些情況下是有些人為了爭

取更多回饋金的可能性。簡言之，就是一種環境上的自利態度。 

然而，民主社會每個人皆有同樣的權利確保居住環境之合宜安適，一旦

對不受歡迎的公共設施提出反對，就被冠以負面的利己標籤，這樣的定義恐

怕會讓鄰避主張者蒙受污名化之嫌，也容易造成環境爭議各方不願理性思考

對方立場或主張就全然加以否定的盲目對立。如果我們暫且放下「鄰避情結」

的字面解釋以及訴求者的複雜心理因素，純粹從反對鄰避設施的本質來看，

鄰避效應之所以出現，主要就是存在有「不受歡迎的設施 vs.受該設施之負面

影響者」，既然每一個人都有權享有合宜安適的環境，主張鄰避者的訴求就

來自於拒絕有害於生存權與環境權的公共或私人設施建在其家園附近，進而

提醒社會大眾反省該項設施所帶來的各種環境爭議，並藉此開啟一處公共論

辯場域，若社會各界能以理性的態度面對這種公共議題，嚴肅以對，對所有

人來說其實是一種正面的社會學習機會。因此，也有學者避開負面的定義，

而以一種較為持平的方式來定義，把鄰避中性地描述為一種「個人或社區反

對某種設施或土地使用所表現出來的態度」（李永展，1998）。 

(三)客家社區之環境永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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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廣義來說，包含了自然環境與人類所共同創造出來的人文世

界。「文化」是人類所創造改變的環境(the man made part of the environment) 

(於幼華，1998)。隨著人類文化的進展，人類改變自然環境以適應其生活需

求。客家文化則是存在客家人所創造改變的環境。面對臺灣多樣化的自然山

川與多元、險惡的族群處境，早期來台客家先民憑藉著因地制宜的生存智慧，

發展出客家新風貌，它既有別於台灣其他族群對居住環境的想像，甚至發展

出不同於中國客家原鄉的文化型態，形成了以土地為舞臺、以族群相凝聚的

移民客家文化。 

  傳統客家聚落擁有豐富的在地生活文化與生態智慧，不同地區的客家聚

落反應出不同的風俗民情。文化的延續依賴於聚落的保存，不但要保存有形

之傳統建物，其無形資產如人文歷史、社會背景、常民生活以及自然生態環

境，都是文化命脈不可或缺的要素，一旦地理空間瓦解，客家文化所呈現出

來的獨特文化意涵很可能就無法復原。由於對環境意識的覺醒與憂慮，對於

發生在客家地區的環境事件，客家族群勇敢地在各地燃起一場又一場的草根

運動戰火。一群又一群原先樂天知命的客家農民，被迫學習舉起白布條，反

對政府及財團的予取予求，積極保護自己一輩子安身立命的家園。這種由當

地居民所發起的環境抗爭事件正符合 Dobson(1998)所指出的，環境正義運動

具有明顯的草根特質，環境不公問題常常不是由著名的環境專家或環境主義

者所發現，相反地，卻常是由遭受環境惡化所苦並影響到其日常生活的當地

居民所呈現出來。邱彥貴、吳中杰(2001：147)在《台灣客家地圖》一書中提

到，「反抗其實也是適應的一種方式。『反抗』對弱勢族群而言，是表達自己

的一種不得已的方法，以促使強勢族群瞭解甚而接納其主張」。橫山社區的抗

爭案例，除了提醒我們台灣在工業發展過程可能出現的種種環境不正義，同

時也示現了在地草根力量以及客家族群保衛家園的硬頸精神。 

(四)在地知識與生物多樣性 

 橫山客家社區附近有豐富的自然生態資源，除了常見的鳥類、哺乳類動

物、兩棲類動物與各式昆蟲之外，油羅溪流經的內灣正好是螢火蟲的絕佳棲

地。螢火蟲因其特殊的發光現象受人們喜愛，同時也是重要的環境指標生物，

可以有效反映水質潔淨與否，也提醒人類應該保護環境健全。根據橫山鄉觀

光課對螢火蟲生態所做的調查，全省已命名的五十六種螢火蟲中，這裡就佔

有三十七種，目前有黑翅螢、紅胸黑翅螢、台灣山窗螢、大端黑螢、黃緣螢、

赤腹櫛角螢等六種珍貴螢火蟲出沒，許多棲地在春夏之際的夜晚都能見到「螢

光閃閃」的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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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灰渣掩埋場設場計畫中，由業者委託專家所撰寫的環境影響評估報告書

在生態調查部分，指出掩埋場預定地附近溪流並沒有發現魚顯或稀有物，設

立掩埋場不會對生態造成明顯負面影響。針對此點，當地自救會指出，環評

報告書是根據冬天的田野資料，適逢生物冬眠時期，與他們在生物活動頻繁

期常見許多鳥類、哺乳類、兩棲類與昆蟲經驗差距頗大。事實上，在地居民

提供的「地方的、常民的、經驗性與直觀的知識」已逐漸被學界承認可以對

公共政策帶來貢獻(Ockwell and Rydin, 2006:380)，然而，許多時候政府仍

是採取專家單向訊息傳遞、不肯容納在地觀點，使得專家與常民之間無法互

動與學習，形成互動的專門知識(interactional expertise)，7也因此造成政

策無法對土地利用進行有效的總體規劃。在「環境正義原則」第 1條開宗明

義宣示「環境正義確認地球之母的神聖性，生態調和，物種間的互賴性以及

他們免於遭到生態摧殘的自由。」因此，維護生態調和也是環境正義所要積

極成就的核心價值。如何在工業開發與生物多樣性之間取得平衡點是政府在

環境決策時應審慎考量的施政重點。 

(五)公民參與與住民自決 

    台灣從農業轉型到工商業之後，伴隨著工業化成為政治社會的主力也衍

生出新型態的社會問題，這些問題對所謂的客家社區所造成的負面影響，並

不亞於因為語言流失而造成的認同危機。政府或企業的開發計畫往往影響到

人們的居處空間，相對於文化保存政策，政府對於少數族群生存空間的保障

可使其成員與多數族群成員擁有相同的機會在他們自己的文化中生活和工

作。文化身份是個人存在於社會的重要表徵之一，任何危害此種身份延續的

政策都是一種重大的不平等，如果不加處理，將會演變成一種嚴重的不正義。

就此而言，環境正義的命題是具有高度規範性意義的。它一方面關懷自然環

境被人類破壞，另一方面更是認為強勢族群與團體對於弱勢者的迫害是造成

自然環境破壞的主要原因。因而，環境正義原則主張人與自然以及人與人之

間平等而和諧的對待；任何違反此原則的行為與主張，都是它所批判與打擊

的對象。環境正義並要求確認所有族群有基本的政治、經濟、文化與環境之

自決權；在所有決策過程的平等參與權利，包括需求評估、計畫、付諸實行

與評估；同時，環境正義主張我們需要都市與鄉村的生態政策來清理與重建

都市與鄉村地區，使其與大自然保持平衡。尊重所有社區的文化完整性，並

提供公平享用所有資源的管道。 

                                                 
7 互動的專門知識指具有足夠的專門知識讓擁有抽象或通則化知識的專家與具備在地或實

務知識的常民能進行互動，進而能在參與過程中產生認知上的改變或增長(范玫芳，2007：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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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環境自決與程序正義 

在處理污染議題上，效益主義的推理模式常被拿來運用，選址的決策必須

是為最大多數人的最大利益。有危險的物質是工業生產的副產品，對住在工

廠附近的居民造成立即且嚴重的危險，大片土地在不適當的丟棄方式下受到

污染，廢棄物的數量不斷增加，必然需要加以處理，以零散的方式處理只會

增加更多的環境風險，因此，大型垃圾處理廠可說是處理這些問題最實際的

方式。因此，他們把污染的風險從大多數地區移走，以集中而非分散的方式

管理。規模大，因此可使用昂貴的技術來處理，甚至能因此而獲利。若在相

對而言人口較少的地區設罝這種設施，就可以降低大多數人的風險。在橫山

設立灰渣掩埋場開發計畫，符合偏鄉、經濟發展及居民社經地位程度相對較

低的社區特性，可以看到政府依循為最大多數人的最大利益進行選址的模

式，正是一典型的以只以效益最大化考量所造成的環境不正義案例。 

此外，開發計畫本身未受到應有的監督，地方政府之黑箱作業決策方式充

滿瑕疵，環評機關亦未善盡把關之責，因而出現嚴重侵犯地方居民自主權與

自決權、平等參與權、同時也破壞自然生態環境平衡的情形。由於台灣有關

風險的規範與管理主要是技術官僚主導，決策程序不透明，制度上缺乏民眾

實質參與和雙向溝通。制度設計缺乏健全的涉利者參與機制，加上民眾取得

相關資訊不易，使得公民參與在決策過程權利大受限制。橫山灰渣掩埋場嚴

重威脅社區安全，但卻未事先告知當地居民，直到新竹縣環保局強制徵收用

地，受到地主抵制，事情才被揭發，違反環境自決的基本權利。開發計畫被

揭露後，當地居民透過成立「毒灰渣全民自救會」，誓死反對灰渣掩埋場，

並提起環境訴訟，經過六年抗告，終於在最高行政法院 98年度判字第 772號

判決獲得環評撤銷判決，並於 2015年縣府舉辦的環境影響評估審查會中決議

「不應開發」，全案塵埃落定。 

 

六、結論 

在這個案例中，我們看到地方政府之黑箱作業決策方式充滿瑕疵，除了開

發計畫本身未能充分考量社會及環境因素，監督的環評機關亦未善盡把關之

責，嚴重侵犯地方居民充分資訊的權利、自主權與自決權、平等參與權、同

時也破壞自然生態環境平衡。當然，若事後就社會學習角度來看，本案仍有

值得我們反思的積極面向。特別是在投入相關抗爭活動的過程中，地方行動

者帶領橫山鄉民進行了一次成功的環境教育及公民教育的社會學習課程，使

民眾由原先對公共事務與風險議題的陌生與冷漠，轉變為對相關環境議題的

關懷與學習，進而積極與其他社區進行合作交流與經驗分享。客家環境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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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只是爭取客家社區環境權的社會運動，它同時也印證了環境時代公民的日

常生活不僅與周遭環境緊緊相連，更應對環境保持敏感度，對環境問題負起

責任，環境時代的公民被賦予在健康環境中生存發展的權利，相對的，每一

個公民也都肩負著保護環境的責任，其消極要求是不得從事掠奪及破壞環境

的行為，積極要求則是防止他人引起的環境危害。由橫山社區抗爭的社會力

表現，我們看見面對工業發展時，客家族群對身為環境公民的反思，包括政

府及企業可能掠奪社會及自然成本、犧牲人民環境權利，他們也體會到公民

的環境權利、什麼是對應然權益的觸犯、如何轉變這種不利的環境態勢等問

題，最後付諸行動，保衛社區，成為環境行動者，推動社會學習的歷程。對

他們而言，環境權利不再只是抽象的理念，而是可實踐的目標，更是社區永

續發展的契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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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計畫六：客家農民與地方農特產品產業：以彰化二林的農村酒

莊為例 

計畫主持人：賴守誠 

 

【論文精要】 

 

壹、 研究目的 

本研究以彰化二林地區客家農家的經驗歷程與農村酒莊產業的發展為關注核

心，探索凝聚農村自然資源與人文技藝並呈顯地方文化品味與經濟能量的地方農

特產品(葡萄酒品與農村酒莊)，如何透過農民的習性與實踐及相關生產網絡、中

介網絡與消費網絡的支持，在彰化二林開展並形塑出獨具特色之農村酒莊此地方

農特產品產業。 

 

貳、 研究方法 

本研究的研究方法以構築家庭傳記的深度訪談法為主，並搭配次級資料的質性內

容分析法的運用，通過詳細瞭解客家農民的族群記憶、家庭經驗、性別分工、學

習歷程、農事技藝、事業經營、產品研發、產業運作、世代承傳與地方發展等議

題，來深入探究彰化二林農村酒莊此地方農特產品產業其形成與發展的社會文化

歷程。 

 

參、 研究之理論分析架構 

運用新小農理論與地方特色產品理論，我們以彰化二林的農村酒莊為例，深入了

解當地的客家農民如何從葡萄的種植投入、技能精進、土地管理、勞動調度及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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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的轉入釀酒、新舊釀酒知識調和、技藝發展、市場瞭解、營銷提昇，以至於今

日發展出多樣的地方農庄酒莊的產品類型與運作策略。 

 

肆、 重要發現 

一、葡萄酒品質典範的轉移：從「國家產銷管制」到「大眾消費市場」 

為系統性地辨明、解析作為地方農特產品產業的彰化二的農村酒莊在臺灣近六十

年間逐步成形期間(含葡萄種植與釀酒開展)，所呈現的主要特色的趨勢模式與其

間內涵變化的型態，本研究運用報紙的資料庫系統，於此特定歷史時間內，針對

以上地方農特產品產業(葡萄酒)的相關報導的內容與呈現，在特色建構的各個主

要有關鍵層面，依據不同的歷史時段，進行詳細深入的內容分析與論述分析。 

 

本研究以 1953 年代至 2013 年代的報紙報導作為文本、進行質性內容分析，研究

辨認建構出十一項與葡萄酒相關的品質特色的所屬類型。法律制度與政策管制

(11.2%)、社交禮儀與社會儀式(10.6%)、專家與制度機構(7.5%)、設備與現代化

生產(3.9%)、飲食與烹飪(12.8%)、健康與養生(4.3%)、風土傳統與地方特色

(11.2%)、消費者口味(8.2%)、美學等級與象徵符號(11.9%)、市場經濟與消費資

訊(17.6%)、其他(0.7%)。研究發現自 1953 年至 2013 年間，品質類目的範疇主要

從法律制度層面，往市場消費資訊面向發展。這個趨勢說明，以往國內的葡萄酒，

在國家政府限制生產與販售之下屬於受限定的消費品，葡萄酒品質的裁定者多來

自政府或國營機構，直至 1987 年臺灣開放外國菸酒進口，大量進口酒進入國內

酒品市場中，報紙媒體也跟上這波消費風潮，運用其文化中介者的位置，成為形

構國內葡萄酒文化與消費資訊的關鍵角色。 

 

另一方面，就品質特色的整體數量而言，1993 年(460 個)與 2013 年(611 個)的品

質特色數量，大大高於 1953 年(33 個)及 1973 年(73 個)，報導內容也隨著消費時

代的來臨，在消費、品味生活的資訊提供上大幅提升，因此各種商業型態的行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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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訊息高頻率地出現在報紙內文中，而這些商業資訊正是主要來自各式各樣的

民間進口酒商與飯店業者等。因此，在這一波由報紙媒體與商家所主導的葡萄酒

品質建構過程中，其大力地鼓勵讀者以消費葡萄酒相關商品及活動，進一步與異

國生活品味進行白日夢般的想像與消費。 

 

二、彰化二林客家農民的習性 

本研究總共在彰化二林地區訪問 14 戶、25 位的客家農民，援引范德普勒格(2013)

小農模式的理論分析，並結合報紙質性內容分析的資料與二林客家農民的深度訪

談資料，我們辨認出二林客家的農民習性特質的四大主軸： 

  

(1) 持續自然協同生產、農事技藝積累與新奇事物開發 

 本研究試圖深入瞭解農民的習氣，如何引導他們在生產活動中持續性地與自然

環境協調、互動轉化。一般人看似重複性高而步驟化的務農過程，實則高度仰賴

深厚的農業經驗與各種資源交換手腕；總是被視為平凡單一、理所當然的農田景

觀，往往蘊含著充滿農民智慧的安排。自然環境通過人的施為，也就是農民對於

土地的投入，因而得以被創建、成長為更為豐富的資源庫。 

  

就葡萄種植方式而言，歐美國家多採用直立式栽培，這種栽培方式較適合溫帶國

家的坡地地形，臺灣位於亞熱帶與熱帶交界處，但恰好是颱風行經的高度頻繁地

區，也因此颳風下雨造成的農損一直是臺灣農業工作者的一大挑戰。為了因應這

樣的氣候條件，農民通過搭建棚架讓葡萄平行於地面、生長於空中，讓葡萄園則

宛若一道道拱型隧道，即便葡萄園遇上颳大風、淹大水，在棚架上安穩生長的葡

萄至少能挺過。為了提升農事或農產品質，農民們會運用身懷技藝、創造各種新

奇事物，而這些新奇事物可能是新實踐、新製品，或是一個改變特定情境、任務

下的定義，因此也往往代表著其採取的作法可能偏離了現有的規則。農民剛開始

試種葡萄時，並不知道要如何「管理」它，緣於民國 57 年的某次颱風吹斷了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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萄的枝枒，中部地區種植鮮食葡萄的農民發現枝枒斷裂處竟冒出新芽，於是他們

便模擬風折方式、幫葡萄剪枝，這個技巧就是後來葡萄技術發展上重要的「剪

枝」。目前剪枝技巧結合了農民與農業技術單位的合作，愈趨發展成熟，在掌握

葡萄的生長習性上是甚為關鍵的一步。剪枝是「減法」的技巧，相異於以往農民

照顧田地的方式，偏離了原有「加法」規則的新實踐，由此可知，新奇事物的創

造，其初始可能是來自對於自然世界的觀察，農民試圖從中歸納出操作原理，再

經過反覆多次的實驗、更加清楚該環境下作物的生長習性，也發展出屬於這個環

境條件下特有的農作方式。對於二林客家農民來說，好的務農技巧並非固守傳統

而不變，而是能夠在可掌握農業資源中，為困境開創出新的機會，因此可得知在

農業相關領域富有高度新奇事物的創造力，是小農農民習性特質的重要面向。 

 

(2) 投入精耕細作、資源的高效利用與交換組合 

在二林的小農農業中，精耕細作是具體展現農民生產邏輯的耕作方式。我們需要

重新瞭解、正視小農農業所展現精耕細作的優點，其來自於農民擁有自主重新調

整、配置與密集組合資源要素的能力與習性。如果我們更加重視農民技藝在其中

的維繫與在農業工作中的重要性，便可以為社會創造更多就業機會，而且精耕細

作才能使農民持續維繫農業生產與資源庫之間的互動與轉化。因此，精耕細作就

是小農農業的智慧結晶，也是農民面對環境不得不發展出的生存策略。而且由於

農民重視田裡的每一分產出，他會在操作機械時根據每一小塊地、每一株作物的

情況，判斷該如何行動，機械只是輔助他可以較輕鬆完成這些工作，這便是技藝

相對於機械性技術最大的差別所在，而農民技藝又更加強調人如何通過技藝的施

展，與自然互動並轉化之。在小農主導下、資源能夠更全面而完整地發揮其性能，

其並非形式主義的效率追求，對二林的客家農民而言，所謂的效率是為了因應不

得已的自然、社會環境，需要有俐落的手腳與熟練的技巧，為了達到這個目的，

農民改造機械，農民往往按照自己的意識與需求去使用機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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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養成農業技藝自豪感並通過團體競賽學習 

對於農民來說，因為他們完整涉入了商品前端的所有生產過程，因此具備了足夠

的信心來面對農產食品的品質轉變，農民得以入列最食物品質構成鏈的核心群體

成員中，二林客家農民不單僅生產、還會涉入農產加工的過程，儘可能的發揮運

用每一份資源，例如客家的醃漬保存食物技藝，也是進一步延伸至釀酒技術的習

性表現。他們身為這個職業─農民─所內化對於自然環境、農業產物的態度，讓

他們在作物栽培、食品加工上，有不同於一般人的關注與抵抗層面，這更意涵深

遠地代表著屬於農民特有的食物品質，這個品質反映在農民與作物之間的關係，

雖然農產品最終是為了進入市場而生產，但對大部份對農民來說，對待親手栽培

的作物總是帶著超越商品的情感成分。各項農業評比競賽(如紫晶盃比賽或是百

大青農選拔等)的投入並爭取佳績獲得肯定，是二林客家農民的重點關注。在今

日一昧強調個人成就的社會氛圍中，從二林的葡萄農身上便可瞭解，他們並不會

將成就視為是個人的所有，而是關乎這個地方、農民共同群體、大家努力的成果，

而個體農民亦能在這樣的學習、競爭氛圍下各自保有自己方法。 

(4) 關注資源庫的控制與調配、資產的傳承 

資源庫指的是農民所擁有、以土地為核心的農業生產環境，通過勞動、知識、網

絡、市場進入等要素進而補充資源庫，提升資源庫品質。以土地為核心所產生的

農業資源庫，被農民精心的照料，並將被傳承至下一代是二林客家農民的深藏的

核心關注。二林的葡萄農以葡萄果園、酒莊作為生產資源庫的核心，大部分的農

民自家裡長輩手中繼承土地，對他們來說土地是源源不絕的生機來源，可以依憑

自己能力決定作物種類、種植方式，詮釋農民的付出與行動並非是自我剝削，而

是為了豐富他所擁有的農業資源庫，這個資源庫無法受到市場價格所衡量，因為

它是一個具有生命、可以同時進行生產與再生產活動的載體，而農民就是扮演著

啟動、活化、延續它的角色。這種對資源庫的控制與調配，以及對資產的傳承強

大關注明顯表現在農家的性別分工的持續與重構、招募農業工人的挑戰與困難、

家族資產傳承的困頓與壓力等重要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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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結論。 

總的來說，臺灣近六十年來，報紙媒體對於葡萄酒的趨勢性關注，已從國家產銷

管制轉向大眾消費市場，這反映在報紙所建構的論述下，人們對於葡萄酒的認識

已經逐漸脫離農業食品中的水果酒，而邁向具高象徵價值的文化性飲品，「品酒」

因而牽繫上個人的品味消費與生活風格，其文化象徵地位成為強力的象徵符號。

本研究總共在二林地區訪問 14 戶、25 位的客家農民，援引范德普勒格的小農模

式理論，並結合報紙質性內容分析的資料與二林客家農民的深度訪談資料，我們

辨認出彰化二林客家的農民習性特質的四大主軸：(1) 持續自然協同生產、農事

技藝積累與新奇事物開發；(2) 投入精耕細作、資源的高效利用與交換組合；(3) 

養成農業技藝自豪感並通過團體競賽學習；(4) 關注資源庫的控制與調配、資產

的傳承。 

 

關鍵字：客家農民、地方農特產品產業、新小農理論、彰化二林、農

村酒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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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成果全文】 

 

客家農民與地方農特產品產業：以彰化二林的農村酒莊為例 

 

賴守誠 

摘要 

 

本研究以彰化二林地區客家農家的經驗歷程與農村酒莊產業的發展為關注核

心，探索凝聚農村自然資源與人文技藝並呈顯地方文化品味與經濟能量的地方農

特產品(葡萄酒品與農村酒莊)，如何透過農民的習性與實踐及相關生產網絡、中

介網絡與消費網絡的支持，在彰化二林開展並形塑出獨具特色之農村酒莊此地方

農特產品產業。運用新小農理論與地方特色產品理論，我們以彰化二林的農村酒

莊為例，深入了解當地的客家農民如何從葡萄的種植投入、技能精進、土地管理、

勞動調度及其後的轉入釀酒、新舊釀酒知識調和、技藝發展、市場瞭解、營銷提

昇，以至於今日發展出多樣的地方農庄酒莊的產品類型與運作策略。本研究的研

究方法以構築家庭傳記的深度訪談法為主，並搭配次級資料的質性內容分析法的

運用，通過詳細瞭解客家農民的族群記憶、家庭經驗、性別分工、學習歷程、農

事技藝、事業經營、產品研發、產業運作、世代承傳與地方發展等議題，來深入

探究彰化二林農村酒莊此地方農特產品產業其形成與發展的社會文化歷程。 

 

關鍵詞：客家農民、地方農特產品產業、新小農理論、彰化二林、農村酒莊 

 

 

一、導論 

 

彰化二林的葡萄酒品與農村酒莊，在今天的臺灣是個獨具特色且頗負盛名的地方

農特產品產業。然而，歷史過程所呈顯的現實的卻更為曲折豐富，彰化二林的農

業發展歷程是一部由多個族群克服艱困自然環境的奮鬥史。險惡卻極富潛力的自

然環境，成為日據時期殖民政府與日臺資本家的開墾投資的目標地區，其中部分

來自桃竹苗地區的客家族群亦在此時期移墾至此，各族群農民在不算有利的自然

條件與社會環境下，開拓出不同的經濟發展的應對策略(張素玢，2000)。而客家

族群長於的開拓移墾的習性，日漸成為彰化二林地區農業產業發展的主力，創造

出諸多量豐質精的農業產品，近十五年來通過將農村自然資源與人文技藝緊密結

合，以及藉由將地方文化品味與經濟能量的加值升級，更逐步將彰化二林的葡萄

酒品與農村酒莊建構成為地方農特產品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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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中部地區有數個鄉鎮地方皆曾為臺灣釀酒葡萄的主要生產地。在 1970 年

代，包含二林在內的彰化縣整體葡萄產量超越苗栗及臺中，而彰化二林的釀酒葡

萄產量，在於公賣局收購葡萄時期以極大差距超越了其他地區。2002 年開放民

營酒莊後，彰化二林這裡更曾有高達有 20 家農村酒莊(目前為 14 家)的設立運

作，且至今仍是全臺行政區域中酒莊密度最高的地方。以 2014 年來自財政部統

計資料，總和進口葡萄酒與國產葡萄酒的數量情況來說，大致是 87% (18027 公

石)比上 13% (3826 公石)，儘管國產市場所佔比例較為弱勢，扣除菸酒公司與少

數幾家大廠，由農民所直接種植並親手釀製的葡萄酒的市佔率可能就更低，卻也

更顯得珍貴。更值得關注的是，其中的農村酒莊業者有高比例的客家農民，雖然

緣於彰化地區廣泛福佬化的趨勢(林衡道，1963；郭伶芬，2002)，目前並未廣為

知曉，實乃極富潛力的臺灣客家研究主題。 

 

本研究將以彰化二林地區客家農家的經驗歷程與農村酒莊產業的發展為關注

核心，探索凝聚農村自然資源與人文技藝並呈顯地方文化品味與經濟能量的地方

農特產品(葡萄酒品與農村酒莊)，如何透過農民的習性與實踐及相關生產網絡、

中介網絡與消費網絡的支持，在彰化二林開展並形塑出獨具特色之農村酒莊此地

方農特產品產業。運用新小農理論與地方特色產品理論，我們將以彰化二林的農

村酒莊為例，深入了解當地的客家農民如何從葡萄的種植投入、技能精進、土地

管理、勞動調度及其後的轉入釀酒、新舊釀酒知識調和、技藝發展、市場瞭解、

營銷提昇，以至於今日發展出多樣的地方農庄酒莊的產品類型與運作策略。本研

究的研究方法將以構築家庭傳記的深度訪談法為主，並搭配次級資料的內容分析

與論述分析法的運用，通過詳細瞭解客家農民的族群記憶、家庭經驗、性別分工、

學習歷程、農事技藝、事業經營、產品研發、產業運作、世代承傳與地方發展等

議題，來深入探究彰化二林農村酒莊此地方農特產品產業其形成與發展的社會文

化歷程。 

 

二、家庭小農、農民習氣、農業場域與新小農理論 

 

1. 客家、農民與小農家庭 

 

臺灣長久以來農戶之平均耕地面積非常小，目前約為 1.03 公頃，並且有 80%以

上的農民為兼業農與副業農，而農家所得僅為非農家所得的三分之二，可以說是

典型的小農制農業（農業統計年報，2013）。日本殖民政府於 1895 年佔領臺灣之

前，臺灣農業的發展實則已具備高度商業化的傾向，如 18、19 世紀時臺灣本島

生產過剩的稻米、蔗糖就已大量外銷到中國大陸。同樣地，19 世紀後半葉，臺

灣生產的茶葉、樟腦等也大量外銷到西方國家。而不論是稻米、蔗糖的生產或是

茶葉、樟腦的製作，客家人都扮演重要的角色。由於臺灣是漢人移民較晚的接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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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所以較低的人口壓力還能容許頗為粗放式的農業耕作，並維持相對於中國大

陸而言較優渥的生活。這也是何以在 18、19 世紀從中國沿海，包括客家人在內

的福建、廣東的居民不斷遷往臺灣的原因(黃樹民，2013: 16-7)。 

 

然而，臺灣農業發展中最主要的歷史社會事實，乃是歷史社會學家柯志明煞

費苦心投入研究指出，日據時期的統治策略「傾向於對既存的風俗及社會經濟體

制採取溫和漸進的策略，特別指的是配合舊有土地所有制度所施行的土地改革」

（柯志明，1992: 238）。當時即便是商品化程度最高的蔗糖生產，「基本上是建基

於垂直集中式的家庭耕作農業，仰仗高生產力的家庭農場」（柯志明，1992: 248）。

換言之，家庭農場這種以家庭勞動力與家庭消費為主要考量的小規模農業生產方

式，可說是有效抗拒日本殖民帝國資本家企圖解體臺灣傳統農村生產制，以便直

接剝削農民的有效工具。這種家庭式的精耕細作農業生產，在日本殖民政府或國

民政府局部引進現代工業生產成份之後，還能維持其主流地位(黃樹民，2013: 

16-7)。 

 

真正造成臺灣小農制逐漸解體，將大批農村勞動力從家庭農場分解出來，並

引導到當代資本主義式的工業生產內成為後農民的風潮力量，始於 1960 年代後

期。當時臺灣的工業發展轉型，成功地以「出口導向」(export orientation)轉為「進

口替代」(import substitution)。隨著 1960 年代工業化的普及，我們可見諸多明顯

的結構性變遷，在農村勞動力大量外流的情形下，自 1970 年起，許多的鄉村地

區逐步面臨萎縮的傳統家庭式小農制的到來。但即便如此，這種農業生產的基本

運作單位，在臺灣仍是以傳統的家庭小農制為主，迄今未變(黃樹民，2013: 20-23)。 

 

超過半個世紀的農民研究的多方學術進展中，諸多的小農理論對傳統小農進

行了檢討與論辯，這些理論主要包括：「阻礙發展論」，即將小農視為變遷的阻礙，

認為小農是「對發展的阻撓」，是工業化這個「擺脫落後的大道」上的障礙，因

此是一種應該消失或被主動移除的社會形態，應該被裝備精良、順從市場邏輯的

「農業企業家」所取代；「消亡論」即在那些現代化工程取得某些成功的地方，

小農階級要麼已經轉變成為農業企業家，要麼已經淪為純粹的無產者，小農階級

事實上已經消亡；「農業內卷化」即認為將勞動力不斷填充到農業生產中最終只

會帶來適得其反的結果，並造成貧困的再分配；「技術上限論」，即認為小農不可

能跨越他們使用的資源中所隱含的「技術上限」；「貧困論」，即小農農業模式就

其定義本身來說，正如人們通常所設想的那樣會造成貧困(葉敬忠，2013: 4-5)。 

 

van der Ploeg(2008)對包括馬克思主義在內的過往小農理論進行了批判性的回

應。這些小農理論的局限性產生於對小農和小農農業的諸多誤解，尤其是，以往

的小農研究強調的僅僅是小農作為一個既定要素在農業中的介入和參與，對於小

農如何參與、如何從事農業實踐以及是否與其他農業實踐方式有所不同等問題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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幾乎未曾觸及。小農的獨特性主要被歸結於他們不平等的權力關係或者他們的社

會文化特徵。但是，無論身在何處，小農都以一種與其他農業模式截然不同的方

式與自然相聯繫。van der Ploeg(2008)指出，小農農業中並不存在「固有的落後」，

「小農無法養活世界」這一常見觀點是站不住腳的，而且，小農農業模式中勞動

主導的集約化並不等同於貧困，也並不必然會造成內卷化。在新古典經濟學的數

學模型中，集約化可能有違報酬遞減原理，而在現實生活中，小農對農業發展的

組織方式決定了其收入會保持在可接受的水準上，甚至還會提高。對 van der 

Ploeg 而言，小農生產方式中被馬克思和恩格斯等所鄙夷的方面，很多正是其優

越的精髓(葉敬忠，2013: 4-5)。 

 

2. 農民習氣與農業場域：布迪厄式的取徑 

 

本研究中，為能適切深入地瞭解地方農業變遷並促成農特產品產業興起的過程，

我們將援引法國社會學者布迪厄(Pierre Bourdieu)所提出的習氣(habitus)、場域

(field)與資本(caputal)的概念架構，來幫助我們以細緻動態的方式展開對臺灣客家

小農的生產與生活邏輯的探究。布迪厄主張，這些變化發生於群體傾向

(dispositions)—即是習氣—與人們所行動的場域之間的交會點 (Swartz, 1997: 

141)。布迪厄如是定義習氣： 

 

一個被社會化的身體、一個被結構化的身體、一個併入了一個世界(或該世

界之特定部門)內在結構的身體—也就是一個場域—而且它結構了該世界的

感受以及在此世界之中的行動。 

 

習氣既非自由意志的結果、更不是受到結構所決定，卻是受到以上兩者伴隨著時

間所產生的交互影響所創造而出(Bourdieu, 1984: 170)。行動的傾向因此是受到過

去的事件及結構所形塑，也被現時的實踐與結構所影響，同時最重要的是，更是

受到我們對於這些事件、結構的獨特感受所影響(Bourdieu, 1984)。因此，行動者

的習氣將社會及結構元素融入了「身體」，處理一個在其自己世界中運作的潛意

識框架，通過社會化過程，這個概念具有強烈的歷史觀點，習氣是在家庭世代之

間進行傳遞。對於農民來說，習氣提供一套可以指引並限制未來實踐如何展現的

道德框架，受到特定習氣所引導的每日實踐，逐漸在農業領域中顯現成為特定的

農作風格(styles of farming)的傳統(van der Ploeg, 2003)。 

 

藉由「場域」的概念，布迪厄指出一個獨特帶有其自身特性之實作、規則、

權威形式與評價標準的社會微觀世界。每個場域都規定各自特有的價值觀，擁有

各自特有的調控原則，具備各自特有的競賽規則(rules of the game)。這些原則界

定了一個社會構建的空間。在這樣的空間裡，行動者根據他們在空間裡所佔據的

位置進行著爭奪，以求改變或力圖維持其空間的範圍或形式。這一簡要定義有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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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關鍵特徵。第一個特徵是，場域是諸種客觀力量被調整定型的一個體系(其方

式很像磁場)，是某種被賦予了特定重力的關係構型(a relational configuration 

endowed with a specific gravity)，這種重力被強加在所有進入該場域的客體和行動

者身上。場域就好比一個稜鏡，根據內在的結構折射外在的各種力量(Bourdieu 

and Wacquant, 1992: 101-2)。在 Bourdieu 的理論架構中，場域同時也是一個衝突

和競爭的空間，可以將其類比為一個戰場。在這裡，參與賽者彼此競爭，以確立

對在場域內能發揮有效作用的種種資本的壟斷，和對規定權力場域中各種權威形

式間的等級序列及「換算比率」）的權力的壟斷。在這些爭奪的過程中，該場域

本身的形塑和劃分成為核心焦點。這是因為，改變各種資本形式的分佈和相對分

量，也就相當於改變此一場域的結構與競賽規則。 

 

因此，如同 Bourdieu 所宣稱與展示的，場域「是歷史性的群構(constellations)，

它隨著時間的推移而出現、成長、改變型態，而且有時候會衰弱或枯萎」(Wacquant, 

2006: 269)，任何場域的關鍵資產是其取得自主性(autonomy)的程度，而這個自主

性在本質上是一種能將自己隔絕於外部影響之外的能力，且是一種能超克並對抗

鄰近或入侵場域的評價標準以支持其本身的評價標準的能力。換句話說，其場域

的力量強度似乎位於，通過其本身的適當規定與管制原則，以及依照其本身內部

評價的標準，來整體運作的能力。其自主性確保了某種與來自其他場域的評價原

則與管制有關的特定防禦工事。其維繫與堅持的自有規則與評價標準，超越了那

些競爭或鄰近或主導的場域，此能力是社會中有效的權力資源。然而，一個場域

的獨立總是相對的，而且是其歷史性軌跡的函數。 

就此架構而言，農作能夠被視為一個「場域」，伴隨著一系列的參與賽者(players)

與不同的經濟、社會與文化資本的形式。農民所持有的資本包括進行農業生產所

需要的經濟資本(例如, 土地、建築、機具)，社會資本(例如，網絡、社會關係與

相互義務)、文化資本(實現「優良農作」(good farming)所需要的知識與技能)及象

徵資本(由共同所接受的優秀農作符號，所衍生而來的聲望)。這些符號甚至可以

包含：沒有雜草的農地、辛勤工作、生產與土地照料，或者是完善管理的牲畜。

正如 Burton et al. (2008)所指出，所有這些符號對農作社群的其他成員而言，都

是明顯可見的。這些符號也直接聯繫上生產經濟資本的能力。 

 

農事場域，就像其他的場域，是一個鬥爭的場所，在此其中取得不同位置的

行動者競逐著社會認可。透過被農民所認可與重視之「優良農作」符號的展示，

這種鬥爭是經常可以被農業場域的行動者察覺辨認。然而，這種鬥爭不單涉及展

示被接受的知識、技術與符號，同時也透過諸多創意的回應，導入新的技藝與象

徵。這個鬥爭也同時涉入新舊符號間的鬥爭，也就是，持續協商那些符號是能夠

最適切地用來辨認出一個「好農民」。 

 

因此，農作實踐明顯地會隨著時間而改變，例如，為了因應新的技術、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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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政府政策。投入到農業環境改變的選擇，與其它農場層次的調適，將會導致農

作實踐中的各種改變，而這又可被預期地影響到文化規範，也進而影響對於「優

良農作」的定義。在最近的半個世紀的臺灣，農業場域的「競賽規則」(‘rules of 

the game’)已經經歷諸多實質的改變。這些改變包括：農業企業建構的推動、生

物科技轉型的開發、觀光休閒農業的增長、認證有機產品的需求、地方農特產品

的崛起等。假若文化符號部分地因為它們指示潛在的經濟資本的能力而被重視，

那麼「優良農作」的符號是可能會被在較為寬廣農業脈絡的這些變遷所影響。 

 

我們關注農業場域「競賽規則」的動力的確導致在資本構成的組合與象徵符

號層面的變動。農民習氣對農民所行動脈絡的變動能夠敏感地做出反應，在這樣

的情勢下，農民「創意回應」可能就會浮現。這些「創意回應」對持續增長多樣

化的農作實踐的本質做出貢獻。地方農特產品的興起能夠被視為是這些農民「創

意回應」的一部分，而且會對重新界定農業場域的競賽規則帶來影響。通過此機

制變遷得以發生的深入瞭解，能夠啟發我們對在農作方面文化資本—也就是農民

所重視的符號—的長久性與可可塑性的思考(Sutherland & Darnhofer, 2012)。 

 

3. 新小農理論：「小農境地」與「小農農業模式」 

 

近半個世紀，歷經劇烈現代化衝擊的全球農業場域，面對企業農業與公司農業的

強勢崛起，小農農業不但沒有消逝滅亡，反而堅韌地在全球各處走出復興的道

路，更凸顯小農在農業場域永續發展中所具有的關鍵潛力地位。為能擺脫傳統小

農持續地在知識生產上的被簡化與政策推動中的被漠視，且能充分運用近三十年

的農民研究與鄉村研究的各項成果，荷蘭農村社會學家 Jan Douwe van der 

Ploeg(2008)提出了「小農境地」(‘peasant condition’)與「小農農業模式」(‘peasant 

mode of farming’)的概念，來對小農階級展開重新理論化的工作。此極具融合性

與開創性的新小農理論，對我們試圖透過農民的習性、實踐及相關支持網絡的深

入瞭解，來探究地方農特產品產業其形成與發展的社會文化歷程，將會有極大的

啟發與助益。 

 

3.1. 小農境地 

 

van der Ploeg 對「小農境地」的界定，既明確地將小農階級限定在當下的討論情

境中，又充分重視和體現了小農的能動性(agency)。在此，能動性不是一個附加

的屬性，而是小農的核心特徵(van der Ploeg, 2008: 23)。小農境地這一概念的核

心是： 

 

在高度依附、被邊緣化和被剝奪的情況下為了獲得自主性而鬥爭。小農境地

的目標是建立和鞏固一個自我控制和自我管理的資源庫，這使得人與自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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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同生產成為可能，這種協同生產方式與市場相互作用，從而保證了小農的

生存和未來的希望。遵循這一邏輯，小農不斷補充和強化其資源庫，不斷完

善人與自然的協同生產過程，不斷擴大其自主性，並因此降低其依附性。受

當前社會經濟特徵的影響，小農的生存和資源庫的建立可以通過參與其他非

農活動而得到鞏固。另外，小農之間還會出現不同的合作方式來規範並鞏固

這些相互關係。 

 

以下圖一對小農境地定義中的關鍵要素進行了展示。 

 

 

 

圖一：小農境地的編舞[定義中的關鍵要素] (van der Ploeg, 2008: 24) 

 

按照 van der Ploeg(2008)的定義，小農農業模式通常以生態資本的持久利用為

基礎，旨在保護和改善農民生計。小農農業往往以其多功能性為顯著特徵，從事

農業的勞動力通常來自家庭內部，或者通過互惠關係組織調用農村社區成員，土

地和其他主要生產資料歸家庭所有。生產的目的是服務市場以及滿足家庭與農場

再生產的需要。小農會通過採取諸多精明的策略，使其農業活動遠離那些市場。

小農始終會帶著熱情、奉獻精神堅持不懈地投身於農業生產之中。小農農業關涉

到主體性，強調與自然一同工作、相對獨立和匠人工藝所產生的價值與滿足感，

以及人們對他們構建成果的驕傲與自豪，體現了人們對自身力量和洞見充滿信

心。 

 

小農境地還反映了一種時間的流動。小農階級會表現出朝不同方向、以不同

節奏並通過不同機制而發展變遷的動態過程，這種發展變遷主要取決於它所嵌入

的社會結構。這個過程同樣也可能受到阻滯，此時，停滯和衰退會以特定的時空

關聯的形式呈現出來。從分析的角度來看，作為發展變遷的過程，小農境地有可

能出現去小農化(de-peasantization)和再小農化兩種趨勢。再小農化意味著小農特

徵以一種更為連貫而普遍的方式得到進一步的體現，在實踐中，它表現為更強

勁、更具說服力、更可持續的農業模式。去小農化指的則是與之相反的趨勢：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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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小農實踐與小農理性的弱化、銷蝕甚至是完全消亡。去小農化和再小農化既可

能是外部引發的，也可能是內生的(van der Ploeg, 2008: 23-52)。 

 

3.2. 小農農業模式 

 

在對小農境地進行定義之後，van der Ploeg 也對「小農農業模式」(‘peasant mode 

of farming’)進行詳細闡述。這種模式關注的是小農主動安排農業生產過程的方

式，這些方式多種多樣且內在連貫一致。小農境地和小農農業模式這兩個概念是

緊密聯繫的：小農農業模式嵌入並發源於小農境地之中。它們可以滿足新的小農

理論所需要的兩組關鍵要求：它們既能在理論上豐富已有的農民研究，同時也能

提高農民研究在實踐領域的實用性。 

 

van der Ploeg(2008: 23-52)反復強調，對小農農業模式的理解不能脫離孕育它

生成並不斷再生的社會背景。小農境地的概念指的恰恰就是小農階級與其社會背

景之間的關聯。依附關係的出現以及它所暗含的不安全性、邊緣性和黯淡前途使

小農農業模式成為必要的制度(institution)選擇。這種制度至少帶來了一定的自主

性和進步的可能性。就像任何其他制度一樣，小農階級也有很多具體的、往往差

異巨大的表達方式。無論有哪些表像上的差異，這些小農都通過一個共同的實質

理性(substantive rationality)聯繫在一起，他們的進步都遵循圖一中所指出的路

徑。對他們來說，自主性的擴大和對資源的自我控制都具有重要意義。為了實現

這些目標，勞動成了關鍵因素，這也構成了小農階級的核心。小農階級將勞動置

於舞台的中心，將勞動與自我控制的且部分自我調配的資源聯結在一起，也與前

途和未來聯結在一起。當與實現進步的其他方式相比較時，小農階級的這個勞動

核心就會清晰顯現。在小農境地的概念中，進步和發展被認為是自身勞動的結果。 

 

以下將集中呈現 van der Ploeg(2008: 26-44)所指出的小農農業模式的重要特

徵： 

 

第一，小農模式的農業尤其適合產出更多的附加值。這種對創造和擴大附加值的

關注顯然是小農境地的映射：通過主要使用自我創建的和自我管理的資源來獲得

生產收入，以此來應對不利的外部環境。對於附加值生產的關注使得小農農業模

式與其他模式形成了明確的差別。 

 

第二，在小農農業模式中，每個生產單位和消費單位上可利用的資源庫幾乎總是

有限的。儘管小農有可能實現相對的安適，但是「充裕」這個概念絕對是與他們

的生活世界格格不入的，尤其是由於他們時時面臨著喪失部分資源庫的威脅。資

源庫的喪失不僅是由於資源的來源可能減少，也常常是由代間的再生產活動造成

的。可利用資源的(相對)稀缺意味著技術效能和一般性的技術進步變得至關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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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在小農農業模式中，小農必須用給定數量的資源實現儘量多的產出，並且保

證產品品質不會退化。 

 

第三，在資源庫的數量構成方面，勞動力會相對富餘，而勞動對象(土地、牲畜

等)會相對稀缺。結合前面的一些特徵，這意味著小農生產會趨向於精細化(即單

位勞動對象的產出會相對較高)，農業的發展軌跡也因此會被形塑成一個持續不

斷的、以勞動為基礎的精耕細作的過程。 

 

第四，資源庫不能被分割成相互對立和矛盾的要素(例如土地和資本，或者體力

勞動與腦力勞動)。可獲得的社會和物質資源代表著一個有機整體，並且由勞動

過程中的直接參與者(行動者)所掌握和控制。支配這些行動者之間相互關係(並且

界定他們與所利用資源的關係)的規則通常來自當地的文化傳統和性別關係。 

 

第五，勞動的中心性：精細化耕作的程度以及進一步的發展主要取決於勞動的數

量與品質。與此相關的重要方面還有：勞動投資(梯田、灌溉系統、基礎建設、

精心挑選的改良過的牲口等)、應用技術(「技藝導向的」而不是「機械式的」)

和創新生產或者小農創造性。 

 

第六，關於小農生產單位與市場之間關係的獨特性。按照小農農業模式進行的生

產過程通常是基於(並且包含著)一種相對自主的且長久以來有所保障的再生產

活動。因此，小農生產只是部分商品化的。每一個生產迴圈都以之前的迴圈所生

產和再生產出的資源為基礎。因此，資源作為使用價值、勞動對象和勞動工具進

入生產過程，用於商品的生產和生產單位的再生產。 

 

上面討論的小農階級的綜合定義不僅是多維度的，也是多層次的。它強調為

抵抗依附性、剝奪和被邊緣化而進行抗爭，從而捍衛其自主性，以此來關注小農

階級在整個社會中的位置。同時，小農境地還包含了小農農業模式的一種具體內

涵。這兩個概念處於不同的層次上，但小農階級在整個社會中的具體位置對小農

的生產方式具有重要意義：小農境地轉譯成了農業生產與再生產過程的一種特定

組織方式。 

 

三、地方農特產品產業 

 

1. 地方特色食品 

 

如何界定地方特色食品(或地方食品特產)是食品社會文化研究近年來的新興議

題，許多學者提出了不同的界定方式。儘管特色食品的認定有著各種不同的說

法，但這些定義都在以下兩個方面有共同的意義：這些產品的關鍵特質與它們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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鄉村地區的社會經濟發展做出貢獻。特產在地方的層次上被概念化為源自小規模

的農食系統，並且帶有因其地方性原料與傳統、承襲生產技巧的結合而取得的特

殊性質(Bessiere, 1998; Ilbery and Kneafsey, 1999; Kneafsey et al., 2001; Tregear, 

2003; Tellstrom et al., 2005)。 

 

現今有許多的文獻探討關於食品的文化研究，像是研究食品的消費行為以及

食品與地方發展的關係等等，在這種研究熱潮下，食品是作為一種人與人之間身

分的界定以及各種文化彼此之間的溝通，食品作為文化研究主題，與以往我們所

認知的，提供人類基本生存的食品具有差異，人們在攝取非一般日常生活的食品

時，所獲得的滿足不只是生理上的，同時在社會性，心理性以及美學等等中也獲

得了滿足；特色食品在食品研究當中是重要的，因為特色食品被轉換成一種展示

文化的要素，因此特色食品是一種傳統，並且將傳統進行當代的商品化，而這種

商品化的過程在鄉村地區是一種可以達成其經濟目標的手段(Tellstrom et al, 2005: 

346)。 

 

因此對於特色食品的定義所牽涉到的領域非常廣，包括了自然環境、人文文

化、經濟發展、地區發展以及政治力量運作，吾人從各篇文獻當中可以看到從不

同觀點進入，討論特色食品所具有的各種不同面向的定義。 

 

Richard Tellstrom 在一篇探討瑞典鄉村經濟中特色食品文化的文章中指出，特

色食品的定義是「一種以工匠方式進行的食品生產或是將鄉村地區美學化」，特

色食品是作為地域文化以及特殊性的傳播工具，且在其背後有著政治力量的支

持。如在 1990 年代，歐洲國家透過特色食品文化作為政治計畫發展的手段，透

過對於食品來源的保護性立法，並且在經濟衰退期，推廣鄉村區域經濟成長，促

成地方發展。特色食品成為了建立旅遊吸引力的手段，特色食品文化變成了旅遊

的主因，並且具體化了以往的農人生活方式，這些生活方式是都市居民特別有興

趣的。特色食品是由鄉村地區中食品業相關的人員形塑成一種文化，透過一系列

的運作，將特色食品成為一種商業的競爭優勢。這一系列的運作，可以分為主要

三個步驟，分別是解釋地方特性(interpretation)、商品化(commercialization)以及

創新(innovation)；根據 Jacinthe Bessière 所說：解釋是一種瞭解世界的方法，並

且是儲存意義的一種方式（Bessière, 1998）。特色食品相關企業的經營者對於特

色食品的解釋，是根據特色食品所在的區域，並透過由媒體，網路以及消費者要

求所認定的特色食品特徵所支持；商品化則是考慮到特色食品中的經濟因素，在

此經營者評估了透過解釋當地食品文化之後所達成的經濟成果，目標是將特色食

品商品化，達成其商業目標，包括了吸引旅客，建立消費者經驗或是具有長時間

獲益的競爭優勢的功能；創新意味著經營者會根據商業的脈絡，以操作特色食品

的特性，在這樣的脈絡下會考慮採用適宜的文化背景，並且忽略不利的文化背

景。因為消費者透過媒體，對於特色食品的觀感以及期待的轉換速度很快，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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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特色食品的建構上，經營者會考慮到這些因素，因此產生了為了迎合目標消費

者的喜好而建構的特色食品文化(Tellstrom et al, 2005: 349)。 

 

而 Alberto Mattiacci 以及 Claudio Vignali 從全球在地化中探討特色食品產業的

發展，其中明確提到，特產是一種自由商業的表現，其發展主要來自於富裕的國

家，包含的層面有經濟、農業、農產品部門以及在旅遊業、文化部門等廣大的領

域。特色食品的發展，主要是生產者試圖去延伸他們的供給，伴隨著物質的要件

以及非物質要件，這些都是試圖去建立在產品中的特殊性，所以特色食品被認定

相較於一般的產品，它們是具有競爭優勢並且較為容易進行行銷；產品具特性可

以使產品具有特別的價格，因此可以獲得更高的獲利。特色食品透過九個所內含

的本質，達成了其所具有的特殊性，這九個內涵分別是地域(territory)、商品學

(merceology)、規章(legal regulation)、產業特質(the industrial nature)、時間(time)、

傳統(tradition)、獨特性(specificity)、本性(identity)以及營養的提供(nutritional 

surplus)(Mattiacci & Vignali, 2004: 703-706)。以下是對這九種特色食品的內涵的

解釋。 

 

地域是產品中主要需要被解釋的要素，使產品具有與其他一般產品不同的特

徵，在特色食品中，人們可以獲得一種與當地印象，歷史，旅遊以及特殊氣息的

連結，因此產品具有在當地區域中的無形文化歷史內涵；特色食品的生產以商品

學的方式進行，產品的材料，製作方式以及技術是特殊的並且根據當地文化，同

時鞏固了當地的傳統；特色食品的生產以及行銷是跟據來自商品研究的管理規

章，這些規則意味著產品可以被界定，並且可以被控制；特色食品的企業本質到

現在仍然與小型公司相連接，以及工匠式的生產，伴隨著少量的商業特質以及地

區特定的分佈；特色食品是與時間有所相連的，並與過去的時代連結，這種與時

間的相連，使人們將特色食品與過去的想像連接，並且解釋特色食品不只是一種

食品，而是一種歷史的制度以及文化的制度；傳統是與時間有所相連，其代表的

是一種「時間的動態面向」，也就是系列活動在時間的推陳中，未經中斷地被洩

露、被完善、被改變的情況；特色食品的特性企圖建立明確的特性，使產品具有

可識別的差異，除了一般性成分的差異之外，這個特性給予產品獨一無二的特

質，讓他可以和其他產品相比較；特色食品的商品特色，通常附加了一些營養價

值，使其獲得較高的品質，這些品質包括了在生理上的需求等，因此透過傳播可

以提升所有消費者對於特色食品的評價(Mattiacci & Vignali, 2004: 706-708)。從特

色食品的九個內涵，可以看的出來特色食品的本身是從自然的生產，到人文社會

等等因素一系列事件運作之下的結果。所以特色食品可以被實質地界定為「一種

社會經濟與文化的成果，所以也是：在一清楚界定的地理區域與人的工作成果—

它具有該地理區域之地域、人文、時間與文化面向特徵—間互動的結果」

(Mattiacci & Vignali, 2004: 706-7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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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gela Tregear 在另一篇探討特色食品（或特產）如何與地方特性相連的文章

中，明確提出可以由三個面向去探討特色食品的定義，分別是社會文化、地方永

續性以及行銷經濟，這三者之間是彼此互相有所影響的，如圖二所示： 

 

 

圖二：社會科學了解特色食品的三個面向(Tregear 2001) 

 

首先在社會文化方面，在食品以及地域的連接有很大的部份是在於社會文化

方面的連接，而社會文化主要是由於人類的行為所影響，所以文化傳統對於食品

以及地域的連接與自然的物質影響是同等重要的，因此特色食品可以被認為是一

個區域的文化特有傳統；在行銷經濟方面，地域的特性是一種為產品增值以及產

生差異性的工具，這種工具是時常受到不同的行動者所使用；最後在地方永續性

方面，特色食品對於鄉村地區的發展是有著貢獻，特色食品在區域進行一系列的

程序，使的區域可以在當地的交換網絡中保有自身的永續性(Tregear, 2001: 2-4)。 

 

從以上文獻對於特色食品相關的定義中，可以發現特色食品所對應的領域很

多，所以各篇所切入的角度是有所不同的，所以在強調以及一些細節的地方也有

所不同。Tellstrom 等人主要是以行銷者的角度切入，所以他認為特色食品不只是

人為製造的，並且強調特色食品是由一系列的行銷者行動所杜撰創造出來的物

品，而特色食品文化如何被行銷者所創造出來，以及這些特色食品文化的矛盾是

明確地被提出來被討論；Mattiacci 以及 Vignali 則是由「特色食品」的本質以及

在地全球化的角度進入討論，它提出了九個本質討論特色食品全方面的運作，並

且注重在特色食品相關規章的討論以及政府角色，相較於前篇，這篇則是有討論

到消費者對於特色食品的影響以及全球化的脈絡；Tregear 則是比較全面性的從

特色食品的自然面到人文面探討特色食品的定義以及特性，相較於前面的文章都

提出了特色食品是為了反抗全球化以及工業化的行動，這篇文章則提出了不同的

觀點，認為工業化對於特色食品並沒有一個很明確的正面或負面影響，在某些地

區反而因為全球化以及工業化造成了地方性的特色食品得以傳播開來。 

 

這些文獻共通的論點認為，特色食品主要是人為所製造出來的，並且具有著

政治力量的介入，也因此，特色食品在社會方面的因素是比自然因素要來的強

大。所以綜合這些文章的論點，吾人提出對於特色食品的定義，認為特色食品本

身是具有多面向的特質，其中包括了地理文化以及歷史的特性，這幾個特性彼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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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間是重疊並且相互影響，從特色食品我們就可以直接與特定地點連結，在地理

方面，特色食品可以與當地的氣候有所關聯，而在歷史方面，隨著時間的轉移，

透過特色食品可以對當地歷史進行關心以及認知，在文化方面，從特色食品的生

產或銷售方式可以反映出整個地區生活方式，並且具體化當地人的心理，所以特

色食品與一般產品的最大不同在於，特色食品可以提供一種符號性的服務，在與

人們的溝通之中進行解釋。 

 

四、研究問題 

 

總結來說，根據以上對相關文獻的初步探討，本研究計畫將處理以下問題： 

 

1. 以農民家庭傳記的描繪構築為主軸，搭配客家農家的核心議題(族群記憶、家

庭經驗、性別分工、學習歷程、農事技藝、事業經營、產品研發、產業運作、

世代承傳與地方發展等)的檢視，在新小農理論的導引下，探索彰化二林的客

家農民如何在歷史社會的過程中逐步孕育養成其身體習性與實踐策略？ 

 

2. 彰化二林的客家農民，如何透過他們在地農業環境所孕育養成的小農身體習

性與實踐策略，以及在相關生產網絡、中介網絡與消費網絡的支持下，在彰

化二林開展並形塑出獨具特色之農村酒莊此地方農特產品產業？ 

五、研究方法 

  

本研究採取之研究方法主要有二種：質性內容分析法與深度訪談法。 

 

第一為質性內容分析法。為系統性地辨明、解析作為地方農特產品產業的彰

化二的農村酒莊在臺灣近六十年間逐步成形期間(含葡萄種植與釀酒開展)，所呈

現的主要特色的趨勢模式與其間內涵變化的型態，本研究運用報紙的資料庫系

統，於此特定歷史時間內，針對以上地方農特產品產業(葡萄酒)的相關報導的內

容與呈現，在特色建構的各個主要有關鍵層面，依據不同的歷史時段，進行詳細

深入的內容分析與論述分析。 

 

第二為深度訪談法。本研究針對彰化二林的投入農民酒莊此地方農特產品產

業的客家農家的家庭成員進行深度訪談，旨在描繪構築客家農民的家庭傳記。本

研究總共在彰化二林地區訪問 14 戶、25 位的客家農民(參見附錄一)。除深入檢

視客家農家的核心議題(族群記憶、家庭經驗、性別分工、學習歷程、農事技藝、

事業經營、產品研發、產業運作、世代承傳與地方發展等)以能具體辨認客家農

民在歷史社會的過程中逐步孕育養成的身體習性與實踐策略外，並將詳細探究農

民酒莊運作的相關課題(葡萄投入種植、技能精進、土地管理、勞動調度、轉入

釀酒、新舊釀酒知識調和、發展技藝、市場瞭解、多功經營、地方農庄酒莊的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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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類型與運作策略等)，以期詳實深入的瞭解彰化二林獨具特色的地方農特產品

產業。 

 

六、研究發現 

 

(一)葡萄酒品質典範的轉移：從「國家產銷管制」到「大眾消費市場」 

 

本研究以 1953 年代至 2013 年代的報紙報導作為文本、進行質性內容分析，研究

辨認建構出十一項與葡萄酒相關的品質特色的所屬類型。法律制度與政策管制

(11.2%)、社交禮儀與社會儀式(10.6%)、專家與制度機構(7.5%)、設備與現代化

生產(3.9%)、飲食與烹飪(12.8%)、健康與養生(4.3%)、風土傳統與地方特色

(11.2%)、消費者口味(8.2%)、美學等級與象徵符號(11.9%)、市場經濟與消費資

訊(17.6%)、其他(0.7%)。研究同時顯示臺灣近六十年來，報紙媒體對於葡萄酒的

趨勢性關注，已從國家產銷管制轉向大眾消費市場，這反映在報紙所建構的論述

下，人們對於葡萄酒的認識已經逐漸脫離農業食品中的水果酒，而邁向具高象徵

價值的文化性飲品，「品酒」因而牽繫上個人的品味消費與生活風格，其文化象

徵地位成為不可撼動的符號。因此地方外部的社會意涵辨識對於二林葡萄農投入

酒莊事業，將可能形成一股推進的力量。 

 

研究發現自 1953 年至 2013 年間，品質類目的範疇主要從法律制度層面，往

市場消費資訊面向發展(請參考表一)。這個趨勢說明，以往國內的葡萄酒，在國

家政府限制生產與販售之下屬於受限定的消費品，葡萄酒品質的裁定者多來自政

府或國營機構，直至 1987 年臺灣開放外國菸酒進口，大量進口酒進入國內酒品

市場中，報紙媒體也跟上這波消費風潮，運用其文化中介者的位置，成為形構國

內葡萄酒文化與消費資訊的關鍵角色。 

另一方面，就品質特徵的整體數量而言，表一中所呈現 1993 年(460 個)與 2013

年(611 個)的品質數量，大大高於 1953 年(33 個)及 1973 年(73 個)，其原因可能

來自 1987 年報禁解除後，各大報社從以往受限的三大張報紙篇幅，開始逐年增

加報紙張數，報導內容也隨著消費時代的來臨，在消費、品味生活的資訊提供上

大幅提升，因此各種商業型態的行銷活動訊息高頻率地出現在報紙內文中，而這

些商業資訊正是主要來自各式各樣的民間進口酒商與飯店業者等。因此，在這一

波由報紙媒體與商家所主導的葡萄酒品質建構過程中，其大力地鼓勵讀者以消費

葡萄酒相關商品及活動，進一步與異國生活品味進行白日夢般的想像與消費。 

 

表一：「葡萄酒、紅酒、白酒」品質類目次數與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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抽樣 

年分 

法律 

制度 

與 

政策 

管制 

社交 

禮儀 

與 

社會 

儀式 

專家 

與 

制度 

機構 

設備 

與現代

化生產 

飲食 

與 

烹飪 

健康 

與 

養生 

風土 

傳統 

與 

地方 

特色 

消費者

口味 

美學 

等級 

與 

象徵 

符號 

市場 

經濟 

與 

消費 

資訊 

其他 

品質 

特色 

總數/ 

百分比 

1953 年 9 4 4 1 5 2 1 1 3 3 0 33 

百分比 27.27 12.12 12.12 3.03 15.15 6.06 3.03 3.03 9.09 9.09 0.00 100 

1973 年 3 22 7 4 5 4 9 6 6 5 2 73 

百分比 4.11 30.14 9.59 5.48 6.85 5.48 12.33 8.22 8.22 6.85 2.74 100 

1993 年 22 42 45 10 77 17 79 46 61 59 2 460 

百分比 4.78 9.13 9.78 2.17 16.74 3.70 17.17 10.00 13.26 12.83 0.43 100 

2013 年 98 57 32 31 64 28 43 44 70 140 4 611 

百分比 16.04 9.33 5.24 5.07 10.47 4.58 7.04 7.20 11.46 22.91 0.65 100 

總計 132 125 88 46 151 51 132 97 140 207 8 1177 

百分比 11.21% 10.62% 7.48% 3.91% 12.83% 4.33% 11.21% 8.24% 11.89% 17.59% 0.68% 100% 

 

 

表二：品質類目定義與相關報導範例 

主／次類目 概念說明 報導範例 

法律制度

與政策管

制 

提及酒的生產、釀造、銷售等過程是否在

政府、國家管制規範的標準範圍內，亦即

是否有生產與流通的正當性。包含國內的

法律制度、對外的國際政策、管制規範等。 

投審會指出，北京紅星為大陸首家國營釀酒

廠，以生產二鍋頭聞名，但因目前未開放進口

大陸白酒，紅星在臺營運，不排除與國內同業

合作。【2013-12-26/聯合報/A12版/兩岸】 

社交與社

會規範 

涉及凝聚感情、群體性的社交性功能或是

帶有社會風俗、民間道德的判斷詞彙。正

面特質可能展現於節慶儀式、社交性場

合，負面特質則多與個人因不當飲酒玵未

達到社會理想的道德樣貌。 

素食者指出，他們喜以香檳果汁代替葡萄酒，

就是擔心葡萄酒的酒精會讓人無法控制，倒不

是認為葡萄是葷物。【1993-01-07/民生報/24

版/消費廣場】 

專家與制

度機構 

涉入葡萄生產、葡萄酒加工、葡萄酒資訊

及美學評論的專家與機構人士。 

特邀請葡萄酒專家劉家宇先生主講，指導讀者

如何針對用餐菜餚選酒、如何品嚐葡萄酒，帶

您進入葡萄酒的世界。【1993-01-01/民生報/34

版/理財熱線】 

消費者口

味 

提及酒的口味或銷售方式，以消費者之偏

好為主，或特別描述飲用葡萄酒的具體感

官感受。 

目前在臺灣可以買到的，以帶甜味的德國白酒

居多，適合冰飲口感清涼，又不如紅酒澀，臺

灣的消費潛力頗為看好。【1993-01-03/經濟日

報/06版/消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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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次類目 概念說明 報導範例 

風土、區域

傳統與地

方特色 

描述地域自然條件、地方歷史傳統、地方

特色產品之面相的品質特徵。 

但因氣候、土壤等因素的限制，[西班牙]所產

葡萄酒不如法國等地來得有名，大多數為日常

用酒；不過，經過特殊製造方式而成的西班牙

雪利酒，卻以獨特的香味風靡愛酒人士。 

【1993-01-04/經濟日報/18版/消費】 

飲食與烹

飪 

涉及飲食、料理、用餐方式的說明。其中

可再區分為中式、西式，前者多將酒作為

保健補身的食材，後者則依循餐點與酒的

搭配秩序與規則。 

純吃麵包，水和葡萄酒都是不錯的佐食選

擇……要是吃麵包配起士，那麼一杯紅酒最相

宜。【1993-03-16/民生報/24版/消費廣場】 

健康與養

生 

可分為中式與西式，前者特別點出對於身

體的補強與助益，與中式飲食結合，或援

引中國傳統的身體觀(陰陽與寒烈)；後者

以西方營養學之概念，談及精確的飲食分

量(c.c)、飲食所含元素的功效等。 

美食家唐魯孫的建議則是佐以五加皮或是大

茅臺等一類白酒，既消毒又暖胃，現在更有不

少人推薦以法國白酒搭配，中西合璧，吃來別

具風味。【1993-09-17/經濟日報/14版/消費】 

設備與 

現代化生

產 

使用現代化設備及方法生產品質穩定一

致的產品，控制生產環境要素，或提及葡

萄酒周邊設備與器具。 

現今是大陸、也是亞洲最大的葡萄酒生產公

司，被稱為「中國葡萄酒工業和葡萄酒的文化

發祥地」。【1993-01-04/聯合報/39版/大陸專

刊╱都會探索--第八篇‧山】 

美學等級 

與象徵符

號 

將葡萄酒被視為具有高美學價值的文化

產品，涉及品味各種準則下的挑選或偏

好，進而形成階級式的分類。 

我喜歡一九六六年分的C. S. 紅酒……我卻刻

意地去追尋一瓶，海茲酒廠(Heitz Cellars)一九

六六年分，屬於瑪莎葡萄園的紅酒。

【1993-12-24/民生報/24版/消費廣場】 

市場經濟 

與消費資

訊 

以經濟性考量為主，如市場趨勢、價格、

成本、或利潤。現代社會中則圍繞著消費

資訊而生成各種促銷搭配等活動訊息。 

凡購買6支再贈價值788元名貴開酒器禮盒套

裝及價值388元精美抽真空酒瓶塞套裝。

【2013-09-16/聯合報/A12版/生活新訊】 

其他 
無法歸入以上任一類目中、或報導重點與

葡萄酒關聯性小。 

因此在他呼吸的當兒，彷彿從話筒嗅到了一股

使他陶然入醉的紅葡萄酒香。【1973-05-09/

經濟日報/11版/】 

 

參考表一的各項品質類目比例，1953 年的報導中以「法律制度與政策管制」以

及「飲食與烹飪」此兩個品質類目比例最高，其次則是「社交禮儀與社會儀式」、

「專家與制度機構」。反映當時酒類生產與銷售皆受到國家管制，一般民間因應

社交、儀式性活動的需要或是飲食與補身的概念，衍伸出相當大的傳統白酒需求

市場，因而也出現了公賣局以外的供應來源，從報導中可發現，當工業性食物原

料漸漸普及且易取得，「摻雜」的食品便開始流竄於市場之中，例如購買公賣局

之高粱酒摻水或其他酒精原料，重新調製並包裝為公賣局出產之酒品，因此在報

導中，公賣局也以「假酒」稱之，意指那些酒並不是「真的」由公賣局所製的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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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個論述下，似乎也暗示惟有公賣局製品才是具有安全保障的酒。這類型的報

導則突顯了在 1950 年代的酒類市場中，「法律制度與政策管制」層面的重要性。 

 

賦閒在外生活困難，並負債二千餘元，乃在窮困下，動起製造假酒的腦筋，

先後兩次購得公賣局出品高梁酒數瓶，回家滲入酒精，拿到基隆販賣牟

利……【1953-02-21/聯合報/04 版/】 

 

緝查私釀與假酒的風聲鶴唳一直到了 1980 年代依舊存在，為了杜絕民間釀酒

的風氣，國家緝查單位與公賣局通過報紙報導的意識形態宣傳，以象徵進步的科

學製程、代表安全的法律規範來強化公賣局生產酒的正當性，進一步暗指民間私

釀的酒大多無科學技術設備所支持、且於衛生條件較差的鄉下房厝中製造，因此

私釀酒被貼上具有食用安全疑慮的標籤。 

 

今年風調雨順，農作物生產良好，臺中東勢、彰化二林、苗栗等葡萄盛產地

也結實纍纍，契作農民依契約交貨後，還剩大批葡萄……現在，葡萄盛產地

的農家，私自釀酒成了豐收後的另一種「盛況」，據說「銷路」不錯。此種

「葡萄私酒」未經殺菌及科學方法釀製，危險性很高，可能成了「葡萄霉酒」，

公賣局希望農民為人為己停止釀製。【1983-09-21/聯合報/03 版/第三版】 

 

到了 1973 年，搜得的報導大多以國外新聞、藝文副刊、公賣局製酒生產為主

題，其中品質特質的比重上，以「社交禮儀與社會儀式」、「風土傳統與地方特色」

與「專家與制度機構」三個類目所佔的比例最高。這個階段的社交性活動大部分

圍繞著國外宴飲、男女互動時，葡萄酒在其中所扮演的觸發角色。如果以當時臺

灣不鼓勵公開表露男女情感的民情來看，葡萄酒可能會被形塑、想像成是一種別

有風情、屬於外國文化下的產物。而「風土傳統與地方特色」的特徵展現在外國

旅遊遊記、介紹外國名產等文章之中，描繪具有地方特色的產地歷史、農業環境

與釀製過程，以下便是一篇到訪地中海小島的遊記型報導： 

 

到達他的石屋後，尼柯拉斯的女兒瑪琍亞用英語向我們表示歡迎。她的英語

講得很不錯，因為她曾在勒夫卡斯市讀過書。她拿葡萄酒與醬果給我吃，我

們都感到其味非常鮮美。尼柯拉斯說：「我們做酒是用腳踩碎葡萄的，等到

四十天後，酒就可以喝了。我們每天中午與晚上各吃一公升，一年只要有十

桶就夠了。」【1973-11-02/經濟日報/11 版/】 

 

可以試想，如果利用符號學中系譜軸的方式，將裡面的「尼柯拉斯」替換成

臺灣某個鄉村裡的葡萄農，這樣的製酒方式恐怕便會遭到來自現代衛生規訓的論

述所質疑，但是在這篇遊記裡，身體對於食物的直接接觸，成為幻化葡萄酒與醬

果「鮮美的」味道的好手藝，因此閱讀之中讀者體會到的是，作者品嘗由農民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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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天然手工(腳踩)釀製的美好，而不再是噁心、不衛生的鄉野之物。由此可見，

文化中介者在葡萄酒的品質建構上具有極大的主導性，這個時期的報導更反映當

時國內的文化中介者或知識分子對於外國葡萄酒與紅酒文化的嚮往。 

 

與 1973 年之品質類目進行比較，則可以發現 1993 年以「風土傳統與地方特

色」、「飲食與烹飪」、「美學等級與象徵符號」與「市場經濟與消費資訊」之品質

類目最為突出，也就是其二十年間報導所聯繫上的品質更多趨向文化、美學性元

素。其中飲食與烹飪的大幅上升(從 6.85%上升至 16.74%)，其中偏向西式飲食的

品質特徵佔了飲食與烹飪比例中的 4/5，而且報導中提到的飲食議題，通常與「豪

華、精緻、五星級酒店、極品、珍藏、品評、最佳」等正向且帶有生活品味指涉

的品質詞彙相連結，可以看出這個時期，葡萄酒與飲食之間的聯繫主要來自於讀

者對於西式高級飲食的想像與接近。 

 

美食佳釀這家五星級酒店的主廚、僕役都是從歐洲廷聘而來，餐飲精緻程

度，有時難以想像。有美食當前，自有佳釀相配，皮耶說，酒窖裡珍藏的葡

萄酒上百種，都是從全南非各地選出的極品，格蘭羅雪的餐廳曾經被南非餐

飲獎評為南非最佳的餐館。【1993-06-01/聯合報/40 版/深度旅遊專刊】 

 

在 2013 年報導中可發現，品質類目的變化趨勢大致更加強化了 1993 年的情

況，2013 年其前三項主要的葡萄酒品質類目與所佔比例，分別是「市場經濟與

消費資訊」(22.91%)、「法律制度與政策管制」(16.04%)與「美學等級與象徵符號」

(11.46%)。市場經濟的品質特徵相較於前三個不同時期達到最高峰，令人最出乎

意料的是，相較以往下降的趨勢，法律制度規範的特徵聯繫反而增加了，其特徵

次數提高的主要原因來自於，國內對於提到飲酒相關的文宣與報導皆強制加註

「開車不喝酒」之標語，以及中國大陸該年所執行的打貪政策相關報導。但是相

較於 1953 年，2013 年「法律制度與政策管制」類目下的相關陳述更多直接與「市

場經濟及消費資訊」掛連在一起，也就是法律制度的管制層面主要是針對消費

者，就如同下面這則新聞： 

 

中秋節送禮另一個最佳選擇……還有，法國亞倫美洛紅酒禮盒、義大利凱撒

大帝美洛紅酒禮盒、西班牙雷神 D.O.紅葡萄酒禮盒、西班牙梅賽德斯紅葡

萄 酒 禮 盒 及 義 大 利 凱 撒 美 洛 紅 葡 萄 酒 等 。 喝 酒 不 開 車  安 全 有 保 障

【2013-09-17/經濟日報/E4 版/數位創意專刊】 

 

整體而言，可以從表一中歸納出以下葡萄酒意涵的趨勢性轉變：(1) 從 1950

年代酒類生產層面的法律管制，到 2010 年代以消費層面為主、結合市場經濟資

訊的法律責任。(2) 從過去重視集體式的飲酒社交禮儀，轉變為標誌個人生活品

味的風格美學。(3) 早期品質類目的分布較為集中，意指品質的樣貌較少且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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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例如頻率次數多累積於「法律制度與政策管制」、「飲食與烹飪」、「社交禮儀

與社會儀式」等，而到了 2010 年代，品質分類的次數則較均勻的分類在每個類

目中，幾乎每個類目都佔有 5%以上的頻次比例。 

 

(二)彰化二林客家農民的習性 

 

本研究總共在彰化二林地區訪問 14 戶、25 位的客家農民，援引范德普勒格(2013)

小農模式的理論分析，並結合報紙質性內容分析的資料與二林客家農民的深度訪

談資料，我們辨認出二林客家的農民習性特質的四大主軸：(1) 持續自然協同生

產、農事技藝積累與新奇事物開發；(2) 投入精耕細作、資源的高效利用與交換

組合；(3) 養成農業技藝自豪感並通過團體競賽學習；(4) 關注資源庫的控制與

調配、資產的傳承。 

 

(1) 持續自然協同生產、農事技藝積累與新奇事物開發 

 

農業是一種強調人與自然相互契合的生活及生產方式。自然，在農業之中所扮演

的角色，並非如浪漫主義者所設定被凝視的客體，維持著靜止且未被開發的樣

貌；相反地，自然環境通過人的施為，也就是農民對於土地的投入，因而得以被

創建、成長為更為豐富的資源庫（葉敬忠譯，2013）。本研究試圖深入瞭解農民

的習氣，如何引導他們在生產活動中持續性地與自然環境協調、互動轉化。首先，

對於一個未曾深入農民處境的人，必然需要先認識農民每日是如何思考、規畫即

將展開的農業生產活動。一般人看似重複性高而步驟化的務農過程，實則高度仰

賴深厚的農業經驗與各種資源交換手腕；總是被視為平凡單一、理所當然的農田

景觀，往往蘊含著充滿農民智慧的安排。 

  

適地適性的農業地景 

 

以葡萄種植方式為例，若曾看過國外葡萄園的照片，便可發現歐美國家多採用直

立式栽培，將葡萄生長面安排為垂直於地面，讓葡萄藤順著直立的網架往上攀

爬，這種栽培方式較適合溫帶國家的坡地地形，面向光照的直立面可以讓葡萄串

更均勻且飽和地吸收陽光，不會被葉子或枝條所遮蔽。臺灣位於亞熱帶與熱帶交

界處，正是颱風行經的高度頻繁地區，颳風下雨造成的農損一直是臺灣農業工作

者的一大挑戰，如果採用直立式種植，每每颱風來勢必葡萄架會全數被吹垮，為

了因應這樣的氣候條件，農民通過搭建棚架讓葡萄平行於地面、生長於空中，讓

葡萄園則宛若一道道拱型隧道，即便多數的夏天裡遇上颳大風、淹大水，在棚架

上安穩生長的葡萄至少能挺過。 

 

受訪農民 F1 便提到曾經有位在大學開授釀酒技術課程的教授，希望仿效、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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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理想中的國外葡萄栽培環境，特意找了一塊坡度近 60 度的山坡地，並找他商

討如何在山坡地上種葡萄，該農民好言勸他打消此念頭，對方仍執意遵照外國農

業書籍來進行。 

 

坡地接近 60 度，後來被告水土保持、還摔斷腿……這個都太不切實際了，

因為第一個，管理採收是大問題，然後你之後管理可能雜草一下子又長得比

葡萄棚架還高了……所以有時候就是理想跟臺灣還是有一些距離，窮則變，

變則通就是這樣。(葡萄農民 F1) 

 

上述內容反映了農民在選擇種植一項作物前，並不僅止單向的考慮如何種

它，他需要關注的複雜事務，遠遠超過將農業當成業餘的休閒興趣層面，例如：

在不久的未來，他是否能夠良好地掌握作物情況，馴化它、並要它依照農民對於

田間規劃來生長。由此便可反映，農民並非是一成不變的，相反地，在面對同樣

也是有機體的田地與作物，他們相較於其他人更富有變通能力。簡言之，一個有

能力的農民必須掌握、預測田裡的短中長期發展，並且讓田裡的配置得以得心應

手地工作，從上述這位農民的得意分享，便可讀出這就是農民技藝的最佳展現。 

  

農民技藝創造的新奇事物 

 

范德普勒格(2013)曾提到，為了提升農事或農產品質，農民們會運用身懷技藝、

創造各種新奇事物，而這些新奇事物可能是新實踐、新製品，或是一個改變特定

情境、任務下的定義，因此也往往代表著其採取的作法可能偏離了現有的規則。 

 

一直以來，農民熟悉在田地上，附加、冠上各種不同的資源(例如水、肥料等)

讓作物生長的更好，這是「加法」的邏輯。農民剛開始試種葡萄時，並不知道要

如何「管理」它，只好任其在棚架上攀長，可是枝條不停的攀延生長、恣意交錯，

這讓葡萄農很苦惱，葡萄像是管不住的野馬，同一棵樹的枝條可能長到數公尺之

遠，而且葡萄一年只有一收，不像其他作物（如蔬菜或稻米），採收之後又可重

新播種，一年中便能收成二至三次，那到底該如何讓它再度長出葡萄呢？多虧某

次颱風吹斷了葡萄的枝枒，臺中地區種植鮮食葡萄的農民發現枝枒斷裂處竟冒出

新芽，如此一來，新芽又可以展開另一周期的開花結果，於是他們便模擬風折方

式、幫葡萄剪枝（林嘉興，2004）。這個技巧就是後來葡萄技術發展上重要的「剪

枝」，在民間俗稱為「理光頭」，顧名思義就是把葡萄樹的枝條全都剪過一遍，讓

它重新發芽生長，而農業技術單位則稱之為「產期調節」。 

 

目前剪枝技巧結合了農民與農業技術單位的合作，愈趨發展成熟，在掌握葡

萄的生長習性上是甚為關鍵的一步。剪枝是「減法」的技巧，相異於以往農民照

顧田地的方式，偏離了原有「加法」規則的新實踐，由此可知，新奇事物的創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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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初始可能是來自對於自然世界的觀察，農民試圖從中歸納出操作原理，再經過

反覆多次的實驗、更加清楚該環境下作物的生長習性，也發展出屬於這個環境條

件下特有的農作方式。 

 

剪枝需要一點冒險精神、並結合相應的經驗判斷，因為它並不是拿起剪刀、

一刀剪下即可，剪枝部位、剪枝長度需要因應品種生長差異、氣候狀況加以調整，

一剪錯極大可能這棵樹今年就沒有收成了。 

 

我後來在嘗試剪枝的時後大發脾氣，剪不好、長不大，因為我說很多事情你

沒去試著做……你經歷過了、你剪過了，確定它會不會生……所以就是不一

樣的品種，它剪出來結果的情況會不一樣，巨峰跟金香的剪法不一樣。有的

不能留長枝，有的不能留短枝，短枝的話它就不會結果，都是長空的葡萄藤

出來這樣。(葡萄農民 F1) 

 

從以上的訪談對話中便可發現，農民們通過剪枝技巧，如何讓來自外國的葡

萄品種朝著自己理想的方式成長，這也對於品種的一種馴化。由此可知，儘管種

植同一品種，但農業是一套來自地方知識、因應各地自然環境、人文歷史差異而

有所不同的種植作法，因而標準化式的生產也就更不可能出現於小型農業中。對

於農民來說，好的務農技巧並非固守傳統而不變，而是能夠在可掌握農業資源

中，為困境開創出新的機會，因此可得知農民的習性是富有高度新奇事物的創造

力。 

 

(2) 投入精耕細作、資源的高效利用與交換組合 

 

在小農農業中，精耕細作是具體展現農民生產邏輯的耕作方式，但主導性的農業

討論認為應盡量降低單位面積上的農業工作人口，以機械進行大規模式耕作，來

取代人對於土地的持續性勞力付出，因此在此觀點之下，大多將集約化、精耕細

作視為是貧困、落後地區農業的一種生存表現。有鑑於此，范德普勒格認為需要

重新瞭解、正視小農農業所展現精耕細作的優點，其來自於農民擁有自主重新調

整、配置與密集組合資源要素的能力與習性，如果我們更加重視農民技藝在其中

的維繫與在農業工作中的重要性，便可以為社會創造更多就業機會，使農業不再

落入被苛責產業人口出走的境地，而且精耕細作才能使農民持續維繫農業生產與

資源庫之間的互動與轉化（葉敬忠譯，2013）。因此，精耕細作就是小農農業的

智慧結晶，也是農民面對環境不得不發展出的生存策略。但是，其前提是必須受

到特定社會生產關係(例如，過去公賣局保價收購的社會環境、現在的分眾消費

市場)的保障，也就是市場與生產關係之間的連結。 

 

農民時間裡的精耕細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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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民的時間是以農事工作為核心所展開，他可以對於時間集約的使用，因為農民

可以控制他的時間，但農民時間的彈性不代表是緩慢與悠閒，這只是一部分的鄉

村生活呈現。身為農民要有絕佳的時間控制技巧，相較於都會生活的人們需要通

過各式各樣時間控管工具來安排人生與時間，農民必須配合田地與作物狀況而安

排生活時間，因此他們的生活更具有方向感，甚至時間已經銘刻在他的身體之

中，他每日看似細微的行動，緩慢地推進了作物的生長與土地的孕育，而他又同

時配合著農業工作不同階段的特性與突發狀況而調整他的時間與作息，也就是他

的時間是被農事及土地所掌握。 

 

時間的集約利用指的是：農民因應作物的特性或生產工作的要求，養成某種

規律的工作時間節奏，如果農民沒有按照時程來安排工作，例如沒有把握最適時

機除草、施肥等，這些看似不怎樣的疏失將會直接反映在田地生長狀況與作物收

成，也會被家裡長輩或鄰里的人認為是不盡責的工作者。 

 

火龍果農民 C1 年輕時曾在外地做過裝潢工程，十幾年下來總是被老闆佔便

宜，一氣之下便決定回家務農種火龍果，已經習慣工作強度極大的步調，他也同

樣在火龍果園上大力的投入。趁著火龍果市場光景甚好的這幾年，他透過晚上點

燈的技術，將火龍果的產季延伸至冬季，一年下來提高收成次數，採收期時他經

常忙到半夜兩、三點，小憩一會兒、天一亮又到果園裡忙了。因此，可發現作物

和農民的時間是牽連影響的，農民投入地愈多、愈快，土地在所能提供的資源上

也會相應提升，這也是促使農民提高投入動力的原因，農民們認為事在人為、地

在人種，只要盡心努力付出，土地會帶來正向的回饋(Ploeg, Ye & Pan, 2014)。 

 

土地空間裡的精耕細作 

 

對於農民而言，有效率的配置作物生長空間、不浪費任何一吋土地，是十分重要

的農事原則，特別是東亞社會的農民，瞭解如何分別照料不同作物，並且總會在

工作前先在腦海中規劃好，然後便盡力地去做（程存旺譯，2011）。農民的這個

習性在不同時期中，會隨著農村發展而有不同的呈現方式，在 1950 年代至 1990

年代間，產量是生產層面最重要的品質面向，農作物可以兌換現金、也能餵養家

裡成員，因此農民們通過兼種，嘗試新的作物栽培；透過輪種，在稻作收成後接

著種植甘薯等短期作物，充分運用土地空間資源。 

 

約在民國 50 年代，二林的西斗里 一帶大多種植柳丁，火龍果農民 L1 的父親

從永靖鄉的朋友那裡取得了葡萄樹苗，在柳丁樹間的通道上架設棚架，先在果園

中試種葡萄，當時這種兼種方式在地方上也有許多人嘗試，說明當時的農民通過

空間的有效規劃，努力在有限的土地資源上，如何維持原有作物、開創新作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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儘管當時公賣局與農業試驗單位正在新竹、苗栗、臺中等山坡地推廣種植葡萄，

但二林的農民通過這種試種方式，證明水田地也能種植葡萄，後來更成為釀酒葡

萄產地面積與產量最高的地方。 

 

到了民國 90 年代，結合經濟發展下的國內休閒旅遊風潮，觀光型態的果園導

覽開始在許多鄉村地區興起，農村酒莊也因為製酒民營開放而加入休閒農業的領

域，許多葡萄農轉而成為酒莊業者，農民的果園成為人們來此朝聖酒莊的重要意

象，此時田地規劃就不再僅以生產性考量為主，而是加入更多美學性、消費取向

的關注。 

 

我今年就把葡萄園前面的檸檬樹砍掉了，因為檸檬價錢太不穩定，改成種落

羽松，目前規劃兩排共 16 棵，我想像這個未來會是一條綠廊道，落雨松的

周圍就可以種一些灌木叢或是各種果樹，以後遊客來參觀，會先看到一排落

羽松然後再進入葡萄園，我們也可以在落羽松下舉辦品酒用餐的活動，是不

是很有氣氛呢？(葡萄農民 A1) 

 

這個土地使用的轉向，具體表現了農民對於田地空間的經濟性與文化性產出評

估。無法提供更好的經濟資本的檸檬樹，被具有文化資本潛力的落羽松所取代，

而落羽松為環境帶來的浪漫氛圍，雖然不能立即性轉變為經濟商品，但卻極有可

能為酒莊帶來更多葡萄酒消費者，也就是文化資本將可以再度轉換為經濟資本。

本研究也從此發現，這個時代下的農民，特別是同時經營酒莊的葡萄農，相較於

以往世代，更具備不同型態資本轉換的能力，但不變的是，農民善於在田地上規

劃作物，並能在栽種前先預想到之後的可能性發展。 

 

資源的高效利用與交換組合 

在農民主導下、資源能夠更全面而完整地發揮其性能，其並非形式主義的效率追

求，對農民而言，所謂的效率是為了因應不得已的自然、社會環境，需要有俐落

的手腳與熟練的技巧，為了達到這個目的，農民改造機械，他並不像工廠裡的工

人，易被單一的工作內容或重複的機械操作所異化，農民往往按照自己的意識與

需求去使用機械。 

 

有些設備因為他（先生）上班，部分裡面工作我需要自己做，那我自己做、

有時候你要找人來搬，那我又沒有空等或是時間無法剛好，所以(酒莊)裡面

的一些操作機器，我都給它一直改、一直投資到，一個人在裡面操作會順手

這樣子，對啦，只要有哪裡不順手，就想看看要怎麼弄比較方便，可以自己

來處理，啊所以投資(改造機器)就開始了。(葡萄農民 M1) 

 

而且由於農民重視田裡的每一分產出，所以他不會將田裡的作物視為同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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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一的，他會在操作機械時根據每一小塊地、每一株作物的情況，判斷該如何行

動，機械只是輔助他可以較輕鬆完成這些工作，這便是技藝相對於機械性技術最

大的差別所在，而農民技藝又更加強調人如何通過技藝的施展，與自然互動並轉

化之，機械技術則是將整個生產工作進行標準化，代表著正式、常規化與無盡的

單一重複，事情不會因為技術而改變，所以無法產生內生性的改善（葉敬忠譯，

2013）。 

 

我會因為我的需要去做這些投資，讓自己方便又安全……我們那時候初初開

始牆壁這麼高，那個牆壁喔你做酒都是會有黴菌啊，那你那個牆壁要刷到乾

淨，要用那個鏟子去鏟也不夠力，啊有時候你比較洗不起來，你就是要站高

去刷，啊你說你要去買一個升降的，我們的空間也沒這麼寬，也沒這麼多資

本，啊所以我就說你幫我做一個樓梯有加輪子的……對啊，第一也忙，第二

你那麼高要清洗又是一個安全上的問題。(葡萄農民 M1) 

 

為了能夠將酒莊打掃乾淨，並搭配上自己的工作體力，以及考量添購設備的空間

使用及成本等，陳美英便靈機一動，請鐵工師傅幫她簡單改造一般梯子並加掛輪

子，這樣她就不需要為了打掃還要費力的搬動道具，也可以加快工作速度，運用

簡單的工具改造，便可以達到農民工作上的需求與期待。 

 

(3) 養成農業技藝自豪感並通過團體競賽學習 

 

農民的自信與驕傲 

 

農民能夠將一項作物從無到有、培養起來，看到它茁壯成長，能夠帶來好的收成，

好的收成意指好品質的農產品，在不同時代下有著不同的定義，過去生產導向的

農產品質主要是產量與甜度，今日以消費導向的農產品質則有更細微複雜的分

化，例如甜的口味要有酸中帶甜、葡萄酒更講究細緻的口感差異。不論如何，對

於農民來說，因為他們完整涉入了商品前端的所有生產過程，因此具備了足夠的

信心來面對農產食品的品質轉變，農民得以入列最食物品質構成鏈的核心群體成

員中，由於都是小農，不單僅種植生產、還涉入農產加工的過程，儘可能地發揮

運用每一份資源，例如將生產過剩的農產品醃漬為食品、進行保存，客家人的醃

漬食物技藝，也是在農民惜物態度下的產物，而在二林地區，更進一步延伸為釀

酒技術，農民們從過去的「一斤葡萄四兩糖」，學習到現代的釀酒技術，對他們

而言，這些知識及技術的演進，是建立在他們長久以來對於農產品的深厚認識。 

 

本研究在訪談的過程中也發現，經營酒莊相較於一般務農，涉入更為複雜的

現代化技術、法律稅制理解等投入，農民能夠有足夠的信心與勇氣加入這個高難

度、高資本的產業中，最終仍來自他們相信自己的農產品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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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要給人家吃，萬一出問題，每一個人都是家裡很重要的成員，我都基於這

點，人家每一個寶，我希望他們喝酒是吃健康的，不要出什麼問題啊，我也

有責任啊。(葡萄農民 M1) 

 

人工酵母與二氧化硫是工業化生產對於葡萄酒生產帶來的重大改變，它使得發酵

過程變得可控制，且葡萄酒不易因時間而自然質變，更利於全球化貿易的商品交

換。然而這兩項元素對於農民來說都是陌生的，這些材料並非生長自田裡或是他

所能掌握的材料源頭，因此許多農民對於這些物質的使用皆抱持著懷疑。 

 

我公公當時去社區大學上了新的釀酒課程，回來自己嘗試了之後，發現釀出

來的酒竟然有瓦斯味，他說這個東西我們都不敢自己喝、要怎麼賣給別人

呢，後來他就決定將釀製的方法改回自己原本做的方式。(葡萄農民 E1) 

 

在農民眼中，一項產品就應該從頭到尾自己包辦，因為這正是他們在從事農

業工作時的邏輯，從無到有親手打造、栽培出一棵葡萄樹、一片葡萄園、一整個

釀酒廠。如果換成一個不是農民的外人，大概會覺得自己從種葡萄到釀葡萄酒是

一個過於漫長的生產過程，不是從農業生產的觀點，都會選擇外包請人種葡萄、

代釀，甚至買大量濃縮果汁直接發酵製酒，既省原料成本又省人力，完全合乎工

業生產的經濟理性效益。 

 

他們老一輩的人的觀念是，那個製酒，是從好的原料就一直給你製酒下去，

他們沒有像我們現在年輕人這樣，給你用調和、用幹嘛的，他們那種觀念就

是說你現在種咖啡，他就好像是去花蓮還是哪邊跟人家拿咖啡樹回來，從幼

苗就一直種，種到可以收成了，自己炒、自己烘焙，然後他後來又把它做成

酒。可是你要從一顆豆子把它變成酒，很辛苦啊。那你如果說現在很多人就

是用酒精，他再去調香精，調咖啡精，對啊，這樣是比較快。(葡萄農民 D2) 

 

他們身為這個職業─農民─所內化對於自然環境、農業產物的態度，讓他們在作

物栽培、食品加工上，有不同於一般人的關注與抵抗層面，這更意涵深遠地代表

著屬於農民特有的食物品質，這個品質反映在農民與作物之間的關係，雖然農產

品最終是為了進入市場而生產，但對大部份對農民來說，對待親手栽培的作物總

是帶著超越商品的情感成分，而他們也因為自己的投入成果而感到自豪。 

 

團體學習與競賽 

 

各項農業評比競賽(如紫晶盃比賽或是百大青農選拔等)的投入並爭取佳績獲得

肯定，是二林客家農民的重點關注。在農業推廣的制度下，農民大多已熟悉產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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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及團體競賽的學習方式，產銷班的運作使農民能夠彼此切磋，不同試驗結果得

以在共同群體中經驗分享，讓好的農作方式可以被更多農民所採用。 

 

我覺得產銷班發揮他的功用的話其實是不容小覷的，其實如果大家可以敞開

心胸，大家互相交流，大家進步會很快……你都可以透過這種產銷班開會的

時候，大家拿出來分享，可以節省很多時間，節省很多的花費，大家進步很

快，如果大家都很團結，發揮出來都很理想的話，其實這個地方大家整個氣

勢都帶動起來了。(葡萄農民 A1) 

 

在今日一昧強調個人成就的社會氛圍中，從二林的葡萄農身上便可瞭解，他

們並不會將成就視為是個人的所有，而是關乎這個地方、農民共同群體、大家努

力的成果，而個體農民亦能在這樣的學習、競爭氛圍下各自保有自己方法。除了

團體學習，另一項重要激勵農民們的方式就是競賽的舉辦，有輸贏才有投入的動

力，在不同時期中可以看到農民如何在各種真實的競賽裡奮鬥。早期與公賣局契

作的時代，生產主義取向引導著對農產品品質、農民表現的評價，產量多寡成為

農家之間較勁的標準，農民運用各種奇門妙方來栽培葡萄、以衝刺產量，例如灑

雞糞或馬糞，當時農民們會打聽各家今年產量情況，如果家裡葡萄園表現的好，

便是對農民最大的肯定，農民也會獲得家中長輩的認可，反之，則會遭受到劇烈

的譴責。 

 

有時候左鄰右舍可能比農民本人更關注他的果園收成情況，提供各家農戶生

產狀況的情報蒐集者就是流動於各個果園裡的葡萄工人，這些工人當地是炙手可

熱的勞動資源，他們排程到不同葡萄農家工作，得到今年各家葡萄園第一手的收

成情況，而也是農人們關鍵生產情報的交換中心。 

 

有一區今年生很厚（臺語：意指葡萄長的很多）……他們今年來幫我剪葡萄

的人出去就開始風聲（臺語：謠傳）了，我先生今年當天后宮的爐主，對啊，

那出去就風聲了，喔某某人葡萄很漂亮很厚。(葡萄農民 M1) 

 

今日，葡萄農們較勁的不再是葡萄產量或甜度，而是更為精巧的釀酒技術，

二林鎮農會每年十月多皆會舉辦紫晶盃比賽，邀請縣內各家酒莊攜酒參加，農民

們依舊會私下揣測著評審今年的口味如何，應該種出怎樣的葡萄、用什麼方式釀

才能得到評審的青睞。而近年來鼓勵青年回鄉務農，通過百大青農的選拔，也實

質肯定了許多年輕人回鄉的投入，鮮食葡萄農 B1 即是這樣的例子，帶著妻子回

鄉種葡萄，為了要做出不同品質的葡萄，他採取了與長輩們截然不同的管理模

式，僅留品質最好的花與果實，造成長輩指責浪費的不諒解，最後通過百大青農

獎，讓他終於洗脫這些責難，得到家族、鄰里間的肯定。 

(4) 關注資源庫的控制與調配、資產的傳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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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源庫指的是農民所擁有、以土地為核心的農業生產環境，通過勞動、知識、網

絡、市場進入等要素進而補充資源庫，提升資源庫品質（葉敬忠譯，2013）。二

林的葡萄農以葡萄果園、酒莊作為生產資源庫的核心，大部分的農民自家裡長輩

手中繼承土地，對他們來說土地是源源不絕的生機來源，可以依憑自己能力決定

作物種類、種植方式，范德普勒格的小農理論認為農民所有的付出與行動，是為

了豐富他所擁有的農業資源庫，這個資源庫無法受到市場價格所衡量，因為它是

一個具有生命、可以同時進行生產與再生產活動的載體，而農民就是扮演著啟

動、活化、延續它的角色。 

 

范德普勒格及葉敬忠(2014)等人對於中國農民家庭中各個世代與土地的關係

進行研調，發現邁入中老年的移工因為身體條件的限制，從都市返回家鄉耕種土

地，農民奮力地投入農業工作中，例如，決定具有前景的作物、提高單位面積產

量等，那是因為他的兒子繼而成為在都市裡為家裡掙錢的主樑，所以他必須代替

兒子好好照顧土地，將來兒子年老從都市返鄉，就可以接續這個農業活動，因此，

以土地為核心所產生的農業資源庫，被農民精心的照料，並將被傳承至下一代。

但在面對下一代是否接棒以前，農家家戶中的可勞動人口也正面臨兩性關係轉換

的挑戰，而勞動力稀缺的情況下，農村裡可聘雇的人力僅剩下高齡人口，農民面

對最為現實的問題就是可用勞動力不足，即便有充足的資源庫，沒有勞動力的維

繫依然是一大問題。 

 

農家的性別分工與兩性關係 

 

在訪談的 14 戶農家中，有 9 戶農家是夫妻共同投入農事業，其中男性主要負責

農事種植工作，女性則接手農產包裝分類與後端行銷工作，兩性之間的分工方式

與各自特質擅長的部份有關。例如女性大多較外向且敏感人際互動，適合直接與

消費者接觸，而男性農民則較習慣投入農務工作，並為女性分攤掉農場中勞力較

吃重的部分，從訪談的過程中，可以觀察到農民對於太太體貼的一面。 

 

我們每天都會一起上工，但我就是粗重的都我來，那個機器都很重，像施肥

啊、除草啊，那她(太太)就是包裝、擦果，行銷的部分啦！(火龍果農民 I1) 

 

由於土地的繼承依舊受到傳統社會對於性別角色的設定所影響，因此受訪的 14

戶農家的土地來源皆是男性繼承家中土地，往往從小也有協助農務的經驗。而女

性則相對在婚前較少有農務經驗，甚至多成長在較熱鬧的商業區，直到結婚後才

開始學習務農、適應鄉村生活，相對之下更為辛苦，也往往會是農家裡兩性之間

的衝突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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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開始我們搬回來這裡，真的很不適應，晚上都沒地方去，我們都很早就去

睡，因為早上很早起來又要去田裡工作，那時候真的覺得很不習慣，每天工

作完常常腰酸背痛，我就常常跟他吵，他就說沒辦法啊都回來了。(火龍果

農民的妻子 I2) 

 

有一次開車的時候我就真的就哭了，我說為什麼要過這種生活……我有一度

想要叫他放棄，真的，我那時候鐵了心就說我不要過這種生活……然後就又

隔年，欸就還不錯，比賽還是什麼一大堆，慢慢的感覺有嶄露一點頭角這樣，

然後就一年一年，那個想要那個放棄的那個念頭，完全都沒有了，你就會覺

得欣慰。(葡萄農民的妻子 B2) 

 

當慢慢地農業上的努力獲得了一些具體成果時，例如獲得農業相關獎項或是

受到客人的肯定，便會使女性調整、認同於農家的生活，也能與先生有更一致的

努力目標，往往這個時候她們也在農家生活中，找到自己合適發揮的位置。 

 

人家客人拿到名片，他(先生)就說你不要打前面那一支電話，你要打後面那

支電話找我太太，所以我就覺得真的有成就感，因為客人打電話來會來就是

直接要找我，然後我很欣慰的是，這幾年時間下來，客人時間到了就是來現

場，就是要找你，然後我甚至還遇到很熱情的客人喔，就是來就是給你一個

大擁抱！(葡萄農民的妻子 B2) 

 

但也有幾戶農家並非夫妻共同投入農場經營，這個情況下女性大多在外地有較好

的工作機會，甚至較習慣都會生活，因此農家家庭中可投入的勞動力很可能僅剩

農民一人，人力成為農家最為吃緊的資源，同時如何兼顧維繫夫妻情感也成為重

要課題。 

 

因為平常我禮拜一到禮拜五都是在台中(工作)，對我來講，我沒有改變太

大，然後就是只有假日回去(二林)，其實我也是跟他講說 因為我這個工作

其實也滿久了，我就跟他講說，我希望可以繼續在台中工作，那他也 OK，

所以我們就維持這種模式假日夫妻。(葡萄農民的妻子 A2) 

 

你知道卡奴嗎？我太太就是有這個情況，他看到想買的東西會把每個顏色都

買下來，我幫他還了很多錢，後來跟他說你就不要回來了，他對小孩子的教

育也是，竟然在兒子考試前買電動玩具給他。(火龍果農民 C1) 

  

因此可以發現，農家的家庭型態也正在發生轉變，女性是否能夠留在農村裡生

活、接受投入農業工作、甚至如何看待先生從農的態度，成為農家裡最難以取得

的平衡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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聘雇工人的困難 

 

農事工作的品質仰賴大量體力勞動與農事經驗的累積，農村裡有務農經驗且願意

工作者多為高齡長輩，許多工人甚至輩分比農民還高。年輕人投入農業工作的問

題包含著：對於學習農業知識經驗的動力較低落；習慣做五休二、朝九晚五的上

班制度，與農民的工作習性差異劇烈；無法忍受農業工作實際勞力付出的辛勞，

相對較希望投入農產後端工作如行銷；對於投入農業工作的未來感到有壓力。 

 

資產的傳承 

 

農民對於現有資源的擴增，連繫上的不僅僅是近幾年的收穫成長，通常是更長遠

的投資策略，以二林的客家農民案例來看，許多投入火龍果種植的農民，大多是

從其他行業退休後承接家中農務工作，因為火龍果相較於葡萄，投入的資材成本

較低，且前幾年火龍果之市場價格優異，許多農民皆紛紛從葡萄轉作火龍果。因

此經營酒莊的農民對於資產傳承的壓力比火龍果農更大，因為投入的時間、心

力、經濟成本皆十分巨大，沒有明確的傳承對象，代表著半輩子累積的心血無法

獲得永續發展。 

 

兒子會不會接，我就無法管了，也看不到了，我土地留著，他以後想要種就

可以種，但現在他也有他自己的事業，主要就是我來做，農忙的時候他也會

早上來幫忙……(火龍果農民 G1) 

 

我之前有邀一個合作公司的年輕人，要不要跟我合股，以後我就把果園和酒

莊慢慢交給他來管理，但他目前還沒給我回應。(葡萄農民 A1) 

 

從目前訪問的情況看來，幾戶受訪的農家尚無法有很明確的世代承傳，大部

分都是現職主力經營的中年輩，努力通過經營農業來取得維繫家庭生活的資源。

但農業的世代承傳卻需要有許多條件促成，例如是否擁有子嗣、對小孩的教育期

待、孩子的繼承意願、繼承者的性別等。訪問資料顯示，有的農民期待小孩能有

更好的學歷背景，傾全力支持小孩念書。大部分的受訪者則表示尊重小孩想在外

地發展的想法，因此將來有人承傳家業與否，並非當下能有明確答案的。 

 

七、結論 

 

我們以彰化二林的農村酒莊為例，運用新小農理論與地方特色產品理論，深入了

解當地的客家農民如何從葡萄的種植投入、技能精進、土地管理、勞動調度及其

後的轉入釀酒、新舊釀酒知識調和、技藝發展、市場瞭解、營銷提昇，以至於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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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發展出多樣的地方農庄酒莊的產品類型與運作策略。總的來說，臺灣近六十年

來，報紙媒體對於葡萄酒的趨勢性關注，已從國家產銷管制轉向大眾消費市場，

這反映在報紙所建構的論述下，人們對於葡萄酒的認識已經逐漸脫離農業食品中

的水果酒，而邁向具高象徵價值的文化性飲品，「品酒」因而牽繫上個人的品味

消費與生活風格，其文化象徵地位成為強力的象徵符號。本研究總共在二林地區

訪問 14 戶、25 位的客家農民，援引范德普勒格的小農模式理論，並結合報紙質

性內容分析的資料與二林客家農民的深度訪談資料，我們辨認出彰化二林客家的

農民習性特質的四大主軸：(1) 持續自然協同生產、農事技藝積累與新奇事物開

發；(2) 投入精耕細作、資源的高效利用與交換組合；(3) 養成農業技藝自豪感

並通過團體競賽學習；(4) 關注資源庫的控制與調配、資產的傳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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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訪談過程與受訪者資料 

 

本研究共訪問了 14 戶農家、共 25 位受訪者(參見表三)。其中有 13 戶以前家裡

皆有種植葡萄的經驗，因為火龍果近年來市場價格較好，許多農家將葡萄棚架改

為種植火龍果，訪談對象中有 5 戶已完全投入種火龍果，而目前仍種植葡萄的農

家則有 8 戶，其中有一戶主要種植鮮食葡萄，有 1 戶則是選擇釀酒葡萄和火龍果

兩者並種。受訪者中實際有投入農業工作者(包含生產及包裝行銷工作)共 19 位，

男性與女性分別佔了 13 位與 6 位。 

 

表三、深度訪談對象與訪談時間地點 

代號 受訪者身分 性別 訪談時間 訪談地點 

A1 釀酒葡萄農、酒莊業者 男 105/04/26 酒莊業者家中 

A2 釀酒葡萄農的妻子 女 105/10/08 台中咖啡店 

B1 鮮食葡萄農 男 105/04/26 果園旁休息區 

B2 鮮食葡萄農的妻子 女 105/07/16 果園旁休息區 

C1 火龍果農 男 105/04/26 火龍果園旁 

C2 火龍果農的女兒 女 105/07/18 王功海產店 

C3 火龍果農的母親 女 106/11/04 果農家中 

D1 釀酒葡萄農、酒莊業者的父親 男 105/10/09 酒莊業者家中 

D2 釀酒葡萄農、酒莊業者 女 105/10/09 酒莊業者家中 

E1 酒莊業者 女 106/04/08 酒莊業者家中 

E2 酒莊業者的兒子 男 106/04/08 酒莊業者家中 

E3 酒莊業者的女兒 女 106/04/08 酒莊業者家中 

F1 釀酒葡萄農、酒莊業者 男 106/10/09 葡萄園旁 

F2 釀酒葡萄農的妻子 女 106/10/09 葡萄園旁 

G1 火龍果農 男 106/04/08 果農家中 

G2 火龍果農的兒子 男 106/10/31 果農家中 

H1 火龍果農 男 106/04/09 果農家中 

H2 火龍果農的妻子 女 106/11/05 果農家中 

I1 火龍果農 男 105/07/16 果農家中 

I2 火龍果農的妻子 女 106/10/31 果農家中 

J1 養鹿業者 男 106/10/02 店家 

K1 釀酒葡萄農、酒莊業者 男 106/10/02 酒莊門市區 

L1 火龍果農 男 106/11/04 台灣酒窖門市 

M1 火龍果、釀酒葡萄農、酒莊業 女 103/07/05 酒莊業者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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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號 受訪者身分 性別 訪談時間 訪談地點 

者 

N1 釀酒葡萄農、酒莊業者 男 103/07/05 葡萄園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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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計畫八：贛西北客家話與廣西桂林、梧州市客家話調查研究 

計畫主持人：陳秀琪 

 

【論文精要】 

 

壹、 研究目的 

江西客家話有不同時期客家移民的疊置，又有不同時代不同族群的方言接觸

積累，且受江西強勢語言贛語的影響，屬於正在變化中的客家話，對於探討客家

話音韻演變的過程、演變的規律與條件、語言接觸下的變遷現象，都能提供豐富

的研究素材。目前江西客家話調查最多的是南昌大學的劉綸鑫教授，在他的《客

贛方言比較研究》及《江西客家方言概況》中，共列出了 12個江西客家方言點

各 1179個單字音的語料，其餘三十餘個方言點只呈現該客家話的聲韻調系統而

已，由此可以看出，江西省境內的客家話還有很大的調查空間，學界還必須對江

西客家話做更大範圍的方言調查，才能了解江西客家話的全貌，也才能突顯出上

文所述及江西客家話在客家話的發展歷史、客家話音韻研究及漢語史研究上的價

值。在劉綸鑫教授《客贛方言比較研究》及《江西客家方言概況》所列方言點中，

以贛南客家話的調查為多，贛西北只列了銅鼓、修水、藻溪三個方言點而已，且

只各呈現 1179個字音，且缺少各方言點較詳細深入的音韻分析。雖然在《客贛

方言比較研究》已有銅鼓客家話的調查語料，不過只有 1179個單字音，筆者認

為不夠全面，且在銅鼓地區，原先以說贛語為主，而今是以說客家話為主，故本

計畫在劉綸鑫先生的調查基礎上，對贛西北客家話再做更詳盡的調查。 

廣西客家人口的分布很廣，據統計居住的縣市共有 76個，占全省縣市總數

的 90.5%，大約有 460萬人，為中國客家人口的第四大，居於廣東、江西、福建

之後，相較於廣東、江西、福建客家話調查研究的成果，廣西客家話的調查研究

成果相對少許多，目前僅有陳曉錦教授的廣西玉林市客家方言調查研究，及廣西

賀州北陀、蓮塘、鍾山、桂嶺縣客家話研究的幾本碩士論文，且廣西有豐富的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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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瑤族語言的底層系統，勢必對當地漢語的發展有所滲透與殘存，故廣西客家

話實有很大的待研究空間。廣西客家人與江西客家人在來源上有相同的歷史，都

是廣東客家人的向外遷徙，相同的祖源地相同的客家話系統，因遷徙到不同的地

區，與在地的語言接觸，贛西北客家話接觸的是贛語及畲語，廣西接觸的是粵語、

瑤語、壯語，兩地區各自發展出不同音韻特色的客家話，例如贛西北客家話具有

舌尖後的塞音聲母-、h-，廣西客家話具有多數客家話少有的 -聲母。本計畫

在第一年完成贛西北銅鼓、靖安、奉新客家話的調查，第二年完成廣西省桂林市

茘浦、臨桂、恭城，以及柳州市的柳城、金秀、小平陽等客家方言點，以進行贛

西北客家話與廣西桂林、柳州客家話發展類型及演變規律的比較，以及在具有豐

富少數民族底層語言的廣西省，對於客家人與客家話的歷史探源，會有新的發現

與思維。 

 

貳、 研究方法 

（1）田野調查法 

本計畫預計在贛西北的銅鼓、靖安、奉新、萬載，以及廣西省桂林市茘浦縣、 

臨桂縣，以及柳州市的柳城、三江侗族自治縣等客家方言點，進行該地區的客家

話田野調查，收集客家話的語音、詞彙、語法等語料。語音方面，預計每個方言

點收集《方言調查字表》內約兩千五百字的音讀，詞彙方面，以北京大學語言學

教研室所編《漢語方言詞彙》為基礎，再加上溫昌衍《客家特徵詞研究》中的客

家特徵詞，約一千五百條的詞彙。語法方面，使用筆者參考黃伯榮《漢語方言語

法調查手冊》所設計的「客家話語法調查120例句」。 

（2）語音描寫法 

    將田野調查的音檔用國際音標記錄下來，逐一整理出贛西北客家話和廣

西 

桂林市柳州是客家話的音讀，以方便後續贛西北客家話與廣西客家話的研究

分 

析。聲調的描寫以標注本調為主，並整理出該方言的連讀變調表。本調與變

調 

的釐清，有助於方言本字的正確使用。 

（3）比較研究法 

    比較研究法包括歷史比較和方言比較，本計畫根據田野調查所得語料，將贛

西北銅鼓、靖安、奉新、萬載客家話，以及廣西桂林、柳州客家話與中古音做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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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探究這些地區的客家話經歷過哪些語音變化，及其語音演變條件。透過方言

比較，探究這些地區客家話的語音特點及區域特徵。 

 

（4）文獻材料分析法 

本計畫雖然透過實地的田野調查，可以收到贛西北和廣西桂林市柳州市客家 

話約七個客家方言點的語料，但在探討贛西北客家話和廣西桂林市柳州市客家話

的語音特點時，必須透過與其他方言點的比較，才能澄析出贛西北客家話和廣西

桂林市柳州市客家話的語音特點，所以本計畫需要收集其他文獻所提供的江西與

廣西其他客家話的語料，以做為方言比較的對象。同時也需閱讀分析前人對江西

和廣西客家話的研究成果，以做為本計畫研究的參考。 

 

參、 研究之理論分析架構 

    本計畫結合歷史語言學、方言學、聲韻學三領域的理論架構和研究方法，進

行贛西北客家話和廣西桂林市柳州市客家話的研究。除了基礎的平面語音系統的

描述與語料呈現之外，綜合音韻文獻與方言材料，運用比較法進行方言比較與歷

史比較，以探討贛西北客家話和廣西桂林市柳州市客家話的語音特點；再者，藉

歷史語言學的觀察，為贛西北客家話和廣西桂林市柳州市客家話的語音演變理出

其演變機制，歸納出演變的規律，以期對歷史語言學有所貢獻。 

 

肆、 重要發現 

一、 銅鼓客家話的精知莊章為二分類型，精莊知二讀 ts-ts-s-，知章組會

因韻母的不同而有不同的發展，遇-u讀-、’-、，其餘讀-t-、t’-、

-，-、’-、-屬後期的條件音變。 

二、 銅鼓客家話少數字能呈現「魚虞韻有別」，兩韻主要元音讀 -i、-、-u，

此為後中古層次，但在魚韻中有不一樣的讀音，如「魚e13、鋸 ke53」，少

數字仍呈現魚虞有別。 

三、 銅鼓客家話客家話-i-介音的消失，主要出現在三等的非組字、知章莊

組字及部分地區客家話遇、山、臻攝合口三等見曉組字，各攝的見曉組影喻

母字，效鹹山攝四等地端、精組字，皆有-i-介音消失的現象。 

四、 部分影母字讀-聲母，這是來自與贛語的語言接觸所新產生的聲母，

此現象普遍見於北部漢語(尤其是官話方言)，贛語也具此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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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萬載客家話的入聲字具-i元音的增生現象，例如：答 tai、甲 kai、滑 uai。

客家話-i 元音的增生有兩種類型，包括具-n/t 韻尾的-oin、-oit、-ait、

-uit，以及具-/k、- 韻尾的-ei 、-、-ei ，雖然演變的環境不

同，但理據相同，都是基於發音時發音部位的協調性，發音時舌體滑動的距

離越大則動程越大，動程越大則越容易增生-i元音。 

 

伍、 結論。 

    方言間的語言接觸是促使語言發生改變的原因之一，贛西北客家話長期與贛

語接觸，桂北客家話處於西南官話的強勢之下，以及保有瑤語、狀語的底層成分，

使得這些地區的客家話雖都來自廣東，雖然仍保有許多與粵東客家話相同的特

色，但都已呈現不同的發展及新的語音現象。桂北客家話的瑤、壯語底層成分，

除了在語音上的呈現之外，在詞彙方面更見其特色，從中可觀察客家與畲瑤之間

的關係，值得學界深入探究，也是本計畫後續著墨的方向。 

 

 

關鍵字：贛西北客家話、桂北客家話、語言接觸、方言比較、語言變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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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成果全文】 

贛西北客家話與廣西桂林、柳州市客家話調查研究 

 

陳秀琪 

 

一、前言 

    江西客家話有不同時期客家移民的疊置，又有不同時代不同族群的方言接觸

積累，且受江西強勢語言贛語的影響，屬於正在變化中的客家話，對於探討客家

話音韻演變的過程、演變的規律與條件、語言接觸下的變遷現象，都能提供豐富

的研究素材。廣西有 76 個縣市有客家人口的分布，占全省縣市總數的 90.5%，

大約有 460 萬客家人口，為中國客家人口的第四大，居於廣東、江西、福建之後，

然相較於廣東、江西、福建客家話調查研究的成果，廣西客家話的調查研究成果

相對少許多，且廣西有豐富的壯族、瑤族語言的底層系統，勢必對當地漢語的發

展有所滲透與殘存，故廣西客家話實有很大的待研究空間。本計畫在江西()、廣

西()進行當地客家話的田野調查，共收集 5 個客家方言點各 2500 個字音、1200

條詞彙及 150 個語法例句的語料，本成果報告根據筆者在江西、廣西收集的語

料，分成江西銅鼓、奉新客家話的平面語音系統與特點，廣西桂林、柳州客家話

的平面語音系統，客贛方言-i 元音的增生現象等三個主題來撰寫。藉由對這些語

料的分析研究，可提供學界對贛西北及桂北客家話的了解，包括這些地區客家話

的使用概況、語音特點、語音演變規律、語音演變條件，以及與在地其他語言的

語言接觸現象等等。 

 

二、銅鼓客家話的平面語音系統 

(一)銅鼓客家話的聲母系統 

    銅鼓客家話聲母，兩位語音發音人因為在銅鼓的居住地不同，在知三章組發

音時，有不同之處，黃姓發音人居住在定江錦富，表 2-1 為盧姓發音人的銅鼓客

家話聲母表，含零聲母在內，共有 25 個，黃姓發音人的銅鼓客家話聲母含零聲

母在內有 23 個，少了 - 、兩個聲母 

表 1 銅鼓西湖村客家話聲母表 

 雙

唇 

齒

唇 
舌尖前 舌尖後 舌面前 

(舌根)

舌面後 
喉 

塞 清 不送氣 p  t   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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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氣 p’  t’ ’  k’  

塞擦 清 

不送氣   ts t t   

送氣   ts’ t’ t’   

鼻 濁  m  n     

邊 濁    l     

擦 

清   f s    h 

濁         

 

以下為銅鼓西湖村客家話聲母例字： 

p-     巴杯班餅北 p’-      爬婆盤平白 m-     尾毛滿夢木 

f-     花火飯風服 t-       多低短頂跌 t’-     偷弟田湯鐵 

n-     努耐南納腦 l-       拉雷卵兩力 ts-     資祖增總責 

ts’-     粗詞村窗賊 s-       師士三生色 -       豬蛛周晝祝 

’ -      抽除廚臭逐 t-      追紙轉整汁 t’-     車齒趁場尺 

-      水時蟬傷十 t-      機借軍驚腳 t’-     妻茄簽強局 

-       西寫心想錫 -      黏娘藝牛月 k-      孤狗館講國 

k’-      開口寬空刻 -      牙魚眼瓦外 h-      河鞋寒硬盒 

-       醫夜溫影屋   

 

 

(二)銅鼓客家話的韻母系統 

銅鼓客家話韻母共有 61 個，包含 20 個陰聲韻、20 個陽聲韻、19 個入聲韻，

以及 2 個成音節鼻音，韻母系統如下表： 

表 2 銅鼓客家話韻母表 

   韻 

呼 
陰聲韻 陽聲韻 入聲韻 成音節鼻音 

開口呼    n  n t  t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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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e  o   

ai  oi  au  eu 

an  en  on  n 

a  o   

at  et  ot  t 

ak  ek  ok 

齊齒呼 i 

ia  ie  io  iu 

iau 

in 

ien 

ia  io  i 

it 

iet 

 iak  iok  iuk 

 

合口呼 u 

ua 

ui 

uai  uoi 

uan  uon  un 

ua  uo  

u 

uat  uet  ut 

uk 

uok 

 

 

以下為銅鼓客家話韻母例字： 

陰聲韻 22 個： 

-     資組自師士     -     知紙齒時世     - a     把打家茶射 

-e     退魚洗水吹     -o     婆火歌左鎖      

- a i    拜買街鞋矮     -o i    堆來開菜愛     -au    飽毛老造少 

-eu    浮偷樓口愁     - i     杯尾耳妻雨     - i a    借些斜寫夜 

- i e    攜擠           - i o    茄瘸           - i u    丟牛仇休友      

- iau   表秒條叫搖 

-u     布湖路苦舞     -ua    瓜寡掛誇話      

- u i    規鬼危圍衛     -ua i   乖怪塊會歪     -uoi   煨會 

陽聲韻 20 個： 

-n    尊存孫筍俊     -n    針身陳準政     -an    搬反眼山暗 

-en    朋等恨戰恩     -on    歡斷亂肝安     -n    門分輪村身 

-a    頂冷硬整爭     -o    幫忙放講窗     -    夢冬公空中 

- i n    品人軍信陰     - ien   變麵天臉遠      

-ia   病命迎輕贏     -io   娘將牆香羊     -i   龍宮胸松融 

-uan   關觀還彎晚     -uon   管寬完碗換     -un   滾溫文穩困 

-ua   橫             -uo   王枉往忘望     -u   翁甕 

 

入聲韻 19 個： 

- t    卒劇出術述     - t    汁失直植食     - a t    八髮夾辣殺 

- e t    北得或賊色     -ot    活脫割刷說     - t    突出汁室食 

-ak    百麥客隻石     -ek    踢             -ok    託角學作惡 

- i t    筆入日惜習     - i e t   別裂月結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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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a k   壁糴額跡錫     - iok   略弱腳卻約     - iu k   六肉菊宿育  

-uat   刮括闊挖滑     -uet   國             -ut   骨窟物  

-uk    目福毒穀竹     -uok   握鑊 

 

成音節鼻音 2 個： 

m    毋 

     吳五 

 

(三)銅鼓客家話的聲調系統 

銅鼓的聲調共有 6 個，為陰平 35、陽平 13、上聲 31、去聲 53、陰入 21、陽

入 5，如下表所示： 

表 3 銅鼓客家話聲調表 

 平 上 去 入 

陰 35 
31 53 

21 

陽 13 5 

 

以下為銅鼓客家話聲調例字： 

陰平 35   天飛針公婚    陽平 13   爬排條年神    上聲 31   請打古口水 

去聲 53   臭借店放夢    陰入 21   竹惜北鐵答    陽 入 5   毒石食學月 

 

(四)銅鼓客家話的連讀變調 

銅鼓客家話連讀變調如下表所示： 

表 4 銅鼓客家話連讀變調表 

  後字 

前字 

陰平

35 

陰上

31 

陰去

53 

陰入 

21 

陽平

13 

陽上

31 

陽去

53 

陽入 

5 

陰平 35 55+55 － － － － － － 33+5 

陰上 31 － － － － － － － － 

陰去 53 － － － － － － － － 

陰入 21 － － － － － － － － 

陽平 13 － － － － 13+33 － － － 

陽上 31 － － － － － － － － 

陽去 53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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陽入 5 － － － － － － － － 

 

以下列舉連讀變調的例子： 

1. 前後字變調 

陰平(35) +陰平(35) → 超陰平(55) +超陰平(55) 

例： 雞公  ki35  k35  →  ki55  k55 

     交通  kau35  t’35  →  kau55  t’55 

     心肝  in35  kon35  →  in55  kon55 

2. 前字變調 

陰平(35) → 33 /  ╴  陽入(5) 

例： 消毒  iau35  t’uk5  →  iau33  t’uk5  

     開學  k’oi35  hok5  →  k’oi33  hok5 

     音樂  in35  ok5  →  in33  ok5 

3. 後字變調 

陽平(13) → 33/ 陽平(13)  ╴ 

例： 楊桃  io13  t’au13  →  io13  t’au33 

     皮鞋  p’i13  hai13  →  p’i13  hai33 

     便宜  p’ien13  i13  →  p’ien13  i33 

 

三、靖安客家話的語音系統 

(一) 靖安客家話的聲母系統 

靖安客家話聲母，包含零聲母在內，共有 23 個，聲母系統表如下表，例字

如表後所示。 

表 5 靖安客家話聲母系統 

 
雙唇 齒唇 舌尖前 舌葉8 舌面前 舌根 喉 

塞

音 

清

音 

不送氣 p  t   k  

送氣 p  t   k  

塞

擦

音 

清

音 

不送氣   ts  t   

送氣   ts  t   

鼻 濁  m  n     

                                                 
8發音人 1 保有完整-、-舌葉塞擦音聲母，發音人 2 部份舌葉塞擦音讀如 -、-舌尖後塞擦

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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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 音 

邊

音 

濁

音 
   l     

擦

音 

清

音 
  f s    h 

濁

音 
        

零

聲

母 

   

 

例字： 

[] 巴 pa45 波 po45 布 pu53 八 pat2 百 pa21 

[] 爬 pa13 婆 po13 皮 pi13 薄 po5 白 pa5 

[] 無 mau13 馬 ma45 蚊 mn13 蜜 met5 脈 ma21 

[] 花 fa45 灰 foi45 凡 fan13 福 fu21 發 fat21 

[] 刀 tau45 冬 t45 賭 tu31 搭 tat21 達 tat5 

[] 通 t45 同 t13 大 tai53 讀 tu5 特 te5 

[] 難 nan13 腦 nau31 鬧 nau53   

[] 犁 li13 裡 li45 臉 lien31 力 lit5 壢 lit5 

[] 渣 tsa45 組 ts31 精 tsin45 節 tsiet2 尖 tsien45 

[] 查 tsa13 粗 ts45 全 tsien13 雜 tsat5 鋤 ts13 

[] 四 si53 生9sen45 線 sien53 雪 siet21 算 son53 

[] 嬌iau45 見ien53 狗ieu31 劫iat2 根 tien45 

[] 舅iu45 琴in13 共i 局iu5 肯 tien31 

[] 希i45 曉iau31 向ia53 去i53 血iet21 

[] 泥i13 弱 nio5 讓 nio53 年ien13 牛iu13 

[] 遮a45 招au45 蒸n45 竹u21 祝u21 

[] 車a45 昌

o45 

蟲

13 

直t5 沉n13 

[] 書u45 社a53 深n45 熟u5 手u31 

[] 家 ka45 交 kau45 關 kuan45 穀 ku21 江 ko45 

[] 科o45 跪ui31 虧ui45 客a21 確 ko21 

                                                 
9 用於「生命」一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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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10ha45 號 hau53 鹹 han13 學 ho5 鞋 he13 

[] 牙a13 瓦a31 眼an31 樂11o5 我12o45 

[] 煨 uoi45 矮 ai31 衣 i45 鴨 at21 文 un13 

 

(二) 靖安客家話的韻母系統 

靖安客家話韻母包含陰聲韻 25 個、陽聲韻 18 個、入聲韻 19 個及成音節鼻

音 2 個，共 64 個韻母。韻母系統如下表： 

表 6 靖安客家話韻母表 

   韻 

呼 

開尾

韻母 

元音尾

韻母 

鼻音尾韻母 塞音尾韻母 成音節

鼻音 -n - -t - 

開口呼 a  o  

  e 

   

ai   oi  

au  eu 

an  en 

on  n 

a  

o 

 

at  et 

ot  t 

a  e 

o    

 

 

齊齒呼 i 

ia 

ie 

io 

iu 

iau 

ieu 

ioi 

in 

ien 

ia 

io 

i 

it 

iet 

 

 

ie 

 

合口呼 u 

ua 

ue 

uo 

ui 

uai 

uoi 

uan 

uon 

un 

ua 

uo 

u 

ut 

uat 

uot 

 

 

ue 

 

 

 

陰聲韻：25 個 

[a]  爬 pa13 花 fa45 遮 ta45 牙a13 家 ka45 

[o]  波 po45 多 to45 歌 ko45 做 tso53 羅 lo13 

[] 者 t31 如 l13 儒 l13   

[e] 啼 te13 弟13te45 泥 ne13 底 te31 犁 le13 

[] 初 ts45 租 ts45 資 ts45 詞 ts13 梳 s45 

[]  儲 t13 至 t53 屎31 時13 治 t53 

                                                 
10 用於「下背」一詞。 
11 用於「音樂」一詞。 
12 用於「自我」一詞。 
13 用於「老弟」一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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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居 ti45 聚 tsi53 腿 ti31 累 li53 女 ni45 

[ia]  寫 sia31 姐 tsia31 爺 ia13 野 ia45 夜 ia53 

[ie]  鋸 tie53 水14ie31 梔 tie45   

[io]  茄 tio13 瘸 tio13 靴io45   

[u]  烏 u45 豬 tu45 虎 fu31 普 pu31 誤u53 

[ua]  瓜 kua45 誇 kua45 跨 kua53   

[ue]  □15kue13     

[uo]  過 kuo53 和16uo53 果 kuo31 禾 uo13 窩 uo45 

[ai]  排 pai13 買 mai45 解 kai31 外17ai53 帶 tai53 

[oi]  灰 foi45 妹 moi53 堆 toi45 梯 toi45 改 koi31 

[au]  毛 mau45 刀 tau45 超 tau45 繳 kau31 包 pau45 

[eu]  偷 teu45 樓 leu13 口18heu31 偶eu31 愁 seu13 

[iu]  修 siu45 酒 tsiu31 留 liu13 友 iu45 九 tiu31 

[iau]   廖 liau53 鳥 tiau45 了 liau31 苗 miau13 尿 niau53 

[ieu]  勾 tieu45 溝 tieu45 狗 tieu31 扣 tieu53 苟 tieu31 

[ioi]  □
19

tioi53 艾 nioi53    

[ui]  句 kui53 跪 kui31 櫃 kui53 規 kui45 鬼 kui31 

[uai]  塊 kuai53 怪 kuai53 快 kuai53 歪 uai45 拐 kuai31 

[uoi] 會20uoi53 煨 uoi45    

陽聲韻：18 個 

[an] 擔 tan45 減 kan31 產 tsan31 眼an31 鹹 han13 

[en] 森 sen45 喊 hen45 曾 tsen45 登 ten45 佔 ten53 

[on] 貪 ton45 甘 kon45 肝 kon45 安 on45 看 kon53 

[n] 針 tn45 準 tn31 蚊 mn45 神n13 腎n53 

                                                 
14 兩位發音人皆表示「水」一字可有e31、ie31 與i31 三讀。 
15 手瘸，稱之 kue13。 
16 用於「和麵」一詞。 
17 另有一音讀oi53。 
18 用於「吃一口」一詞。 
19 疲憊。 
20 用於「會不會」一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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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心 sin45 敏 min45 君 tsin45 京 tin45 林 lin13 

[ien] 嚴ien13 兼 tien45 連 lien13 全 tsien 邊 pien45 

[uan]  關 kuan45 慣 kuan53 撰 tsuan53   

[uon]  還 uon13 換 uon53 碗 uon31 腕 uon53 完 uon13 

[un]  坤 kun45 文 un13 聞 un13 吻 un31 問 un53 

[a] 羹 ka45 爭21tsa45 猛

22ma45 

正

23ta45 

耕 ka45 

[o] 棒 po53 降24ko53 江 ko45 張 to45 宕 to53 

[]  宮 k45 通 t45 夢 m53 中 t45 蟲

t13 

[ia] 擎

tia13 

影 ia31 晴

tsia13 

聽 tia45 定 tia53 

[io] 涼 lio13 央 io45 腔

tio45 

香io45 娘 nio13 

[i] 弓 ti45 融 i13 共

ti53 

勇 i31 貢 ti53 

[ua] 橫25ua53 梗 kua31    

[uo] 王 uo13 黃 uo13 逛 kuo53 光 kuo45 往 uo45 

[u] 翁 u45     

                                                 
21 用於「相爭」一詞。 
22 用於「火猛」一詞。 
23 用於「正月」一詞。 
24 用於「下降」一詞。 
25 用於「橫下來」一詞。 



入聲韻：19 個 

[at]  合26hat5 蠟 lat5 甲 kat21 辣 lat5 達 tat5 

[et]  舌et5 設et21 折 tet21 蝨 set21  

[ot]  答 tot21 合27hot5 割 kot21 刷 sot21 脫 tot21 

[t]  汁 tt21 職 tt21 質 tt21 出 tt21 食t5 

[it]  立 lit5 笠 lit21 筆 pit21 律 lit5 逼 pit21 

[iet]   獵 liet5 脅iet21 列 liet5 雪 siet21 血iet21 

[ut]  物 ut5 歿28mut21 骨 kut21 忽 fut21 卒 tsut21 

[uat]  闊 kuat21 刮 kuat21 滑 uat5 挖 uat21  

[uot]  活 uot5     

[a]  百 pa21 柵 ta5 隻 ta21 石a5 白 pa5 

[ e] 擇29tse5 色 se21 北 pe21 賊 tse5 墨 me5 

[o] 桌 tso21 覺 ko21 郭 ko21 霍 fo21  

[] 屐 tia5 壁 pia21 笛 tia5 鵲 sia21 錫 sia21 

[] 弱 nio5 虐 nio5 約 io21 藥 io5 腳 tio21 

[ie] 隔 tie21 額 nie21 革 tie21   

[] 六 l21 肅 s 育5 曲 t 續 siu5 

[] 屋 讀 t5 族 ts5 粥 t21 俗 su5 

[ue] 國 kue21     

[] 握 uo5 擴 kuo21 鑊5   

成音節鼻音：2 個 

[] 毋13     

[] 吳13 蜈13 五31 魚13  

(三) 靖安客家話的聲調系統 

靖安客家話共有 6 個聲調，各類調值如下表所示： 

表 7 靖安客家話聲調系統 

 平 上 去 入 

                                                 
26 用於「合作社」一詞。 
27 用於「合作」一詞。 
28 指「死亡」、「腐爛」 
29 用於「選擇」一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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陰 45 
31 53 

21 

陽 13 5 

陰平 巴 pa45 遮 ta45 夫 fu45 分 fn45 

陽平 爬 pa13 茶 tsa13 無 mau13 文 un13 

上聲 把 pa31 扯 ta31 五31 穩 un31 

去聲 罷 pa53 詐 tsa53 霧 mu53 問 mn53 

陰入 百 pa21 摘 tsa21 穀 ku21 歿 mut21 

陽入 白 pa5 麥 ma5 鹿 lu5 核 ut5 

 

(四) 靖安客家話的連讀變調 

靖安客家話連讀變調為前字變調與後字變調，二字連讀變調之調型配合表如下表所示，

發生變調者以灰底顯示： 

表 8 靖安客家話連讀變調配合表 

  後字 

前字 

陰平 45 陰上 31 去聲 53 陰入 21 陽平 13 陽入 5 

陰平 45 45+55 ─ ─ ─ ─ ─ 

陰上 31 31+55 ─ ─ ─ ─ ─ 

去聲 53 53+55 ─ ─ ─ ─ ─ 

陰入 21 21+55 ─ 5+53 ─ ─ ─ 

陽平 13 13+55 ─ ─ ─ 13+55 ─ 

陽入 5 5+55 ─ ─ ─ ─ ─ 

 

前字變調： 

1. 陰入(21)→陽入(5)/__去聲(53) 

發病 fat21 pia53 → fat5 pia53 

識字 t21 s53 → t5 s53 

約會 io21 fi53 → io5 fi53 

 

後字變調： 

1. 陰平(45)→55/所有調__ 

雞公 tie45 k45 → tie45 k55 

吹風 ti45 h45 → ti45 h55 

剪刀 tsien31 tau45 → tsien31 tau55 

洗衫 se31 san45 → se31 san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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菜單 tsoi53 tan45 → tsoi53 tan55 

唱歌 to53 ko45 → to53 ko55 

北方 pe21 fo45 → pe21 fo55 

國家 kue21 ka45 → kue21 ka55 

平安 pin13 on45 → pin13 on55 

南方 nan13 fo45 → nan13 fo55 

學生 ho5 sa45 → ho5 sa55 

值班 tt5 pan45 → tt5 pan55 

      

2. 陽平(13)→55/陽平__ 

楊桃 io13 tau13 → io13 tau55 

便宜 pien13 i13 → pien13 i55 

皮鞋 pi13 he13 → pi13 he55 

 

四、銅鼓客家話的語音特點 

(一)精知莊章的二分類型 

    古精知莊章四種聲母在各地客家話中分合不一，有兩種類型，一類是精莊與知章分立，

另一類則是精知莊章合流。筆者所調查的銅鼓客家話精知莊章二分，即「精莊、知二組合流，

知三、章組合流」，兩位發音人在精莊、知二組讀舌尖前音 ts-、ts’-、s-，在章、知三組有讀

不同的讀音，黃姓發音人(A 發音人)都讀舌尖後音 t-、t’-、-，而盧姓發音人(B 發音人)在

t- 、t’- 聲母遇到韻母為 u 時，則會讀成舌尖後塞音 -、’-，其他則讀 t-、t’-、-。下

表呈現兩位發音人在知三、章組的讀音(以 A、B 發音人之分)： 

 
章、知三組 

韻母 -a-、-e-、-o-、-- -u- 

A 發音人 

聲母 

t、t、 t、t、 

B 發音人 t、t、 、’、 

    在劉澤民(2005)《客贛方言歷史層次研究》中根據舌齒音類的分合與音值狀況，將客贛

方言分成三大類30。江敏華(2003)提到：客家話中古精知莊章主要的歸併類型分為兩種，一種

為「寧化型」，另一種為「長汀型」，如下表所示： 

                                                 
30 劉澤民，2005，《客贛方言歷史層次研究》， 蘭州：甘肅民族出版社，頁 34-35。客贛方言的舌齒音類可分為

三類：(一)知三、章組混合，知二、莊、精組混合。(二)知章莊讀 ts、ts’、s，精組洪音讀 ts、ts’、s，細音讀

t、t’、。(三)精知莊章混合都讀 ts、t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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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 客家話精知莊章的兩種分化類型31 

分化類型 寧化型 長汀型 

   等 

聲母 
一等 二等 三四等 一等 二等 三四等 

精 ts  ts ts  ts 

莊  ts ts  ts ts 

知  ts ts  ts t (t) 

章   ts   t (t) 

    陳秀琪(2012) 將「寧化型」稱為「梅縣類型32」，也提到在漢語方言中知莊章聲母有各種

歸併，第一類為「梅縣類型」，章莊組先合流後，知組在與章莊組合流，這類型知章組有鏈移

(chain shit) 關係；第二類為「長汀類型」，知二併入莊組，知三併入章組後再與莊組合流，無

論是哪一類型，最後都會在聲母＊→→→的前化運動中，使精莊知章聲母合流33。銅

鼓客家話屬「長汀型」，精莊、知二組讀為一類 ts、ts’、s，知三、章組讀為一類 t、t’、，

這舌齒音的特殊現象表現出聲母的前化運動，應屬於知二併入莊組，知三併入章組後再與莊

組合流。 

    知三、章組讀 t-、t’-，但在聲母遇到韻母為 u 時，則會讀 -、’- ，下列將對這部分

進行討論： 

1.知三、章組讀 t-、t’-、- 

    知三、章組讀 t-、t’-表現出聲母的前化運動，在進行詞彙的田野調查時，發現詞彙發

音人在知三、章組發音有讀舌葉音-、 ’-、-，為捲舌聲母的前一階段，筆者認為知三章

組聲母由舌葉音-、 ’-、-前化至 t-、t’-、-，處於捲舌化(前化運動)的過程中＊→

→。 

2.知三、章組讀 -、’-、- 

    知三、章組除了讀 t-、t’- 以外，盧姓發音人另有部份字讀 -、’- ，如：豬 u35、

醜 ’u31、臭’u53、竹uk21 等，它們出現的音類環境，主要為合口三等且遇到韻母為 -u-，

這位發音人與另一位發音人居住地區不同，因而產生此現象。在其他地區的方言也有讀如 

-、’- 聲母，在張雙慶、邢向東(2012)談關中方言知系合口字聲母類型及其演變時，就用音

                                                 
31 引自江敏華(2003)，《客贛方言關係研究》，國立台灣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博士論文，頁 65。 
32 陳秀琪(2012)，《客家話的比較研究》，南天書局，頁 13。對客家話的精知莊章分成兩類：第一類是四組合流

念 ts-、ts’、s-，稱之為「梅縣類型」；第二類是知三章組念 t-、t ’-、-（~ t-、t ’-、-），精莊知二組念

ts-、ts’-、s-，稱之為「長汀類型」。根據陳秀琪，2002，〈中古精莊知章母在客語的演變〉《客家方言研究》，頁 

85-101，從遷徙歷史看，梅縣類型見於寧化、上杭、永定、梅縣、蕉嶺、台灣的苗栗、美濃......。長汀類型見於

長汀、連城、清流、詔安、平和、南靖、大埔、饒平、興寧、五華、豐順、台灣的東勢、楊 梅、關西、二崙、

崙背......。 
33 引自陳秀琪(2012)，《客家話的比較研究》，南天書局，頁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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理現象來解釋知三章組讀 -、’-的情況，認為知三章合口字的發音特點，是因為* tu-、* t’u-

使發音部位靠前、阻塞偏緊、氣流較強，韻母的撮唇特點前移造成的，該文同頁之頁下註也

談到關中方言在知三章組開口時多發成-、’-，聲母位置靠前、發音時阻塞較緊，除阻時氣

流較強，另一方面又受低舌位韻母的影響，導致 t-、t’- 除阻階段摩擦成音變成爆破成音34。 

    依照張雙慶、邢向東的看法，銅鼓客家話知三章組在韻母為 -u- 時才產生*tu→u，合

口呼的條件下，讀成 -、’-，知三章組讀舌尖後塞音應為後起音，屬於語音內部自己的演變。 

曉匣母保留存古音 k-、t-、t’- 

2.曉匣母保留存古音 k-、t-、t’- 

    銅鼓客家話在匣母字少數有讀 k-、t-聲母，t-聲母為 k-聲母遇細音顎化而來，表留較存

古的讀音，除了匣母字表留存古音，曉母字還有讀 t’- 聲母為 k’-聲母遇細音顎化而來，也保

留的存古音，甚為特別。嚴修鴻(2004)就提到客家話匣母讀如群母的情況與贛語相似，這類

的的隱藏較深，不經過考證，往往忽略這個語音層次，匣母讀同群母在南方方言裡是很廣泛

的存古層次，其反映的是《切韻》前的語音層次35。下面將銅鼓客家話中有存古音字「械艦

吸」，並透過《客贛方言調查報告36》中客家話地區：廣東梅縣、福建長汀、廣西陸川、贛南

寧都及贛語地區宜豐，把這些地區的讀音標示出來，發現都還留有曉匣母讀存古音現象。 

 銅鼓 梅縣 長汀 陸川 贛縣 宜豐 

械(匣母) kai hai hai kai k ki 

艦(匣母) kan kam ka kam tie kan 

吸(曉母) t’it k’ip i kip ti it 

 

3.曉匣母今讀 - 

    曉匣母讀 -分布在三四等，在前面有提到精見組聲母有顎化的情形，在曉匣母也產生此

現象，曉匣母讀 h-聲母，遇細音產生顎化，產生*hi→i。此處將一些銅鼓曉匣母讀-的字，

與其他客家話地區：廣東梅縣、福建長汀、廣西陸川、贛南寧都及贛語地區宜豐的讀音37，

透過下列表格呈現。 

 

                                                 
34 張雙慶、邢向東(2012)，〈關中方言古知系合口字的聲母類型及其演變〉，《方言》第 2 期，P111-122 。 
35 嚴修鴻(2004)，〈客家話匣母讀同群母的歷史層次 〉，《汕頭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第 20 卷第 1 期，頁 41-44。

匣母讀同群 母在南方是很廣泛的存古層次，不只吳閩獨有。就典型性而言，閩語為最，客贛吳次之，粵湘的情

況據初步了解，也是零星地存在的。北方話的情況，《切韻》時代，匣母就獨立出來了，一般的擬音是*-，與

群母*g-相區別了。因此，南方漢語匣母獨群母，反映的是《切韻》之前的語音層次。 
36 李如龍、張雙慶主編(1992)，《客贛方言調查報告》，廈門：廈門大學出版社。 
37 拼音取自李如龍、張雙慶主編(1992)，《客贛方言調查報告》，廈門：廈門大學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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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銅鼓 梅縣 長汀 陸川 贛縣 宜豐 

喜(曉母) i hi i k’i i i 

香(曉母) io hi i s io sn 

休(曉母) iu hiu i siu iu iu 

現(匣母) ien hian ie san ie in 

穴(匣母) iet hiat e sat i fit 

    透過此表發現宜豐(贛語地區)和贛縣(贛南客家話)都和銅鼓一樣還有讀-聲母；長汀(福建)

讀-，陸川(廣西)讀 s-，屬於較後期的音變發展*hi→i→-→s-，其-i-增生後經顎化再前化讀

為擦音38；在梅縣(廣東)讀 h-沒有顎化，其他的廣東地區也都是讀 h-，銅鼓客家話可能有受到

贛語及贛南客家話影響。 

4.果遇攝存古音讀 

(1)果攝讀-ai 

    嚴修鴻(2004)認為客家話歌韻讀 ai 者乃白讀層次的存古讀法39，保留了母音未高化的讀

音，為漢語方言存古的語音表現。而羅傑瑞(Norman 1988)在「古南方漢語說」中也認為歌韻

讀-ai 是上古音在南方的演變。在銅鼓客家話果攝字少數讀 -ai，如：哪 nai31、大 t’ ai53、我ai13，

保留存古的音讀。 

(2)遇攝讀-o 

    董同龢(2007)認為遇攝中古擬音主要母音不是 -u 而應當是 -o，應該要有個圓唇的後高

母音40，劉澤民(2005)也認為 o 韻比 u 韻早41，因此現今客家話遇攝讀-u 韻是屬於比較後期的

演變，銅鼓遇攝字就有讀-o 母音，如：精組字的「做 tso53、錯 ts’o53」，莊組字的「所 so31」，

                                                 
38 李珊伶，2016，《閩西連城縣賴源客家話研究 －以下村、黃地村為例》， 客家語文暨社會科學學系客家語文

碩士班碩士論文，頁 94。曉匣母讀擦音-、s-，屬於較後期的音變發展，不同於曉母多發生在三、四等且轄字較

多，匣母僅咸咸開二、賢現山開四、行品~梗開二四字讀為擦音，「咸」字在同韻之見、曉組皆有細音增生的現象，其-i-

增生後經顎化再前化讀為擦音，「行」字是跑得最快的，「咸賢現」都還在舌葉-階段，「行」已經再更前化讀舌

尖聲母 s-。   
39 引自嚴修鴻(2004)，〈 客家話匣母讀同群母的歷史層次〉，《汕頭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 第 1 期，頁 41。 
40 董同龢(2007)，《漢語音韻史》，文史哲出版社，頁 168。根據董同龢(2007)，《漢語音韻學》，頁 132-133。探討

中古音系「分攝擬訂各個韻母」的遇攝時，得知《韻鏡》以魚為一轉，注“開”；模與虞合為一轉，注“開合”。

《七音略》分轉同，從所注的“輕、重”，可知《韻鏡》的“開合”當是“合”。遇攝的現代讀法不出 u、o、y 

以及由它們變化而生的複元音 ou、y 等，所以不難想像中古時期當有個圓唇的後高元音(客家話與吳語有把精、

莊系字讀開口的 i 或的，自然是受聲母影響後起的結果)，然而它不是 u 而應當是 o，因為 u 不能再分開合；o

則可以加介音 u，又可以不加。 
41 劉澤民，2005，《客贛方言歷史層次研究》，甘肅民族出版社，頁 166。如果早期莊組就讀 u，後來發生了低化

音變，那麼模韻字也要同時變作 o，但實際上不是這樣，凡莊組魚韻讀 o 的點，模韻字還是讀 u，魚韻讀的點，

歌韻戈韻也讀。歌戈韻在客贛多數點讀 o，可見它音變的起點是 o，就是說這些點文讀音傳入時北方話魚虞韻

還讀 o，及比讀 u 的時代要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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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約反映《切韻》以前漢代的語音，-u-則是-o-高化的結果 (即-o→-u)，遇攝有讀 o 韻，可能

是存古的表現。 

(3)魚虞有別 

    謝留文(2003)說到《切韻》時期，顏之推指出魚虞有別，是南北朝時期南北方音的差別。

中古時代不僅南方江東一帶有別，北方地區也是可以區分魚虞。但到了宋代，北方方言魚、

虞兩韻已趨於混同。在現代漢語中，最能反映魚虞有別的方言是吳語，閩語、贛語，粵語和

湘語一部份，以及江西和閩西的客家話，而客家話客家方言中魚虞有別的字，虞韻字為 e、

韻母讀音的層次42。 

 銅鼓 梅縣 長汀 陸川 贛縣 宜豐 

鋸 ke ki ti/ke ki ti ki 

魚 e n e ny e i 

去 i k’i/hi t’i/he si t’i hi 

    上表將其他客家話地區：廣東梅縣、福建長汀、廣西陸川、贛南寧都及贛語地區宜豐的

魚韻字「鋸魚去」讀音標示出來43，正符合謝留文說的江西和閩西的客家話都還保留魚虞有

別。劉澤民(2005)說客贛方言中中古層今讀音值有：、i、e、ei…等，認為魚虞韻若同時出

現的讀音，都屬於後中古層次，後中古層次是在強勢方言北方話影響下形成的44。銅鼓的魚

虞兩韻主要元音讀 -i、-、-u，應為後中古層次，但在魚韻中有不一樣的讀音，如「魚e13、

鋸 ke53」，少數字仍呈現魚虞有別。 

5.合口介音的存留  

    合口字開口化，其現象來自於聲母與-u-介音作用，及-u-介音與元音的互動，下表整理出

銅鼓各組聲母在各攝有無合口介音，表中符號「-」為沒有合口介音、「+」為有合口介音： 

表 10 各組聲母在各攝中合口介音的有無 

      攝 

聲母 
果 假 蟹 止 鹹 山 臻 宕 曾 梗 

幫、非組 -    - - - -   

端組、泥來 -  - -  - -    

精莊知章組 -   -  - -    

                                                 
42 謝留文(2003)，《客家方言語音研究》，北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頁 54-58。 
43 拼音取自李如龍、張雙慶主編(1992)，《客贛方言調查報告》，廈門：廈門大學出版社。 
44 劉澤民，2005，《客贛方言歷史層次研究》，甘肅民族出版社，頁 149-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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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組 - -/+ -/+ +  -/+ + - + - 

曉匣 - - - -  - - - - - 

    在聲母部分除了見組合口字還保留合口音，其他組聲母已合口字開口化，張光宇(2006)

和陳秀琪(2012)都有對合口介音-u-消失進行分析，與聲母發音部位的前後、高低有關，合口

字開口化的演變順序為 p、p’、m→t、t’、n、l →ts、ts’、s →k、k’、，消失順序依循雙

唇音、舌尖前音、舌根音，從發音部位偏前的聲母開始，再往發音部位偏後的聲母，舌根音

聲母開口化較慢。在銅鼓只剩見組-u 介音保留較完整，符合張光宇（2006）、陳秀琪（2012）

的研究結果。 

    合口字開口化現象，除了會因為聲母發音部位不同而受影響，和不同的韻母相拼也會導

致丟失的次序不同，在韻母部分，陳秀琪(2012)認為客家話在 u 的環境下，只要碰到主要元

音是 -o-的合口字，都會使合口成分消失，-o-元音是合口字開口化的關鍵所在45；而張光宇

(2006)也提到-u-介音與其他母音在一起時，主要母音發音部位越前面，合口介音越容易消失，

韻尾發音部位越前面也傾向合口介音消失。銅鼓客家話也不例外，在-u-介音與-o-母音在一起

時，易使 u 介音消失 uo→o。 

 

6. 細音的消失與增生 

    漢語方言的三等字普遍都具有-i-介音，但有些三等字已經不存在-i-介音，例如非組字、

知章組字，然而-i-介音除了有消失的現象，也有在一二等增生的情況，下面分別討論銅鼓客

家話-i-介音的增生與消失。 

(1)細音的消失 

    細音消失的現象主要出現在非組及知章組，非組字細音消失普遍存在各漢語方言，也就

是由幫組三等字分化出非組聲母，由重唇音分化出輕唇音的現象，知章組字因聲母前化的關

係，使介音 i 丟失，也有部分出現在見曉組、精莊組。陳秀琪(2012)討論過客家話-i-介音的消

失，主要出現在三等的非組字、知章莊組字及部分地區客家話遇、山、臻攝合口三等見曉組

字，各攝的見曉組影喻母字，效鹹山攝四等地端、精組字46，銅鼓客家話細音消失如同此研

究結果。 

(2)細音的增生 

                                                 
45 陳秀琪(2012)，《客家話的比較研究》，南天書局，頁 92。果、蟹、止、山、宕等攝的合口一等，彼此以-o 元

音相互平行，客家話一等的-o 元音是漢語方言少有的現象，稱是客家話最具特色的元音，在開口化運動中，-o

元音扮演重要角色，只要-u 介音與-o 元音組合，及循反向的元音破裂(vowel breaking)模式，造成-u 介音消失(-uo

→-o)，此變化貫穿果、蟹、止、山、宕等攝。 
46 陳秀琪(2012)，《客家話的比較研究》，南天書局，頁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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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介音會因為和聲母互動或和其他元音作用而消失，而在不是三等字的地方也有出現細

音-i-的現象，客贛方言大多數二等字通常不帶細音-i-，這和北方方言的發展有所區別，但銅

鼓有出現細音增生的情形，在見曉組少數二等字增生細音和官話發展相同，如：效開二的 「巧

t’iau31」、鹹開二的「餡ien53」、江開二的「腔 t’ io35」、梗開二的「額iak5」。劉澤民(2005)

認為現代官話方言開口二等喉牙音字基本都帶 i 介音（梗攝除外），客家話只是少數字讀 i 介

音，排除是官話覆蓋的後起結果，客家話見曉組少數二等字演變過程與北方合流，是上古二

等字的 r 介音殘留現象47。客家話二等字見曉組細音的來源可能是因為聲母和主要元音發音

時，舌體動程太大而產生介音-i-，使發音流暢，-i-介音增生屬後起現象。 

 

五、客贛方言-i 元音的增生現象 

     贛西北客家話的萬載同贛南的全南、石城、井岡山及部分湖南客家話，有一共同的特殊

現象，山、臻攝的韻母有-i 元音的增生現象，此現象屬區域性特徵，故本文在探討贛西北客

家話-i 元音的增生現象時，也將贛南、湖南客家話的材料一起討論，以方便進行方言比較。

客家話陽聲韻與入聲韻的韻母結構，大多數是以單元音與輔音韻尾-m、-n、-、-p、-t、-k

所組成。此外，在贛南、閩西、湖南少數地區出現複元音與輔音韻尾所組合的韻母結構，例

如-oin、-oit、-on、-ot、-ain、-ait、-ei、-ei，分布在咸、深、山、臻、曾、梗(文讀)等攝。

從客家話內部的方言比較來看，-oin、-oit、-on、-ot、-ain、-ait、-uit、-ei、-ei等韻母形式，

是來自-on、-ot、-an、-at、-ut、-e、-e的後續發展。從該方言語音系統做觀察，發現具有這

些特殊結構的客家話，其輔音韻尾皆處於消失的階段，這些特殊結構是輔音韻尾消失之前弱

化的過程中，所伴隨產生的元音增生現象。再從細部來看，同一方言陽聲韻與入聲韻元音增

生的演變方向一致，但演變的速度卻不同，例如瀏陽客家話已完成 at→ait 和 ot→oit 的變化，

但-an、-on 未產生變化，顯見增生-i 元音的速度是-at、-ot 快於-an、-on。再者，相同的-n 韻

尾，-on、-an、-en 增生元音-i 的速度卻不同，例如江西的龍南和定南客家話，山攝字本來讀 -n

的字已讀成-in，但是-an 尚未產生變化。綜合上述，本文透過方言比較，探討客家話具-a、-o、

-u、-e 元音的韻母，其元音增生的各種現象，分別從相同元音不同韻尾、同韻尾不同元音的

韻母形式，觀察 V+n、V+t 中，-i 元音增生的類型和演變速度，及其影響演變速度的音變機

制，並從方言現象，透析-i 元音增生後的後續變化。 

 

(一)V+ n、V+ t 的 -i 元音增生 

    漢語方言的元音增生現象，普遍表現在-o、-a、-e、-u 元音，元音增生的類型主要有兩種，

第一類是元音破裂(vowel breaking)，-o、-e 元音屬之，o→ou、uo  e→ei、ie 各別增生了 –u、

-i 元音；第二類屬條件音變，來自-a、-o、-u 元音與韻尾的互動，增生了-i 元音，本文主要討

                                                 
47 引自劉澤民(2005)，《客贛方言歷史層次研究》，甘肅民族出版社，頁 119-120。雅洪托夫(yaxontov, 1960)提出

二等上古音帶 l 介音，李方桂(1971)改作 r，得到海內外學者認同。漢語二等字的演變公式：北方為 →→→

→、南方為→→→，南方二等字介音在未受到輔音時便失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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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的是第二類。中古咸、山、臻、梗(文讀)等攝的一、二等字，多數客家話讀單元音，但是在

贛南、閩西、湖南等地區，有部分客家話讀複元音，增生了-i 元音，絕大多數出現在入聲字，

陽聲韻的字未產生此類變化(龍南、定南除外)，呈現舒促不平行的現象，舉例如下表48，-i 元

音的增生現象也出現在江西省的赣語，可說是江西省的方言共有的區域特徵，為了論述時語

料的豐富性，下表也同時列出贛語的語料。 

表一  咸、山、臻攝-i元音增生的舒促不平行現象49 

  全南 石城 井岡山 萬載 東鄉 臨川 永定 瀏陽 江華 

敢 kan42 km31 kan21 kon213 kom353 kom35 ka53 kan21 kan21 

肝 kn24 kn53 kon24 kon31 kon33 kon22 kuo33 kn35 kn35 

寒 hn11 hn24 hon11 hon44 hon24 hon24 h 

uo13 

xn13 xn12 

碗 vn24 vn21 von21 uon213 uon353 uon35 va53 un21 van21 

山 san24 san53 san24 san31 san33 san22 sa33 san35 san35 

慢 man22 Man32 man53 man53 man212 man11 m a11 man53 man53 

吞 tun24 tn53 tun24 ten31 hn33 hn22 tu33 tn35 ten35 

門 mun11 mn24 mun11 mun44 mn24 mun24 mu13 mn13 men12 

村 tsun24 tsun53 tsun2

4 

tsun31 tsn33 tsun22 tsu1

3 

tsn35 tsen3

5 

答 tai3 taip4 tait2 tau3 tap2 tap2 tak2 tait3 tait2t 

脫 ti3 tit4 toit2 toi3 hoit2 hoit2 tua2 tit3 tuait2 

割 ki3 kit4 kot2 koi3 koit2 koit2 kua2 kit3 kit2/ 

kot2 

八 pai3 pait4 pait2 pai3 pait2 pait2 pie2 pait3 pait2 

鴿 kai3 kip4 hoit2 kau3 kop2 koip2 kak2 kit3 kot2 

辣 lai5 lait4 lait5 lai5 lait4 lait5 5 lait5 lat5 

瞎 hai3 hait4 hait2 hai3 hait2 hait2 --- xait3 xait2 

                                                 
48 表一所列方言點的語料，江西省的客家話和贛語來自劉綸鑫《客贛方言比較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

社，1999 年，全南、石城、井岡山屬客家話，萬載、東鄉、臨川屬贛語。湖南客家話瀏陽、江華的語料來自陳

立中《湖南客家方言的源流與演變》，長沙:岳麓書社，2003 年。永定客家話語料來自 彭月琴《福建省永定縣湖

坑鎮客家話研究》，國立中央大學客家語文暨社會科學學系客家研究碩士在職專班碩士論文，2014 年。 
49 表一僅列出-i 元音增生的部分方言點，在《客贛方言比較研究》及《湖南客家方言的源流與演變》所列方言

點中，相同的語音現象也出現在贛南的龍南、定南、寧都、銅鼓、澡溪客家話，以及江西省的萬載、新餘、東

鄉、臨川、黎川贛語，以及湖南的宜章客家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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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 kui3 kuit4 kuoit2 kuai3 kuoit2 kuoit2 kua2 kuait3 kuait2 

骨 ku3 kuit4 kuit2 kuei3 kut2 kut2 kui2 kut3 kueit2 

卒 tsu3 tsuit4 tsuit2 tauei3 tst2 tsut2 tsui2 tst3 tsut2 

出 tsu3 tsuit4 tsuit2 ts3 tt2 tut2 tsui2 tt3 tst2 

佛 fut5 ft4 fit5 fei5 ft4 tut5 fui5 ft5 fut2 

屈 tiu

3 

kiuk4 kuit2 kuei3 tit2 tiut

2 

kui2 kut3 ciut2 

入聲字韻母的-i 元音增生現象，也如同輔音韻尾的鼻化和喉塞音化，都屬於輔音韻尾

弱化的一種方式，是韻尾弱化過程中的伴隨現象。上表以江西的客家話和贛語分布較多，陽

聲韻的韻尾仍處於-n、-m 階段(永定客家話除外)，有-m、-on、-an、-n、-en、-n、-un 等韻

母形式，相對應的入聲韻已產生-i 元音的增生現象，呈現-ait、-ai、-oit、-it、-oi、-、-uit、

-ui等韻母形式，顯見入聲韻與陽聲韻的發展不平行，入聲韻比陽聲韻容易增生-元音，

→的變化比→的變化早產生，→早於→o，→u也早於→u，

亦即入聲字的演變速度比陽聲韻的字快，這正符合漢語方言輔音韻尾演變的大趨勢，例如官

話方言-p、-t、-k 韻尾的演變速度比-m、-n、-韻尾快，雖然各方言輔音韻尾弱化的方式不同，

但是-p、-t、-k 韻尾比-m、-n、-韻尾早啟動變化也早消失的共性是相同的。 

    江華客家話的臻攝合口字讀-、-uen50和-ut，與其他方言點的：uit 對應不同，從

上表江華客家話/、/並存且-未產生變化的現象來看，可知江華客家話正處於

-元音增生的演變過程中，-元音增生的速度比其他方言點慢，-ut 增生-i 元音的速度比-ot、-at

慢。上表永定客家話的發展與其他方言點較不同，陽聲韻-on、-an、-ui 都已經完成-i 元音的

增生，且進一步-n 韻尾消失-i 元音鼻化，但在入聲字方面只有-ut 與陽聲韻-un 進行同步的變化

(→u)，山攝原本的-at 讀成 -a，推測 -at 的-t 韻尾弱化的時間遠比-ut 的-t 韻尾早，且-at

弱化的時期，系統內並無-i 元音增生的演變規律存在，故-at 往-ak、-a弱化。陽聲韻韻尾弱化

的時間較晚，這階段才開始有-i 元音增生的演變產生，所以陽聲韻普遍存在-o、-a  -u ，

這些韻母形式是其他方言點陽聲韻 -oin、-ain、-uin 的後續變化，從全南、石城等其他方言點

的-oit、-ait、-uit 韻母結構來看永定客家話的-o、-a  -u ，便可清楚了解-o、-a  -u 

結構中 -i 元音的來龍去脈。

讓我們感興趣的是產生這些特殊的韻母形式的動因是什麼?上表所列例字皆屬於具-n、-t

                                                 

50 -en 和-uen 是-un 的後續變化，來自 un→n→en   un→un→uen 的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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韻尾的咸、山、臻等攝的字(部分來自咸攝字是因該方言的-m/p 韻尾已讀成-n/t 韻尾)，也就是

說，-元音的增生是一種條件音變，只出現在咸、山、臻攝具-o、-a、-u、-e 元音與 -n/t 韻尾

組合的韻母，在特有的環境下才會出現的條件音變，我們可以推測該特有的「環境」就是音

變的機制，在這個線索下，我們有兩個探討的議題，一是-元音增生的條件和過程；二是不

同的主要元音和-n/t 韻尾互動，韻尾弱化增生-元音的速度是否會有所不同，本節先討論前

者。-元音的增生最關鍵的條件在於具-n/t 韻尾，漢語方言 -n/t 韻尾的弱化方式有兩種，大

多數是朝 -/k 發展，再進一步鼻化(喉塞)到完全舒聲化，或是直接從 -n/t 鼻化(喉塞)到完全

舒聲化；另一種弱化方式較特殊也較緩和，存在弱化過程中的模糊空間與演變軌跡，這是元

音與-n/t 韻尾的互動，以及-n/t 韻尾拆解本身發音部位與發音方法來進行弱化，這兩股動力共

同作用下所形成。以-ot、-at 為例來做說明，客家話的-o、-a 元音發音時舌位分別屬﹝－高﹞

﹝－前﹞和﹝－高﹞﹝+前﹞性質，舌尖部位的-t 具﹝＋高﹞﹝+前﹞性質，基於發音的預期

性心理，發-ot 和-at 時，在-o 與-t、-a 與-t 之間，預期要發一個﹝＋高﹞的舌尖韻尾，於是帶

出一個具﹝＋高﹞的舌面前元音-i，以做為-o與-t、-a與-t 之間的橋樑，產生 -ot→ -oit 、-at→-ait 

的變化，是另類的元音增生現象。此音理與官話方言二等見組字讀細音（以「家」字為例，

ka→kia→tia）有異曲同工之妙，都起因於輔音與元音之間發音部位的協調性。再從-t 韻尾

來看，目前-i 元音增生只出現在-t 韻尾之前，未出現在-p、-k 韻尾，可知-t 韻尾是演變的必要

條件，-t 弱化時勢必是先減輕其發音時的塞音程度，再漸進式的讓塞音成分轉為喉塞成分再

進而消失，上表全南等客家話除了執行上述弱化運動外，且在弱化的過程中，-t 韻尾拆解所

屬的發音部位(舌尖)與發音方法(塞音)，讓「舌尖」和「塞音」這兩個發音特質，共同承擔與

執行弱化的角色，「舌尖」所具有的「+高」「+前」之發音部位性質以增生之高前元音 「-i 」

來承載，「塞音」之發音方法續由「-t」來呈現，故-ot 弱化為 -oit ，-at 弱化為-ait，再繼續進

行弱化則讀為 -oi、-ai?，到完全丟失塞音成分則舒化為 -oi、-ai。從-ot、-at 來看-oit、-ait，

再從-oit、-ait 來看-oi、-ai，具-oit、-ait 形式的方言點，為咸、山攝入聲字讀-oi、-ai 的方言點，

做了很好的註腳，演變的過程是  -ot→ -oit→-oi  -at→-ait→-ai 。綜上所述，-i 元音增生，

是基於發音部位的協調性，-ot、-at 發音時的預期性心理，或是-t 韻尾弱化過程中舌尖之發音

部位轉載到前高元音，也可以是這兩股力量共同促成了-ot、-at 韻母結構中的-i 元音增生。 

 

(二)V1+n/t、 V2+n/t 的 -i 元音增生 

具-n/t 韻尾的韻母增生-i 元音的現象，分布在咸、山攝一、二等及臻攝合口一、三 

等，這些韻攝的主要元音包括-o()、-a、-u、-()，雖然 -o()n/t、-an/t、-un/t 都具-i 元音增

生的條件，但不同韻攝不同的主要元音，其韻母增生-i 元音的速度在同一方言點的內部，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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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不同方言點之間，不見得同步，例如在同一個方言點的音系中，已有 -on→-oin 或-ot→-oit 

的變化，但-an 或 -at 未產生變化，或者已產生-on/t→-oin/t  和 -an/t→-ain/t 的變化，但-un

或 -ut 未產生變化。不同方言點之間，各別呈現-i 元音增生的不同速度與階段，上述兩種現

象透過方言比較，便可探析相同韻尾不同元音的各類韻母(-o()n/t、-an/t、-un/t)，其-i 元音增

生的階段性，以及不同的主要元音，與-i 元音增生難易度間的關聯性。底下列出-o()n/t、-an/t、

-un/t 等韻母 -i 元音增生的各種階段： 

表二  咸、山、臻攝-i元音增生的各種階段51 

  龍南 定南 宜黃 江華 瀏陽 石城 井岡山 臨川 宜章 

肝 kin24 kin35 kon11 kn35 kn35 kn53 kon24 kon22 kn33 

暖 nin24 nin35 lon11 nn35 ln35 nn53 non24 non22 nuan33 

旱 hin24 hin35 hon42 xn53 xn53 hon53 hon24 hon11 xan31 

含 han312 han213 hon53 xan12 xan13 hn24 han11 hom22 xan212 

膽 tan21 tan31 tan232 tan21 tan21 tam31 tan21 tam35 tan31 

班 pan24 pan35 pan11 pan35 pan35 pan53 pan24 pan22 pan33 

分 fn24 fn35 fn11 fen35 fn35 fn53 fn24 fun22 fn33 

吞 tin24 tn35 hn11 ten35 tn35 tn53 tun24 hn22 tn33 

割 ki5 kit2 koit2 kit2/ 

kot2 

kit3 kit4 kot2 koit2 ki31 

合 hi23 hit5 hoit4 xait5 xait5 hip4 hait5 hoip5 x212 

脫 ti5 tit2 hoit2 tuait2 tit3 tit4 toit2 hoit2 ti31 

辣 l23 lait5 lat4 lat5 lait5 lait4 lait5 lait5 lai33 

甲 k5 kait2 kat2 kait2 kait3 kaip4 kait2 kap2 tia212 

八 p5 pait2 pat2 pait2 pait3 pait4 pait2 pait2 pai31 

卒 ts5 ts2 tt2 tsut2 tst3 tsuit4 tsuit2 tsut2 tsu212 

出 ts5 ts2 tt2 tst2 tt3 tsuit4 tsuit2 tut2 tuei45

52 

佛 f23 ft5 ft4 fut2 ft5 ft4 fit5 tut5 fo212 

                                                 
51表二所列方言點的語料，江西省的客家話和贛語來自劉綸鑫《客贛方言比較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1999 年，龍南、定南、石城、井岡山屬客家話，宜黃、臨川屬贛語。湖南客家話瀏陽、江華、宜章的語料來自

陳立中《湖南客家方言的源流與演變》，長沙:岳麓書社，2003 年。 
52 宜章客家話的「出」字讀 tuei45，韻母結構中的「i」並非來自-et 的-i 元音增生，而是來自-e 元的元音破裂 e 

→ ie、ei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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篾 mi23 mit5 mit4 miet5 miet5 miet4 mt5 mit5 mi33 

捏 ni5 nit2 it2 iet2 iet3 niet4 nt2 it2 i33 

折 ts5 tsait2 tat2 tsiet2 tet3 tst4 tst2 tt2 ts212 

舌 s23 st5 it4 set5 et5 st4 st5 st5 s33 

    上表客、贛方言點咸、山、臻攝 -i 元音增生的速度，入聲字比陽聲韻的字快了許多，在

內容上，陽聲韻只有龍南、定南的 -n 率先啟動 n→in 的變化而已，對於探討各類韻母-i

元音增生的先後順序，這是個珍貴的現象，它呈現的價值在於揭露在所有具-n 韻尾的韻母中，

-n(on)增生-i 元音的速度最快，至於其它具-n 韻尾的韻母是否會前行後繼，陸續產生-i 元音

增生的變化，或增生的速度如何?我們可以從咸、山、臻攝的入聲字看出端倪。上表從宜黃到

宜章七個方言點，入聲字的-i 元音增生現象可以分成五個階段來觀察，第一階段是宜黃，只

有 -ot 啟動 ot→ oit 的變化，其餘的-at、-ut、-et(t、t) 都未產生變化，ot→ oit 的率先變

化可以和龍南、定南的 n→in 相呼應。第二階段是江華， ot→ oit 和 at→ ait 的變化同時

進行，所以呈現–ot 與-oit、-at 與-ait 並存的階段，從平面來看，完成 at→ ait 的數量比 ot→ oit

多，而-ut、-et(t、t)仍如如不動。第三階段是瀏陽，皆已完成 ot→ oit 和 at→ ait 的變化，

系統中已不見-ot、-at 的存在。第四階段是石城、井岡山、臨川，-ut 也開始進行 ut→uit(ut) 的

變化，-et(t、t)仍穩定的存在，直至第五階段的宜章，-oit、ait、uit 的-t 韻尾已經消失，也還

不見-et(t、t)有-i 元音增生的現象產生，從宜章的臻攝合口入聲字讀-u 可知其-ut 未產生-i 元

音增生的變化，-ut 較不容易讓-i 元音增生，在-ot、-at 完成-i 元音增生的變化之後，此變化就

在宜章客家話的系統中中斷。綜上所述，客、贛方言點咸、山、臻攝入聲字 -i 元音增生的速

度與階段，可歸納為 ot 、at > ut > et(t、t) ，「>」表示演變的速度「早於」，將此五階段表

列如下: 

         表三  咸、山、臻攝入聲字 -i元音增生的速度與階段   

階段  ot at ut et 

1.宜黃 oit at ut et 

2.江華 ot/oit at/ait ut et 

3.瀏陽 oit ait ut et 

4.石城 

 井岡山 

 臨川 

oit ait uit et 

5. 宜章 oi ai 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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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i 元音增生速度不同的音理探討 

    前文提及-i 元音增生的原因有三，來自發音部位的協調性，-on、-ot、-at、-ut 發音時的

預期性心理，或來自-n/t 韻尾弱化過程中舌尖之發音部位轉載到前高元音，也可以是這兩股力

量共同促成了-on、-ot、-at、-ut 等韻母的 -i 元音增生。然而，從石城和臨川具有-oip 的形式，

以及表二表三元音的不同造成 -i 元音增生的速度不同來看，-i 元音增生不見得只出現在-n/t

韻尾，具-n/t 韻尾的韻母也不見得都會同步增生-i 元音，所以，上述三種-i 元音增生的原因中，

-o、-a、-u、-e 元音與-n/t 韻尾發音時發音部位的協調性，是增生-i 元音的較主要因素，且-o、

-a、-u、-e 元音的發音特質，造成各韻母-i 元音增生的速度差異。 

    -o、-a、-u、-e 元音是如何制約-i 元音增生的速度，我們可以從漢語方言鼻化運動的階段

性得到啟發，張光宇先生於〈漢語方言的鼻化運動〉一文提及：漢語方言鼻化運動的決定因

素在於方向和距離，舌體往前滑動比往後滑動更容易造成鼻化，動程越長越容易鼻化。53具-n/t

韻尾的韻母增生-i 元音速度的快慢，也決定在發音時的「動程」，元音與韻尾的發音部位距離

較大則表示發音的動程較大，動程大時，為求發音時的協調性和緩衝性，即在-o、-a、-u、-e

元音與-n/t 韻尾之間增生-i 元音，而動程越大越容易增生-i 元音。相同的音變現象也普遍出現

在官話方言，官話方言的見系二等字讀細音，其來源也是基於 k-、k-、-聲母與前(前低)

元音-e、-a 元音組合時，發音的動程過大而增生-i 元音，例如：「家」 ka→kia→tia 。 -o、

-a、-u、-e 在元音舌位圖的發音位置分別是「後中高、前低、後高、前中高」，-n/t 韻尾的發

音部位屬 [+前] [+高]性質，-o、-a、-u、-e 與-n/t 的組合中，-on/t 、-an/t 舌體滑動的距離最

遠，發-on/t 時，舌體先往前再往上滑動，發-an/t 時，舌體直接往上滑動動，但發-a 的舌位

比發-o 低，所以-on/t 、-a/t 的動程相當，這可以解釋江華客家話為何 ot→ oit 和 at→ ait 同

時進行的原因；動程相當也表示在某些方言可能-on/t 先增生-i 元音，在某方言則-an/t 先增生

-i 元音。繼-on/t 、-a/t 之後是-un/t，舌體先往前再往上滑動，因上滑的動程小於-on/t 、-a/t，

所以比-on/t 、-a/t 增生-i 元音的速度慢。-e 的舌位屬「前中高」，與-n/t 的發音部位較接近，

所以-en/t 的動程最小，至目前所調查的語料中，還未有方言的-en/t 增生-i 元音，贛南、閩西、

湖南等地區，少數客家話咸、山、臻攝-i 元音增生的速度是 on/t、an/t > un/t > en/t ，元音舌

位的高低與前後位置，決定了-i 元音增生的速度。 

 

(四)小結 

    漢語方言輔音韻尾的消失，大多數是循弱化(p→t→k→→  →n→→v→)的方

式進行，此外，有部分方言在特殊的條件下，進行另類的弱化方式，如本文所論述的兩類-i

元音增生方式，做為塞音韻尾弱化過程的過渡橋梁，在最後輔音韻尾消失時，呈現陽聲韻和

                                                 
53張光宇〈漢語方言的鼻化運動〉，《語言研究》2012 年第 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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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聲韻的字帶有-i韻尾的韻母結構。對已完成上述演變的方言來說，因為看不到過去已發生

過的語音變化，所以對陽聲韻和入聲韻的字所呈現的-i韻尾韻母結構，會令人費解，但藉由

本文所探討的正處於演變中的方言現象，便能了解其來龍去脈，也能在方言比較中，獲悉客

家話和贛語-i元音增生的各種類型與音變機制。對於這類議題的探討，這些方言所提供的語

料具有重要的價值。綜合上文所述，-i元音的增生有兩種類型，包括具-n/t韻尾的-oin、-oit、

-ait、-uit，以及具-n/k、-韻尾的-ei、-、-ei，雖然演變的環境不同，但理據相同，都

是基於發音時發音部位的協調性，發音時舌體滑動的距離越大則動程越大，動程越大則越容

易增生-i元音。 

 

六、廣西桂林、柳州客家話的平面語音系統 

    本計畫第二年在在桂林的茘浦、臨桂、恭城，以及柳州的柳城、金秀、小平陽進行當地

客家話的調查，限於篇幅，下文僅以恭城和柳城做代表，列出其聲韻調語音系統。 

(一) 恭城家話的語音系統 

1.聲母系統 

恭城客家話聲母，含零聲母在內，共有 23 個詳如下表，聲母例字如表後所示： 

 

表 11 龍虎客家話聲母系統 

 發音部位 

發音方法 
雙唇 唇齒 舌尖 舌尖前 舌尖面 舌面前 舌根 喉 

塞音 
不送氣 p  t    k  

送氣 p'  t'    k'  

塞擦

音 

不送氣    ts t t   

送氣    ts' t' t'   

鼻音 次濁 m  n      

邊音 次濁   l      

擦音 
清  f  s    h 

濁         

零聲

母 

 

 

聲母例字： 

[] 把 pa31 布 pu45 保 pa31 變 pie45 北 p53 

[’] 婆 p’u45 牌 p’113 鼻 p’i45 貧 p’ia113 白 p’a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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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馬 ma35 模 mu113 妹 m45 廟 mia45 襪 ma53 

[] 夫 fu35 非 fei35 浮 fu113 粉 f31 法 fa53 

[] 戴 t45 堆 tue35 釣 tia45 燈 ti35 敵 ti53 

[’] 桃 t’a113 頭 t’u113 甜 t’ie113 聽 t’a35 讀 t’u5 

[] 糯 nu45 耐 n45 南 na113 軟 nye35 農 n113 

[] 路 lu45 呂 ly31 雷 lu113 老 la31 柳 liu31 

[] 祖 tsu31 做 tsu45 鑽 tsua45 尊 ts35 責 ts53 

[’] 次 ts’45 翠 ts’uei45 草 ts’a31 襯 ts’45 昨 ts’u5 

[] 沙 sa35 碎 sue45 瘦 su45 酸 sua35 索 su53 

[] 借 tia45 剪 tie31 進 ti45 井 tia31 節 tie53 

[’] 徐 t’y113 秋 t’iu35 尋 t’i113 錢 t’ie113 絕 t’ye5 

[] 訓y45 曉ia31 休iu35 懸ye113 熙i35 

[] 耳i31 黏ia113 念ie45 忍i35 娘i113 

[] 豬 tu35 追 tuei35 周 tu35 轉 t 31 秩 t5 

[’] 遲 t’113 超 t’a35 船 t’ye113 出 t’u53 拆 t’a53 

[] 鼠u31 紹a45 沈a31 舌ie5 純y113 

[] 舉 ky31 嬌 kia35 巾 ki35 郭 ku53 薑 ky35 

[’] 起 k’i31 敲 k’ia35 九 kiu31 牽 k’ie35 缺 k’ye53 

[] 河 hu113 效 hia45 魂 hu113 髮 hua53 穴 hie53 

[] 鵝u113 女y31 恩i35 研ie113 鴨a53 

[] 亞 ia31 話 ua45 易 i45 問 u45 弱 y53 

2.韻母系統 

恭城客家話韻母共有 61 個，包含 26 個開尾韻、15 個鼻尾韻、13 個塞尾韻，以及 6 個鼻

化韻，1 個成音節鼻音，韻母系統如下表： 

表 12 龍虎客家話韻母系統 

 開尾韻 鼻尾韻 塞尾韻 鼻化韻 

開口呼 

a  e   a 

 

e

 

 

 

a   a e 

a  ei i u    i

 

      

齊齒呼 
i     i     i     

ia i ie iu  ia i    ia i ie ia 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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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尾韻 鼻尾韻 塞尾韻 鼻化韻 

  

ia    iu           

合口呼 

u     u     u     

ua u ue u  ua

 

u

 

  u

 

ua u

 

 ua  

  ue

i 

u

i 

           

撮口呼 

y     y     y     

   y   y

 

    y

 

ye

 

 ye 

成音節鼻

音 

      

 

     

陰聲韻母例字： 

[a] 茶 t’a113 牙a113 沙 sa35 怕 p’a45 佳 ka35 

[] 無 m113 高 k35 熬113 豪 h113 考 k’31 

[e] 飛 fe35 毀 fe31    

[] 戴 t45 台 t’113 彩 ts’31 開 f35 矮31 

[i] 帝 t’i45 批 p’i35 米 mi31 計 ki45 西i35 

[] 制 t45 臍 ts’113 斯 s35 池 t’113 死 s31 

[a] 寶 pa31 毛 ma113 刀 ta35 照 ta45 燒a35 

[] 討 t’31 咬35 套 t’45   

[u] 牡 mu31 偷 t’u35 樓 lu113 狗 ku31 後 hu45 

[ei] 匪 fei31 非 fei35 味 mei31 尾 mei31 妃 fei35 

[i] 揮 fi35 肥 fi113 徽 fi35   

[ia] 借 tia45 斜 t’ia113 者 tia31 社ia45 爺 ia113 

[i] 惹 li35     

[ie] 姐 tie31 也 ie31    

[iu] 就 tiu45 秀iu45 繡iu45 銹iu45  

[u] 婦 fu45 補 pu31 墓 mu45 租 tsu35 豬 tu35 

[ua] 誇 k’ua35 寡 kua31 話 ua45 瓜 kua35 花 hua35 

[u] 多 tu35 羅 lu113 鵝u113 左 tsu31 課 k’u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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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e] 堆 tue35 推 t’ue35 最 tsue45 桂 kue45 催 ts’ue45 

[u] 雷 lu113 乖 ku35 歲 su45 衛 u45 快 k’u45 

[ui] 類 lui45 褪 t’ui45 內~臟 lui45 淚 lui45 累連~ lui45 

[y] 女y31 慮 ly45 徐 t’y113 序y45 舉 ky31 

[y] 茄 k’y113     

[ia] 貓 mia113 交 kia35 孝 hia45 表 pia31 蕉 tia35 

[iu] 流 liu35 酒 tiu31 秋 t’iu35 九 kiu31 牛iu113 

[uei] 雖 suei35 規 kuei35 虧 k’uei35 醉 tsuei45 追 tuei35 

[ui] 維 ui113 唯 ui113 微 ui113 違 ui113  圍 ui 113 

陽聲韻母例字： 

[a] 撐 t’a35 沈a31 冷 la35 孫 sa35 扛 k’a113 

[] 盟 m113 東 t35 總 ts31 公 k35 紅 h113 

[e] 森 se35 庚 ke35 坑 k’e35 衡 he113 乳 ne45 

[] 橙 t’113 澄 t’113    

[] 襯 ts’45 本 p31 悶 m45 頓 t45 婚 f35 

[i] 民 mi113 鄰 li113 進 ti45 珍 ti35 身i35 

[u] 窗 t’u35 撞 t’u45 雙u35   

[y] 準 ty31 春 t’y35 純y113 菌 ky45 裙 k’y113 

[i] 登 ti35 門 mi113 能 ni113 增 tsi35 恩i35 

[ia] 憑 p’ia35 丙 pia31 命 mia45 嶺 lia35 井 tia31 

[i] 娘i113 涼 li113 想i31 祥

t’i113 

匠 ti45 

[ua] 橫 ua113     

[u] 宏 hu113 光 ku35 黃 u113 況 k’u45 訪 hu31 

[u] 昆 k’u35 棍 ku45 魂 hu113 溫 u35 困 k’u45 

[y] 讓 y45 樣 y45 香 hy35 強 k’y113 江 ky35 

入聲韻尾例字： 

[a] 辣 la53 客 ha53 鴨a53 八 pa53 察 ts’a53 

[] 色 s53 北 p53 克 k’53 側 ts’53 脈 m5 

[i] 積 ti53 易 i5 滴 ti53 歷 li5 擊 ki53 

[] 質 t53 十 s5 姪 t5 直 t’5 食 s53 

[ia] 壁 pia53 錫ia53 峽 hia53 恰 k’ia53 押 ia53 

[i] 育 i53 獄 i53 慾 i53   

[ie] 獵 lie5 接 tie53 摺 tie53 葉 ie5 業ie53 

[u] 卒 tsu53 骨 ku53 出 t’u53 術u53 幕 mu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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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a] 滑 ua5 刷 sua53 髮 hua53 括包~ kua53 刮 kua53 

[u] 薄 p’u5 諾 nu53 落 lu5 昨 ts’u5 各 ku53 

[y] 劇 ky53 菊 ky53 玉 y5 局 ky53  

[y] 雀 t’y53 削y53 弱 y53 腳 ky53 覺 k’y53 

[ye] 絕 t’ye5 雪ye53 越 ye5 缺 k’ye53 血 hye53 

鼻化韻尾例字： 

[a] 男 na113 暗a45 藍 la113 站 ta45 閃a31 

[e] 還~有 he113     

[ia] 黏ia113     

[ie] 尖 tie35 店 tie45 甜 t’ie113 間 kie35 麵 mie45 

[ua] 端 tua35 團 t’ua113 暖 nua35 亂 lua45 算 sua45 

[ye] 全 t’ye113 轉 tye31 拳 k’ye113 弦 hye113 選ye31 

成音節鼻音例字： 

[] 五31 午31 舞31 武31 魚113 

3.聲調系統 

恭城客家話的聲調共有 6 個，為陰平 35、陽平 113、上聲 31、陰去 45、陽去 45、陰入

53、陽入 5，如下表 2-4 所示： 

表 13 龍虎客家話聲調系統 

 平 上 去 入 

陰 35 31 

45 

53 

陽 113  5 

 

聲調例字： 

陰平 哥 ku35 豬 tu35 資 ts35 肝 ka35 珍 ti35 

陽平 胡 fu113 除 t’u113 雷 lu113 純y113 瓶 p’ia113 

上聲 秒 mia31 走 tsu31 此 ts’31 本 p31 孔 k’31 

去聲 就 tiu45 妙 mia45 佔 ta45 親 t’i45 困 k’u45 

陰入 術u53 局 ky53 德 t53 極 ki53 髮 hua53 

陽入 薄 p’u5 樂 lu5 力 li5 直 t’5 月ie5 

4.連讀變調 

恭城客家話連續變調分為前字變調及後字變調兩種，二字連續變調之各調配對表，如下

表 2-5，發生變調者以灰底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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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4 龍虎客家話連讀變調表 

    後字 

 

前字 

陰平 

35 

陽平 

113 

上聲 

31 

去聲 

45 

陰入 

53 

陽入 

5 

陰平 35 55+35 ── ── ── ── ── 

陽平 113 ── 113+35 ── ── ── ── 

上聲 31 ── ── 45+31 ── ── ── 

去聲 45 ── ── ── ── ── 45+53 

陰入 53 ── ── ── ── ── ── 

陽入 5 53+35 ── 53+31 ── ── ── 

 

前字變調： 

1.陰平(35)→55/ˍ陰平 (35) 

吹風 t’ue35  h35  → t’ue55  h35 

雞公 k35  k35  → k55  k35 

2.陽入(5)→53/ˍ陰平 (35) 

學生 hu5  sa35  →  hu53  sa35 

值班 t’5  pa35   → t’53  pa35 

3.上聲(31)→45/ˍ上聲 (31) 

水果uei31  ku31  →  uei45  ku31 

米粉 mi31   f31    →  mi45   f31 

後字變調： 

1.陽平(113)→ 35/ 陽平 (113) __ 

皮鞋 p’i113   h113     →  p’i113  h35 

便宜 p’ie113  i113     →  p’ie113  i35 

2.陽入(5)→ 53/ 去聲 (45) __ 

快樂 k’u45  lu     →  k’u45  lu53 

價值 ka45  t’5     →   ka45  t’53 

3.陽入(5)→ 53/ 去聲 (31) __ 

著火 t’u5  hu31  →  t’u53 hu31 

歷史  li5    s31     →  li53   s31 

 

(二) 柳城客家話的語音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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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聲母系統： 

               表 15 柳城客家話聲母系統 

       發音部位 

發音方法 
雙唇 唇齒 舌尖 舌尖前 舌尖面 舌根  喉 

塞 

音 

清 

音 

不送氣 p     t   k  

送氣 p  t   k  

塞 

擦 

音 

清 

音 

不送氣       ts t   

送氣    ts t’  
 

鼻 

音 

次 

濁 
 m  n    

 

邊 

音 

次 

濁 
   l    

 

擦 

音 

清 

音 
  f     

h 

濁 

音 
  v     

 

          

 

2.韻母系統： 

                         表 16 柳城客家話韻母系統 

 

   韻     

 呼 

元音尾 

韻母 

 開 尾 

 韻 母 

     鼻 音 尾 韻 母    塞 音 尾 韻 母 成音節 

鼻音   -m   -n   -   -p   -t   -k 

開口呼 ai,oi, au, 

eu 

,a ,o,e, 

 

am,em an,on,en a,o ap, ep at,ot, 

et 

ak,ok      

m, 

 

 

 

 

 

齊齒呼 iau ieu, 

iu 

i,ia,io,ie iam im -ien,in,ion 

iun 

ia,iu

, 

io,i 

ip,iap,  it,iet, 

 

iak,iuk 

iok 

合口呼 uai,ui u,ua,  un,uan u,ua

 

 ut,uat uk 

撮口呼 y ye  yan,y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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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聲調系統  

 

 平 上 去 入 

陰 例字 35 31 53 21 

多(to35) 

夫(fu35) 

杯(pui35) 

褒(pau35) 

膽(tam31)、 

敢(kam31) 

檢(kiam31) 

坦(tan31) 

更(ka53) 

鏡(kia53) 

病(pia53) 

釘(ta53) 

大(tai53) 

浪(lo53) 

樣(io53) 

浪(lo53) 

塔(tap21) 

答(tap21) 

插(tsap21) 

夾(kiap21 

陽 例字 11  5 

徐(tsu11) 

如(u
11
)、(i

11
) 

孩(hai11) 

來(loi11) 

別(piet5) 

列(liet
5
) 

設(iet5) 

篾(m(i)et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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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國報告（出國類別：田野調查） 

 

 

 

廣西桂林、梧州市客家話調查研究 

 

 

 

 

 

 

服務機關：中央大學客家語文暨社會科學學系 

姓名職稱：陳秀琪 副教授 

派赴國家：中國廣西壯族自治區 

出國期間：7 月 1 日~7 月 12 日 

報告日期：8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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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次出國行程是帶領六位研究生前往廣西省桂林市和柳州市，進行荔浦縣、臨桂縣、恭

城瑤族自治縣、柳城縣、鹿寨縣、三江侗族自治縣等六個方言點的客家話調查，每個方言點

收集 2500 個字音、1500 條詞彙、150 個語法例句。桂北地區的方言種類豐富，有平話、客家

話、西南官話以及瑤族壯族侗族自治區的少數民族語言，客家話長期在這些語言環境中發展，

具有許多特殊的語言接觸現象。     

本次田調隨行六位研究生將依六個方言點的客家話語料進行調查，將撰寫出六本碩士論

文，因廣西桂北客家話目前較少人進行調研，多數以桂南客家話為大宗，計畫預期將能讓學

界對廣西壯族自治區內的桂北客家話有較全面的認識。本次行程還與廣西師範大學的文學院

交流，研商日後合作進行桂北方言的田野調查研究 

 

目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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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  

 

一、目的  

   本次廣西客家話田野調查行程有兩個主要目的，一是收集廣西北部客家話的語料，增進

學界對桂北客家話的了解。由於桂北客家話處於瑤族壯族侗族自治區，在與少數民族長期接

觸下，有許多特殊的語言接觸現象，極具研究價值。二是根據田調所得語料，對桂北客家話

進行深入的研究，指導六位研究生完成桂北客家話研究的碩士論文。 

 

二、過程  

   本人於 7/1-7/12 帶領六位研究生到廣西省，進行荔浦縣、臨桂縣、恭城瑤族自治縣、柳

城縣、鹿寨縣、三江侗族自治縣等六個方言點的客家話調查，每個方言點收集 2500 個字音、

1500 條詞彙、150 個語法例句。在出發前，有預先與廣西師範大學文學院的陳小燕院長及廣

西科技師範大學中文系的鄭盛錦主任聯繫，請他們協助在各方言點尋找適當發音人，以便我

們在一抵達桂北各方言點即可開始進行田野調查。另外也請代為安排我們一行人及發音人的

膳宿事宜。發音人之條件為年齡 60~75 歲的中小學退休老師，熟稔當地客家話，並以客家話

作為日常生活語言。在桂林市(荔浦縣、臨桂縣、恭城瑤族自治縣) 和柳州市(柳成縣、鹿寨縣、

三江侗族自治縣)，共六個方言點，每個方言點各找 2-4 位發音人(男女皆可)。田調工作完成

之後，與廣西師範大學的文學院交流，研商日後合作進行桂北方言的田野調查研究，預定在

年底先到恭城瑤族自治區進行當地平話與瑤族所說的客家話調查。 

 

(一)、行程安排 

  7 月 1 日 18：50 搭乘中國南方航空 CZ3020 台北起飛，21：20 抵達桂林兩江國際機場，之

後再搭車到柳州市柳城縣的飯店，7/2~7/4 開始進行柳州調研工作。7/4 傍晚到桂林，7/5~7/7

開始進行桂林調研工作，7/8~7/12 走訪客家村落，7 月 12 日 16：00 搭乘中國南方航空 CZ3019

桂林起飛，17：55 返回台北機場。 

 

(二)、調研時間安排： 

 

六個方言點分成兩個地區進行調研工作，每個方言點的 4 位發音人分成兩組，第一個地區(柳

州市)工作時間 7/2~7/4，第二個地區(桂林市)工作時間 7/5~7/7，每個方言點的 4 位發音人必

須同時到我們住的飯店進行調研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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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位發音人每日工作約 7-8 小時(上午 9：00~12：00 下午 13：00~18：00) 

 

三、心得  

    西省客家話的調查研究，目前僅有桂南的玉林市和桂東的賀州市有調查材料出版，桂北

客家話的調查尚屬初開發階段，本次田調成果是完成桂北六個客家方言點的語料收集，並將

這些語料提供 6 位研究生撰寫碩士論文。本行程除了是 6 本碩士論文的完成，並能補足客家

話研究在桂北的缺口，提供學界對桂北客家話的了解。廣西客家話與粵東系統的客家話有諸

多不同，尤其是具有邊擦音聲母 -，推測這是來自底層語的發音習慣，桂北客家話處於

瑤族壯族侗族自治區，與當地少數民族有密切接觸，本次田調恭城縣的發音人其妻子就是瑤

族人，在上幾幾代客瑤、客壯、客侗通婚就很普遍了，來自通婚所造成的語言變遷可見一斑。

學界對於客家人與客家話的歷史，目前有「北來說」與「南源說」兩派，從桂北客家話的過

去的歷史與現況來看，可在桂北客家話的語音特徵中探悉客家話與畲瑤壯語間的關係，桂北

客家話的研究可為「南源說」提供有力的證據，基於此，對於客家歷史的探源來說，桂北客

家話極具研究價值，非常值得在該場域持續進行更深入的調查研究。 

 

四、建議事項  

   本次行程只針對桂北地區的客家話做調查，但從調查所得與料來看，桂北個方言

點的特殊音韻現象，多半與當地少數民族語言有關。為了探析桂北客家話與底層語的關

係與互動現象，就必須對當地少數民族語言有所了解，所以在進行桂北客家話的田野調查

時，最好也能同時對當地的底層語進行調查，方能清楚剖析桂北客家話與少數民族語言的關

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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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附錄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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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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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計畫九：客家文化重點發展區政策對族群關係之影響—以苗栗縣為例 

計畫主持人：周錦宏 

共同主持人：王保鍵 

 

【論文精要】 

 

壹、 研究目的 
 

苗栗在荷西時代，是一個尚未開發一片荒蕪的地區，直到明末清初才有漢人登入開發；

1669 年，鄭經命劉國軒經略「蓬山八社」及「後壠五社」，為漢人早期開拓苗栗的發端；自

17 世紀中葉起，漢人開始移入屯墾，原住民被迫同化或向高山遷移（黃鼎松等，2012）。苗

栗縣是一個多元族群匯聚的地區，包括客家、閩南、原住民和新住民。依據《重修苗栗縣志

－卷五－住民志》所載，日昭和 10 年（1935）之調查，全縣 240,189 人，粵籍 164,396 人，

佔 68.44%；閩籍 65,779 人，佔 27.38%；其他 10,012 人，佔 4.16%；1957 年之調查，全縣 65,201

戶，粵籍 41,322 戶，佔 63.39%；閩籍 19,933 戶，佔 30.57%；其他 3,946 戶，佔 5.2%（徐清

明、張瑞恭，2007）。另外，2011 年客家委員會的調查，苗栗全縣 56 萬餘人，其中客家 36

萬 2 千餘人，佔 64.6%（張維安、楊文山、劉惠美、楊雅惠，2011）。苗栗縣客家人多分布於

山線區域，沿海竹南、後龍、通霄、苑裡四個鎮以閩南族群為主，而原住民泰雅族、賽夏族

則是聚居於泰安鄉、南庄鄉、獅潭鄉的原住民行政區。 

 

然而，為藉由選定具特殊客家特色之特定地區，凸顯客家語言、文化與其他族群文化之

區別，達成客家語言、文化及產業傳承創新之政策目標，客家委員會依《客家文化重點發展

區鄉（鎮、市、區）公告作業要點》公告之「客家文化重點發展區鄉（鎮、市、區）一覽表」。

苗栗縣全縣18個鄉鎮市均被劃定為客家文化重點發展區，但就苗栗縣客家文化重點發展區之

客家人口比率分布，呈現兩極化趨勢。屬山線區域的苗栗市等鄉鎮（市），其客家人口比率在

八成上下；相對地，屬海線區域的竹南、後龍、通霄、苑裡四個鎮，其客家口比率在三成上

下，呈現出苗栗縣客家文化重點發展區之客家人口「山」與「海」兩極化趨勢。 

 

再者，苗栗縣山線區域也有所謂「客原複合行政區」，係一鄉（鎮、市、區）同時具有客

家文化重點發展區與原住民行政區之身分者。「客原複合行政區」可分為「客家山原複合行政

區」及「客家平原複合行政區」兩種態樣（王保鍵，2015）。現行原住民保障機制，可分「身

分別」與「行政區域別」兩種型態，如地方制度法第 33 條第 2 項第 1 款第 2 目規定，直轄市



142 

 

原住民議員名額，有平地原住民人口在二千人以上者，應有平地原住民選出之議員名額；有

山地原住民人口在二千人以上或改制前有山地鄉者，應有山地原住民選出之議員名額。本條

項所規定「原住民人口在二千人以上者」係以戶籍登記資料為準，屬「身分別」之保障；至

「改制前有山地鄉者」則屬「行政區域別」之保障。目前泰安鄉屬「客家山原複合行政區」，

南庄鄉、獅潭鄉則屬「客家平原複合行政區」。 

 

    基此，本研究之目的有四： 

1.了解苗栗縣客家族群的分布情形。 

2.探討苗栗縣通霄鎮閩客族群對於族群想像為何？ 

3.探討苗栗縣南庄鄉、泰安鄉原客族群的政經關係為何？ 

4.檢視客家文化重點發展區政策對苗栗縣原、閩、客族群的影響情形，並提出可能的因應策

略。 

 

貳、 研究方法 

 
一、文獻分析法 

 

本研究將針對苗栗縣族群發展史料、地方志書與日常實作，以及國內外族群關係、政策

對族群社會影響、多元文化治理等理論與研究文獻，並針對有關之典範與制度加以整理與歸

納、以建立本研究「客家文化重點發展區政策對族群關係影響評估」的分析架構。 

 

二、焦點座談與深度訪談 

 

    本研究就客家文化重點發展區政策利害關係人，如族群研究專家、客家或族群事務專責

機構人員、地方民意代表、地方文史工作者、在地社區（社團）組織代表、在地住民等，邀

請參與焦點座談，座談會後再就相關議題進行深入訪談。 

 

參、 研究之理論分析架構 
 

何謂族群（ethnic group）？族群之英文用語為「ethnic」，有別於「race」（種族）。Charles 

W. Mills指出種族側重於生物上（biologically）之差異性，族群側重於文化上（cultural）之差

異性（Mills, 2007：101；Russwll, 1996：97）依Robertson 觀點，一群擁有共同祖先、語言、

宗教或文化的人，而這群人自覺他們是與他人不同之獨特群體（Robertson, 1987：286）。依王

甫昌觀點，族群是指一群因為擁有共同的來源、或者是共同的祖先、共同的文化或語言，而

自認為、或者是被其他的人認為，構成一個獨特社群的一群人（王甫昌，2003：10）。Melvin 

Tumin 對族群之定義為：族群團體是指在一個主流的文化與社會系統中，因其所特徵呈現的

或被其他群體認定的組合特色，而佔有或被賦予某一特殊地位或認同之群體（Tumin, 1964：

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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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上述定義，可從兩個面向界定族群54有：一為客觀特質論，另一為主觀認同論。「客觀

特質論」，是一群具有可以客觀觀察到的特色，如相同血統、語言、宗教、風俗習慣的群體；

即所謂的「原生論」(primordialism)或「本質論」(essentialism)。「主觀認同論」，是建立在主

觀上的集體認同，即所謂「建構論」(constructuralism)。依 Anderson（1991）的觀點，民族或

族群是經過想像而來的共同體(imagined community)，即民族的認同是可以經過選擇而取得。

既然族群認同是社會建構的產物，當孕育某種特定族群認同的外在環境有所改變時，族群認

同也會跟著改變（許維德，2013）。本研究以「族群與族群政治」和「客家文化重點發展區之

檢視」兩部分作為研究之理論分析架構。 

 

肆、 重要發現 
 

「制度」與「行為」間之互動研究，一直以來是社會科學所關心的焦點所在。公共政策

對制度安排之影響，以及制度對行為的影響，也深刻衝擊著族群的「社會心理」層面，並影

響族群的認同。依據客家委員會2008、2011年苗栗縣客家人口調查發現，苗栗縣大多數鄉鎮

市的客家人口比例是增加的，其中本研究範圍的七個鄉鎮中，通霄鎮、竹南鎮、南庄鄉、獅

潭鄉、泰安鄉五個鄉鎮的客家人口比例都有明顯增加，但苑裡鎮、後龍鎮卻呈現減少趨勢。

顯見，客家文化重點發展區政策對「客家認同」有一定程度的影響，亦可能是形成「客家認

同」的一個過程。 

     

    然而，族群政治化（politicization of ethnicity）是理解「族群形塑」過程的重要面向，一

方面族群政治化可能會激化族群動員；另一方面卻可能透過政策規範，將國家所認定的族群

範疇強加在常民百姓身上（李維德，2013）。以族群發展（或生存）為前提來追求政治、經濟

利益，將會更激化認同的排他性（靳菱菱，2013）。竹南鎮、苑裡鎮、後龍鎮或許是因為這樣

的因素影響下，對「客家認同」形成排斥；但通霄鎮因歷史因素和制度化安排的衝擊下，客

家族群對自身族群的想像就變的是流動的、多重的、或隱或顯的。 

 

而「客原複合行政區」的出現，不但是客家政策推動的成果（《客家基本法》），而且

是客家政策與原住民政策交錯之處。因此，客家族群的研究，應該採取更多元的視野，在以

往的人類學及社會學途徑的成果上，進一步導入政治學及公共政策的視野，以精進族群理論

的發展，並為當代客家研究提供一個新的路徑。 

     

本研究以苗栗縣泰安鄉（客家平原複合行政區）及南庄鄉（客家平原複合行政區）為研

究場域，從政治及經濟之角度進行研究，獲致：（1）客原複合行政區內的居民，出現多族裔

認同及跨族裔投票取向，而有族群邊界模糊化的情況；（2）泰安鄉存有客原共治模式；相對

地，南庄鄉之治理則以客家人為主；（3）原住民保留地之借名人與出名人間之債權契約描繪

出客家與原住民之族群經濟關係。此外，本研究從多元文化主義的概念，不突顯客家，亦不

                                                 
54另有些學者不以「族群內涵」而從「族群邊緣」界定族群，採「族群邊緣」觀點者，認為族群是一種集體記憶

（collective memory）或社會記憶（social memeory），人們社會活動，透過強調特定集體記憶，而強化某群體特定

群體的凝聚力；集體記憶論者如 Maurice Halbwachs，社會記憶論者如 P. H. Gulliver（劉阿榮，200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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弱化原住民，而以結合在地原住民與客家文化特色之模式，發展「客原複合文化產業」，以獲

致共存共榮之族群關係（《客家基本法》第 1 條及《原住民族基本法》第 1 條之共同政策目標）。 

 

伍、 結論。 
 

    本研究藉由苗栗縣族群發展史料、地方志書與日常實作，以及國內外族群關係、政策對

族群社會影響、多元文化治理等理論與研究文獻，並針對有關之典範與制度加以分析與歸納，

有助於本研究能較為全面與系統的建立理論架構。另，本研究透過理論與實證的個案進行深

入的分析與討論，希冀能描繪出客家文化重點發展區政策對族群關係的衝擊，並能具體的提

出政策建言。 
 

關鍵字：客家基本法、客家文化重點發展區、客原複合行政區、族群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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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成果全文】 

 

客家文化重點發展區政策對族群關係之影響 

--以苗栗縣為例 

 

周錦宏(計畫主持人) 

王保鍵(共同主持人) 

壹、計畫背景、目的 

 

臺灣客家族群長期以來先受威權政體統治之戕害，再受閩南族群55獨佔臺灣本土化論述56

之衝擊，讓客家族群出現「隱形化」之擔憂，面臨著身分認同斲失、文化活力萎縮及客家公

共領域式微危機，並在臺灣族群運動風潮的大環境影響下，客家菁英們創辦《客家風雲雜誌》，

以社會運動（臺灣客家運動）方式，讓「客家」議題公共化，迫使政府重視客家事務，於 2001

年設置客家事務行政機關（行政院客家委員會，現已改制為客家委員會），2010 年再制定《客

家基本法》。而《客家基本法》57之制定，係為落實憲法保障多元文化精神，傳承與發揚客家

語言、文化，繁榮客庄文化產業，推動客家事務，保障客家族群集體權益，建立共存共榮之

族群關係；其中，第 6 條第 1 項規定：「客家委員會對於客家人口達三分之一以上之鄉（鎮、

市、區)，應列為客家文化重點發展區，加強客家語言、文化與文化產業之傳承及發揚」。《客

家基本法》乃客家委員會施政的準則，客家委員會以客家文化重點發展區為平台，運用各項

政策工具，積極發展客家族群之語言權、文化權、經濟權及客家知識體系。 

 

苗栗在荷西時代，是一個尚未開發一片荒蕪的地區，直到明末清初才有漢人登入開發；

1669 年，鄭經命劉國軒經略「蓬山八社」及「後壠五社」，為漢人早期開拓苗栗的發端；自

17 世紀中葉起，漢人開始移入屯墾，原住民被迫同化或向高山遷移（黃鼎松等，2012）。苗

栗縣是一個多元族群匯聚的地區，包括客家、閩南、原住民和新住民。依據《重修苗栗縣志

－卷五－住民志》所載，日昭和 10 年（1935）之調查，全縣 240,189 人，粵籍 164,396 人，

佔 68.44%；閩籍 65,779 人，佔 27.38%；其他 10,012 人，佔 4.16%；1957 年之調查，全縣 65,201

                                                 
55 閩南族群，亦有以「福佬族群」稱之，參照《大眾運輸工具播音語言平等保障法》第 6 條，大眾運輸工具除

國語外，另應以閩南語、客家語播音。基於母語係為一族群重要表徵，本文以「閩南族群」稱之。 
56 在臺灣民主化過程中所帶動之本土化發展，閩南族群以外來政權及本土政權的二分法，將閩南族群之語言及

文化等同於本土化，認為臺灣話就是閩南語、臺灣本土文化就是閩南文化，受此閩南族群獨佔臺灣本土化論

述之影響，成為促發臺灣族群運動（特別是客家運動）因素之一。  
57 本文認為臺灣《客家基本法》具有十個主要重點：（1）客家事務相關概念、名詞之基本性定義；（2）強化客

語之復振與傳承；（3）客語之公共化：公事語言之推動；（4）創設客家文化重點發展區；（5）發展經濟權之

文化產業；（6）推動客家知識體系之發展；（7）客家族群傳播與媒體近用權之保障；（8）客家公務專業化：

國家考試增訂客家事務相關類科；（9）全球客家文化交流與研究中心；（10）全國客家日與客家族群意識凝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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戶，粵籍 41,322 戶，佔 63.39%；閩籍 19,933 戶，佔 30.57%；其他 3,946 戶，佔 5.2%（徐清

明、張瑞恭，2007）。另外，2011 年客家委員會的調查，苗栗全縣 56 萬餘人，其中客家 36

萬 2 千餘人，佔 64.6%（張維安、楊文山、劉惠美、楊雅惠，2011）。苗栗縣客家人多分布於

山線區域，沿海竹南、後龍、通霄、苑裡四個鎮以閩南族群為主，而原住民泰雅族、賽夏族

則是聚居於泰安鄉、南庄鄉、獅潭鄉的原住民行政區。 

 

然而，為藉由選定具特殊客家特色之特定地區，凸顯客家語言、文化與其他族群文化之

區別，達成客家語言、文化及產業傳承創新之政策目標，客家委員會依《客家文化重點發展

區鄉（鎮、市、區）公告作業要點》公告之「客家文化重點發展區鄉（鎮、市、區）一覽表」。

苗栗縣全縣18個鄉鎮市均被劃定為客家文化重點發展區，但就苗栗縣客家文化重點發展區之

客家人口比率分布，呈現兩極化趨勢。屬山線區域的苗栗市等鄉鎮（市），其客家人口比率在

八成上下；相對地，屬海線區域的竹南、後龍、通霄、苑裡四個鎮，其客家口比率在三成上

下，呈現出苗栗縣客家文化重點發展區之客家人口「山」與「海」兩極化趨勢。 

 

再者，苗栗縣山線區域也有所謂「客原複合行政區」，係一鄉（鎮、市、區）同時具有客

家文化重點發展區與原住民行政區之身分者。「客原複合行政區」可分為「客家山原複合行政

區」及「客家平原複合行政區」兩種態樣（王保鍵，2015）。現行原住民保障機制，可分「身

分別」與「行政區域別」兩種型態，如地方制度法第 33 條第 2 項第 1 款第 2 目規定，直轄市

原住民議員名額，有平地原住民人口在二千人以上者，應有平地原住民選出之議員名額；有

山地原住民人口在二千人以上或改制前有山地鄉者，應有山地原住民選出之議員名額。本條

項所規定「原住民人口在二千人以上者」係以戶籍登記資料為準，屬「身分別」之保障；至

「改制前有山地鄉者」則屬「行政區域別」之保障。目前泰安鄉屬「客家山原複合行政區」，

南庄鄉、獅潭鄉則屬「客家平原複合行政區」。 

 

為落實憲法保障多元文化精神，以及傳承與發揚客家文化，政府依據《客家基本法》推

動的客家文化重點發展區政策，讓原本被歸屬為閩南、原住民的區域，開始對於自身的族群

認同產生浮動，原、閩、客間的族群邊界也被重新檢視。丘昌泰（2008）指出，在繁複、互

動多元的族群關係中，族群認同是做為族群歸屬的黏著劑，沒有族群認同，就不可能產生交

錯縱橫的族群關係，一旦擁有族群認同，就自然出現族群邊界的現象；但是，族群邊界是極

易變動的心理空間狀態，尤其是處於福佬與客家的混雜區域，難以畫出一個明確的族群疆界。

再者，Bhabha（1994）認為文化應該是一種具有能動性的力量，所有文化應該都是混雜文化

（hybrid culture）。而這種現象特別反映在苗栗縣沿海與內山客家族群的經驗上，因為處在原、

閩、客混雜的區域中，對於「客家認同」的概念就可能變得多樣與複雜，加上族群流動性的

影響，常處於族群邊界的客家人，也就較其他族群有開放、彈性的可能，或是在不同情境來

定義自己，做出不同的認同抉擇。這種具有文化混雜性與多重認同現象，是本研究亟待了解

與回應。 

  

 族群文化與認同是一種持續轉變（becoming）的過程，總在不同的社會、歷史、政治、經

濟脈絡下不斷混合、對話、重整與再建構，相較於過去靜置、固定不動的定義方式，新的族

http://www.6law.idv.tw/6law/law/%E6%86%B2%E6%B3%95.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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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經驗顯示出一個「不穩定、再連結、混雜、切割與再混合的過程」（Hall, 1990；1992）。

由於資源、機會與環境的限制，使族群之內與族群之間，難免為了生生永續的開展，而有「與

時皆行」的或鬥或和之辯證關係（蕭新煌，2000）。換言之，當客家文化重點發展區相關的

制度性安排，苗栗縣的客家族群對於「我群」，或自認為是「他群」的「福佬客」，或是「多

重」的認同，他們對於族群態度 （ethnic attitudes）是否會再混雜、再建構？而原住民、閩南

族群對於客家的文化與認識是再連結、再切割呢？更是本研究所欲探討的課題。 

 

    基此，本研究之目的有四： 

1.了解苗栗縣客家族群的分布情形。 

2.探討苗栗縣通霄鎮閩客族群對於族群想像為何？ 

3.探討苗栗縣南庄鄉、泰安鄉原客族群的政經關係為何？ 

4.檢視客家文化重點發展區政策對苗栗縣原、閩、客族群的影響情形，並提出可能的因應策

略。 

 

貳、研究方法 

 

為能確實掌握相關族群之觀點，並檢視所選擇最適方案對標的團體之社會影響，本研究

採行下列研究方法： 

 

一、文獻分析法 

 

本研究將針對苗栗縣族群發展史料、地方志書與日常實作，以及國內外族群關係、政策

對族群社會影響、多元文化治理等理論與研究文獻，並針對有關之典範與制度加以整理與歸

納、以建立本研究「客家文化重點發展區政策對族群關係影響評估」的分析架構。 

 

二、焦點座談與深度訪談 

 

    焦點座談是依研究主題，選取某些符合特定條件的成員所組成的團體來進行訪談。研究

者透過議題的設定，並營造出自在的團體互動的氣氛，使參與座談的成員就研究者所欲討論

的議題，表達他們的經驗、看法或觀點。深度訪談是一個面對面的社會互動過程，訪問者與

被訪問者的相互影響，彼此間的互動貫穿調查過程的始終，並共同創建一彼此能相互理解的

資訊，建構出貼近真實生活的情境。因此，本研究就客家文化重點發展區政策利害關係人，

如族群研究專家、客家或族群事務專責機構人員、地方民意代表、地方文史工作者、在地社

區（社團）組織代表、在地住民等，邀請參與焦點座談，座談會後再就相關議題進行深入訪

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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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苗栗縣客家族群的分布 

 

苗栗舊稱「貓裡」－原住民平埔族道卡斯族指平原之意。清朝雍正乾隆年間，廣東、福

建一帶客家人大量移民台灣，北台灣的苗栗是客家人移墾的大本營，到了清光緒十三年，苗

栗改制設縣，一直到 1950 年施行地方自治後，苗栗縣的行政區域才告確定。在漢人未移墾之

前，沿海地區大多是平埔族道卡斯族居住，漢人在雍正時期所開闢的地點，包括今日後龍、

通霄、苑裡一帶沿海，以及造橋山區、竹南、頭份地區；到了乾隆年間，客家先民大量移民

來苗栗拓墾，其開闢地點已經遍及今竹南、後龍、通霄、苑裡、西湖、苗栗等鄉鎮市，而且

市集街景已成形。其他中港溪與後龍溪流域，如三灣、公館、銅鑼、頭屋、三義、卓蘭等地，

也已部分開墾，使得整個苗栗地區人口增加，墾地日增，聚落、水田、市集等也日漸增加58。 

 

苗栗縣位於台灣本島中部峰腰地帶，依山面海，東倚雪山山脈，西濱台灣海峽，北與新

竹市和新竹縣接壤，南與臺中縣相鄰，領域範圍方整適中。就地理位置而言，苗栗區域完整，

山多平原少，地勢大部分為丘陵區，故有「山城」之雅號。在十七世紀前，苗栗地區人煙罕

至，以致外地移入者不多，因此開發較遲緩。苗栗縣下轄兩市59、五鎮及十一鄉，共十八個

鄉鎮市行政區（見圖 1），至 2016 年 10 月的統計，苗栗縣總人口數為 554,652 人。就族群特

色而言，苗栗為一多族群匯聚的地方，境內主要以客家、閩南、原住民和新住民四大族群為

主。依據客家委員會 2008、2011 年苗栗縣客家人口調查（詳見表 1）顯示，苗栗縣客家人口

約占 65%，只有沿海四個鎮（竹南、後龍、通霄、苑裡）及一個山地原住民行政區（泰安鄉）

客家人口未達四成，其餘 13 各鄉鎮市均為客家人口高度集中（占 75%以上）之區域。由於地

形的阻隔，依縱貫鐵路行經地區，有海線和山線之分，客家人主要分布在山線及中港溪流域，

閩南人主要分佈在沿海地區，原住民族的賽夏族、泰雅族則分布於南庄鄉和泰安鄉。 

 

 

                                                 
58
 黃鼎松，1998，《苗栗的開拓與史蹟》，臺北：常民文化。 

59 苗栗市為縣府所在地的縣轄市，頭份鎮因人口數逾 10 萬人於 2015 年 10 月改制為頭份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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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苗栗縣地形與行政區域圖 

資料來源：http://www.sport.mlc.edu.tw/Upload/news/GoogleMaps/miaoli-map.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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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2008、2011 年苗栗縣客家人口比例比較表 

 2008 年客家人口比例 

多重自我認定 

2011 年客家人口比例 

多重自我認定 客家基本法定義 

全縣 64.8% 65.4% 64.6% 

苗栗市 87.3% 87.2% 87.0% 

苑裡鎮 37.7% 30.0% 29.7% 

通霄鎮 27.7% 33.8% 32.8% 

竹南鎮 36.1% 38.5% 37.6% 

頭份鎮 78.5% 79.1% 77.9% 

後龍鎮 33.4% 29.2% 29.0% 

卓蘭鎮 75.5% 80.6% 78.6% 

大湖鄉 86.6% 88.1% 88.0% 

公館鄉 91.3% 92.4% 91.3% 

銅鑼鄉 93.1% 87.9% 87.9% 

南庄鄉 78.8% 83.9% 81.8% 

頭屋鄉 90.3% 89.6% 88.8% 

三義鄉 75.8% 82.2% 81.3% 

西湖鄉 69.5% 76.5% 76.3% 

造橋鄉 81.1% 77.7% 77.1% 

三灣鄉 80.5% 88.1% 88.1% 

獅潭鄉 68.0% 79.8% 79.3% 

泰安鄉 34.2% 42.2% 40.9% 

註：自我族群認定的「多重自我認定」(包含「單一自我認定」)為臺灣客家人者，同時具有 

主觀的客家認同與其他族群認同，因此其客家人身分認同感強烈感較「單一自我認定」為臺 

灣客家人者為低；「客家基本法定義」係《客家基本法》正式實施，明確定義客家人「指具 

有客家血緣或客家淵源，且自我認同為客家人者」。 

資料來源：楊文山、張維安（2008）；張維安、楊文山、劉惠美、楊雅惠（2011）。 

 

但本研究整理文獻和志書的籍貫（族群）人口結構資料，如苗栗縣各街庄在籍漢民族鄉

貫別統計表（見表 2）、昭和 10 年（1935 年）苗栗地區各鄉鎮人口統計表（見表 3）、民國

45 年（1956 年）苗栗地區各鄉鎮人口統計表（見表 4）等所示，日治和戰後初期竹南鎮和後

龍鎮的客家人口所占比例遠低於目前調查的現況，竹南鎮廣東籍人口比例不到一成，後龍鎮

也僅只占一成五；會有這樣現象，可能是因竹南、後龍地區工商、服務產業較為發達，加上

都市化的公共設施和生活機能較完善，進而吸引鄰近客家鄉鎮人口的移入，使得近年客家人

口比例增加。惟苑裡鎮的變化不大。最特別的是通霄鎮，日治和戰後初期通霄鎮廣東籍人口

比例高達 65%左右，若再加上福建汀州府的人口數，通霄鎮人口約莫有 68%是客家人，可是

客家委員會的客家人口調查卻只有三分之一，為什麼會有這種現象？而原本居住在通霄的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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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人是「遷徙他地」？是「福佬化」？還是「隱形化」？現在通霄客家人的「客家認同」、

「客家想像」又呈現出什麼樣的圖像呢？ 

 

表 2  苗栗縣各街庄在籍漢民族鄉貫別統計表 

                                                                   單位：百人 

街庄名 福建 廣東 其

他 

合計 

泉州 漳 

州 

汀

州 

福

州 

興

化 

 

永

春 

 

小

計 

潮

州 

嘉

應

州 

惠

州 

小

計 

百 

分 

比 

安

溪 

同

安 

三邑(南安

惠安晉江) 

竹南庄 5 6 78 43   2  134 1 3 1 5 3.6  139 

頭分庄 1 4  13 4 2   24 13 106 21 140 83.8 3 167 

三灣庄          7 53 15 75 100.0  75 

南  庄   1      1  82 11 93 98.9  94 

後龍庄 40 87 13 26     166  4 19 23 11.5 11 200 

苗栗街 4 5    1 1  11 7 110 29 146 93.0  157 

頭屋庄 1        1  34 29 63 98.4  64 

公館庄    1 3 4   8 28 82 23 133 92.4 3 144 

銅鑼庄          18 78 18 114 100.0  114 

三叉庄 1     1 1  3 9 39 10 58 93.5 1 62 

苑裡庄 3 63 10 34    1 111 4 11 50 65 35.9 5 181 

通霄庄 20  1 15 2  11 2 51 22 56 41 119 65.0 13 183 

四湖庄    1 5 1   7 7 22 42 71 91.0  78 

大湖庄  1       1 20 56 19 95 99.0  96 

獅潭庄          3 52  55 100.0  55 

卓蘭庄    3     3 31 28  59 95.2  62 

資料來源：臺灣總督官房調查課（1928），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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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昭和10年（1935年）苗栗縣各鄉鎮人口統計表 

 

鄉鎮區 人口數(比率) 廣東籍系(比率) 福建籍系(比率) 山胞(比率) 外省人(比率) 日本人(比率) 

苗栗鎮 20,711(8.62%) 17,483(84.41%) 1,866(9.01%) 48(0.23%) 258(1.25%) 
1,056 

(5.10%) 

苑裡鎮 11,090(4.62%) 9,496(85.63%) 1,265(11.41%) 162(1.46%) 55(0.50%) 112(1.01%) 

公館鄉 18,370(7.65%) 17,638(96.02%) 366(1.99%) 24(0.13%) 75(0.41%) 267(1.45%) 

頭屋鄉 7,256 (3.02%) 7,016(96.69%) 127 (1.75%) 76(1.05%) 30(0.41%) 7(0.10%) 

銅鑼鄉 12,628(5.26%) 12,373(97.98%) 157(1.24%) 4(0.03%) 26(0.21%) 68(0.54%) 

三叉鄉 7,319(3.05%) 6,795(92.84%) 292(3.99%) 90(1.23%) 33(0.45%) 109(1.49%) 

四湖鄉 8,202(3.41%) 7,447(90.79%) 739(9.01%) - 2 (0.02%) 14(0.17%) 

通霄鄉 22,455(9.35%) 14,923(66.46%) 7,200(32.06%) 92(0.41%) 35(0.16%) 205(0.91%) 

竹南鄉 17,983(7.49%) 1,523(8.47%) 15,785(87.78%) 9(0.05%) 42(0.23%) 624(3.47%) 

頭份鄉 19,942(8.30%) 17,257(86.54%) 2,586(12.97%) 5(0.03%) 41(0.21%) 53(0.27%) 

造橋鄉 7,769(3.23%) 5,402(69.53%) 1,814(23.35%) 224(2.88%) - 329(4.23%) 

三灣鄉 7,542(3.14%) 7,381(97.87%) 125(1.66%) 2(0.03%) 21(0.28%) 13(0.17%) 

南庄鄉 11,192(4.66%) 9,772(87.31%) 261(2.33%) 1,015(9.07%) 39(0.35%) 105(0.94%) 

後龍鄉 24,649(10.26%) 3,800(15.42%) 19,378(78.62%) 1,176(4.77%) 69(0.28%) 226(0.92%) 

大湖鄉 11,911(4.96%) 11,176(93.83%) 338(2.84%) 20(0.17%) 34(0.29%) 343(2.88%) 

獅潭鄉 5,588(2.33%) 5,370(96.10%) 70(1.25%) 112(2.00%) 2(0.04%) 34(0.61%) 

卓蘭鄉 7,716(3.21%) 7,378(95.62%) 289(3.75%) - 13(0.17%) 36(0.47%) 

大安鄉 4,855(2.02%) 2,167(44.63%) 121(2.49%) 
2,310 

(47.58%) 
1(0.02%) 256(5.27%) 

合計 

(比率) 
240,176(100.00%) 164,396(68.45%) 65,779(27.39%) 5,369(2.24%) 776(0.32%) 3,856(1.61%) 

資料來源：重修苗栗縣志－卷七人口志，楊政男（編纂）（2006）。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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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民國45年（1956年）苗栗縣各鄉鎮人口統計表 

 

鄉鎮區 
人口數 

(比率) 

粵籍人口 

(比率) 

閩籍人口 

(比率) 

新住民 

 (比率) 

原住民 

(比率) 

其他 

 (比率) 

苗栗鎮 41,363(10.47%) 32,673(78.99%) 3,333(8.06%) 5,251(12.69%) 33(0.08%) 73(0.18%) 

苑裡鎮 39,995(10.12%) 13,226(33.07%) 26,346(65.87%) 345(0.86%) 39(0.10%) 39(0.10%) 

公館鄉 27,298 (6.91%) 26,265(96.22%) 662(2.43%) 366(1.34%) - 5(0.02%) 

頭屋鄉 10,647(2.69%) 10,475(98.38%) 98(0.92%) 64(0.60%) 2(0.02%) 8(0.08%) 

銅鑼鄉 21,666(5.48%) 20,456(94.42%) 414(1.91%) 774 (3.57%) 1 (0.00%) 21(0.10%) 

三義鄉 12,779(3.23%) 11,762(92.04%) 595(4.66%) 333(2.61%) - 89(0.70%) 

西湖鄉 11,820(2.99%) 11,090(93.82%) 675(5.71%) 52(0.44%) 1(0.01%) 2(0.02%) 

通霄鄉 35,561(9.00%) 22,811 (64.15%) 12,572(35.35%) 178(0.50%) - - 

竹南鄉 29,388(7.44%) 2,682(9.13%) 24,983(85.01%) 1,711(5.82%) 1(0.00%) 11(0.04%) 

頭份鄉 33,152(8.39%) 27,513 (82.99%) 4,478(13.51%) 1,016(3.06%) 1(0.00%) 144(0.43%) 

造橋鄉 12,188(3.08%) 8,610(70.64%) 3,180(26.09%) 90(0.74%) 295(2.42%) 13(0.11%) 

三灣鄉 11,578(2.93%) 11,092 (95.80%) 361(3.12%) 95(0.82%) - 30(0.26%) 

南庄鄉 19,218(4.86%) 16,267(84.64%) 864(4.50%) 383(1.99%) 1,684(8.76%) 20(0.10%) 

後龍鄉 37,221(9.42%) 5,214(14.01%) 30,208(81.16%) 548(1.47%) 1,242(3.34%) 9(0.02%) 

大湖鄉 19,533(4.94%) 18,266(93.51%) 613(3.14%) 623(3.19%) 2(0.01%) 29(0.15%) 

獅潭鄉 9,223(2.33%) 8,473(91.87%) 427(4.63%) 146 (1.58%) 167(1.81%) 10(0.11%) 

卓蘭鄉 16,631(4.21%) 14,945(89.86%) 1,301(7.82%) 357(2.15%) - 28(0.17%) 

泰安鄉 5,884(1.49%) 2,710(46.06%) 149(2.53%) 105(1.78%) 2,920(49.63%) - 

合計 

(比率) 

395,145 

(100.00%) 

264,530 

(66.95%) 

111,259 

(28.16%) 

12,437 

(3.15%) 

6,388 

 (1.62%) 

531 

(0.13%) 

資料來源：重修苗栗縣志－卷七人口志，楊政男（編纂）（2006）。本研究整理。 

 

 

肆、苗栗縣通霄鎮的客家族群想像 

 

一、通霄鎮客家族群的分布 

 

通霄鎮位於苗栗縣西南部，南北長約有 16 公里，東西寬約有 11 公里， 總面積 107 餘

平方公里，約占全縣面積十七分之一。通霄鎮西臨台灣海峽，東鄰銅鑼、三義兩鄉，南與苑

裡鎮為界，北邊和東北邊分別與後龍及西湖兩鄉相連，形狀略呈三角形。地形以丘陵為主體，

地勢東南高西北低、呈緩斜狀，向海岸線逐漸降低。通霄丘陵為苗栗丘陵的一部份，最高處

在福興里大坑附近，海拔約 438 公尺。60 

                                                 
60 資料來源：通霄鎮公所，http://www.tungshiau.gov.tw/article.aspx?public_type=pt04。 

http://www.tungshiau.gov.tw/article.aspx?public_type=pt04


154 

 

 

依據通霄鎮志記載，通霄原是原住民道卡斯族「風呢樣」〈Honeyan〉的「屯消」〈Tonsuyan〉

社之所在，通霄是屯消的諧音，古時寫為吞霄，原指今之通東、通西兩里，昔時南勢溪水深

可停泊商船，為銅鑼、三義、苗栗等地貨物「吞」吐「銷」售中心，因此 又稱「吞銷」、「吞

霄」（中華綜合發展研究院應用史學研究所總編纂，2001）。明鄭永曆 24 年（1670 年），鄭經 

派遣劉國軒出兵半線，屯兵大甲鐵砧山，經略蓬山八社（指大甲東社、大甲西社、南日 社、

雙寮社、苑裡社、房裡社、吞霄社等八社）與後壠五社（後壠、新港仔、貓裏、嘉志閣、中

港仔）（陳水木，2004），這是漢人正式進入通霄的開始。1683 年滿清入臺之後，吞霄社屬「苑

裡堡」，後改「竹南三堡」，先後屬諸羅縣、彰化縣、淡水廳、臺北府、新竹縣，1885 年臺灣

設省後，在中部地區增設臺灣府，分新竹縣為新竹、苗栗二縣，通霄即歸臺灣省臺灣府苗栗

縣通霄二堡管轄。吞霄堡轄區東至鯉魚潭，西至吞霄港，南以房裡溪與大甲溪為界，北以高

澗山與苗栗堡為鄰，吞霄街為主堡中心（黃鼎松，1998）。 

 

通霄地方的墾殖雖然開始於康熙年間，但多數地區居民仍為原住民，真正大規模拓墾則

於乾嘉年間，閩人在通霄的拓殖早於粵人，較有名的閩籍拓殖先人有清康熙中葉，明末遺臣

泉州人陳朝合，乾隆年間的田、莊 二姓，駱、錢、陳、王四姓人士，漳州漳浦人林協倫、泉

州府同安縣人馮宗貴、咸風豐年間泉州府安溪縣人許士讚等。粵人雖晚於閩人，但規模較大，

由於粵籍墾民協助平定朱一貴事變有功，清廷開放海禁，粵籍移民大量湧入苗栗各地拓墾，

雍正年間吞霄庄之形式，至乾隆末年，通霄已漸形成今日的街庄規模（中華綜合發展研究院

應用史學研究所總編纂，2001）。由於粵籍移民大量湧入通霄拓墾，閩粵籍人口結構就如表

2、3、4 所示，粵籍人士占三分之二強，李玉羅61先生就曾說：「通霄早期講客語人較多」62。 

 

依據通霄鎮志記載，通霄鎮閩南人占多數的行政區：白東、白西、新埔、通灣，特別是

前三里為絕對多數；客家人占多數的行政區：楓樹、烏眉、福龍、福源、南和、福興、圳頭、

內湖、梅南、坪頂、城北、城南等里（中華綜合發展研究院應用史學研究所總編纂，2001）。

就如圖 2 所示，「通霄靠山是客家人，濱海閩南人多。」63。析言之，通霄是縮小版「山客

海閩」的族群分布格局。 

 

 

 

 

                                                 
61 李家是通霄旺族，李玉羅的高曾祖父李騰清 87 高齡去世，生前已五代同堂，光緒 13 年獲皇帝御准旌表「五

世同堂」，供在李氏公廳。至今李家後裔，每年春祭仍依客家古禮舉行。資料來源：百歲李玉羅見證台灣變遷，

http://web3.hakka.gov.tw/ct.asp?xItem=26405&ctNode=1143&mp=103&ps=。 
62

 同註 7。 

63 同註 7。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AB%B8%E7%BE%85%E7%B8%A3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B7%A1%E6%B0%B4%E5%BB%B3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AF%89%E9%AD%9A%E6%BD%AD_(%E8%8B%97%E6%A0%97)
http://web3.hakka.gov.tw/ct.asp?xItem=26405&ctNode=1143&mp=103&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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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通霄鎮行政區域圖 

資料來源：通霄鎮公所，http://www.tungshiau.gov.tw/mp.aspx。 

 

 

二、通霄鎮「平埔客家化」、「客家福佬化」的圖像 

 

苗栗縣境於清領時期曾經先後出現四座民間興建的城池，分別為最早的通霄土城（1806

年），其次是中港石城（1821 年）、後龍石城（1834 年），最後是房裏石城（1855 年），通霄

土城是其中唯一客家人興建的。土城位於通霄鎮中部偏東南方，清乾隆二十二年（1757 年）

有廣東「詹望觀」者進入這一帶開闢，因當時土地是屬平埔道卡族所有，詹於是就地取材建

造土城以防「番害」，後因不勝「番擾」乃棄城、棄地而去；清嘉慶十一年（1806 年）有房

裡、貓盂兩社的平埔族再度入墾土城一帶（今城南、城北里），漢人則有黃舉英64來墾，再次

建造土城（中華綜合發展研究院應用史學研究所總編纂，2001）。由於客家人夾帶優勢人口進

                                                 
64 來自於福建汀洲客家人士。 

http://www.tungshiau.gov.tw/mp.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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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通霄平埔番界墾殖，也使得原本居住於土城的平埔族被客家同化。 

 

早期南勢溪水深可停泊商船，為銅鑼、三義、苗栗等地貨物「吞」吐「銷」售中心，當

時就有許多挑擔運送貨物的古道，諸如「挑鹽」、「挑炭」、「挑樟腦」、「挑香茅」的古道連結

到通霄沿海地區，形成貨物交易的街廓。日後再加上沿海鐵、公路交通運輸網絡的建設，以

及工商產業的發展，近山的客家人開始移住通霄街上，沿海的通西、通東市街日漸繁榮，而

這裡的通用語言是閩南語，大部分的客家人也就慢慢的福佬化，其中還包括原本客家化的平

埔族人福佬化。這也解釋了，表 4 民國 45 年（1956 年）到表 1 通霄鎮客家人口比例何以變

化如此之大的原因。 

 

三、對客家文化重點發展區政策的回應 

 

    邱榮舉與王保鍵（2012）認為《客家基本法》可歸納為十個主要重點：（1）客家事務相

關概念、名詞之基本性定義；（2）強化客語之復振與傳承；（3）客語之公共化：公事語言之

推動；（4）創設客家文化重點發展區；（5）發展經濟權之文化產業；（6）推動客家知識體系

之發展；（7）客家族群傳播與媒體近用權之保障；（8）客家公務專業化：國家考試增訂客家

事務相關類科；（9）全球客家文化交流與研究中心；（10）全國客家日與客家族群意識凝聚。 

 

 而其中最具有新意與發展性者，應屬「客家文化重點發展區」。按《客家基本法》第 6 條

第 1 項規定：「客家委員會對於客家人口達三分之一以上之鄉（鎮、市、區)，應列為客家文

化重點發展區，加強客家語言、文化與文化產業之傳承及發揚」。以《客家基本法》為基礎，

客家委員會透過客家文化重點發展區為平台，運用各項政策工具，積極發展客家族群之語言

權、文化權、經濟權、客家知識體系。因此，客家文化重點發展區政策之特徵可歸納為：（1）

制度性保護措施，（2）資源分配機制，（3）均衡城鄉發展工具，（4）多元文化保存與治理機

制，（5）知識體系發展工具。 

 

    然而，這藉由選定具特殊客家特色之特定地區，凸顯客家語言、文化與其他族群文化之

區別，以達成客家語言、文化及產業傳承創新的客家文化重點發展區政策，透過制度的安排

進入對通霄鎮客家族群產生什麼樣的衝擊呢？ 

 

（一）福佬化客家族群因客家文化重點發展區政策發展出多重的認同形式 

 

族群文化與認同是一種持續轉變（becoming）的過程，總在不同的社會、歷史、政治、

經濟脈絡下不斷混合、對話、重整與再建構，相較於過去靜置、固定不動的定義方式，新的

族群經驗顯示出一個「不穩定、再連結、混雜、切割與再混合的過程」（Hall, 1990；1992）。

由於資源、機會與環境的限制，使族群之內與族群之間，難免為了生生永續的開展，而有「與

時皆行」的或鬥或和之辯證關係（蕭新煌，2000）。換言之，當客家文化重點發展區相關的

制度性安排，自認為是「他群」的「福佬客」，他們對於客家族群「我群」的族群態度 （ethnic 

attitudes），確實可能會再混雜、再建構，進而會對客家文化的認識形成新的連結，發展出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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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的認同形式。 

 

（二）隱形化客家族群因客家文化重點發展區政策而勇於表達其客家族群身分 

 

    通霄鎮因為透過一些客家活動，讓他們能在活動中看到自己熟悉的東西，可以喚起他們

的記憶，進而產生認同感，也就更願意主動承認自己是客家人，以及表達自身客家族群的身

分。所以，通霄鎮的客家族群在列入客家文化重點發展區，以及相關政策推動時，對於「顯

化」客家族群認同與「深化」族群意識，有非常大的幫助，使客家族群對自我族群身分的認

同度有強度上的改變，也逐漸獲得非客家族群的支持與認同，相關政策的施行喚起客家族群

的「文化意識」覺醒，訴求政府對客家文化的保存，提出制度性的保障措施有相當大的功能。 

 

 

伍、客原複合行政區之族群與政經關係：以苗栗縣泰安鄉與南庄鄉為場域 

 

臺灣自1990年代開始，以外省人、本省籍福佬人、本省籍客家人、及原住民進行族群分

類的「四大族群」之政治論述，逐漸成為一般人對於臺灣人群分類看法的主流認識方式（王

甫昌，2013）。在四大族群中，政府對原住民及客家族群之制度性保障機制有著類似的作為：

（1）族群型代表性行政機關：651996年，設置「行政院原住民委員會」（現已改制為「原住

民族委員會」）；2001年，設置「行政院客家委員會」（現已改制為「客家委員會」）；（2）族群

性基本法：662005年制定《原住民族基本法》，2010年制定《客家基本法》；（3）族群型行政

區域：族群聚居之鄉（鎮、市、區）列為原住民行政區（原住民族地區）及客家文化重點發

展區（客庄）。 

     

然而，「客家文化重點發展區」運作七年餘，陸續浮現一些制度面及實務面的待研究處理

議題；其中又以「客原複合行政區」具有優先重要性，其理由為《原住民身分法》與《客家

基本法》對於族群身分認定方式，截然不同。日治時期為強化原住民之管理，特別辦理原住

民戶籍登記，戶口調查簿成為《原住民身分法》認定原住民身分之準據；相對地，客家人因

無戶籍登記資料可供查考，遂採取寬鬆的認定方式，67致在客原複合行政區內，戶籍資料登

記為原住民者，也可能因「客家淵源」在客家委員會的「多重認定」取樣法而被納入客家人

                                                 
65 孫煒（2010）指出，族群型代表性行政機關，可代表該族群之利益，反映該族群之價值，以制定與執行族群

政策，並作為促進族群參與以及保障各種族群文化的機制，可緩解族群政治中的潛在衝突與爭議。陳定銘

（2013）指出，「代表性行政機關」包含「代表性官僚」的概念，即是主張行政體系中的官員的組成，應反映

出社會群體的結構，具有相同群體背景之官員，能做出有利於該群體之公共政策。 
66 所謂「基本法」，就規範層次，可分憲法層級與法律層級；就規範目的，係指針對特定領域之原則性、基本性

規範。基本法，又可分法律名稱外觀上為基本法（如《原住民族基本法》、《客家基本法》）者，或法律實質規範

上為基本法（如《地方制度法》）者。憲法層級之基本法自具有憲法之最高性。至法律層級之基本法，在於正式

宣示過去未受重視的價值理念，或揭櫫未來相關立法目標及其規劃，或統合不同機關部門之權責，或積極創設

現行法律中尚無之新措施（謝在全、黃玉振，2009）。簡言之，法律層級之基本法則為該領域根本大法（準憲法）

具有確立政策方向、政策目標、架構該領域法體系規範之功能。 
67 《客家基本法》第 2 條第 1 款：客家人，指具有客家血緣或客家淵源，且自我認同為客家人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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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統計；然而，此等兼具客家與原住民身分之雙族裔者，其真實之族群認同取向為何？（3）

客原複合行政區可分為「客家山原複合行政區」及「客家平原複合行政區」二類，《地方制度

法》第33條第2項第2款第2目、第57條第2項、第58條第4項設有山地原住民行政區之縣議員名

額保障，及山地鄉（區）長須具山地原住民身分者，致「客家山原複合行政區」之地方行政

首長必為原住民；相對地，「客家平原複合行政區」因未有原住民政治參與權之制度保障，居

民投票取向結果，多由客家人擔任地方行政首長，地方治理上的差異性，是否會影響族群意

識的強弱？（4）2017年6月施行的《原住民語言發展法》第14條至第16條規定於「原住民族

地區」68以原住民地方通行語書寫公文書等，審議中的《客家基本法修正草案》亦規定於客

家文化重點發展區推行客語為地方通行語，兩部法律如何在客原複合行政區實踐？ 

     

目前「客原複合行政區」計有 16 個，臺灣西部地區有苗栗縣泰安鄉及臺中市和平區（客

家山原複合行政區），暨新竹縣關西鎮、苗栗縣南庄鄉、獅潭鄉（客家平原複合行政區）等五

個；臺灣東部地區則有花蓮縣鳳林鎮等 11 個（皆為客家平原複合行政區）。因臺灣東部地區

僅有「客家平原複合行政區」；相對地，臺灣西部地區兼有「客家山原複合行政區」及「客家

平原複合行政區」，制度設計較為多元、複雜，本文以臺灣西部的苗栗縣泰安鄉（客家平原複

合行政區）及南庄鄉（客家平原複合行政區）為研究場域，並運用族群關係相關理論，及文

獻分析法，探討以下問題：（1）《地方制度法》對於山地鄉之政治參與保障機制，對客家與原

住民族群關係之影響？（2）《原住民保留地開發管理辦法》之原住民保留地機制，對客家與

原住民族群關係之影響？（3）設置客家文化重點發展區，導入客家委員會的預算資源，對客

家與原住民族群關係與政經關係之影響？  

 

一、理論分析與文獻回顧 

 

（一）客家人與原住民身分之認定 

 

    對於民族或族群的界說，較為人所熟知者為「原生論」（primordialism）及「工具論」

（instrumentalism）兩種論述；前者具有共同之血統、語言、文化等「與生俱來」的「外顯

性」，又被稱之為「本質論」；後者則具有共同歷史、經驗、記憶等「自我認同」的「主觀性」，

而此種主觀自我認同是得以後天「社會建構」，又被稱之為「建構論」（施正鋒，1998：68；

王甫昌，2003：10；劉阿榮，2007；王保鍵，2016）。此外，Fredrik Barth 在 1969 年主編出

版了《Ethnic Groups and Boundaries: The Social Organization of Cultural Difference》一書認為，

針對族群做客觀的描述，還不如觀察族群的邊界來得重要（黃宣衛，2010）。在四大族群中，

原住民族和客家族群有較為鮮明的族群論述與訴求：原住民重視平等與尊重，客家族群則更

重視文化保存與復興；至於閩南和外省族群則沒有明顯的族群訴求（鍾國允，2017）。林修

澈（2016：23）則將臺灣的的族群，分為以下 4 類：（1）第一類：原住民族，有明確的民族

身分登錄與民族認定；（2）第二類：Holo 人、客家人、外省人，雖具有族群認同感，但未有

身分認定與民族認定；（3）第三類：平埔族：無民族身分，但試圖爭取身分認定與民族認定；

                                                 
68 按「原住民地區」係原住民族行政區域，行政院 2002 年 4 月 16 日院臺疆字第 0910017300 號函同意核定「原

住民地區」包括 30 個山地鄉及 25 個平地原住民鄉（鎮、市），共 55 個鄉（鎮、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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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第四類：新移民及移工，這兩群實質上不是族群，雖具有民族文化屬性，但未達「集

體權」的訴求。 

     

在我國法制規範上，原住民係依《原住民身分法》第 2 條69規定，以血統之「原生論」

為認定標準。相對地，客家人則依《客家基本法》第 2 條規定，從「客家血緣」、「客家淵源」、

「客家自我認同」等三個面向加以認定，是兼採「原生論」及「工具論」。也因原住民與客

家人身分認定標準上之差異，原住民可依戶籍登載資料而取得明確的人口統計數據，客家人

的人口數則採調查統計推估70而取得概數。 

     

客家委員會為進行客家人口調查推估，將《客家基本法》第 2 條第 1 款更細緻的界說為：

（1）客家血緣以「親生」之父親、母親、祖父、祖母、外祖父、外祖母或祖先中，任一個對

象為客家人者，即歸類為具有「客家血緣」；（2）客家淵源以「配偶是客家人」、「其他家人是

客家人（如養父母等）」、「住在客家庄且會說客家話」或「職場或工作關係會說客語」，只要

具有上述任何一項即認定為具有「客家淵源」71；（3）包括單一自我認定及多重自我認定中，

受訪者自我認定為客家人者，即具有「客家自我認同」（客家委員會，2014：17）。相對於原

住民以專法（《原住民身分法》）認定原住民身分，客家人並無戶籍登記資料為基礎，俾憑認

定身分，致實際的社會生活中，多以是否會使用客語作為認定主要標準，讓客語成為客家族

群外顯的象徵。 

 

（二）客原複合行政區 

 

    臺灣原住民行政區之設置，係先建置「山地原住民行政區」，再設置「平地原住民行政區」，

原住民行政區之設置，可分為以下幾個階段：（1）國民政府治臺之初，已由省政府設置山地

原住民行政區；（2）平地原住民行政區之設置，可分為「設置二一個平地原住民行政區」、「增

加苗栗縣獅潭鄉為平地原住民行政區」、「增加新竹縣關西鎮等三鄉（鎮）為平地原住民行政

區」等三個歷程（王保鍵，2015）。 

     

客家委員會所公告的 70 個「客家文化重點發展區」中，部分是與「原住民行政區」重疊

的，目前計有 16 個鄉（鎮、市、區）是兼具「客家文化重點發展區」與「原住民行政區」之

雙重身分者（表 5）。 

 

 

                                                 
69 《原住民身分法》第 2 條：本法所稱原住民，包括山地原住民及平地原住民，其身分之認定，除本法另有規

定外，依下列規定：（1）山地原住民：臺灣光復前原籍在山地行政區域內，且戶口調查簿登記其本人或直系血

親尊親屬屬於原住民者。（2）平地原住民：臺灣光復前原籍在平地行政區域內，且戶口調查簿登記其本人或直

系血親尊親屬屬於原住民，並申請戶籍所在地鄉（鎮、市、區）公所登記為平地原住民有案者。 
70《客家基本法》第 2 條第 4 款：客家人口：指行政院客家委員會就客家人所為之人口調查統計結果。 
71 客家委員會於 2017 年 2 月 22 日公布的「2016 年全國客家人口暨語言基礎資料調查研究」結果，客家人口比

例為 19.3%，推估客家人口總數 453.7 萬人（客家委員會，2017）；此人口推估調查將「客家淵源」概念調整為「配

偶是客家人」、「其他家人是客家人」、「住在客家庄且會說客家話」、「工作關係會說客語」及「社交或學習會說

客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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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客家文化重點發展區與原住民行政區對照表 

直轄

市、縣

(市) 

客家文化重點發展區 

原住民行政區 

山地原住民行政區 
平地原住民行政區 

新北市  烏來區  

桃園市 

第一次公

告 

中壢區、楊梅區、龍潭

區、平鎮區、新屋區、

觀音區 

復興區 

 

第二次公

告 
大園區  

第三次公

告 
大溪區  

新竹縣 
第一次公

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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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峰鄉、尖石鄉 關西鎮 

新竹市 

第一次公

告 
東區 

 

 

第二次公

告 
香山區  

苗栗縣 

第一次公

告 

苗栗市、竹南鎮、頭份

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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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苑裡鎮、

後龍鎮 

泰安鄉 南庄鄉、獅潭鄉 

第二次公

告 
通霄鎮 

臺中市 

第一次公

告 

東勢區、新社區、石岡

區、和平區 
和平區 

 

第二次公

告 
豐原區  

南投縣 

第一次公

告 
國姓鄉 

仁愛鄉、信義鄉 魚池鄉 
第二次公

告 
水里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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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林縣 

第一次公

告 
無 

 

 

第二次公

告 
崙背鄉  

嘉義縣  阿里山鄉  

高雄市 

第一次公

告 

美濃區、六龜區、杉林

區 那瑪夏區、桃源

區、茂林區 

 

第二次公

告 
甲仙區  

屏東縣 
第一次公

告 

長治鄉、麟洛鄉、高樹

鄉、萬巒鄉、內埔鄉、

竹田鄉、新埤鄉、佳冬

鄉 

三地門鄉、霧台

鄉、瑪家鄉、泰武

鄉、來義鄉、春日

鄉、獅子鄉、牡丹

鄉 

滿州鄉 

宜蘭縣  大同鄉、南澳鄉  

花蓮縣 

第一次公

告 

鳳林鎮、玉里鎮、吉安

鄉、瑞穗鄉、富里鄉、

花蓮市 
秀林鄉、萬榮鄉、

卓溪鄉 

花蓮市、吉安鄉、

新城鄉、壽豐鄉、

鳳林鄉、光復鄉、

豐濱鄉、瑞穗鄉、

玉里鎮、富里鄉 

第二次公

告 
壽豐鄉、光復鄉 

臺東縣 
第一次公

告 

關山鎮、鹿野鄉、池上

鄉 

海端鄉、延平鄉、

金峰鄉、達仁鄉、

蘭嶼鄉 

台東市、卑南鄉、 

大武鄉、太麻里 

鄉、東河鄉、鹿野

鄉、池上鄉、成功

鎮、關山鎮、長濱

鄉 

合計 
11 個直轄市、縣（市） 

70 個鄉（鎮、市、區） 

12 個直轄市、縣

（市） 

30 個鄉（鎮、市、

區） 

6個直轄市、縣（市） 

25 個鄉（鎮、市、

區） 

註：客家委員會第一次公告客家文化重點發展區為 2010 年 4 月 26 日、第二次為 2011 年 2 月

25 日、第三次為 2017 年 2 月 24 日。資料來源：本文整理。 

 

    「客原複合行政區」，係一鄉（鎮、市、區）同時具有客家文化重點發展區與原住民行政

區之身分者，可分為：（1）「客家山原複合行政區」，客家文化重點發展區與「山地」原住民

行政區複合，包含苗栗縣泰安鄉與臺中市和平區；（2）「客家平原複合行政區」，客家文化重

點發展區與「平地」原住民行政區複合，包含新竹縣關西鎮，苗栗縣南庄鄉、獅潭鄉，花蓮

縣鳳林鎮、玉里鎮、吉安鄉、瑞穗鄉、富里鄉、壽豐鄉、花蓮市、光復鄉，臺東縣關山鎮、

鹿野鄉、池上鄉（王保鍵，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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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客家與原住民關係之研究 

 

《客家基本法》於 2010 年施行，客家委員會於 2010 年 4 月 26 日首次公告客家文化重點

發展區，迄今也僅 7 年，關於客家文化重點發展區的研究，最早應為王保鍵的《臺灣客家運

動與客家基本法》博士論文（2011 年）。而關於客家與原住民複合行政區的研究，應開始於

王保鍵的〈客家文化重點發展區與原住民行政區競合下之族群關係：以苗票縣泰安鄉為例〉

期刊論文（2015 年）。嗣後，陳又甄於 2016 年以《客家山原複合行政區政策對族群關係之影

響－以苗栗縣泰安鄉北五村為例》研撰碩士論文。而關於客家與原住民間族群關係的研究，

已有一定的基礎，約略可分為以下的視野： 

A、客家與原住民通婚：梁世武（2015）從四大族群通婚研究，發現傳統以父親為主要認同

的方式，正逐漸發生變化。彭尉榕（2006）從「客男原女」之通婚模式，發現族群身分

的認定與認同的轉變，與政治法令、優惠政策以及族群意象的轉變息息相關。 

B、客家與原住民互動的歷史：詹素娟（2008）以 1895 年至 1950 年為範圍所進行新苗地區

客家族群與原住民互動歷史之研究。邱顯明（2013）則以清朝時期探討峨眉地區的賽夏

族與客家人之關係。 

C、客家與原住民族群關係：陳鸞鳳（2003）從語言、經濟（以就業人口分析為主）、教育文

化等層面探討戰後的客家人與原住民之間的族群關係。胡家瑜、林欣宜（2003）從歷史

和文化動態對話的觀點，探討新竹苗栗山區賽夏族的族群邊界形塑與區域開發互動的關

聯。 

     

檢視上開客家與原住民關係之研究文獻，可以發現以往的客家與原住民關係研究，多以

歷史性及經驗性研究，以人類學及社會學的視野，探討客家及原住民族群關係的歷史發展及

現況。 

 

                           客原複合行政區 

 

 

 

                            泰安鄉  南庄鄉 

                          （山原） （平原） 

        山地鄉保障                                原住民保留地 

         （政治）                                    （經濟） 

圖 3  分析架構 

資料來源：本研究繪製 

 

    本研究將就政治及經濟角度（如圖 3 所示），在「客原複合行政區」既有的研究基礎上，

進一步以「客家山原複合行政區」（苗栗縣泰安鄉）及「客家平原複合行政區」（苗栗縣南庄

鄉）兩類型，深入探索「客原複合行政區」之政經與族群關係。 

http://tci.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c9TCW6/opt1record?r1=8&h1=1
http://tci.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c9TCW6/opt1record?r1=8&h1=1
http://w1.dorise.info/JCSE/search_result.php?schctg=author&SearchKeyword=%E9%99%B3%E9%B8%9E%E9%B3%B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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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客原複合行政區之政治面分析 

 

（一）泰安鄉與南庄鄉之客家與原住民關係：族群邊界模糊化 

 

    客家委員會於 2010 年 11 月 10 日至同年 12 月 31 日間以電話訪問方式完成 65,566 份樣

本，及於 2010 年 11 月 24 日至同年 12 月 18 日間以面對面家戶訪問方式完成成 1,124 份樣本

（行政院客家委員會，2011：17），據以推估客家人口數，並依據此人口數基礎資料，公告

69 個客家文化重點發展區。 

     

嗣後，客家委員會於 2016 年 8 月 15 日至同年 12 月 15 日再進行客家人口調查，以電話

訪問方式完成 65,732 份樣本（客家委員會，2017：16）72，據以推估客家人口數，並依據此

人口數基礎資料，公告新增桃園市大溪區為第 70 個客家文化重點發展區。而依戶政機關的戶

籍人口統計資料及客家委員會的客家人口統計資料，比較苗栗縣泰安鄉及南庄鄉之人口結構

如表 6。 

 

表 6  泰安鄉與南庄鄉之人口結構 

行 政

區別 

戶政統計 客委會調查統計 

總 人

口數 

非原住

民 

山 地 原

住民 

平 地 原

住民 

客家人（2016 年） 
客家人

（2010年） 

比 例

（%） 
人口數73 

比例（%） 

泰 安

鄉 

5,930 1,667 4174 89 74.43 4,414 40.9 

南 庄

鄉 

10,319 8,224 181 1986 79.15 8,167 81.8 

註：因客家委員會的人口調查執行期間為 2016 年 8 月 15 日至同年 12 月 15 日，戶政人口統

計以 2016 年 12 月底之人口數資料。（資料來源：苗栗縣戶政服務網，2016；客家委員會，2017：

35-36；行政院客家委員會，2011：88） 

 

    檢視泰安鄉及南庄鄉的人口結構，在泰安鄉明顯發生兩個情況：（1）客家人口數急速攀

升，6 年間由 40.9%提升為 74.43%；（2）泰安鄉居民有明顯的多族裔認同，許多具有《原住

民身分法》之原住民法定身分者，亦為《客家基本法》定義之客家人。而在南庄鄉，客家人

口數為 8,167 人，與戶政人口統計資料的 8,224 人相近，納入其他閩南或新住民族群因素，應

                                                 
72 客家委員會 2016 年的客家人口暨語言基礎資料調查研究之提要分析指出，第二階段為「客家社會文化意向與

態度」家戶面訪，係以第一階段客家基本法定義客家人為調查對象，針對客家民眾的遷徙背景、客家認同探討、

生活語言使用情況、客家風俗習慣、客家文化認同等相關議題進行調查，共完成 1,313 份問卷（客家委員會，2017：

16）。 
73 客家委員會的人口數資料，泰安鄉為 6 千人、南庄鄉為 1 萬 6 佰人，本文為求精確，以 12 月底戶政人口統計

數，乘上客委會的客家人口比例，獲得客家人口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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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推斷南庄鄉亦有多族裔認同之情況。 

     

上開情況合理的解釋，應為客家委員會係以「多重自我認定」來認定客家人，致使在客

原複合行政區進行客家人口調查時，會發生具有原住民法定身分者（戶籍資料登記為原住

民），亦因其多重自我認定有客家人身分之選擇，而被納入客家人口數中，並導致原住民與客

家之族群邊界的模糊化。 

 

（二）原住民行政區政治參與之制度保障 

 

    原住民行政區之政治參與權保障，山地原住民行政區（泰安鄉）之保障程度高於平地原

住民區（南庄鄉）。在山地原住民部分，有鄉長及縣議員保障：（1）依《地方制度法》第 33

條第 2 項第 2 款第 2 目規定，有山地鄉者，於縣議員總額內應有山地原住民選出之縣議員名

額。（2）《地方制度法》第 57 條第 2 項規定，山地鄉鄉長以山地原住民為限。鄉（鎮、市）

民代表則無山地原住民之名額保障。 

 

而在平地原住民部分，僅有縣議員及鄉民代表之保障（須達一定人口數）：（1）《地方制

度法》第 33 條第 2 項第 2 款第 2 目規定，縣（市）有平地原住民人口在一千五百人以上者，

於縣議員總額內應有平地原住民選出之縣（市）議員名額。（2）《地方制度法》第 33 條第

2 項第 3 款第 2 目規定，鄉（鎮、市）有平地原住民人口在一千五百人以上者，於鄉（鎮、

市）民代表總額內應有平地原住民選出之鄉（鎮、市）民代表名額。 

     

申言之，山地原住民行政區（泰安鄉）採「行政區保障」，只要有山地原住民區（山地鄉）

之設置，不論其人數多寡，必有鄉長及縣議員名額保障。相對地，平地原住民行政區（南庄

鄉）採「人口數保障」，俟平地原住民達一定人口數，賦予縣議員及鄉（鎮、市）民代表名額

保障。 

 

（三）泰安鄉與南庄鄉政治實作之比較 

     

    泰安鄉為山地原住民行政區，鄉長依法須具有山地原住民身分者；而南庄鄉鄉長則無身

分上限制，由居民依其偏好選出，現任賴姓鄉長為客家人（已為第二任）。有關泰安鄉與南庄

鄉的政治實作，分析如表 7 所示。 

 

表 7  本屆泰安鄉與南庄鄉民代表會之族群結構 

泰安鄉民代表會 南庄鄉民代表會 

職稱 姓名 身分別 職稱 姓名 身分別 

主席 劉興殷 區域（客） 主席 邱梓增 區域（客） 

副主席 簡義成 山原 副主席 詹永煌 區域（客） 

代表 盧光明 山原 代表 詹金菊 區域（客） 

代表 張貴忠 區域（客） 代表 風英雄 平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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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 張明輝 區域（客） 代表 風勝華 平原 

代表 陳道光 山原 代表 王玉魁 區域（客） 

代表 吳雅各 山原 代表 張滿福 區域（客） 

代表 謝永晟 區域（客） 

代表 黃順源 區域（客） 

註：身分別（區域、山原、平原）係以內政部地方公職人員資訊服務網登載資料為依據。而

區域身分之代表具有客家人身分，係訪談苗栗縣客家事務專責機構（苗栗縣政府文化觀光局）

一級主管以上者所獲知。（資料來源：內政部民政司，無年代） 

 

1、泰安鄉選民有跨族裔投票取向 

 

    泰安鄉鄉民代表選舉劃分為三個選舉區，具山地原住民身分的鄉民代表分別由三個選舉

區選出，且並無山地原住民鄉民代表之保障機制，顯見原住民的投票行為，仍有一定程度的

族群認同投票取向。然而，就泰安鄉之戶籍人口統計資料非原住民人口數占總人口數的 28%，

卻能在 7 席代表會總額中，取得 3 席，顯見有許多原住民居民有「跨族裔投票取向」，將票投

給客家人。 

 

2、泰安鄉存有客原共治模式 

 

    泰安鄉的客原共治模式，可由行政權與立法權互動及代表會內部權力結構窺見。 

    就鄉長與代表會主席之關係，泰安鄉長依法須為山地原住民，代表會主席則多由客家籍

擔任（第 16 屆、第 17 屆、第 18 屆、第 20 屆）。74 

     

就代表會內部權力結構，泰安鄉民代表會內部存有主席與副主席之客原共治的模式。本

（20）屆泰安鄉代表會的組成結構為 4 席山地原住民，3 席為客家人，代表會主席係由客家

人當選出任，副主席由原住民擔任。第 19 屆泰安鄉代表會的主席為楊政孝（山地原住民）、

副主席為張明輝（客家籍），第 18 屆泰安鄉代表會的主席為劉興殷（客家籍）、副主席為楊政

孝（山地原住民）。 

 

3、南庄鄉長多由客家人出任 

 

    南庄鄉的原住民人口數為 2,176 人，與非原住民的 8,224 人差距頗大，鄉長選舉又無原住

民保障機制，致使歷來鄉長多由客家籍當選出任。然而，鄉長雖是客家籍，但其施政尚能考

量南庄鄉為平地原住民聚居處，而有相應的原住民政策。如現任鄉長的七大政見，75無客家

政見，而有一項原住民發展政見。 

                                                 
74 此四屆的代表會主席皆為劉興殷。劉興殷於第 19 屆因故無法連任代表，第 19 屆代表會主席由第 18 屆代表會

副主席楊政孝出任。本（20）屆，楊政孝未參選鄉民代表，係參選泰安鄉長，惟未當選鄉長。 
75 現任鄉長賴盛為之政見為：（1）延續政策性工作；（2）加強中港溪護岸安全設施及綠美化；（3）廣設農特產

品交易平台；（4）提升觀光業者服務品質及環境美化與安全措施；（5）加強老人弱勢關懷與照顧；（6）爭取地

方遊憩區設立及招商投資；（7）加強原住民各項產業提升及文化保存（苗栗縣南庄鄉公所，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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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南庄鄉原住民鄉民代表受制度保障影響 

 

    按南庄鄉之平地原住民人口數超過 1500 人，應依《地方制度法》第 33 條第 2 項第 3 款

第 2 目規定，於鄉民代表選舉，給予平地原住民名額保障。因此，南庄鄉鄉民代表選舉，劃

分為 4 個選舉區：（1）第一選區：東村、西村、南江村、蓬萊村、東河村，應選 4 席；（2）

第二選區：田美村、獅山村，應選 2 席；（3）第三選區：南富村、員林村，應選 3 席；（4）第

四選區：全鄉各村平地原住民，應選 2 席（苗栗縣南庄鄉公所，2017）。意即，南庄鄉民代表

選舉的第 4 選舉區，就是《地方制度法》原住民保障機制者。 

     

此外，因我國《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關於原住民選舉人（第 16 條）、候選人（第 24

條第 1 項）、選舉區（第 36 條第 1 項）之規定，如設有平地原住民選舉區者，平地原住民僅

能圈投平地原住民之候選人，而客家人亦無法圈投平地原住民之候選人。因此，南庄鄉在《地

方制度法》及《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之制度設計下，不易發生跨族裔投票之情況 

 

三、客原複合行政區之經濟面分析 

 

（一）原住民保留地 

 

    「原住民保留地」，指為保障原住民生計，推行原住民行政所保留之原有山地保留地及

經依規定劃編，增編供原住民使用之保留地，《原住民保留地開發管理辦法》第 3 條定有明

文。按原住民保留地淵源已久，遠自清代即有番地之設置，日治時代亦設置有準要存置林野

地；國民政府來台後以後，政府為保障原住民之生計，推行原住民行政，亦保留了 24 萬多公

頃作為原住民保留地；嗣後，因原住民人口增加，原來分配給原住民使用的耕地（農地及林

地），已經不夠維持基本的生活，原住民有增加土地面積的需求，以發展原住民族經濟，所

以陸續辦理增編原住民保留地，增編的土地面積約有 1 萬 7 千公頃（臺東縣政府，2012：1）。
76關於原住民保留地，涉及層面略以： 

 

1、客家人於原住民保留地內，無法取得土地所有權 

 

    按《山坡地保育利用條例》第 37 條規定，山坡地範圍內山地保留地，輔導原住民開發並

取得耕作權、地上權或承租權。其耕作權、地上權繼續經營滿五年者，無償取得土地所有權，

除政府指定之特定用途外，如有移轉，以原住民為限；其開發管理辦法，由行政院定之。而

依《山坡地保育利用條例》第 37 條規定所訂定的《原住民保留地開發管理辦法》第 8 條、第

9 條、第 12 條和第 14 條的規定，原住民所使用的土地可以取得耕作權、地上權、所有權、

租賃權及無償使用權。77 

                                                 
76 原住民的傳統土地使用大致可區分為社地、獵場、漁區及耕地等幾類（林秋綿，2001）。 
77 官大偉（2015：146）指出：非原住民使用原住民保留地之六種類型：（1）非原住民租用公有保留地；（2）非

原住民占用公有保留地；（3）原住民設定地上權或耕作權之公有保留地，私下轉租予非原住民；（4）原住民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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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外，《原住民保留地開發管理辦法》第 18 條規定，原住民取得原住民保留地所有權後，

除政府指定之特定用途（指政府因興辦土地徵收條例規定之各款事業需要）外，其移轉之承

受人以原住民為限。因此，客家人於原住民保留地內，無法取得土地所有權。 

 

2、客家人使用原住民保留地 

 

    按原住民保留地依其所有權屬可分為「公有保留地」及「私有保留地」兩大類，而公有

保留地可再細分為「設定工作權或地上權之公有原住民保留地」及「未設定工作權或地上權

之公有原住民保留地」兩個子類型。 

 

（1）公有原住民保留地 

 

    按《原住民保留地開發管理辦法》第 28 條，賦予非原住民合法承租「公有原住民保留地」

之途。然而，在使用上仍面臨以下限制，以致糾紛迭起：（1）建築面積限制：非原住民承租

保留地雖可依法做為自住房屋基地，然其建築面積卻限制在 0.03 公頃之內，致部分非原住民

因其建築基地面積過大而喪失租約；（2）耕作使用限制：保留地雖可供非原住民承租耕作及

自住使用，然並不賦予承租人興建相關農業設施(如農舍、倉儲等)之權利，導致承租人在耕

作使用上面臨諸多限制與挑戰；（3）宜林地使用限制：由於原住民保留地範圍與特定水土保

持區、山坡地保育區多有重疊，其土地使用常受《水土保持法》、《山坡地保育利用條例》等

規範限制，以致容易因違規使用而被撤銷租約（監察院，2016）。 

     

 此外，按「原住民保留地租賃契約」規定：出租基地78之租金率，遵照行政院核示不分自

住、營業或非營業用地，均為出租土地公告地價年息百分之 3；但觀光遊憩事業及社會福利

事業用地，非建築用地部分，按出租土地公告地價年息百分之 1.5 核算年租金。也就是說，

公告地價調升會影響非原住民之租金給付金額。而《平均地權條例》於 2017 年 5 月 10 日修

正公布，將原規定公告地價採每三年調整一次，調整為每二年規定一次；導致非原住民租用

公有原住民保留地之租金變動性更高。因此，實務上，大型投資計畫（如溫泉飯店）不採租

用公有原住民保留地之方式。 

 

（2）私有原住民保留地 

 

    依《原住民保留地開發管理辦法》第 18 條規定，原住民取得原住民保留地所有權後，除

政府指定之特定用途外，其移轉之承受人以原住民為限。復依《民法》第 765 條規定，所有

人，於法令限制之範圍內，得自由使用、收益、處分其所有物，並排除他人之干涉。意即，

                                                                                                                                                                  
定地上權或耕作權之公有保留地，私下轉讓予非原住民；（5）原住民已取得所有權之私有保留地，租予非原住

民；（6）原住民已取得所有權之私有保留地，私下轉賣予非原住民；上述六種類型之中，第 2、3、4、6 種屬違

法使用。 
78 包括自用住宅建地、承採林木設施用地、交通用地、墳墓用地、合法團體所需建築用地(不包括教會用地)、

觀光遊憩事業設施建築用地、工廠用地、旅館用地、商店用地或其他供為營業用建築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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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有原住民保留地所有權移轉之承受人以原住民為限外，其他有關處分、收益及使用等，基

於所有權能之行使，應依民法、土地法及相關法令規定辦理（內政部 2007 年 4 月 20 日內授

中辦地字第 0960044520 號函）。 

     

 而泰安鄉及南庄鄉，在地原住民以務農為主，商業經營多由客家人掌握。近年來，泰安

鄉及南庄鄉觀光產業興盛，溫泉飯店或大型餐廳的開發經營，須專業的知識及龐大的資金，

更成為原住民進入的高門檻，而客家人在原住民保留地排除非原住民取得土地所有權之規範

下，也發展出因應之道：「租用私有原住民保留地」、「借名登記契約」、「設權登記」方

式。實務上，因「借名登記契約」之效力無法及於第三人，79一般多會將「借名登記契約」

搭配設定高額抵押或永久地上權等方式，以實質取得土地使用權。 

 

3、鄉長為原住民保留地權利審查委員會主委 

     

    依《原住民保留地開發管理辦法》第 6 條規定，原住民保留地所在之鄉（鎮、市、區）

公所應設原住民保留地土地權利審查委員會。而按《鄉鎮市區原住民保留地土地權利審查委

員會設置要點》第 2 點規定，鄉（鎮、市、區）原住民保留地權利審查委員會掌理事項為：（1）

原住民保留地土地權利糾紛之調查及調處事項。（2）原住民保留地分配、收回、所有權移轉、

無償使用或機關學校使用申請案件之審查事項。（3）原住民保留地改配土地補償之協議事項。

（4）鄉（鎮、市、區）公所、原住民、未具原住民身分者或公、民營企業申請租用原住民保

留地之審查事項。 

     

 又《鄉鎮市區原住民保留地土地權利審查委員會設置要點》第 3 點規定，本會置主任委

員一人，由鄉（鎮、市、區）長兼任；委員八人至十人，由鄉（鎮、市、區）公所就鄉（鎮、

市、區）公所轄內之公正人士或原住民社區推舉熟諳法令之熱心公益人士聘兼之。前項人員

應有五分之四為原住民，聘期與鄉（鎮、市、區）長任期同，人員之聘兼並應報縣（市）政

府備查。因「原住民保留地土地權利審查委員會」對於原住民保留地之分配與使用，有極高

的決定權，而此委員會又以鄉長為當然主任委員，導致原住民保留地分配與使用，出現「政

商關係複雜化」之議題，也牽動地方政治生態。 

 

（二）發展兼具原住民與客家文化特色之「客原複合文化產業」 

     

    泰安鄉及南庄鄉的政治及經濟中心，不約而同的都以「老街」為核心：泰安鄉的洗水坑

老街以「豆腐」聞名，南庄老街則多見「桂竹筍」之販售。近年來，隨著觀光休閒產業的興

盛，泰安鄉的溫泉與原住民文化、南庄鄉之「慢城」，讓兩地的文化觀光產業日益發展。 

                                                 
79 按最高法院 2017 年度第三次民事庭會議曾就「借名人甲與出名人乙就特定不動產成立借名登記關係，乙未經

甲同意，將該不動產所有權移轉登記予第三人丙，其處分行為效力如何？」，決議採「有權處分說」：不動產借

名登記契約為借名人與出名人間之債權契約，出名人依其與借名人間借名登記契約之約定，通常固無管理、使

用、收益、處分借名財產之權利，然此僅為出名人與借名人間之內部約定，其效力不及於第三人。出名人既登

記為該不動產之所有權人，其將該不動產處分移轉登記予第三人，自屬有權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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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泰安鄉及南庄鄉被公告為客家文化重點發展區後，客家委員會須依《客家基本法》

第 6 條規定，加強客家語言、文化與文化產業之傳承及發揚。在泰安鄉，客家委員會的政策

工具及預算資源也陸續導入加上客家桐花祭、天穿日等節慶活動，除讓經濟資源更向客家傾

斜外，也提升當地客家認同，致客家人口數成長（泰安鄉客家人比例由 2010 年的 40.9%成長

為 2016 年的 74.43%）。而在南庄鄉，原本就已有濃郁的客家文化，客家委員會投入更多資源，

如「2017 年南庄慢城客家淺山產業復甦計畫」，在強化客家元素的同時，似乎也弱化原住民

元素。 

     

聯合國認為文化產業(Cultural Industries)包含包括出版，音樂，電影，手工藝和設計，並

在未來的文化發展上發揮關鍵性的功能（UNESCO，2017）。而原住民手工藝及設計，包括編

織、製陶、織繡與雕刻等類別（萬煜瑤，2009），極具特色，應與客家的藍染、藍衫等服飾結

合，以客家與原住民文化交錯，發展出「客原複合文化產業」，讓泰安鄉及南庄鄉之客原複合

行政區形塑自身的文化產業特色。 

     

事實上，早在 1980 年代，英國的大倫敦議會（Greater London Council）基於文化產業不

會增加政府的公共支出，且能增加政府收入及促進就業，就已開始廣泛地推動文化產業

（O’Connor，2000）。因此，運用在地資源，無庸等待中央政府的介入，以多元文化主義

（Multiculturalism）思維，讓客家與原住民呈現非競爭之合作關係，積極發展具有在地文化

性之「客原複合文化產業」有助於兩地的繁榮發展。 

 

 

陸、結論 

 

族群有其權利的相對性，在面對多元文化時，弱勢族群為維繫其文化認同，須獲得「重

要他者」（significant other）的尊重與承認；而優勢族群所秉持的政治哲學，是左右族群關係

與族群政治走向的關鍵（謝國斌，2013）。在臺灣，強勢族群為落實憲法多文化主義的精神，

透過設置族群代表性機關，訂定相關族群的基本法，以及運用各項政策工具來維持弱勢族群

的基本生存和維繫文化認同；而客家也就在這樣的氛圍下，得到「重要他者」的尊重與承認。 

 

「制度」與「行為」間之互動研究，一直以來是社會科學所關心的焦點所在。公共政策

對制度安排之影響，以及制度對行為的影響，也深刻衝擊著族群的「社會心理」層面，並影

響族群的認同。許維德（2013）就指出，族群認同是一動態的發展過程，要了解它是如何被

建構出來的，必須將其理解為某種發展性的「形成過程」。換言之，客家相關的制度安排與

政策施行，「客家認同」亦將可能成為某種發展性的「形成過程」。依據客家委員會2008、2011

年苗栗縣客家人口調查（詳見表1）發現，苗栗縣大多數鄉鎮市的客家人口比例是增加的，其

中本研究範圍的七個鄉鎮中，通霄鎮、竹南鎮、南庄鄉、獅潭鄉、泰安鄉五個鄉鎮的客家人

口比例都有明顯增加，但苑裡鎮、後龍鎮卻呈現減少趨勢。顯見，客家文化重點發展區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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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客家認同」有一定程度的影響，亦可能是形成「客家認同」的一個過程。因為，制度安

排在族群邊界形成的過程中扮演一定的角色，且族群邊界的改變、形塑或再造，與利益的策

略性計算有關（許維德，2013；靳菱菱，2013）。 

 

    然而，族群政治化（politicization of ethnicity）是理解「族群形塑」過程的重要面向，一

方面族群政治化可能會激化族群動員；另一方面卻可能透過政策規範，將國家所認定的族群

範疇強加在常民百姓身上（李維德，2013）。就以桃園市大園區鄉為例，當地雖仍保留不少的

客家文化地景，諸如和平村梁氏、田心村湯氏、黃氏的伙房屋、半月池，以及因閩客械鬥所

留下的大坵園城遺跡、李仔溪崁古戰場遺跡、龍樹坑四庄輪值的祭祀活動與空間等。但是，

在調查研究期間經常聽到在地閩南人會說「大園區沒有客家人」、「我們不是客家鄉鎮，我們

沒有客家文化」，以及福佬化的客家人表示：「我們是客家人，但已經不會說客家話」、「我們

祖先可能是客家人，但不確定」等（周錦宏，2012）。以族群發展（或生存）為前提來追求政

治、經濟利益，將會更激化認同的排他性（靳菱菱，2013）。竹南鎮、苑裡鎮、後龍鎮或許是

因為這樣的因素影響下，對「客家認同」形成排斥；但通霄鎮因歷史因素和制度化安排的衝

擊下，客家族群對自身族群的想像就變的是流動的、多重的、或隱或顯的。 

 

1987年發軔的臺灣客家運動，以社會運動方式，「由下而上」地推動客家文化運動，迄

今已近30年，已取得相當的成果。而隨著客家事務專責機構之設置，及《客家基本法》之施

行，今日的客家政策已為政府整體公共政策的一部分，由政府以政策資源「由上而下」地推

動客家事務，積極建構客家意識及客家認同，並發掘、建構新的客家意象；而「客原複合行

政區」的出現，不但是客家政策推動的成果（《客家基本法》），而且是客家政策與原住民

政策交錯之處。因此，客家族群的研究，應該採取更多元的視野，在以往的人類學及社會學

途徑的成果上，進一步導入政治學及公共政策的視野，以精進族群理論的發展，並為當代客

家研究提供一個新的路徑。 

     

本研究以苗栗縣泰安鄉（客家平原複合行政區）及南庄鄉（客家平原複合行政區）為研

究場域，從政治及經濟之角度進行研究，獲致：（1）客原複合行政區內的居民，出現多族裔

認同及跨族裔投票取向，而有族群邊界模糊化的情況；（2）泰安鄉存有客原共治模式；相對

地，南庄鄉之治理則以客家人為主；（3）原住民保留地之借名人與出名人間之債權契約描繪

出客家與原住民之族群經濟關係。此外，本研究從多元文化主義的概念，不突顯客家，亦不

弱化原住民，而以結合在地原住民與客家文化特色之模式，發展「客原複合文化產業」，以獲

致共存共榮之族群關係（《客家基本法》第1條及《原住民族基本法》第1條之共同政策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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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計畫十：跨越與邊界：大漢溪左岸的原客關係與族群認同 

計畫主持人：傅寶玉 

 

【論文精要】 

 

壹、 研究目的 

在大漢溪左岸 ，族群一方面顯現跨越祖籍相互統合的文化網絡，但整合的過程中仍維繫著一

定的族群邊界，這類族群互動所顯現的跨越與邊界的維繫值得探究。 本計劃就是建立在族群

關係探究的基礎上，嘗試理解在本地域何種因素影響族群的互動與文化認同。本計畫研究地

點鎖定大漢溪左岸的霄裡週邊地區與龍潭地區為例，以兩年的個案的追蹤，試圖理解引發族

群相互吸納(inclusive)與排斥(exclusive)的動力為何，並企圖回答以下幾個問題：1、在昔

日分類意識作用下，不同的族群合作是在何種脈絡下達成的。2、族群合作表現在族群文化上

又是何種面貌，是否促成文化交融或是否有其邊界。3、地域性：族群關係與族群形塑是否隨

著不同地方呈現差異？追縱不同區塊的族群互動關係與方式。4、貫時性：追縱時代變遷下族

群關係是否仍然維持，或者發生變化？ 是那些因素促成變化，這些變化如何影響其族群認同。 

 

貳、 研究方法 

本計劃將運用歷史人類學相關理論與方法訓練，除了參與觀察及深度訪談之外，並蒐集

相關的文獻檔案史料，通過八德霄裡週邊地區及龍潭銅鑼圈此兩地區政治社會網絡與信仰文

化的表現，掌握兩地區血緣網絡與地緣網絡下的族群與文化，嘗試理解在本地域何種因素影

響族群的互動與文化認同。未來，將持續本計畫成果延展至大漢溪--淡水河流域下游北海岸

地區進行調查整合與比較研究，以更一步由時間軸上比較跨地域下族群的內涵生成與變化。

其具體工作內容與流程如下： 

 

1、文獻搜集 

本計劃研究時限將跨越清代、日治時期以至當代，將運用清代檔案方志與地方古文書及族譜

碑銘等 包括淡新檔案、清宮中檔實錄、台灣文獻方志等，以及《台灣公私藏古文書影本》等。

日治時期資料包括相關重要檔案、統計資料與文獻等。如《土地申告書》、《清代台灣大租

調查書》、《臺灣私法》以及日人治臺前期的調查報告，如《台灣舊慣制度調查一斑》等，

此外台灣總督府公文類纂、《臺灣土地慣行一斑》、《臺灣史料稿本》，《寺廟台帳》 以及

日治時期的各級單位的統計書包括日治戶口調查等都可獲得不少資料。在地圖、期刊、報紙

方面，地圖將運用日治時期堡圖與鳥瞰圖，包括《臺灣堡圖》、《臺灣全圖》。報紙以《台

灣日日新報》、台灣時報等為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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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第一年： 

(1)訪問八德、霄裡週邊地區包括霄裡、埔頂、八德 笳冬、南興等地相關文史工作室、村

里長及社團等，評估地方耆老與合適之報導人，進行相關歷史之記錄與資料蒐集。 

(2)收集霄裡週邊地區之原、漢宗族史料、族譜、碑銘、傳說等，建立宗族移民的歷史。 

(3)進行霄裡週邊地區各村寺廟與宗族相關的田野調查、包括公私領域的年度祭典儀式、

宗族活動、日常文化實作以及相關社會與文化活動展演，完成資料的整理解讀與分析

報告。 

 

3、第二年： 
(1)收集龍潭銅鑼圈、十股寮之原、漢宗族史料、族譜、碑銘、傳說等，建立宗族移民的歷

史。 

  (2)進行龍潭銅鑼圈、十股寮地區各村寺廟與宗族相關的田野調查，包括公私  

     領域的年度祭典儀式、宗族活動、日常文化實作以及相關社會與文化活動   

     展演。完成資料的整理解讀與分析報告。 

 

參、 研究之理論分析架構 

 

  本研究第一年以清代霄裡社最初的根據地八德霄裡及其週邊地區為主，本區域為閩客原住

民多族群聚居地。第二年則以清代霄裡社部份族人遷徙地龍潭銅鑼圈、十股寮為，主該地主

要以客家族群為主，分別探討比較兩地的族群關係與認同。為處理原漢關係與族群認同， 在

研究架構上將從下面幾個面向進行討論。 

 

1、 政治經濟：水利與土地拓墾 

清代霄裡社的墾地包括今天桃園縣境內的八德、霄裡、大溪以及番子寮、九座寮、銅鑼圈、

三洽水等地。文獻記載霄裡社曾與粵籍墾佃合力修築霄裡大圳及龍潭陂，直到日治後才有國

家力介入桃園大圳與石門水庫興建。本計畫將地緣關係建立在土地與水的控制基礎上，考查

不同時代脈絡下土地與水權的取得所反映出的族群合作與對抗關係，對跨村落與跨族群的影

響。 

Pasternak, Burton(1972)認為，台灣漢人社會中小型的血親團體在重要資源競爭較輕微的開

放邊疆，易於形成單姓的社區，而需要透過跨血親的法人團體以開發土地或防禦敵人的地方

則易形成多姓的社區，而非地方性、跨血緣的團體在為數眾多且彼此界限鬆散又需對抗強大

宿敵的血親團體間，易於形成。他以南部屏東平原打鐵村觀察到的個案為例，提出客家人因

為防禦關係，乃強調地緣結合重於血緣組合，因此較少有單姓村聚落的發展，而得出台灣與

華南社會不同社會組織型態的發展現象。Bernard Gallin(1966)發現在彰化縣福佬農村新興

村水利的擴展，使村民的合作網絡也跟著擴展成超村落性與超地域性的組織。溫振華更進一

步推論認為水源的地緣關係可強化祖籍地緣，也可打破組籍地緣意識，把不同祖籍居民聯結

起來 。特別在以水稻耕作為主的傳統社會中，由於圳水的灌溉，同一水圳的人民漸漸形成水

源地緣的關係，這種水源地緣可強化祖籍地緣，亦可打破祖籍地緣意識，把不同祖籍的居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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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結起來，因而影響地緣組織的產生與人群關係的結合等。Pasternak以所調查的台灣台南

和屏東地區兩個不同村落的考察為例，得出水利競爭是促成地緣組織得以團結的重要因素，

認為有些時候水利灌溉系統並沒有促進宗族的發展，反而促成非親族的團結 。 

  本計畫將考查作為一種資源競爭，水利與土地拓墾在不同時間與不同地域脈絡下對族群關

係的影響，其間除探討官方政策的影響外，也注意民間自發的反應與互動 。 

 

2、文化表現：儀式與地域空間 

據說霄裡大圳修築後，即於圳頭建造三界祠，除奉祀三界爺(三官大帝)外，更祭祀開築埤圳

死難者，以祈求灌溉順利。同時霄裡大圳，在清代時即以「三界祀神明會」作為其社會經濟

基礎，在水圳開鑿初期，為使事業順利，參與埤圳開發之莊民，運用三界爺信仰組成三界祀

神明會，並形成跨族群的輪庄祭祀活動。本計畫視控制土地水權的表達往往包括在祭拜儀式

活動中。而祭祀主神及相關祭典儀式乃成為人們地域及身分認同的象徵，因此透過水利相關

的宗教信仰活動可理解一地域人們如何運用或改變這些象徵實踐社區整合。Sangren 認為在

社會上，地域崇拜通過儀式使社區成員通過公共儀式現實地建構在一起80。「正是此類儀式才

使得社區成員作為一個整體聚集和行動，所以雖然地域崇拜的祭壇和廟當了儀式社區的永久

象徵，但是構成地域崇拜的不是祭壇和廟宇，而是儀式。」81。Sangren根據在台北大溪的田

野調查材料，提出一個地方是地域崇拜建構的，而它同時又被來自外部的權威宇宙觀利用和

強化。人們通過從小到大逐級擴張的儀式（鄰里崇拜、村落崇拜、多村崇拜）和朝聖儀式，

建構了地方的身份。82 

蔡志祥對香港長洲島的神廟，社區與族群研究，則提醒我們注意通過民間信仰所建立的地緣

關係，一方面再確立地域關係，另一方面則強化了地域社(族)群間隱藏了的對立關係，民間

信仰加強或重新建立了族群固有的身份認同，同時界定了族群外的關係網絡83。Anderson 和

Cohen 等人有關社群想像和認同的研究，也對於地域這個因素提出另一種解讀方式，他們認

為地域本身既是實質的，是指稱具體的地理空間，同時也是想像的，是涉及人群對於過去、

現在和未來以及之間如何聯繫的看法。Cohen(1985)指出：當社群的實際地理/社會邊界減弱

時，「社群和它的邊界」的儀式再現就更增加其重要性。而這個儀式再現其實反映了人們對過

去與當下的歷史記憶與認同。 

 

本計劃將儀式活動視為社群建構的象徵基礎，探討儀式實踐如何反映過去的歷史記憶並建構

群體的集體記憶，同時也在儀式實踐中不斷創造社群的意義；從而探究儀式社群與地方認同

的問題84。本計劃透過儀式祭典觀察屬於這些共同記憶裡的社會意向與文化情感，除觀察地域

空間(水圳)所衍生的儀式符號如何整合一地域社會的人群同時又有其邊界以外，也將考查在

                                                 
80梁永佳，《地域的等級，一個大理村鎮的儀式與文化》 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5。頁 24。 
81Sangren.StevenHistory and Magical Power in a Chinese Commnity, Stanford：StanfordUniversity Press. 1987：55。 
82

Sangren, .Steven  Chinese Sociologics: An Anthropological Account of the Role of Alienation in Social 

Reproduction, London: the Athlone Press。2000 

83
蔡志祥，〈香港長洲島的神廟、社區與族群關係〉，鄭振滿 陳春聲主編，《民間信仰與社會空間》，福州:福建人

民出版社，2003，頁 354。 
84
呂玫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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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族的祖先崇拜等儀式。 

 

3、社會記憶：文字書寫與口頭傳說 

Halbwachs的集體記憶理論強調了記憶的當下性。他認為，人們頭腦中的「過去」並不是客

觀實在的，而是一種社會性的建構。回憶永遠是在回憶的對象成為過去之後。人們如何建構

和敘述過去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他們當下的理念、利益和期待。歷史是我們所記住的但是和

我們沒有有機關係的過去、集體記憶是構成我們認同的活生生的過去。85本計畫視文字書寫包

括族譜及口頭傳說故事為一種集體記憶的載體，通過這些資料的解讀，觀察他者眼中的族群

圖像、族群如何自我看待，以及族群互動關係與身份認同。 

    

4、婚姻網絡：平埔族的通婚情形向來都是內部的族內婚，後來由於與漢人接觸日趨頻繁，逐

漸走向族外婚。本計畫將透過日治時期的戶籍資料以及家族內部的族譜，探討平埔族的通婚

網絡，包含「嫁出」與「娶進」，並且從中了解其各派下的婚姻圈、結婚年齡、族群別與婚姻

類型，以探討族群通婚的族群別與地域範圍。此外也考查婦女命名、女性文化與客家族群的

互動關係。 

 

肆、 重要發現 

本文將地域社會界定為一種「關係的場域」（a field of relations），本計畫發現日常生活中

實際影響霄裡社蕭家的認同有幾個層次的關係場域，每個場域既是「歸屬感的共享場域」

（shared fields of belonging） ，同時又包含著邊界的存在。 一是宗族場域 ：蕭家主要

的宗族祭祀場所--蕭家祖塔， 雖名為開基祖蕭那英派下， 但其實參與成員只限二世阿生公

派下， 而所謂的蕭家祠堂也是以銅鑼圈大庄鳴皋公派下祭祀組織為主， 並沒有形成跨地域

的宗族整合組織。 雖然在同姓關係上通過族譜與堂號建構表現出跨越連結的企圖， 但並沒

有真正加入蕭姓宗親會， 也就是說在血緣組織或擬血緣組織上， 都形成一定的對內與對外

的邊界 。 二是地方場域 ：從霄裡、社角到銅鑼圈大庄、十股寮，可以發現霄裡社蕭家在不

同時間不同地點，通過不同的策略與地方社會融合。社角作為一個霄裡社最初根據地──番

社的印記，使得社角蕭家以參與埔頂仁和宮角頭輪值、投入公廟管理委員會及地方選舉等方

式，試圖跨越族群邊界，打破地域印記。大庄作為一個墾戶親身拓墾的墾莊，則使得大庄蕭

家以墾戶之姿，參與地方建廟、圓醮祭典舉行並投入社會網絡提升地方影響力。十股寮作為

一個地主的村落，則是使十股寮蕭家以地主之姿，參與十股寮庄頭庄尾伯公興建及文化教育

等方式，致力於地方建設。這些融合的表現在不同地域及不同時間產生不同的對應關係。雖

然蕭家在不同時間通過不同的文化操作，試圖與在地的漢人社會連結，但這個統合的網絡仍

然存在著邊界，表現在地方祭祀與信仰傳說中，可以發現通過祭祀儀式建立的地緣關係，一

方面再確立地域關係，另一方面則顯示了地域社群間隱藏的對立關係。 

 

      第三：是官方政策或說社會情境所形塑的族群分類 :今天地方上除了某些人依稀記得

                                                 
85
王雅瑋，＜鄉村的記憶：歷史與實踐，一個方法論的批判性梳理＞，《二十一世紀》網絡版，第 40期，2005

年 7月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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蕭家過去所持有的特殊身分外，對大多數在地人來說，今天的蕭家其實就是福佬人或客家人。

由於漢人優勢文化的影響，既有語言文化的大量流失， 蕭家已不會使用過往祖先的族群語

言 ，以致今天依語言分類的官方人口統計將桃園分成北閩南客的族群版圖中，實際已忽略大

多數的平埔族 ，而將他們歸類為福佬人或客家人。龍潭客家操「四縣腔」，為廣東嘉應州移

民的語音，當地人口百分之九十都講客家話，但從戶籍資料統計真正客屬的居民並不到一半，

也就是說講四縣腔的不一定來自廣東嘉應州，也不一定是客家，更不一定是漢人。在銅鑼圈

及龍潭，蕭家由於置身於客家族群分布較多地區，日常生活使用流暢的四縣客語，被視為客

家人並被納進客家社會的分類體系與文化符號中。這類官方政策與他者的分類方式也影響到

蕭家本身的認同。正是在這些不同層次的場域交織下，當社會情境不同，族群關係的界定與

分類的媒介不同時，族群間的邊界也會隨之轉變。從霄裡社蕭家的例子，可以發現不同時間

不同地域脈絡裡，兩地蕭家從熟番到廣東祖籍的身分登記，以致今天福佬人與客家人的對外

宣稱，可以發現族群邊界的移動。 

 

伍、 結論。 

 

對今天蕭家的人而言，平埔族族群意識或許不是一個重要的議題，他們也沒有參與凱達格蘭

族的正名運動，霄裡社更是一個遙遠陌生的概念， 但現實生活中潛存在週邊他者的看法與互

動，特別是地域社會裡不同層次社群關係中若隱若現的邊界，實際影響他們對自我的認識與

定位。此外邊界的劃分不是單一的標準或現象，往往牽涉人們對現實的策略性運用。因此在

不同情境下認同可以是多元的，而所謂的族群邊界便具有模糊與浮動的特性。歷來對於平埔

族研究，多主張大多數平埔族已漢化且消失；或者宣稱客家地區的平埔族有客家化情形。本

文認為平埔族「客家化」並不是因為文化習俗客家化，而自認為客家或漢人，而是在認同上

對外主觀「選擇在地化」的策略，這個選擇不代表自己消融於他者， 也就是文化認同不等於

族群認同。雖然蕭家通過祠堂祖先祭祀與族譜風水等的創造，與漢人共享一套文化符號，然

而這個文化符號的操作，與其說是一種族群身分的認同，倒不如說是「模作他者」，在模仿周

邊地域社群的文化創造中，提供自己更大的連結以適應外在社會。桃園臺地的蕭家例子表明

無論是原有的社地社角，或是後來遷徙的龍潭銅鑼圈臺地的這些人，從日治時期以來到今天

都大致查知自己與他者的區別(邊界)，有些是透過祖先的口述傳統 ，有些是留下的文獻記

錄。然而在不同的國家政策與社會情境下，他們展現了不同階段的對應關係，相對於清代的

人群分類與熟番特有的制度設計， 熟番的標誌成為抬面上唯一的選擇，清末到日治時期，由

於外在結構改變，民番一體的制度設計使他們有更彈性的認同選擇。為了適應更大的社會情

境，以及與漢人展開權力競奪，這些人對外傾向選擇地域認同的在地化。 

 

    而所謂的選擇，也受到外在社會情境與地域條件的制約。以霄裡社而言，原居地的社角

居民在日治時期戶口普查時登記為熟番，但在銅鑼圈的則登記為廣86，其原因部份可以歸因為

外在推力---地域中他者的看法，與地域所形成的邊界維繫。 社角的周邊與村內雖有漢人雜

居圍繞，但作為一個偏僻的村落，內部沒有主要道路經過，而呈現一個相對封閉「平埔族」

                                                 
86 無法進一步得知當時的戶口調查實況， 但至少可以確定的是當初登記時應該是得到對方的認可，因此戶口調

查結果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當時的認同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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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主的聚落。日治時期雖然「番社」己改為社角，但地方的記憶中一直將社角看成是番社，

地名社角乃成為他者保留「番」的形象印記；銅鑼圈則是清代漢人與霄裡社共同興建拓墾的

聚落，在大庄與十股寮多數的居民仍是客家人，該地並沒有如社角一般的番社地域印記，因

此相對容易鬆動既有的族群身分。此外社經地位也影響了人們認同的選擇，以日治時期「番

租」的統計來看，社角與銅鑼圈兩地在土地申告書中都有番租的收入，但相對於霄裡周邊番

地轉移給漢人，以致番租大量減少，銅鑼圈土地則因親身參與拓墾大致掌握在族人手裡而握

有大多數番租。同時也可以發現清代後期銅鑼圈的族人有多人參與科舉考試，捐地建廟，日

治時期且擔任地方區長、保甲，並參與地方詩社與教育推動等活動，其社經地位受到當地人

的敬重，在他者的眼中與自我定位上屬於社經地位較高階層。因此銅鑼圈蕭家在戶口登記上

選擇與周邊族群同樣的「廣」籍，而社角的蕭家則受到地域性影響，較難鬆動原有的身分，

依然登記為熟番。終戰以後社會環境變遷，社角居民通過每年地方祭祀活動的參與及地方事

務的廣泛投入，又漸漸趨向與周邊融合。社角蕭家雖然在二世及往後幾世代中娶進客家女性，

但因鄰近福佬地區，家族中主要使用語言為閩南話，對外宣稱為福佬人；而銅鑼圈的蕭家則

會說流利的四縣客話，對外表現出客家認同。顯示同屬蕭那英派下的族人在不同地域下，由

於地域性網絡及周邊族群互動的影響，有不同的文化表現與認同選擇。 

     

    值得注意的是無論對外的登記或認同展現分殊地域性，對內則多保留既有族群歷史與文

化，而更重要的對他們來說，所謂的族群文化，與其說表現在作為整體平埔族群的語言與風

俗，還不如說是鑲嵌在自身家族的歷史記憶與文化，才是他們真正認同的所在。今天在十股

寮的蕭家正廳牆壁上貼滿了蕭家祖先過去豐功偉業的相關文獻與資料，並將族譜譜系貼在牆

壁上， 其中明顯揭示「霄裡社」開基始祖蕭那英及標示祖先原有的平埔族名。 社角上厝的

正廳牆上也掛了一幅對聯：「霄裡對齊（面）是番社，番社頭目住在這，番仔全是出敖人(強

人)，第一敖人蕭**。」這幅對聯據說是上厝蕭家父祖輩時代口耳相傳流下來的，蕭先生說以

前祖先管理這邊的「平埔番」，類似吳鳳通事的角色，後來又說自己的祖先很可能就是「平埔」
87。日治時期十股寮蕭家祖先擔任地方區長，明治三十年(1897)曾經奉日本官府令抄錄有關蕭

家在清代相關土地資料，彙編成《通臺屯番全案》， 當時封頁中就留下「台北桃澗堡霄裡社

銅鑼圈庄番業主蕭**， 光緒 25年(1899)11月奉抄」， 因此即使日治時期戶口調查登錄戶口

為「廣」，在保留抄錄家族資料時仍可見到「番」的字眼88。正是這樣，生活在客家社會的平

埔族，既擁有客家文化的語言、風俗，與客家通婚，並且對外宣稱自己是客家的同時；他們

也或隱或現的知道自己另一個身份的存在。客家社會中事實上包括了這類開放流動的彈性邊

界，通過蕭家的個案探討，在真實動態的地域社會中，可以發現生活之現實性與價值體系的

運作，使得族群的界線與關係處於流動的狀態而顯現出多重認同，同時同一族群不同地域的

表現與認同也有差異，這正是「客家社會」中多元分殊的地域實像與族群建構的樣貌。 

 

關鍵字：邊界 / 族群關係/ 社群 / 認同/ 地域性  

                                                 
87 訪問社角上厝蕭先生，此對聯由蕭先生口述，文史工作者記錄下來。部分文字由福佬音造字，本文轉借主要

以意譯為主。除歷史上可查閱的蕭家相關人名外，本文對近代人名將採保留態度， 一律以**標示。 
88 依據 1910 年理蕃本署，《 熟番戶口及沿革調查》，桃園聽部分已有霄裡社戶口調查資料， 判斷 1899-1910 時

已經開始調查霄裡社的戶口，當時銅鑼圈蕭家很可能就已選擇廣東的身分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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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成果全文】 

大漢溪左岸的原客關係與族群認同 

傅寶玉 

摘要 

 

大漢溪左岸上游流域的桃園臺地，為一族群多元互動的區塊，在大漢溪左岸 ，族群一方面顯

現跨越祖籍相互統合的文化網絡，但整合的過程中仍維繫著一定的族群邊界。這類族群互動

所顯現的統合與邊界也表現在平埔族的族群關係與認同上。本區域平埔族長期與客家族群互

動且被納入客家社會，但不同的地域社群對他們卻有不同的認識。這些自稱或他稱「客家人」

的平埔族如何看待自己的族群身份，他者又是如何看待，其與客家的族群關係與認同值得注

意。本文以桃園霄裡社平埔族為例，通過不同時間不同地域的考察，探討影響族群關係與認

同的社會歷史脈絡，並通過平埔族的個案研究89，揭示客家社會中多元分殊的地域實像與族群

建構。 

 

 

關鍵詞： 邊界 / 族群關係/ 社群 / 認同/ 地域性  

 

 

一、前言:  

     

近來有關族群認同與地域認同的研究，益趨關注歷時性發展過程中影響認同建構的歷史

與社會變遷因素。 Fredrik Barth 主張族群構成主要的依據是邊界的劃分，而不是族群的客

觀文化特質，Barth的重要貢獻在於把族群認同的研究由文化內容（content）轉向邊界，如

果沒有界線，也就沒有族群。因此決定族群的不是族群文化的特徵，文化認同不等於族群認

同，影響族群身份及認同的還是族群間邊界的存在。族群邊界不僅是地理上的邊界，更是社

會認知的邊界90。Cohen Anthony 認為族群邊界應當視為「看與知的方式」。因此身為該族群

的成員，如何看待自己的族群身份；以及作為該族群的「他者」，如何看待對方的外部觀點，

                                                 
*
89
有關平埔族與客家族群關係的探討，雖已日漸豐碩，但整體的研究成果仍有待更多地域性個案的探討為基礎

才能釐清。現有平埔族研究多以南部西拉雅族及中部巴宰海族(岸裡社)、北部道卡斯族(竹塹社、蓬山八社)等

較大社群為主，有關桃園地區的平埔族研究相對薄弱。目前可知桃園地區相關研究主要有張素玢的〈南崁地區

平埔族〉，張素玢等，《北桃園區域發展史》頁 20-69。許世賢，〈清代南崁地方漢人與熟番互動 〉，《史匯》，11

期，頁 29-42，2007 年 9月，主要以南崁社、坑子社及龜崙社為主。霄裡社相關研究有張素玢，〈龍潭十股寮蕭

家－一個霄裡社家族的研究〉，收於潘英海、詹素娟主編《平埔研究論文集》（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

籌備處，1995），頁 99－125。該文主要聚焦於十股寮派下的蕭家家族歷史為主。陳志豪，〈熟番族群的地租紛

爭與土地支配關係－以龍潭銅鑼圈蕭家為例，1881-1904〉一文，收於「2007年沿山地區研究群工作坊：族群

關係史」（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2007），主要研究霄裡社在隘墾區的地權 。莊育忠，〈 區域拓墾與

族群關係－以霄裡社為中心〉，國立花蓮教育大學鄉土文化學系碩士論文，2008年。上述研究對於霄裡社蕭家

整體家族的全面性掌握，及不同地域派下家族與其他族群的不同對應關係與認同之探討著墨較少。本文將在既

有研究基礎上進一步闡述不同地域下的社會脈絡與族群關係及其對族群認同的影響。 
90 Barth, Fredrik 1969  Introduction. In Ethnic Groups and Boundaries: the social Organization of Culture Difference, Barth, 

Fredrik (ed.).Boston: Little Brow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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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界線的形塑也就顯得格外重要91。Rogers Brubaker也提出行動者看待社會世界（seeing 

social world），以及詮釋經驗的重要性；族群研究著重的不是族群的「實質」（sub-stance）

內容，而是其「過程」（process）92。Emily Honig 則指出族群關係（ethnicity）是一種建

構的過程而非純粹客觀實體。族群關係的成立與人群所在的環境脈絡息息相關，而族群關係

的界限與界定社會範疇和類別的媒介密不可分。93 這些研究觀點都強調族群研究不是強調族

群關係的類型和分類，而是關注族群得以產生和存在的不同過程。在歷史演變的過程中，人

群對地域範圍和身份認同的詮釋也在改變。因此要了解族群關係的建構，就需了解社區、界

定社會關係的媒介和族群的發展歷程。這個理念再次揭示族群關係與認同必須放到社會脈落

來加以理解，也就是整體地域社會的內涵實際上影響人們的認同，而益發突顯族群研究必須

建立在整體地域社會脈絡的理解基礎上。 

 

    大漢溪左岸上游流域的桃園臺地，相對於所謂桃竹苗地區客家優占人口，為一族群多元

互動的區塊，在大漢溪左岸 ，族群一方面顯現跨越祖籍相互統合的文化網絡，但整合的過程

中仍維繫著一定的族群邊界。這類族群互動所顯現的統合與邊界也表現在「平埔族」94的族群

關係上，桃園台地的開發，從霄裡中心區至邊緣台地的拓墾，都可見平埔族的痕跡，他們在

水利興築與土地拓墾方面長期與客家族群互動，並與客家通婚，有些平埔族能說流暢客家話，

並自稱自己為客家或祖籍登記為廣東，某些文化表現與客家相似或共享，然而仍然可以在其

家族與地方祭祀文化中觀察到特殊文化要素， 並且仍被地方人有意無意地看成「番仔」。 這

些人長期與客家族群互動而納入客家社會，但不同的地域社群對他們卻有不同的認識。這些

自稱或他稱「客家人」的平埔族是如何看待自己的族群身份， 他者又是如何看待，其與客家

的族群關係與客家認同的過程值得注意。作為多元族群且是北臺灣客家族群分布重鎮的桃園

地區，在討論客家族群建構時，無法迴避很早就納入「客家社會」且在祖籍分類上歸為粵籍

或自我認同為客家人的這群「他者」， 為深化桃園臺地多元族群互動研究，補充歷史空白，

並再現當代客家社會建構的另一面向，本文試圖通過桃園臺地平埔族與周邊族群關係的探

討，嘗試理解在本地域何種因素影響族群的互動與認同。並通過平埔族的個案研究，揭示客

家社會中多元分殊的地域實像與族群建構。 

 

   桃園霄裡一帶平埔族在清代稱為霄裡社，被畫為熟番，以後他們也以熟番自稱，但在不同

地方， 這些熟番與不同地域的漢人展開不同互動關係。 日治時期戶口調查時， 社角的平埔

族包括蕭家依然登記為熟番，但銅鑼圈的蕭家則登記為廣東，戰後社角平埔族對外顯現的自

我認同為閩南， 銅鑼圈則傾向宣稱自己是客家。同樣族群，甚至是同樣派下的宗族， 在不

同地域表現出不同的身分認同與文化特質，是那些因素影響族群的認同 ?本文試圖理解引發

族群相互吸納(inclusive)與排斥(exclusive)的動力，並嘗試回答以下幾個問題：1、在昔日

                                                 
91. Cohen, Anthony P. 1985  The Symbolic Construction of Community. London: Routledge 
92 Brubaker, Rogers 2002 Ethnicity Without Groups. Archives Européens Sociologie XLIII (2): 163-189.2004 Ethnicity 
without Groups.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93 Honig, Emily, 1992, Creating Chinese Ethnicity: Subei People in Shanghai 1850~1980.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94本文於文中所書寫的平埔族或霄裡社，主要指涉歷史脈絡或在與他者區辨而權宜當代用語，並非實質指涉當地

的人族群認同就是平埔族或霄裡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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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類意識作用下，不同的族群合作是在何種脈絡下達成的。2、族群合作表現在族群關係與文

化上呈現何種樣態與面貌。3、地域性：族群關係與認同是否隨著不同地方呈現差異？本文研

究對象以桃園霄裡周邊一帶平埔族為中心，目前所知主要姓氏有三：包括蕭、潘、羅三姓，

由於蕭家在桃園開拓史上扮演重要角色，且相對保存較多文獻史料，本文主要以蕭家為探討

個案，蕭家開基祖為知母六(漢名蕭那英)，生有四子：鳳生、 阿生、來生與珀生，其中阿生

又生四子為和盛、東盛、寶盛與盛。東盛時遷往銅鑼圈，其他則留在原地社角、番仔寮一帶。

本文主要研究地點為八德霄裡周邊一帶包括大溪社角以及龍潭銅鑼圈，指涉的研究對象分別

是居住社角阿生公派下的下厝蕭(三世寶盛公)、鳳生公派下的上厝蕭；以及居住銅鑼圈的阿

生公派下東盛後裔的大庄蕭家(鳴皋公派下)與十股寮蕭家(鳴鳳公派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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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二：霄裡周邊與龍潭銅鑼圈 

 

 

二、霄裡周邊的土地拓墾與變遷 

  

    桃園縣臺地平埔族，被學者歸類為北臺灣凱達格蘭族下的雷朗族一支，目前分布在桃園

臺地的村社包括南崁、霄裡、龜崙、坑仔等四社， 南崁、 龜崙及坑子社主要分布在南崁溪

流域， 茄苳溪及霄裡溪流域則盤踞著霄裡社。在桃園臺地拓墾歷史上，相對於南崁等社，霄

裡社與客家社群互動較為密切。 

   

    中村孝志在〈荷蘭時代的臺灣番社戶口表〉中，將荷蘭文獻中的 Sousouly 比定為清代文

獻的霄裡社95，而霄裡社最初根據地大抵在今天八德霄裡及其周邊一帶，清代番界圖中可以發

現霄裡社與霄裡庄並列、推斷霄裡社的根據地應該在今天桃園八德霄裡附近一帶。霄裡社附

近在清代曾經設置霄裡汛，是南北官道上的重鎮之一。《臺灣堡圖》上也可以在霄裡庄附近找

到番社、社仔、營盤、官路缺等小地名，可以支持霄裡一帶應該是霄裡最初社地的一部分。

霄裡社域主要坐落在桃園番子寮臺地和龍潭臺地，呈東北西南走向的狹長區域，這大片的紅

土階地，原為大漢溪早期的沖積扇地形，後來經地殼隆起而形成。臺地中間分別有南崁溪、

老街溪、新街溪三個水系，東南方為丘陵山地 。此外包括楊梅、平鎮、中壢、大溪、三峽、

                                                 
95
中村孝志，吳密察、 許賢瑤(譯)，〈荷蘭時代的臺灣番社戶口表〉，《台灣風物》44(1)，頁 208-210。Sousouly

在荷蘭人的分類中屬於 Baritischoen氏族（geslacht），該族包括三社，分別是在今天桃園的 Sousouly、Terrisan

及 Gagaisan。參簡宏逸，〈 從 Lamcam 到南崁： 荷治到清初南崁地區村社歷史連續性之重建〉，《 臺灣史研究》，

19卷 1期， 頁 1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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鶯歌樹林、關西等地也是其社地範圍，部份土地且與其他平埔族如龜崙社與武嶗灣社、擺接

社共同擁有，可見其社域之廣大96。早期核心聚落以霄裡（八德霄裡）、番社（大溪社角）、番

仔寮庄（大溪瑞源）及社仔（平鎮東社）等地為主，幾乎都是位於臺地鄰近河谷平原，後期

才轉移至內山如龍潭銅鑼圈等地發展，這些地點除銅鑼圈以外，離霄裡都在大約幾公里不等

的範圍內。目前蕭家長房鳳生公派下在大溪社角 (仁善里)、霄裡，二房阿生公派下三世東盛

後裔在龍潭銅鑼圈(高平、高原村)，其他則分布在社角、番仔寮、九座寮。三房來生公派下

在八德、大溪，四房珀生公派下在大溪。97 

 
     

霄裡社最初核心聚落如霄裡、社角等地，位於大漢溪左岸流域，相對於所謂桃竹苗地區

客家優占人口，為一族群多元互動的區塊，客家族群多居大漢溪上游左岸（河西），大漢溪右

岸近山地區（河東）則多為原住民泰雅族與福佬族群分布區；此外河西河東交界處除平埔族

群外，則呈現閩客族群交疊分布態勢。在大漢溪沿岸的北桃園包括大溪，八德等地，在相關

行政部門調查中被視為非客家分布的這些地區，自清代以來已長久存在著祖籍「粵」(客家)

的社群聚落98；大溪蓮座山觀音寺且成為今日桃竹苗客家地區觀音信仰的中心。左岸的霄裡，

南興一帶早期有四到六成的客家人分布，並建有主祀三官大帝的三元宮(後改稱玉元宮)與五

穀神農大帝的永昌宮。目前霄裡被分成竹園及霄裡兩村， 前霄裡村長陳先生表示：我們霄裡

這邊閩南人都會講客家話，竹園有百分三十是閩南人，客家人差不多是百分之七八十。霄裡

百分九十都是客家人，百分之十的閩南人99。雖然八德及大溪並沒有義民廟的設置，霄裡附近

的營盤古廟(褒忠義民廟)及福壽宮很早就有褒忠祀神明會的成立與義民祭祀活動100。 可見霄

裡周邊地區一直都是客家社群活動的重要地區。客家社群並且與閩籍漳州及霄裡社發生互動

                                                 
96
依據現存清代契字文書資料顯示，霄裡社社地主要分布在今桃園新竹以及台北縣地區，部份土地且與其他平埔

族如龜崙社與武嶗灣、擺接社共同擁有。 
97
張素玢，〈龍潭十股寮蕭家－一個霄裡社家族的研究〉，收於潘英海、詹素娟主編《平 

埔研究論文集》（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籌備處，1995），頁 99－125。 
98
本文以地域性人群聚落或定著性社會群體指稱社群， 特別是在清代並沒有現代意義下的族群用語概念。 

99訪問前霄裡村長陳先生，陳家祖籍廣東。 
100
 墳塚在營盤廟後方，並立有乾隆 55年墓碑， 而神主牌在福壽宮，但神主牌已不見，只存黑令旗祭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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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係，這個互動網絡使得清代原本是霄裡社的社域逐漸被建構成漢莊。 

 

大正 14年(1925)大溪郡人口種族別統計  

桃園郡 廣東 福建 總數 廣東佔比例 

八塊庄 1497 8264 9761 0.15 

八塊 124 2424 2548 0.05 

霄裡 1107 504 1611 0.69 

下庄子 113 969 1082 0.10 

大湳 66 2318 2384 0.03 

小大湳 6 750 756 0.01 

茄冬溪 81 1299 1380 0.06 

     

大溪郡 廣東 福建 總數  

河西 

缺仔 45 1535 1580 0.03 

中庄 18 1317 1335 0.01 

埔頂 66 1534 1600 0.04 

員樹林 34 1062 1096 0.03 

南興 768 977 1745 0.44 

番子寮 18 1822 1840 0.01 

台灣總督府新竹州調查 

 
 

   《番俗六考》描述桃園臺地熟番時提及:「龜崙、霄裡、坑仔諸番，體盡矲椏，趨走促數，

又多斑癬，狀如生番。」101 這些族群過往其實是「生番歸化的熟番」。據張素玢對龜崙社的

田野調查， 當地的龜崙社族人宣稱他們是從大嵙崁竹頭角遷移過來， 竹頭角正是泰雅族竹

角頭社 102。目前可知的資料無法表明霄裡社與龜崙社是否同一起源， 但根據台灣總督府土

地申告書資料顯示， 日治時期住在埔頂社角的霄裡社族人自稱是生番歸化。103霄裡社原屬生

番，康熙末年化為熟番，屬於淡水社十二社之一，歸化後按年與南崁社等熟番一起向官府繳

納社餉，被歸於南崁四社104。文獻上除了南崁四社之共稱外，古文書出現有「霄崙灣接四社

公記」的印戳， 顯示霄裡社與台北盆地武嶗灣及擺接社也有互動關係。雍正年間《諸羅縣志》

中還只看到霄裡社，至乾隆番界圖中已出現有藍線界內的霄裡社、霄裡庄並列 ，乾隆二十五

（1760）年間，在紅線與藍線 的番界之間，有龜崙仔口、桃仔園、茄苳腳莊、霄裡莊等漢人

聚落。同治年間《淡水廳志》則出現番仔寮， 顯示最晚在同治年間已出現「番」的地名。除

                                                 
101
黃叔璥，〈番俗六考〉，《臺海使槎錄》， 臺灣文獻叢刊 4(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 1957)   

 頁 135。 
102
 詹素娟、張素玢，《臺灣原住民史---平埔族史篇: 北臺灣平埔族史 》，頁 206。 

103 國史館台灣文獻館藏《台灣總督府檔案》12343-001-168。 
104其社餉與同屬淡水社番的南崁社、龜崙社、坑仔社一體繳納，因此被官方文獻稱為南崁四社。「南崁社

並附坑仔、龜崙、霄裏等三社合徵銀九十八兩七錢八分四釐」，參劉良璧，《重修福建臺灣府志》(臺北：

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1），頁 1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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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文獻上有番仔寮外， 相關地圖也出現有番社的記載 。從當地地名霄裡的稱呼到番社、 番

仔寮的出現， 反映漢人移墾勢力日漸強大， 而逐漸凌駕當地社番 。在地名上便逐漸由霄裡

(社)的自稱轉換到漢人對當地番的他稱。漢人勢力的興盛與霄裡所在交通位置有密切關係。 

霄裡社根據地由於位於竹塹與台北往來通道，逐漸發展為重要官道。康熙末期出現的南北陸

路交通要道「內港道」，就是利用鳳山溪河谷進入霄裡地區，再沿著臺地邊緣，以大嵙崁溪的

河谷順流而下，繞過龜崙嶺， 到達臺北盆地的海山、新莊地區。105康熙三十六年（1697）郁

永河從竹塹北上，刻意避開霄裡社地三十年不到，康熙末年「內港道」通過霄裡社，再經十

餘年，雍正十一年(1733)又開通龜崙嶺，以至乾隆十六年(1751)，龜崙社與漢人合力開闢新

道106，顯示從康熙末年到乾隆初年，霄裡社和龜崙社甚至大嵙崁方面的泰雅族已相繼解除威

脅，最晚至乾隆年間，霄裡、龜崙以及海山地區已相繼由官方設立汛塘107。 南北交通線的修

築以及官方的設立塘汛，顯示漢人在熟番地移墾勢力的逐漸增強。隨著交通以及官方設施的

逐漸興設，漢人一波波的移墾勢力，熟番的生活空間逐漸被侵奪，傳統鹿場逐漸被闢成田園

並轉為漢業主庄。 

 

    漢人開墾主要憑藉與霄裡社共同合作開墾土地與興修水圳。霄裡社所處的桃園臺地，土

壤貧瘠夾帶古河床沖積下之大量卵石，很難開闢為良田，境內河川又無灌溉之利，開發較晚，

直到清雍正年間還是荒煙蔓草。為了解決缺水的問題，霄裡社頻頻與漢人合作，在水利開發

上相當突出。大嵙崁溪 (大漢溪)左岸地區如霄裡大圳、龍潭陂的修築以及周邊土地的拓墾， 

是霄裡社與粵籍、漳州籍合力協作的結果。桃園北部的霄裡大圳是大嵙崁溪左岸地區最早出

現的水利灌溉系統。乾隆初年墾戶薛啟隆入墾桃仔園，墾區以桃仔園為中心，東至龜崙(今龜

山)，北達南崁（今蘆竹），南迄霄裡（今八德）。乾隆六年（1741）薛啟隆，與霄裡社通事知

母六（漢名蕭那英），率地方上佃農共同開鑿霄裡大圳，由山腳泉水孔開導水源，灌溉番仔

寮、三塊厝、南興庄、棋盤厝、八塊厝、山腳庄共六庄田業，內有大小陂塘四口。他們將水

資源分成十份，番佃六、漢佃四。後因田園廣闊，水分不夠分配，佃戶張子敏、游耀南等向

通事請墾馬陵埔陰窩(今龍潭三角林)一處，另開一圳引接陂水，灌溉農田108。乾隆十三年

(1748)，霄裡社通事知母六又與漢佃合力修築龍潭陂， 以灌溉鄰近霄裡的山仔頂五小庄(東

勢、 南勢、安平鎮、八張犁、龍潭陂庄 )及黃泥塘等地109。在高亢缺水的桃園臺地，霄裡大

圳與龍潭陂的修築成為最早開發的水利設施，因為當地湧泉發達，一年四季水源充足，稻作

甚豐，故有：「看不盡的霄裡田，吃不完的霄裡米，斬不完的鷹哥竹」等諺語，並且陸續引來

各地漢佃移民的入墾，促成龍潭、大溪與八德的開發。早期漢人之所以能夠開墾霄裡一帶土

地，是通過與熟番達成某種協議與建立合作關係。特別是這些水利設施，其水源皆在於龍潭

內山，雖然屬於霄裡社地，但乾隆初期這裡屬於土牛界外， 漢人與熟番按理不可以進入， 顯

示當時霄裡社與粵籍墾戶共同掩護非法進入界外取水。霄裡周邊一帶的水利開發與土地拓

                                                 
105「擺接附近，內山野番出沒，東由海山出霄裡，通鳳山崎大路。海山舊為人跡所不到，地平曠；近始有漢人

耕作，而內港之路通矣」。參周鍾瑄，《諸羅縣志》(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2），頁 357。盛清沂，〈新

竹、桃園、苗栗三縣地區開闢史（上），《台灣文獻〉31:4，頁 157－159、165。 
106 詹素娟、 張素玢，《 臺灣原住民史—平埔族史篇:北臺灣平埔族群史》，頁 183。 

107 參陳培桂，《淡水廳志》，（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3）。 
108
鄭用錫，《淡水廳志稿》，臺灣史料集成清代臺灣方志彙刊 23，頁 59 

109
 陳培桂，《淡水廳志》，臺灣文獻叢刊 172(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1963)，頁 73-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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墾，是霄裡社與漢人業戶合作的結果，從目前留存的水權契約及相關文獻可以知道當時參與

修築的人包括閩、粵籍及霄裡社人110。 

 

    薛啟隆，原名昌桂，閩西上杭人111，康熙六十年(1721)，因朱一貴事件應募來臺，事平

之後，返回鄉里；又於乾隆二年(1737)，率丁數百來臺開墾，將斗六荒埔盡闢為田，鄉民感

念其功，遂稱「斗六將軍」112。此後，薛啟隆取得福建省官署之許可，由臺南登陸，北上開

墾「虎茅庄」113。乾隆六年(1741)已有霄裡社通事知母六與業戶薛啟隆合力興築水利的記載114，

顯示乾隆初年薛啟隆已入墾霄裡及番界以外地區，其產權的取得似乎是通過承買周添福的墾

業115。最晚在乾隆初年，漢業主周添福以購買番地並向官方請墾報陞方式取得開墾南宵虎茅

莊權利，拓墾範圍北自南崁，南至霄裡116，墾區廣大。之後由薛啟隆承買取得南宵虎茅莊的

墾權117。薛啟隆入墾後，原為霄裡社地的霄裡庄與八塊厝庄等地，皆成為薛啟隆的墾界，該

地的霄裡社轉而成為其下的佃人，其間漢番關係如何，因缺乏相關文獻資料，無從得知 。但

從歷史上熟番割地換水的經驗來看，很可能該地社番並沒有向墾戶繳交水租，雖然名為番佃，

但事實上番社可能也相對得到貼納番租或代納社餉番丁銀等補償。此後薛啟隆將部份墾權轉

讓給粵籍佃首黃燕禮及其股夥。當時向黃燕禮請墾的佃人正是霄裡客家主要家族如吳家、 謝

家、 何家等。 

    

立給送坡地牛埔墾批字霄裏莊業主黃燕禮，同股夥等，先年承買薛家大莊業大租四至

界址，及正供錢糧社課各款，但載契約造冊內註明，歷管無異。-----因霄裏山下新興

莊眾佃所有給墾開闢田業既盡，各墾內未曾餘埔築坡牧牛，只有山下莊崁而荒埔一所

未有給墾與人，是業主該管之界，內原係赤爍之地，旱埔不能墾闢成田，僅可給眾佃

以為築坡牧牛。眾佃吳永輝、吳永岐、徐時偉、張子敏、楊惠初、謝廷松、謝廷玉、

何發伯、游榮順、李奕能同莊眾等前來與業主商酌山下莊田業乏水灌舭塀蔭，無坡地

可築，亦無牛埔可牧，眾佃備出花紅銀二十四大員正，求業主墾給佃批霄裏山 下崁面

荒埔------隨即交付眾 佃吳永輝等同前去掌管，築坡牧牛。-----(下略)  乾隆三

                                                 
110
 參考〈霄裡公共埤圳規約〉，《臺灣總督府檔案》04712-010-005到 009。 

111
 不著撰人，《(薛)昌棟、昌梅公派下菩提納塔誌》，1999。 

112
仇德哉，《雲林縣志稿》卷七人物志‧拓殖篇(雲林縣：雲林縣文獻委員會，1978)，頁 18。 

113
桃園縣文獻委員會編，《桃園縣誌》卷首大事記，頁 76。 

114
陳培桂，《淡水廳志》，臺灣文獻叢刊 172 (臺北 : 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 1963)，頁 73-74。 

115
古文書所示：立給佃批南崁(宵)虎茅莊業主周添福，有前年明買番地一所，土名虎茅莊，經請墾報課在案，

今有佃人---乾隆四年十二月給。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清代臺灣大租調查書》，(南投 : 臺灣省文獻委員會, 

1994)，頁 65。 
116
其進墾的路線順著南崁溪向東南擴展，拓墾範圍，以今日桃園市街為中心，東始於龜崙嶺(今龜山鄉)，西達

崁仔腳(今中壢市中原、內壢、內定里)，南至霄裡(今八德市霄裡、竹園、龍友里)，北至南崁(今蘆竹鄉錦興、

南崁、五福、內檜、山鼻等村)。參盛清沂，〈新竹、桃園、苗栗三縣地區開闢史〉(上)，《臺灣文獻》31:4，

頁 173。 
117乾隆四年(1739)周添福仍是虎茅莊業主，推測薛啟隆應該是乾隆四年以後才入墾。立給換佃批業主薛啟龍，有

先年承買課地界內，座落土名霄裏社背， 東至長流石溝，西至山腳，南至何思宗田，北至陳兆瑚田為界，經踏

四址明白。有佃人徐時偉前來換給佃批犁份半張，前去耕種，即日面議自備工貲、牛隻，架造田 寮，竭力開墾，

不得久佔拋荒，致誤租課。(下略)----乾隆二十二年(1757)十月  日給。業主。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清代

臺灣大租調查書》 (南投 :臺灣省文獻委員會, 1994)。頁 72-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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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1765)正月 日立給。118 

 

霄裡庄業主權在乾隆 20-30 年代已經歷從番社到周添福、薛啟隆以及黃燕禮的變動。此後黃

燕禮則將部份墾權轉讓給其他漢人，大約在道光年間霄裡庄的業主權已重層發展，成為多數

業主並置的局面，其中包括在地佃戶轉為墾戶的新德成。 

 

      立分定杜賣莊業課租盡根契字人鍾玉柏，先年承祖鍾長祥明買過何盈泰莊業課租一

處，土名址在霄裏莊。情因積欠公項多年，廳□憲催繳難容，無所措繳，柏不得已赴

鄭□憲呈請在案，愿將莊業課租出賣與人，儘問至親人等俱各不欲承受，外托中引就

送於新德成字號出首承買，當日同中三面言定時值杜賣極價佛銀一千一百大員正。柏

愿將莊業每年收有大租粟一百五十石零六斗正，計共有佃戶二十名正，概交於新德成119

字號掌管，收租抵利，納課繳公，永為己業。其所賣莊業課租，每年配繳勻丁耗羨銀

共二兩五錢六分正，又帶有霄裏社課穀二十五石正， （下略） 

      同治三年(1864)十一月 日120。 

 

上面契文顯示霄裡庄業主權的變動，主要是循漢業主權轉讓的方式進行 ，最初可能先由黃燕

禮(後裔黃建敏)將部份業主權轉讓給金順利(即竹塹鄭祉記)，金順利再部份典給黃林何四

股，其中何盈泰股權賣給鍾長祥、李成金二股，鍾長祥後人再賣自己持分給新德成字號，顯

示庄業大租權的不斷更迭變易。其中金順利是來自竹塹北門的鄭家，李成金則是大嵙崁李金

興家族派下李賡颺。何盈泰及新德成字號為粵籍在地業主，新德成字號主要由霄裡本地的袁

家、吳家與謝家所組的合股組織，這些粵籍家族早在乾隆初期就以佃戶身份投入水利興修開

闢田業，顯示佃人實力不斷增強，不僅擁有田底永業權，也參與大租權的競奪。據古文書顯

示何盈泰家族早在乾隆二十年(1755)左右已入墾霄裡新興庄，道光九年(1829)時仍向霄裡新

興庄業主年納大租穀五石，當時業戶為黃燕禮121。顯示上述庄業的變遷大約在道光九年以後

發生。當時鍾家所持有的莊業每年收有大租粟 150石，佃戶 20名，且雖是買斷大租，直至同

治年間仍繳給霄裡社課穀 25 石。清末原屬霄裡根據地的霄裡庄已然成為漢業主勢力範圍，根

據桃仔園廳桃澗堡霄裡庄民有大租名寄帳資料，可以發現霄裡庄大租業主已完全變為漢業主

天下，霄裡社沒有一席之地122。從乾隆四十年(1775)以後霄裡社給墾的土地多在土牛溝外的

社地，如員樹林、山仔頂、楊梅壢及三洽水等地的事實，可以推測早在乾隆末年霄裡社在土

牛溝內的土地就已多半轉移給漢墾佃。今天聚集在霄裡周邊一帶的客家聚落過往都是霄裡社

的社地。 

 

     隨著霄裡社土地的轉移給漢人，其水份也跟著讓渡。霄裡大圳的興建與灌區的拓墾，是

                                                 
118
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清代臺灣大租調查書》 (南投 :臺灣省文獻委員會, 1994)。頁 544-545 

119日治初期新德成號股份成員有袁嗣輝(袁嘉振繼承人)，住霄裡庄。袁修信住霄裡。謝湖華住霄裡庄。謝湖德住桃澗保社仔庄。謝長富(繼

承謝湖廣田業)住桃澗保社仔庄。吳昆山(吳永岐\吳華秀公業管理人)住霄裡。吳昆連、吳秀傳住霄裡，另有鄭木生住竹北二堡石頭坑(其

父為鄭慶根，侄鄭昌鰲) 參《總督府檔案》12392-001。 
120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清代臺灣大租調查書》 (南投 : 臺灣省文獻委員會, 1994) ，頁 291-293。。 
121＜道光 9年 8月黃鳳濟立杜賣斷根地基契字＞，印記：霄裡庄業主何盈泰圖記、霄裡庄管事何清海圖記；＜道光 9年 12月何貴泰等立歸

還田業屋地字＞，印記：霄裡業主黃燕禮分管男緒傑 (偕)圖記，中研院臺史所藏，《北部地區土地文書》。 
122大租業主包括黃燕禮家族、鄭址記即金順利(竹塹鄭家)、林長茂(竹塹林家)、李成金(即李賡颺 為大科崁李金興派下)以及霄裡本地的袁

家、吳家與謝家等合股組成的新德成。參《臺灣總督府檔案》12818-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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熟番與漢人業佃合作的結果。他們將水資源分成十份，熟番六、漢佃四，依照比例分配農田

用水。番漢合力開鑿水圳的修築往往也是土地轉移的開端，中部岸裡社即是在通事張達京主

導下，以割地換水方式， 讓渡了大量土地給臺中一帶的漢墾民。沒有相關資料透露是否霄裡

社也是以割地換水方式取得水份權，但是日治後期霄裡公共埤圳規約中，原由霄裡社與漢業

佃合力開築的水圳，演變至後來，水份已由番六漢四完全轉移到漢佃手中，水份關係人名單

中已無霄裡社族人。其中又以霄裡庄當地的客家家族握有主要水份權，如袁、吳、謝等姓為

主123。這些人即是新德成墾號的代表家族，他們由小租戶起家，後來不僅握有大租，且進一

步以三界祀神明會組織方式掌握土地與水份權。 雖然隨著土地拓墾與漢人移民勢力的進入， 

霄裡社作為墾戶的權利受到挑戰， 但雙方還是因為土地拓墾的過程中產生了合作關係，並且

在水利興修的基礎上，型塑出相關水利信仰的祭祀統合網絡。 

 

三、 水利所衍生的地域網絡 

 

    根據文獻記載桃園較早建立的三界祠為霄裡三元宮(後改稱玉元宮)，其興建與霄裡大圳

有密切關係。霄裡大圳修築後，乾隆卅八年（1773）歲歉，墾戶黃燕禮於是在霄裡大圳頭建

造三官祠124，除奉祀三界爺(三官大帝)外，更祭祀開築埤圳死難者，以祈求灌溉順利。水圳

開鑿初期，為使事業順利，參與埤圳開發之莊民，運用三官大帝信仰組成三界祀神明會，其

輪祀與祭典活動讓莊民彼此密切交流，並利用三界爺信仰作為水圳開發與管理背後的仲裁

者，以減少衝突糾紛。當水圳興修完畢，莊民將部份水權股份獻給神明會，充當祭祀經費。

此項經費經過一段時間累積充裕，則以購置田產放租營利，同時又從其收入提供部份作為修

繕水圳費用125。霄裡大圳築成後水額分成十份，顯見有十個分水系統區(漢佃四/ 番佃六)，

後來成立三官祀時，據說也分成十個香爐。這香爐的數目與水份額相當，顯然具有水分權的

象徵意義。據說霄裡社蕭東盛自霄裡到銅鑼圈開墾時，同時迎祀兄弟分家時分得之三界爐
126 ，說明早在蕭阿生甚至更早知母六時，家中已有三界爐。雖然霄裡社水份權已喪失，但從

香爐的保有，可證明當初蕭家應該也是水份的關係人之一 ，早期應該也與漢佃一起參與三官

大帝的祭祀活動，而形成一個統合的地域網絡。當民間祭祀圈和水利灌區合一，共同的信仰

和經濟上的利害結合使民眾形成一個凝聚的共同體。霄裡大圳灌區主要分布於今日八德、大

溪一帶，為清代熟番、漳州與粵籍(客家)交錯分布地。熟番與漢墾佃不僅合作透過土地拓墾

與水利興修，促成霄裡與周邊地區的開發，並通過有關水的信仰與祭祀行為達成村落聯盟的

整合與在地化。  

 

    水利興修往往涉及村落或其他族群間的利益，而反映出某種合作或對抗關係。由於國家

力量及歷史拓展過程，大漢溪左岸族群交錯的地域體現了族群互動關係，特別是大漢溪左岸

的南興、霄裡一帶，由於地處早期交通要衝及水利開發關係，使境內社群在土地拓墾等經濟

社會活動上展現跨地域整合的現象， 並表現在宗教祭典儀式的共同舉行。以霄裡三元宮為

                                                 
123參考〈霄裡公共埤圳規約〉，《臺灣總督府檔案》04712-010-005到 009。 
124
陳培桂，《淡水廳志》，臺灣文獻叢刊 172(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1963)，頁 151-154。 

125
參田金昌，＜ 臺灣三官大帝信仰：以桃園地區為中心(1683-1945)＞，中央大學歷史所碩論，2005年 。 

126
潘振墉編，《高原社區拓展史》(龍潭: 高原社區發展協會)， 頁 114。目前在社角及銅鑼圈的蕭家仍保有香爐

目，銅鑼圈三元宮的古樸石製香爐，據說也是蕭東盛帶來的其中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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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其祭祀圈包含了閩粵族群與平埔族，住在霄裡的李先生表示：「我們跟霄裡廟後是同一個

廟，廟後屬於閩南區，這邊是客家區，因為有共同信仰，所以在這裡客家人跟閩南人非常融

合，因為廟就在竹園跟霄裡的交界，所以就以霄裡廟為共同的信仰中心」。127霄裡大圳的修築

促成了本區域內非親族間的合作，發展出跨地域跨族群等地緣組織。水圳開鑿初期，為使事

業順利，參與埤圳修築的莊民，運用三官大帝信仰組成三界祀神明會，後來發展成四庄輪祀

活動，其輪祀祭典活動使南興、八德、茄苳和霄裡四庄閩粵莊民彼此密切交流。而無論是早

期所在地霄裡或是後來的社角，由於社角最初屬於南興且是霄裡圳水路範圍，推測最初霄裡

社應該也在這個輪祀活動內。南桃園三界爺祭祀主要為粵籍(客家)崇拜，在這個地區則顯現

為閩粵與霄裡社平埔族共同祭拜，同時可以發現早在清代，霄裡社通過土地拓墾、興修水利

及祭祀活動，與閩粵籍社群發生互動關係，並形成統合網絡，目前相關水利信仰的祭祀活動

仍以霄裡周邊等四庄的輪祀活動延續下來。  

 

    水利設施不僅促成跨地域族群的統合，也促成了客家宗族組織的興起，霄裡一帶客家家

族包括吳、謝、彭、何、鍾、盧、袁等七姓家族多沿霄裡大圳圳路周邊設立各姓宗祠128，並

通過嘗會等組織控制土地，顯示水利興修在霄裡一帶不僅帶動跨族群的統合，也促進了客家

家族的凝聚。客家家族通過嘗會與神明會組織的發展，控制土地與水分，而逐漸凌駕原墾戶

黃燕禮與霄裡社的優勢，成為地方主要勢力。日治後期霄裡大圳水份已由完全轉移到漢佃手

中。可見霄裡大圳的水分很可能在墾戶薛啟隆將霄裡庄一帶土地轉給黃燕禮，黃燕禮又將部

份墾權轉讓給其他漢佃時已隨之轉移。這些漢佃又以霄裡在地的客家家族所共同組成的合股

墾號新德成勢力最大，祖籍廣東嘉應州鎮平縣的吳仲立家族並成為霄裡大圳的主要管理人。

顯示土地拓墾與水利修築雖然促成跨族群的社群合作，但在時間進程中，族群間也發生利益

衝突與對立關係，其最大的影響是霄裡社的業主權與水分權被逐步排除在外。因此有關水的

信仰祭祀行為雖達成村落聯盟的整合與在地化，同時也在這個過程中逐步排除霄裡社原居地

的土地與水的大租權利，表現在儀式上是地方祭祀活動中仍然可以看見族群間的統合與邊界

的存在。 

 

四、儀式與傳說中的族群邊界  

     

     跨族群的水利地緣關係雖然形成霄裡地區祭祀的統合網絡， 但並沒有打破祖籍地緣意

識。霄裡一帶的客家人因地緣關係，仍多到中壢買賣，且保留客語溝通 。而境內的福佬人雖

然可以講客家話，但在身份認同上，仍一定程度堅持福佬認同129。霄裡周邊地區的不同社群

在各自地區形成自己地方公廟如八德三元宮、霄裡玉元宮、茄苳元聖宮、南興永昌宮以及埔

頂仁和宮等；就地緣村廟來看，南興自清代以來就與龍潭保持較密切來往， 與鄰近的埔頂廟

卻較少互動，同時地方上也留傳著一則有關南興永昌宮被放火燒毀的傳說 ，這傳說顯示了水

圳興修之後，不同地域社群間的對立關係依然存在。霄裡周邊一帶由於開拓時間較早，早期

                                                 
127訪問霄裡李家李先生， 李家祖籍為漳州南靖。 
128
 如謝屋寶樹堂、 鍾屋穎川堂、 吳屋至德堂、何屋盧江堂、袁屋德慶堂等。  嘗會組織有吳仲立、 吳永岐、

謝福廣、何盈泰、 何亮生、 何思宗、 何發伯、袁汝成等公嘗。參徐靜蘭，〈清代台灣北部霄裡地區客家七姓

移墾之研究〉，中央大學客家研究碩士在職專班論文，2012年 6 月，頁 158-183。 
129
以客家人居多的霄裡，境內祖籍漳州南靖的李家，子孫雖娶客家媳婦，但禁止子孫在家中講客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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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一多元族群聚居地區，日後因歷史發展與族群械鬥，閩客族群分別往週邊鄰近地區遷移。

當地的廟宇且成為移出地的母廟或分香的來源廟。如以粵籍為多數居民的龍潭龍元宮五穀神

據說分香於南興的永昌宮；漳州籍為多數居民的大溪福仁宮的開漳聖王則分香自埔頂仁和

宮。可知本區域在水利興修與宗教活動等方面雖然有跨族群的表現， 同時維持著族群的邊界

與文化表現，並表現在平埔族與漢人的互動關係中   

 

  清代時期霄裡周邊地區閩粵間械鬥頻仍， 熟番與漢人間的衝突也時有所聞，並反映在當

代家族族譜的書寫記憶中。霄裡大圳的水分與三界祀管理人吳仲立，祖籍廣東嘉應， 其家族

在日治時期霄裡公共埤圳水分權中居所有水分第一位130，且是霄裡三元宮主要經理人，並且

發展成地方勢力大族 。據《吳氏族譜》記載，「吳氏來臺祖十四世祖仲立，渡海來臺移墾霄

裡新興庄，以銀元五佰元購買田地四甲餘地(現今吳氏至德堂祠堂前面部份)，開荒拓土，築

陂修圳，遂開墾田園甚廣，由竹頭陂至河霸邊(指茄苳溪邊)起至番社坑止，面積達數十甲之

多，當時番社坑以南屬於番社，亦甚兇猛，正在開墾之漢人常遭襲擊，時仲立二子永岐、永

松除合力防禦「番人」之襲外，也協力耕作131」。這類記載在霄裡周邊客家家族族譜或廟宇資

料中相當普遍， 顯示當時漢番關係雖然有合作關係，仍因為爭奪土地水源，充斥緊張與對立

關係。 

 

    番社坑位於南興庄邊界，地方人稱「番仔坑」，埔頂藍先生表示是「番人開的水圳，當時

這邊的番也會到溪裡抓魚」132。番仔坑很可能就是當時的土牛界， 社角就位於邊界土牛番界

所在，當地社角蕭家還保留當時界碑133。這個聚落是目前所知霄裡社保留的最早根據地。社

角屬於埔頂，霄裡及埔頂一帶的人都稱這邊為「番社」，當地人說社角原名番社，日治時期才

改為社角。可見這個番社記憶至今還留存在地方社會中。但對遷移至銅鑼圈蕭家的人來說，

他們提到社角蕭家時，卻往往說是霄裡，而非社角或番社，他們還是以自稱來看待最早的根

據地。廣義來說，更早社角其實就是霄裡的一部分，對他們來說，霄裡社可能是一個遙遠陌

生的名稱，但霄裡則是具體的指涉著族人生活的空間。社角與霄裡隔一條溪，此溪為連城溪，

營盤與社角分立於兩岸，此溪是一條小溪，上面有橋， 兩邊的人可以相互通行， 不構成地

理界線 。目前社角的平埔族住民與漢人混居，但仍然保留某種家族聚居的狀態，這些姓氏有

羅、潘及蕭等姓， 潘及蕭家姓氏大多可以追溯於同一祖先派下。連城溪屬於茄苳溪上游，茄

苳溪源於番子寮臺地最南端之十一份，向北流經淮子埔、番子寮及員樹林各村莊，於埔頂及

南興二村附近與八塊厝、霄裡地區各溪流會合，復經下莊子及茄苳溪附近注入南崁溪。流經

本段之溪流稱為連城溪，北流至今八德市長興路，有連成橋橫跨其上，再往北經今竹園里大

伙房(霄裡客家鍾屋聚落)，至今廣興里及白鷺里界溪尾處，與左岸之霄裡圳會合，繼續北流

匯入南崁溪134。社角、霄裡及八德一帶同屬茄苳溪流域，霄裡大圳的修築就是這類地緣關係

                                                 
130
 依據〈霄裡公共埤圳規約〉，《臺灣總督府檔案》04712-010-005到 009。 

131
吳仲立公祭祀公業管理委員會，《吳氏族譜》， 1988，頁 108-110。 

132
 訪問埔頂藍先生。藍先生祖籍漳州漳浦，但被當地人稱為「客人傳」，表示自己因為有一位姑丈是客家人，

是霄裡何家，大家都叫他「老客人」，於是小時大家都叫他是「 客人傳」，其實自己不會說客家話。 
133
 界碑上文字為「淡水社番奉憲分定界址」。施添福指出土牛溝在此區的位置，由北而南依序為：「尖山─大湳

－ 八德──埔頂－南興－東勢－南勢－安平鎮－高山頂－上營盤－大溪墘 －陰影窩－頭湖－二湖－三湖－四

湖。」施添福，〈清代臺灣竹塹地區的土牛溝和區域發展〉，頁 73-74。 
134
黃克仁，《八德市志》，頁 42；黃厚源，《我家鄉桃園縣》(桃園縣：桃園縣人與地鄉土文化研究學會，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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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表現 。 

 

   從霄裡的開墾及水圳的修築 ，可知早期霄裡社與漢人互動密切，不僅合作致力地方開墾，

且共同組織神明會、建立廟宇霄裡三官祠。霄裡三官祠建立後， 地方以霄裡大圳的灌區發生

了一個祭祀的統合圈域，並且成立三官祀並附水分公業。 目前沒有相關文獻可以幫助我們理

解這個三官祀的實際成員與運作， 但從蕭家很早就保留 3個三界爐的線索，可以推知蕭家最

初應該有加入三官祀， 且是主要經理人之一，但日治時期以後霄裡埤圳實際業主權落在霄裡

等周邊的閩粵業主手中，霄裡社已被排除在外。據社角蕭家表示：「 霄裡原來有一平安亭， 對

著我們(社角)，但後來被霄裡那邊的人破壞， 我這邊才沒落」135。無法得知此傳說是何時開

始的，但此傳說顯示霄裡與社角存在著一種競爭與對立關係。霄裡社原來應該也在霄裡三元

宮祭祀圈內，與漢人共同參與祭祀，但後來可能被排除，而逐漸退到社角地方性的公廟祭祀

圈域範圍。 

 

     控制土地水權的表達往往包括在祭拜儀式活動中。而祭祀主神及相關祭典儀式乃成為人

們地域及身分認同的象徵，透過水利相關的宗教信仰活動可反映一地域人們如何運用或改變

這些象徵實踐社區整合。在霄裡，水圳祭祀活動後來發展成四庄輪祀三界爐方式進行，由蕭

家早期分有三界爐，可以推測早期霄裡社應該參與三官祀的共同祭祀，並通過祭祀活動，與

漳州、粵籍等漢佃一起達成村落聯盟的在地化 。 但目前在社角除了部分家族包括蕭姓及潘

姓仍保有三界爐的家族內祭拜外，祭祀活動已經轉成以地方性公廟埔頂仁和宮及番仔寮廟為

主要祭祀場域，祭祀主神已從三官大帝轉變為開漳聖王。顯示霄裡社作為墾戶的地位， 已日

趨由中心退到邊緣。無論是霄裡三元宮或埔頂仁和宮及番仔寮瑞源宮，廟中都沒有看到作為

原墾戶霄裡社蕭家相關的文字紀錄。霄裡社蕭家雖為地方業主， 且曾擔任清代屯番的領袖(屯

千總)， 但霄裡周邊一帶地方廟宇的推動興建主要還是落在漢墾佃身上，如霄裡三元宮是粵

籍墾戶黃燕禮於乾隆卅八年（1773）歲歉倡議營建；埔頂仁和宮及番仔寮瑞源宮據說也是由

漢墾佃興建。 

 

    值得注意的是埔頂仁和宮廟以及番仔寮瑞源宮 ，該地主要為祖籍漳州的福佬人 ，主祀

神開漳聖王。以主神性格而言， 開漳聖王基本上是一個「防番」的神明，唐代時因為平定境

內「蠻荒族群」， 開拓漳洲有功被封神 。 在大溪瑞源宮廟誌資料中紀載：「 唐代，閩粵邊

境為蠻荒之地，瘴癘肆虐，『多為番族高山族聚居之地』，反抗唐朝統治，並屢騷擾鄰近善良

民眾，後經陳元光父子奉命征戰平定並開拓漳洲有功，被尊為開漳聖王」。瑞源宮建廟沿革中

也提到，番仔寮本來是平埔族原住民聚居之處，至十九世紀中葉已成為漳洲移民聚落，早年

荒野疾病叢生，1858年迎請仁和宮主神開漳聖王分靈建廟安座後，果然神威顯赫、五穀豐收，

「妖孽盜賊」從此歛跡。136 番仔寮與埔頂皆位於番界外，早期都是霄裡社主要分布地，漳州

人的進入反映該地曾經經歷過一段族群因為土地、水源發生衝突與合作的過程。 在今天廟宇

儀式活動中，可以發現兩地的廟宇祭典都是平埔族和漢人相互參與，但在看似融合過程中仍

                                                                                                                                                                  
頁 14-18；施崇武等，《臺灣地名辭書卷十五：桃園縣》(下)， 頁 169。 
135
 訪問社角上厝蕭先生，曾經擔任過埔頂廟仁和宮副董事長。 

136
《 大溪瑞源宮戊子年慶成祈安三朝福醮誌》，2010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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遺留一絲或隱或顯的邊界。 

 

    霄裡社域附近的開漳聖王廟宇包括大漢溪對岸的大溪福仁宮、番仔寮的瑞源宮以及埔頂

仁和宮中元普渡祭典活動，只有埔頂仁和宮霄裡社在祭典調首四大柱中有一席之地。社角霄

裡社蕭家參與的是以埔頂地方為中心的埔頂仁和宮廟，該地主要住民為祖籍漳州的福佬人(福

佬客)，主祀神開漳聖王，由地方十大姓輪值開漳聖王聖誕。祭典調首四大柱代表一種地位象

徵，通常是由地方有力家族世代承接，但相對於當地漢人家族，霄裡社地位顯得曖昧。仁和

宮地方十姓輪值開漳聖王聖誕，蕭姓被放在十姓雜姓中，當天廟內有放置各姓斗燈，四大柱

與爐主被擺在最前列，師公道壇在廟殿正中央，廟外廣場有法事道場及鬼王大力士，並於角

落邊豎立燈篙。七月中元普渡時主要祭典主要由四大柱主持，四大柱基本上可以說是儀式中

最高的權力核心代表，自來都是由既有的家族世襲傳承，未曾改變。即主會「江有源」、主醮

「趙盛隆」、主壇「王太原」、主普「蕭合成」等四大家族合作主持。四大家族所形成的傳統

據說從很早以來就一直維持著。然而四大柱本身又有位階的不同，就儀式階序來說，主會最

高、主醮、主壇次之，最後才是主普。儀式舉行時，廟前廣場佈置有各信眾的供桌棚 ，先是

四大柱各一公桌， 然後依序庄內角頭各有其公桌， 四大柱中蕭家公桌在廟右側虎邊，與大

士爺孤棚位置同側，其他三姓在廟左側龍邊 ，各庄角頭則在中間。師公灑淨的儀式次序，是

先到四大柱的主會江姓---主醮趙姓—主壇王姓，最後才是主普蕭姓，然後是各角頭，依序是

社角 –廟前—埔頂角—廟後 (如下圖)， 相較其他三大柱公號的儀式位置與灑淨順位， 蕭

家在四大柱中地位似乎處於較邊緣位置。番仔寮瑞源宮四大柱則一律由福佬家族，王太原、

張復源、黃朝記、江源記擔綱主持祭典，霄裡社已不在四大柱之列137，顯示在時間進程中，

霄裡社作為土地業主地位已日趨沒落，在霄裡周邊一帶漢人佃戶逐漸凌駕業主成為地方主要

勢力。埔頂社角及番仔寮兩地的開漳聖王祭典表明了通過祭祀儀式建立的地緣關係，一方面

再確立地域關係，另一方面則顯示了地域社群間隱藏的對立關係。 

 

 

    相對於社角與番仔寮供奉的開漳聖王神格中顯現的族群對立傳說，道光年間遷徙至銅鑼

                                                 
137
《 昭和九年甲戍舊七月 日立瑞源宮廟重修落成捐金眾調首簿》，19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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圈的蕭家在同治年間興建的三元宮則是奉祀最初根據地霄裡攜來的三界爐(三界爺信仰)，這

類與原根據地相同信仰的表現，一方面彰顯最初作為墾戶的主體性象徵；一方面則相對顯現

出族群融合的性格138。作為銅鑼圈設隘開墾的墾戶及捐地建廟的關係，蕭家成為地方重要家

族，在廟宇及相關儀式中享有核心地位。霄裡社通過水利興修與土地拓墾，以及建廟與儀式

祭典的年年舉行，與其他社群發生互動關係並逐漸產生地域認同。 但這個地域網絡中，又可

以發現社群所在位階的不同，就地方信仰中心公廟儀式參與來看，相對於銅鑼圈蕭家的進入

核心、社角蕭家的保留四大柱位置，到番仔寮平埔族的邊緣化，可以看出平埔族在不同時間

不同地點的權力變化。隨著時間的演變，霄裡社作為業主的開拓英雄形象與記憶也只能保留

在儀式祭典的文化傳統中，但這個業主形象在不同地點又有不同的象徵意義。 

 

 

五、不同地域表現：銅鑼圈大庄及十股寮 

 

    霄裡社社地在清代由於位於竹塹沿內港道的路線上，以及自淡水循大嵙崁溪上溯至桃園

臺地東側的路線間，因此引發移民紛紛越界向其承墾土地，並逐漸侵墾至東南近山地區。漢

人侵墾的結果是霄裡社的番租嚴重流失，除銅鑼圈一地尚保留佔優勢的番租外，大部份都淪

為漢大租為主的局勢。依據日治時期土地申告書番租統計，可以發現霄裡與周邊一帶的漢大

租遠遠超過番租，顯示霄裡社在霄裡及周邊埔頂、南興等庄的番租並沒有被保護在「保留區」

內，土地流失情況在嘉慶道光年間已經日趨嚴重，這個現象可以說明為何霄裡社會在道光年

間到離社地遙遠且缺水的銅鑼圈去開墾。相較於霄裡社在原根據地為名義上的墾戶，土地實

際開墾多由漢佃經營，致使漢佃擁有實權，銅鑼圈霄裡社蕭家則是實際參與設隘開墾的墾戶， 

因此得以保存較多番租。 

 

    道光三年（1823）身為屯番的霄裡社番蕭東盛被選為屯首，在霄裡社眾屯丁的同意下，

向人籌借數十萬資本139，由霄裡社前往武陵埔開墾並進一步向屯界外的銅鑼圈延伸，設隘招

佃開墾。據霄裡社墾戶蕭鳴皋等稟稱：緣皋父因效力隨軍打仗殺賊叼蒙福大人憲審察淡屬內

山寬廣，畫界限設立土牛，禁止奸民越界佔墾，「准令屯番設隘，約撥住山防守以衛地方，又

加墾青山以資番丁養贍永為生計，例免陞科」140。由稟文可知霄裡社是以屯番身份前往官府

所撥給的養贍屯埔，並且以設隘為名進一步向外擴張土地，所謂「加墾青山以資番丁養贍永

為生計」。這個養贍屯埔大約座落於今日龍潭銅鑼圈、三洽水交界處。銅鑼圈位於桃園龍潭區，

南有橫岡嶺、高種山、小竹坑山鄰接關西，北至乳姑山下與三和村為鄰，西毗三水村（三洽

水） 東臨上林村（四方林）。地勢南面為丘陵起伏地，北為店子湖臺地，西為霄裡溪河谷區，

北為龍潭臺地，東西低南北高，是一平坦臺地。桃園臺地屬於古石門沖積扇礫層，土壤為紅

黃土，土地貧瘠，必須築陂蓄水才能灌溉開墾土地，但該地因地勢稍高且平坦彷如倒蓋之銅

鑼無法蓄水，故稱銅鑼圈。包括橫崗下、深窩子、牛欄河、石崎子、瓦窯下、十股寮、大庄、

雞籠坑一帶皆屬其腹地，約相當於今天高平村及高原村境內，這些地區大都是客家先民在此

                                                 
138 這類神明信仰較少見有關族群對立的傳說。 
139 〈銅鑼圈庄土地申告書〉，《臺灣總督府檔案》，V12293-001-190。 
140
  蕭瑞雲手抄，《通臺屯番全案》，頁 25-27；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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拓墾時的小聚落141。 

 

    銅鑼圈地區昔因鄰近內山泰雅族區，且屬丘陵臺地，土地貧瘠，水源缺乏，故開發較晚。

最初設隘地點在內山前沿四方林一帶，《淡水廳志》記載：「霄裡大銅鑼圈隘本在四方林，後

移入桃澗堡內山要處，距城（竹塹）東五十三里鹹菜甕隘之北」142。桃澗堡內山就是今日的

石崎子，僱有隘丁十名，一面守隘，一面開墾，並在今橫崗下、大庄地區設庄，稱為明興庄，

包括銅鑼圈、三洽水、矮坪仔、乳姑山、八張犁、竹窩仔、泉水空、九座寮等庄皆在其設隘

管轄範圍內143。乾隆五十五年（1790）官方就撥給霄裡社武陵埔屯埔，當時霄裡社並沒有親

自開墾，而是招佃漢人。遲至道光三年（1823）蕭東盛才進紮武陵屯埔界外的銅鑼圈等處建

隘住守、招佃闢墾。銅鑼圈是一處以屯埔開墾為名向外設隘擴張的地域，基於屯埔的關係，

漢人入墾銅鑼圈需要向屯番請墾，甚至有人充當屯番的隘首，以代替屯番守衛的名義實質上

進行開墾。 如光緒年間江進元、邱阿林向霄裡社屯番蕭鳴皋墾戶請求充當銅鑼圈隘首。 

 

光緒陸年(1880)柒月仝立抱隘合約字銅鑼圈墾戶蕭鳴皋，值年隘首邱阿林、江進元等。

緣皋承祖父遺下自備資斧設隘防番保固居民樂業安耕，兹有隘首邱阿林、江進元邀佃

前來墾抱隘務募丁在營曉夜防番非敢懈怠貽誤隘事。兹皋轄下山場抱櫃兩座半抱與江

進元等請丁七名半，其隘粮工資以及加貼外費共谷弍佰四拾石正，……其下半年谷額

壹佰弍拾石按月割出完單對佃谷額弍拾石付于隘首，至期向佃量清款亦不得少欠分

毫。……即日批明皋轄下炮櫃兩座半抱與江進元隨赴在營小心嚴密防禦生番倘有燥濕

不測不甘墾戶之事係隘首料理……144 

 

早在道光年間李顯龍、李同春等人在大坪或武陵埔地向屯番請求設隘開墾的例子，都說明這

些漢人很可能早就是地方既有的偷墾者，在土地被官府編給屯番後，以設隘名義向屯番請墾

界外埔地。祖籍廣東的竹窩子溫家祖先先前也是在四方林擔任蕭東盛的隘丁，目前位於蕭家

祖塔邊的「先人古君墓」145， 其中所葬的部分人士很可能就包括客家隘丁，這些人由於偷渡

界外拓墾， 只能選擇擔任熟番隘丁，並與熟番一起設隘開墾，顯示客家族群在銅鑼圈隘墾區

的開拓，與霄裡社有密切互動關係。 

 

    銅鑼圈大庄橫岡下有一個開庄伯公，傳說「高山原住民」於某晚打算對大庄及橫岡下居

民出草，深夜裡沿著深窩子前行， 接近開庄伯公附近， 四周寂靜，突然雞啼大鳴，引發家

犬狂吠，只得快速退離，居民才安然躲過危險。附近居民都認為是伯公顯靈解救災難146 。這

個版本雖然也是「防番」傳說，但值得注意的是這個伯公是由墾戶蕭東盛建立的， 當時在銅

                                                 
141
 楊文中，《龍之源—高平村》， 2001年 3月， 頁 6。潘振墉，《高原社區拓展史》，2001年 1月。 

142
 陳培桂，《淡水廳志》，臺灣文獻叢刊 172（南投市：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3）。 

143
 其範圍廣大約今日龍潭大部份西部與南部地區，除去三坑大坪四方林三角林等其他屯埔。參蕭瑞雲手抄，《通

臺屯番全案》，頁 25-27；32；陳培桂，《淡水廳志》，臺灣文獻叢刊 172（南投市：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3）。 
144
 〈光緒陸年柒月仝立抱隘合約字〉，王世慶編，《臺灣公私藏古文書彙編》。 

145
古君墓， 無人名， 只有一個墓碑上題「先人古君」。 原來葬在牛欄河， 也就是蕭家祖先墳墓處，後來隨同

蕭家祖先墳遷到今祖塔邊。據說這些古君可能是蕭家的屯兵或者隘丁， 死後蕭家將這些人隨同祖先墳墓， 陪

祀在側，祭祖掃墓時節一起祭拜。 
146
 潘振墉，《高原社區拓展史》，頁 131。2001年 1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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鑼圈設隘開墾， 因此其對立的對象並不是霄裡社族人，而是「生番」。《蕭氏族譜》提到：蕭

東盛，英豪人士，祖業豐隆，義讓兄弟承續，自己奮志開闢銅鑼圈三洽水一帶地方，安靜「生

番」147。 當時霄裡社與地方居民共同防守牛欄河對岸的泰雅族，兩者因需要共同對抗界外族

群，因此相互合作，沒有產生尖銳衝突，地方上沒有流傳類似社角或霄裡一帶熟番與漢人社

群間對立傳說148。也可能是因為這類有更大外力威脅的歷史脈絡，促成此地的霄裡社與客家

族群互動較為緊密，並且共同創造出這類傳說。值得注意的是銅鑼圈開庄伯公沿革中特別指

出， 該廟是『由霄裡社遷來大庄定居的先哲蕭東盛招佃開墾此地進而發起建造』149，可見地

方對於霄裡社的敬重以及顯現的歷史記憶。 

 

   漢人、番社、與官方三者並不是處在相對立爭奪資源上，在不同時間或社會脈絡下其關係

是複雜且重層發展的 。漢人提供水利修築技術以及納租給熟番為交換條件， 取得番地開墾

的權利；而番墾戶也將部份大租轉為祭祀經費，與漢佃共享一套地方文化與祭祀禮儀，藉此

維持租佃關係與地方社會秩序。但這類關係在不同地方又展現不同對應關係 ，如位於埔頂屯

墾區內作為業主的霄裡社，仍具有一定地位，表現在仁和宮中元普渡祭典時擔任四大柱首之

一。  但在界外隘墾區上， 大嵙崁(今大溪)福仁宮或三層埔福安宮， 霄裡社都沒有一席之

地。 只有在銅鑼圈，霄裡社蕭東盛自資進墾銅鑼圈台地，並設置開庄伯公供眾膜拜；後來其

子蕭鳴皋捐地興建銅鑼圈三元宮，展現地方墾戶試圖通過建廟與漢佃維持和諧關係。 除曾發

生佃戶抗租以及漢人爭取隘租糾紛外，並沒有引發過度的變動 ，從道光三年直到光緒末年，

該地的墾戶一直由霄裡社擔任。番社的親自參與土地拓墾的行動，似乎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

土地的權益，反映在番租的現象上是霄裡社地的番租分布上，只有該地銅鑼圈保持番大租多

於漢大租，其他地區多明顯減少，甚至消失。 

 

    這類開墾的歷史脈絡也反映在銅鑼圈三元宮的祭典儀式中蕭家的特殊地位上。相對於社

角與番仔寮地方廟宇供俸的開漳聖王主神，銅鑼圈三元宮則是分香自霄裡三官祠，以三官大

帝為主神。對蕭家來說，三界爐在霄裡是一個分水權的象徵，但在銅鑼圈則由分水象徵轉成

一個在地墾戶的優位符號， 銅鑼圈地方大廟三元宮最初奉祀的三界爐即是由墾戶蕭東盛帶來

的，蕭家後來還捐地建廟。至今銅鑼圈的祭祀中心三元宮，大門一進就看到上面匾額左側題

著──「廟地奉獻蕭東盛/廟宇創造經理蕭鳴皋/廟宇改築經理例貢元蕭瑞雲/前堂增築後殿重

修蕭慶壽」。 這塊匾額顯示蕭家與三元宮的關係。這個墾戶的記憶至今仍保留在儀式中，蕭

家因為是建廟主力，所以正廳拜有三界公，每年三元宮祭典，廟方仍會到蕭家迎請三界香爐，

以表敬意。不僅地方每年重要祭典都要到蕭家迎請蕭家家中祭拜的三界爐與其他神明 ，據說

以前平安戲慶典時， 還會將廟埕賽神豬的特等賞位置專門保留給蕭家。1980 年代以來保留

在廟中牆壁上的慶成圓醮調首表最高階序總醮主，蕭家一直占有一席之地150，顯示蕭家在地

方上的影響力與特殊地位。 

                                                 
147
林添福編，《河南蘭陵蕭氏族譜》(臺北:蕭姓宗親修譜委員會)，1981年， 頁 420。 

148
 社角處於界的角落， 雖然也是鄰近土牛番界， 但界外大嵙崁溪沿岸附近土地還是屬於他們社域土地範圍， 

離頭寮一帶生番尚遠，因此對於漢人而言，競爭主要對手並非生番，還是霄裡社。 
149
 銅鑼圈開基福德祠修建委員會，〈銅鑼圈開基福德祠廟碑沿革〉，1983年。 

150 銅鑼圈三元宮廟壁碑銘，1981 年慶成福醮總醮主蕭、 蔡、 余，1989 年圓滿福醮總醮主 蕭、 徐、蔡、余，

2005年慶成福醮總醮主 蕭、 鍾、 游 、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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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當過蕭家在銅鑼圈設隘時所雇隘丁的竹窩子溫家後人，在回憶家中所供俸的三界爐時， 

也表示可能是墾戶蕭東盛進墾時，攜帶來自霄裡三官祠的三界爐，後聘名師雕製十個三界公

聖爐，分火各隘。 由於溫家祖先曾經擔任過隘勇， 因此溫家公廳所懸掛的三官爐可能是其

中一個。在描述溫家在龍潭拓墾歷史時， 其後人也表示竹窩子溫家來台祖溫昌萬於清雍正三

年(1725)自廣東嘉應州鎮平縣渡海來台，後隨通事知母六(即墾戶蕭東盛祖先)入墾龍潭 ，先

於四方林落腳， 嘉慶 15 年(1810)遷至竹窩子定居151。依據文獻銅鑼圈設隘地點最初在四方

林，溫家祖先擔任隘丁很可能就是在此地 。無論是否與真實史實相符，這類試圖將自家神明

與家族史與墾戶連結的來源追溯，不僅是藉由墾戶歷史提高自家家族地位，更反映墾戶蕭家

在地方的影響力與權威象徵。相較於這類對平埔族墾戶的連結且不帶任何貶義的字眼，在霄

裡社角則較少見類似的歷史記憶或族譜書寫 。同治年間銅鑼圈蕭家第四世蕭鳴皋蕭鳴鳳兄弟

分產，光緒年間蕭鳴鳳後裔又從大莊向銅鑼圈東南區開墾，前後招募十個家族的佃戶，共同

開闢，搭寮定居形成聚落，稱為十股寮 (今高平村)。蕭家並在牛瀾河支流水頭設「水頭伯公」，

水尾設「水尾伯公」。光緒元年，龍潭聖蹟亭興建時之「聖蹟亭捐緣總抄簿」中並見有蕭鳴臬

捐獻之記載，除了捐地建廟，蕭家也提倡教育。日治時期以後，蕭家且在地方擔任區長，歷

任村長及鄉里重要的職務，並參與地方文化教育活動，成為地方重要鄉紳。 

 

  從霄裡社角與銅鑼圈的歷史發展脈絡中，可以發現兩地社群資源競爭與對應關係的不

同；清代霄裡社在霄裡的土地水分大多讓渡給在地的客家與漳州社群；而銅鑼圈的霄裡社則

透過親身墾拓並與在地客家社群合作而維持既有的優勢。  從日治時期桃園臺地的番租統

計結果來看，除銅鑼圈番租大於漢租外，其他地區番租已大量流失(如下表)。表現在儀式中，

可以看到作為墾戶的蕭家在不同地域儀式中不同的處境。這類不同的歷史發展脈絡與社經地

位，也影響了銅鑼圈與社角蕭家與其他社群互動關係與認同的殊異。 

 

 日治初期霄裡社域漢番租之比較     （單位：石）152 

 街庄 漢大租 番大租 地基租 計 

八德 霄裡 638.7042 0 1.8355 640.5397 

平鎮 社仔 5.370 25.324  30.694 

大溪 埔頂 134.323 24.098 0.889 159.31 

員樹林 12.018 12.154 11.545 35.717 

南興 543.649 5.38 0.275 549.304 

龍潭 
九座寮 7.5425 47.4388 0 54.9813 

銅鑼圈 2.3413 106.6787 14.5473 123.5673 

                                                 
151
 傅寶玉，《 古圳: 南桃園水圳空間與文化》， 頁 139-140。其中十個香爐的版本說法又符應霄裡地區既有的

的十個分水額與十個香爐的傳說。先前四方林設隘時間不可考， 但依照溫家版本。 則可推至乾隆到嘉慶年間，

但蕭東盛到銅鑼圈開墾是道光年間， 因此溫家所有的三官爐不太可能是來自蕭家墾戶所帶來的分火，除非蕭東

盛在嘉慶年間已先到此地籌備，道光 3年才正式開墾。  
152
資料來源：根據《臺灣總督府檔案》V12248-12249, V12343-12345, V12371-12374,   

V12435-12464, V12477-12484 統計製表。本圖只顯示與本文指涉相關地區的番租統計結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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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模作他者：族群文化與認同 

  族群關係與認同表現在族群文化上， 無論是社角或銅鑼圈，可以發現蕭家通過土地拓

墾、水利興修以及建廟祭典的參與，與其他社群共同分享一套地方文化系統與符號價值。

在這套共享的文化體系中，蕭家也試圖創造屬於自己特有的文化，以融入現實生活中。 

    以埔頂廟中元祭典為例， 四大柱公號代表最重要的四大調首，分別為福佬人(福佬

客)的江、趙、王姓家族公號153，以及霄裡社平埔族的蕭家公號蕭合成。此外霄裡社羅姓

與潘姓也分別佔據調首表的第一、二列位置， 擔任副主壇與副經理。祭典調首中出現的

蕭合成(正主普)、 羅合成(副主壇) 、 潘連合(副經理) 等公號， 雖象徵其家族代表，

但相較於漢人家族公號，霄裡社的公號與其說是家族公號，倒不如說是為了在祭典輪值

中有一定的位置，學習漢人創造出來的家族公號。此外無論是霄裡社社角潘家或銅鑼圈

蕭家，正廳皆有穿清代官服的祖先遺像，且都有供俸祖先神主牌位與神明 ，並重視墳墓

風水與族譜編纂，家族並有分鬮財產立契及以字輩命名等表現。顯示霄裡社平埔族與漢

人一樣試圖通過種種符號的操作，維繫自身家族凝聚與認同 。目前在社角與銅鑼圈的蕭

家，都有自己祭祀祖先的公廳154。社角上厝蕭家的公廳，祖先牌位為小型的單一牌神龕，

上標 ：「蘭陵堂蕭氏歷代高曾祖考毗神位 」。祖先牌位擺在右側虎邊，中間則拜土地公，

類似一般常見的閩南型制， 祭祖時間在清明節；社角下厝蕭家的公廳牌位則是較大的神

龕 (大牌) ，上標「 臺灣霄裡堂上蕭氏高基始祖考通事那英蕭公毗萬娘潘太孺人神位」，

並列上各世代祖先考妣名， 其型式與用語都與客家相似， 且祭祖時間與客家相近，在

正月元宵節後第二個禮拜。且正廳只有祖先牌位， 觀音神像在側廳155。銅鑼圈大庄的蕭

家公廳（蕭家祠堂）除了供俸蕭家祖先的大牌外，並且奉祀兩個神明，分別位於大牌的

左右兩側，顯示最初公廳以祖先崇拜為主，與客家公廳型制相似，後來才逐漸增加神明

奉祀。156 目前兩地蕭家並沒有統一的祖先祭祀公廳，唯一聚集較多族人的祭祀場所在銅

鑼圈的蕭家祖塔（蕭家墓苑）。蕭家銅鑼圈的祖塔祭祀，雖然名義上是祭祀開基祖那英公，

但成員主要是以阿生派下為主，包括銅鑼圈的東盛公派下大庄、十股寮及和盛公派下的

番仔寮、九座寮，以及寶盛公、玉盛公派下的社角成員。157這些成員因地域不同，有的

講閩南語，有的講客語，儀式進行雖使用國語， 但其中仍提及「后土龍神、伯公、伯婆」

等與客家相近的用語，同時並有公嘗與祭祀公業等運作158，顯示蕭家通過每年共同祭祖

儀式，在一定程度上也分享了客家文化的操作與慣習。 

光緒末年日治初期桃園地區平埔族在祭祖時普遍仍保有「走社」的風俗， 如清光緒十四

年(1888)官府為實施田賦改革，在通令地方送「各番社通土口糧收支章程冊中」可以發現當

                                                 
153
 江家祖籍漳州南靖，學界有將其歸類為漳州客。 

154
 此處所謂的公廳是就各派下族人對內而言稱公，但事實上蕭家沒有開基祖祖源派下整體成員的公廳祠堂，此

外某些派下公廳也因土地分割後被拆毀，只留下神主牌位在家中奉祀，因此實質上已無公廳的內涵，這類表現

又可能不同於客家家族社會。。  
155
據社角寶盛公派下蕭先生表示後來因搬遷至大樓公寓後祖先與神明只能放在一起。 

156
但十股寮的蕭家正廳則是將祖先牌位置於右側， 中間奉祀觀音等神明。 

157
 但該祖塔埋葬的祖先則是以那英公夫婦及東盛公夫婦派下為主，阿生公的墓及和盛派下的墓地在別處。 

158
據相關契約顯示，銅鑼圈大庄似乎有蕭東盛公嘗/  蕭鳴皋祭祀公業組織//以及十股寮派下所立公嘗 (明治 34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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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霄裡社的祭祀活動包括： 二月初二、十二月十六眾番「走田」及福德祀，以及七月十五、

二十九、中秋各節神福祭。祭祀舉行時並有各莊演戲酬神159。顯示當時霄裡社除了維繫自身

的「走田」儀式外，也參與了漢人的傳統祭祀活動。目前已不見走田的祭祀活動，但福德祀

以及七月十五、二十九、中秋各節神福祭仍留存至今。並且與漢人一樣重視風水地理，乾隆

三十年(1765)，二世祖蕭阿生曾立遺囑子孫永守祖墳字如下: 

 

      霄裡社等處通事父蕭阿生， 男和盛、 寶盛、 東盛 、玉盛 四人知息(悉 )，情恩(?)

招番歸化， 幫官殺賊有功， 蒙國朝恩賜各處業地、  又蒙大官來台，隨員帶有地理

明師，指點生風水穴，日後可以安葬祖骸，必得子孫昌盛，富貴綿遠，今特立字遺囑。

------規定風水所在地並山頭界址內批明， 不得招佃墾種以免傷地理風水，前後左右

若要耕作必留為自耕 。 (下略)乾隆 30 年 9 月 代筆人  寸仔龜求□  男 和盛 東盛 

寶盛 玉盛160 

 

此外平埔族也從漢人身上學習到契約以及向官府打交道的法律文化，如道光年間霄裡社通事

蕭聯裕及與山仔頂五小莊的客家佃戶魏奕賢等具名，共同向官府請示勒石禁令督收額外加索
161。以及光緒年間多次以屯弁或墾戶之名義向官府衙門爭取權益以保障屯租及番租收入。162 

 

    然而在這個共同分享的文化中仍然有變異的情形發生，例如在社角與銅鑼圈的大庄、十

股寮分別有福德信仰崇拜，但在銅鑼圈的被稱為伯公，社角的稱為土地公。不同於一般所見

的伯公單一神像或伯公伯婆雙置，大庄的開庄伯公是古樸的石身，裡面的伯公造型，分別有

左右侍者，詢問廟公與當地人皆不知其所以， 由於缺乏進一步資料不知此造型的意涵，但位

於新竹縣竹北市新社村的竹塹社新社采田福地供奉的伯公則提供了另類的參照， 其伯公被稱

為地神(番王爺)，類似伯公形象，左右是各設文武判的造型。 另外社角蕭家寶盛公派下的正

廳內供俸一赤面的送子觀音，這尊觀音不同於一般常見白衣送子觀音的典型形象，而是赤面，

座背並雕立有鳥與花瓶。關於赤面觀音， 雖然也是觀音的一種造型， 但相對於臺灣多數的

黑面與金面， 赤面觀音十分少見， 目前在高雄內門南海紫竹林寺為全台唯一的赤面觀音。

內門舊稱羅漢內門，開庄甚早，該寺相關資料記載：「先期住民平埔、漢族混居，蠻荒環週居

處不易，病痛瘟疫、思鄉情結，唯靠朝暮奉香求佛祖慈悲庇祐」，當地的赤面觀音可能是平埔

族與漢人共同崇拜。 而社角則是位居土牛溝的邊界，界外即是「生番」境地 ， 據社角蕭家

報導人的說法， 其所供俸的赤面觀音有「除妖」的法力，蕭先生表示：觀音手中的孩子就是

與觀音鬥法的紅孩兒， 旁邊的鳥及花瓶都是妖精的化身 ，這與一般對送子觀音「祈子、護

產、保嬰」的想像很不一樣163。另外霄裡附近營盤有一營盤古廟被稱為’褒忠義民廟 ，主要

                                                 
159
《淡新鳳三縣簡明總括圖冊》附錄 ＜設改章程總冊＞。臺北市：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4），頁：113-152。 

160 王世慶編，《 台灣公私藏古文書彙編》。 
161
 ＜桃澗保監生魏奕賢等稟請淡水廳同知曹謹出示勒石定例＞，道光二十二年七月十三日具稟山仔頂五小庄

等，《淡新檔案》。 
162
 參蕭瑞雲手抄，《通臺屯番全案》。1899 年。無頁碼。 

163 社角下厝蕭先生說目前台灣僅有四尊像他家同型式的赤面送子觀音 。與觀音鬥法的紅孩兒意  象出自《西

遊記》傳說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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祭祀林爽文事件犧牲的客家義友，最早約乾隆五十三年立碑奉祀，昭和年重修，戰後新修建

廟。日治時期霄裡埤圳業主中有一褒忠祀神明會，業主為黃燕禮後人所有，顯示該地很早就

有義民祭祀。目前沒有資料顯示當地平埔族是否參與義民祭祀，但田野調查中發現供品桌上

擺有生豬肉、 酒 、檳榔及香煙(插在香爐上)。這些信仰符號及詮釋不同於漢人的表現，而

帶有平埔族特有的地域文化脈絡，顯示在共享的文化體系中，仍然可以發現族群邊界的維繫。 

 

    族群的融合與邊界也表現在與其他同姓漢人關係的運作上，在社角，同屬霄裡社平埔族

主要有三姓，分別為蕭、潘、羅，當筆者詢問蕭家與同庄霄裡社的潘姓與羅姓的互動情況時，

居住社角上厝蕭先生並不認為與他們有何特殊關係，但當提及營盤蕭家時，則表現熱絡。在

霄裡社角，與霄裡社蕭家互動較密切的蕭姓為客家人，祖籍潮州大浦，說客語，住在社角的

對面霄裡營盤。社角與銅鑼圈兩邊的霄裡社都沒有參與蕭姓宗親會， 但在社角蕭家自認為與

營盤的蕭家為宗親，彼此以福佬話溝通，除了社角上厝蕭家正廳祖先牌的堂號與營盤蕭家一

樣都是蘭陵堂外，族譜也是同一本，同樣是《河南蘭陵蕭氏族譜》，並且同被分在廣東松源肇

基始祖梅軒公脈系 164。或許是這個原因，居住社角上厝的蕭先生認為營盤蕭家應該是同宗，

早期祖先是同源，顯示社角蕭家，通過族譜與堂號的文化符號，創造了與祖籍廣東蕭家同宗

的對外連結。社角蕭先生表示兩家如果有婚喪喜慶會互相支援，互動關係良好。 但當筆者訪

問營盤蕭先生時， 蕭先生表示自己以前曾經在除夕時節到社角，看過蕭家其中一房過年圍爐

除夕拜生豬肉。他說「社角蕭家有三房，都是福佬人」。  

 

   而銅鑼圈大庄的蕭姓除了霄裡社蕭家以外，另有一支來自彰化田中的蕭姓，屬於書山派蕭

氏165，在銅鑼圈經營茶工廠， 他們在家中說閩南語，對外講客話，自我認同為福佬人。在他

們眼中， 霄裡社蕭家是「番仔蕭」，他們自己則是「福佬蕭」。住十股寮霄裡社的蕭家說 ：「大

庄那邊的人說我們是番仔蕭」166 。然而這支所謂的福佬蕭的古厝就住在大庄霄裡社蕭家祖屋

(祠堂)隔壁，目前住在山仔頂的霄裡社後裔蕭先生表示：福佬蕭平時在家講閩南語， 但跟我

們講客家話 ，和我們沒有血緣關係，兩家有婚喪事都會相互支援來往，互發紅白帖，我們蕭

家每年農曆 7月 29中元普渡辦桌宴客時，福佬蕭家都會受邀出席，過去殺豬公時並且會分到

我們蕭家給的豬肉。可見大庄福佬蕭家與霄裡社蕭家來往密切。福佬蕭雖自我認同為福佬人，

但周邊都是客家鄰居，並娶客家人為妻，能說流利的客話，家中供俸來自新埔義民廟的香旗，

並且積極參與銅鑼圈三元宮的祭典，擔任廟中及社區主要職務，日常生活氛圍可以說都在客

家文化環境中。霄裡社蕭家無論是在社角或銅鑼圈大庄，與同姓不同宗的蕭姓都維持密切互

動關係，可以看出霄裡社蕭家與同姓漢人的建立連結。這類的連結也反映在祠堂與族譜的建

構過程中。 

 

    目前保存最早的蕭家祖先牌位可能是社角下厝蕭家的公廳，其在社角的祖厝據說是以前

祖先擔任屯千總時所在的公所(公館)。 其祖先神主牌為單一古樸木製大牌形式，中間標有「台

                                                 
164林添福編，《河南蘭陵蕭氏族譜》，1981 年。 
165清代，蕭氏族人自閩粵渡海來臺者，以明初蕭時中派下為主，即今日臺灣最常見的所謂「書山派」、「斗山派」、

及「湧山派」蕭氏裔孫。其族譜為《書山蕭氏族譜》。 
166 訪問十股寮蕭家。 



200 

 

灣霄裡堂上蕭氏開基始祖考通事那英蕭公妣萬娘潘太孺人神位」167。大約稍後安置的十股寮

正廳神主牌168，也是標立台灣霄裡堂號。 但 1987 年重修落成的大庄蕭家公廳神主牌正中間

已成為「河南堂上蕭氏歷代始太高曾祖考妣之神位」， 左側第一位才是開基始祖那英公，正

廳除了供俸蕭家祖先的大牌外，並且奉祀兩個神明，其中一個是蕭何公，蕭何在蕭家成為亦

祖亦神的象徵。曾經更新過的社角上厝蕭家的公廳祖先牌位則是標為蘭陵堂號。顯然在不同

時間不同地域下的蕭家認同經歷過轉變，但整體看來似乎是由台灣霄裡逐漸轉向漢人大陸祖

籍郡望與堂號的連結。這樣的連結也表現在族譜的編寫上，目前可知的族譜編修有兩次，一

次是在 1960-1962 由居住在十股寮蕭家族人主編，題為《臺灣省霄裡社開基始祖蕭那英字知

母六派下家譜》。其中引用金包社通事林國珍筆記--〈台灣番屬源本註說〉，提及: 

  

     台灣始祖由來，原是山西省大原人氏。明朝時代，水淹山西地面，移進高山之上。連旬

河水不退，眾老相議，謂此地方向來數險、難得安居。不如移徙他屬乃為得策通。傳各

眾砍竹以藤絞排作筏，各備乾糧衣服物聚，一齊上排，任憑風水漂流數月，在台灣大奎

籠八斗子海邊起岸(按不啻科布倫與魯檳孫之壯舉)，闢井取泉眾等得水歡飲，相議其時

來臺人員按為七祖，即為七房兄弟，各分地頭安居開發。長房武荖朥派下，係金雞貂三

社(即金包里雞籠三貂角等處)；次房礁簡朥派下，係合子蘭棋來社；三房岸邦朥派下，

係台北諸社；四房野邦朥派下，係竹塹大甲諸社；五房砂簡朥派下，係彥里埔里諸社；

六房檳字朥派下，係下台灣卑南諸社；七房是女祖眾等來台開祖生傳子孫多。眾再加各

號社名(譬如我等之霄裡社是也)，墾闢田地各安成業。 

 

這類將山西太原與台灣番社兩個不同的地域脈絡混和在一起的說法，建構出特有的族譜敘事。 

其中雖然說到自己屬於來台七房包括北部武嶗灣派下等社，但值得注意的是仍然強調漢人的

宗親觀念，突顯「鍾、蕭、葉、沈半片宗族，無聯結姻戚親」的特殊關係。1977-1981 年台

灣蕭姓宗親修譜委員會編修全台蕭姓族譜時，加入了霄裡社蕭家在 1960 年代的家族資料及

1977 年祖塔興建資料，收在《河南蘭陵蕭氏族譜》中，並歸入〈廣東松源肇基始祖梅軒公脈

系族譜〉分冊中169，並標明為「徙台始祖」那英公派系，此族譜已不復見 1960 年出現的霄裡

社三字。這本族譜目前成為蕭家保存的代表性族譜，雖然編修者是台灣蕭姓宗親修譜委員會，

但想來應該徵詢過霄裡社蕭家的認可。而祖籍廣東的營盤蕭家也是這本族譜，同樣被放在廣

東松源肇基始祖梅軒公脈系族譜分冊中。在銅鑼圈蕭氏祠堂中， 可以發現蕭鳴皋派下祭祀公

業將《河南蘭陵蕭氏族譜》--廣東松源肇基始祖梅軒公脈系族譜的分類作為自己派下的脈系

與淵源，公告在祠堂牆壁中170。在墳墓表現上也可以發現社角的幾座重修墳塋，其祖籍堂號， 

分別由昭和年間標寫「台灣」、1964 年的「台灣」、 以至 1971 年的「蘭陵」， 到 1989 年蕭

家祖塔的「河南台灣霄裡」。族譜、祠堂以及墳塋堂號的表現，顯示了蕭家不僅與同姓的蕭姓

聯合，且認同廣東以致河南的祖籍分類。從與同樣蕭姓(宗族)到更大祖籍地的連結過程中，

                                                 
167 此大牌沒有更新過， 據社角下厝蕭先生表示大牌所雕刻的紋路，為當官榮耀者才能擁有，其神主牌型式多

少代表最初家族的文化表現。  
168 依形制大小與社角相符， 且社角寶盛派下蕭先生表示自家神主牌與十股寮蕭家正廳神主牌是同樣的， 推測

目前所見兩地神主牌安立時間相近。 
169 參林添福編，《 河南蘭陵蕭氏族譜》，頁 401-406。 
170 參鳴皋公派下祭祀公業製作的蕭家祠堂牆壁上的家族簡介資料，2007 年 12 月 9 日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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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看出霄裡社蕭家試圖通過文化操作與更大的社群融合。 

 

七、結語  

 

本文將地域社會界定為一種「關係的場域」（a field of relations），從上述討論可以發現

日常生活中實際影響霄裡社蕭家的認同有幾個層次的關係場域，每個場域既是「歸屬感的共

享場域」（shared fields of belonging）171，同時又包含著邊界的存在。 一是宗族場域 ：

蕭家主要的宗族祭祀場所--蕭家祖塔， 雖名為開基祖蕭那英派下， 但其實參與成員只限二

世阿生公派下， 而所謂的蕭家祠堂也是以銅鑼圈大庄鳴皋公派下祭祀組織為主， 並沒有形

成跨地域的宗族整合組織。 雖然在同姓關係上通過族譜與堂號建構表現出跨越連結的企圖， 

但並沒有真正加入蕭姓宗親會， 也就是說在血緣組織或擬血緣組織上， 都形成一定的對內

與對外的邊界 。 二是地方場域 ：從霄裡、社角到銅鑼圈大庄、十股寮，可以發現霄裡社蕭

家在不同時間不同地點，通過不同的策略與地方社會融合。社角作為一個霄裡社最初根據地

──番社的印記，使得社角蕭家以參與埔頂仁和宮角頭輪值、投入公廟管理委員會及地方選

舉等方式，試圖跨越族群邊界，打破地域印記。大庄作為一個墾戶親身拓墾的墾莊，則使得

大庄蕭家以墾戶之姿，參與地方建廟、圓醮祭典舉行並投入社會網絡提升地方影響力。十股

寮作為一個地主的村落，則是使十股寮蕭家以地主之姿，參與十股寮庄頭庄尾伯公興建及文

化教育等方式，致力於地方建設。這些融合的表現在不同地域及不同時間產生不同的對應關

係。雖然蕭家在不同時間通過不同的文化操作，試圖與在地的漢人社會連結，但這個統合的

網絡仍然存在著邊界，表現在地方祭祀與信仰傳說中，可以發現通過祭祀儀式建立的地緣關

係，一方面再確立地域關係，另一方面則顯示了地域社群間隱藏的對立關係。 

邊界的存在，一方面是蕭家自身文化保有的維繫 ，一方面也若隱若顯的反映在他者的歷

史記憶。在霄裡當地有一首歌謠：「先峰其手蕭阿英，見官見府張田興，愛錢愛銀彭阿丙。」
172這首歌謠據說是當時採茶人唱的，主要將地方上重要頭人提出來，其中霄裡社開基始祖蕭

那英與客家先人共列一起， 顯示霄裡一帶早期霄裡社與客家族群的關係相當密切，雖然目前

人們已經不記得蕭那英是何許人，但過去作為熟番通事的知母六(漢名蕭那英)很可能與客家

族群互動頻繁， 甚至很可能被當成客家人，而以漢名與客家先人一起留存在當地採茶歌謠傳

頌中。但 1991年彭家族譜的記載中， 卻變成「先峰其手蕭阿英『番社高山族』，見官見府張

田興『霄裡下庄張家』，愛錢愛銀彭阿丙即是勝旺公。」173彭屋祖籍廣東惠州陸豐，位於霄裡

官路缺一帶， 附近營盤且有彭屋住所， 隔著茄苳溪對岸為社角蕭家，顯然彭家與蕭家過去

                                                 
171 Olwig, Karen Fog, and Kirsten Hastrup 1997 Introduction. In Siting Culture: Te Shifting Anthropological Object. Karen 

Fog Olwig and Kirsten Hastrup, eds. Pp. 1-14. London; New York: Routledge.  Olwig, Karen Fog 2002, “The Ethnographic 

Field Revisited: Toward a Study of Common and Not So Com-mon Fields of Belonging”. In Realizing Community: Concept, 
Social Relationships and Sentiments. Vered Amit, ed. Pp: 124-145. London: Routledge. 
172訪問霄裡彭家彭新成先生， 彭家祖籍廣東陸豐。據其表示這首歌謠的內容為：:張田興是竹園伯公後的張家，

張家在當時很有勢力，跟官府的人有關係，所以如果要跟別人打官司，可以去找他。彭阿丙就是彭勝旺公，是

來台祖帝祥公最小的兒子，因為他很認真工作，家裡很有錢，但是對地方上要出錢的事都很大方，像是有人沒

飯吃或者說修路造橋的事他都很肯出錢，所以才會說愛錢愛銀的話要去找彭阿丙。 
173 彭阿鼎，〈 帝祥得妻傳記〉，《 彭氏族譜》第二冊， 1991， 無頁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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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來往密切，但二十世紀的客家家族彭家仍然視蕭家為高山族。此外宋屋八字圳水源位置所

在的〈廣仁宮碑記〉也記載： 

      廣仁宮又稱水頭伯公，首創建於乾隆初年，原宋屋大庄分下，義民、 廣興、復旦、等

村敬拜。本庄早年荒野旱地，土著（山地人）佔據，雍正晚期宋姓族人，從廣東遷台，

其他族姓亦相繼遷至本庄，聚居團結合力驅逐土著，趕至河背老街溪為界，各守盤據，

墾闢荒地，開築溝渠（宮前），土著不服，常襲族人洩恨，驚險萬分，工作受阻，寢食

難安，族人眾商議決，以安奉福神祈求庇佑，亦可恫嚇土著。延名師勘龍點穴，擇定

本宮現址，簡便竖石為神，黃道吉日紅綾披掛焚香點燭開光點眼虔誠叩拜，果有靈應，

土著隔岸聞香撲鼻，以為天神降臨，頓時伏地跪拜，誓解前非，不敢再襲族人，以其

靈顯卓著，聖蹟益彰，香煙鼎盛，遐邇皆知，迄今兩百多歲。  

這個碑文是當代的產物，漢人通過碑文的紀載合理化對土地資源的控制，但同時也顯示至今

大多數人對霄裡社還停留在「山地人」的印象中。 筆者訪問與社角鄰近的埔頂時，當地年記

較長的人會說社角蕭家、潘家、羅家都是「番仔」， 銅鑼圈的蕭家則被某些人稱為平埔族或

「番仔」 。「高山族、 山地人、 平埔族、 番仔」，分別代表霄裡社在不同時期的身分，而

這些身分至今仍雜揉的混合在他者對他們的歷史記憶中。 

      第三：是官方政策或說社會情境所形塑的族群分類 :今天地方上除了某些人依稀記得

蕭家過去所持有的特殊身分外，對大多數在地人來說，今天的蕭家其實就是福佬人或客家人。

由於漢人優勢文化的影響，既有語言文化的大量流失， 蕭家已不會使用過往祖先的族群語

言 ，以致今天依語言分類的官方人口統計將桃園分成北閩南客的族群版圖中，實際已忽略大

多數的平埔族 ，而將他們歸類為福佬人或客家人。龍潭客家操「四縣腔」，為廣東嘉應州移

民的語音，當地人口百分之九十都講客家話，但從戶籍資料統計真正客屬的居民並不到一半，

也就是說講四縣腔的不一定來自廣東嘉應州，也不一定是客家，更不一定是漢人。在銅鑼圈

及龍潭，蕭家由於置身於客家族群分布較多地區，日常生活使用流暢的四縣客語，被視為客

家人並被納進客家社會的分類體系與文化符號中。這類官方政策與他者的分類方式也影響到

蕭家本身的認同。正是在這些不同層次的場域交織下，當社會情境不同，族群關係的界定與

分類的媒介不同時，族群間的邊界也會隨之轉變。從霄裡社蕭家的例子，可以發現不同時間

不同地域脈絡裡，兩地蕭家從熟番到廣東祖籍的身分登記，以致今天福佬人與客家人的對外

宣稱，可以發現族群邊界的移動。 

對今天蕭家的人而言，平埔族族群意識或許不是一個重要的議題，他們也沒有參與凱達

格蘭族的正名運動，霄裡社更是一個遙遠陌生的概念， 但現實生活中潛存在週邊他者的看法

與互動，特別是地域社會裡不同層次社群關係中若隱若現的邊界，實際影響他們對自我的認

識與定位。此外邊界的劃分不是單一的標準或現象，往往牽涉人們對現實的策略性運用。因

此在不同情境下認同可以是多元的，而所謂的族群邊界便具有模糊與浮動的特性。歷來對於

平埔族研究，多主張大多數平埔族已漢化且消失；或者宣稱客家地區的平埔族有客家化情形。

本文認為平埔族「客家化」並不是因為文化習俗客家化，而自認為客家或漢人，而是在認同

上對外主觀「選擇在地化」的策略，這個選擇不代表自己消融於他者， 也就是文化認同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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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族群認同。雖然蕭家通過祠堂祖先祭祀與族譜風水等的創造，與漢人共享一套文化符號，

然而這個文化符號的操作，與其說是一種族群身分的認同，倒不如說是「模作他者」，在模仿

周邊地域社群的文化創造中，提供自己更大的連結以適應外在社會。桃園臺地的蕭家例子表

明無論是原有的社地社角，或是後來遷徙的龍潭銅鑼圈臺地的這些人，從日治時期以來到今

天都大致查知自己與他者的區別(邊界)，有些是透過祖先的口述傳統 ，有些是留下的文獻記

錄。然而在不同的國家政策與社會情境下，他們展現了不同階段的對應關係，相對於清代的

人群分類與熟番特有的制度設計， 熟番的標誌成為抬面上唯一的選擇，清末到日治時期，由

於外在結構改變，民番一體的制度設計使他們有更彈性的認同選擇。為了適應更大的社會情

境，以及與漢人展開權力競奪，這些人對外傾向選擇地域認同的在地化。 

而所謂的選擇，也受到外在社會情境與地域條件的制約。以霄裡社而言，原居地的社角

居民在日治時期戶口普查時登記為熟番，但在銅鑼圈的則登記為廣174，其原因部份可以歸因

為外在推力---地域中他者的看法，與地域所形成的邊界維繫。 社角的周邊與村內雖有漢人

雜居圍繞，但作為一個偏僻的村落，內部沒有主要道路經過，而呈現一個相對封閉「平埔族」

為主的聚落。日治時期雖然「番社」己改為社角，但地方的記憶中一直將社角看成是番社，

地名社角乃成為他者保留「番」的形象印記；銅鑼圈則是清代漢人與霄裡社共同興建拓墾的

聚落，在大庄與十股寮多數的居民仍是客家人，該地並沒有如社角一般的番社地域印記，因

此相對容易鬆動既有的族群身分。此外社經地位也影響了人們認同的選擇，以日治時期「番

租」的統計來看，社角與銅鑼圈兩地在土地申告書中都有番租的收入，但相對於霄裡周邊番

地轉移給漢人，以致番租大量減少，銅鑼圈土地則因親身參與拓墾大致掌握在族人手裡而握

有大多數番租。同時也可以發現清代後期銅鑼圈的族人有多人參與科舉考試，捐地建廟，日

治時期且擔任地方區長、保甲，並參與地方詩社與教育推動等活動，其社經地位受到當地人

的敬重，在他者的眼中與自我定位上屬於社經地位較高階層。因此銅鑼圈蕭家在戶口登記上

選擇與周邊族群同樣的「廣」籍，而社角的蕭家則受到地域性影響，較難鬆動原有的身分，

依然登記為熟番。終戰以後社會環境變遷，社角居民通過每年地方祭祀活動的參與及地方事

務的廣泛投入，又漸漸趨向與周邊融合。社角蕭家雖然在二世及往後幾世代中娶進客家女性，

但因鄰近福佬地區，家族中主要使用語言為閩南話，對外宣稱為福佬人；而銅鑼圈的蕭家則

會說流利的四縣客話，對外表現出客家認同。顯示同屬蕭那英派下的族人在不同地域下，由

於地域性網絡及周邊族群互動的影響，有不同的文化表現與認同選擇。 

值得注意的是無論對外的登記或認同展現分殊地域性，對內則多保留既有族群歷史與文

化，而更重要的對他們來說，所謂的族群文化，與其說表現在作為整體平埔族群的語言與風

俗，還不如說是鑲嵌在自身家族的歷史記憶與文化，才是他們真正認同的所在。今天在十股

寮的蕭家正廳牆壁上貼滿了蕭家祖先過去豐功偉業的相關文獻與資料，並將族譜譜系貼在牆

壁上， 其中明顯揭示「霄裡社」開基始祖蕭那英及標示祖先原有的平埔族名。 社角上厝的

正廳牆上也掛了一幅對聯：「霄裡對齊（面）是番社，番社頭目住在這，番仔全是出敖人(強

人)，第一敖人蕭**。」這幅對聯據說是上厝蕭家父祖輩時代口耳相傳流下來的，蕭先生說以

前祖先管理這邊的「平埔番」，類似吳鳳通事的角色，後來又說自己的祖先很可能就是「平埔」

                                                 
174 無法進一步得知當時的戶口調查實況， 但至少可以確定的是當初登記時應該是得到對方的認可，因此戶口

調查結果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當時的認同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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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5。日治時期十股寮蕭家祖先擔任地方區長，明治三十年(1897)曾經奉日本官府令抄錄有關

蕭家在清代相關土地資料，彙編成《通臺屯番全案》， 當時封頁中就留下「台北桃澗堡霄裡

社銅鑼圈庄番業主蕭**， 光緒 25年(1899)11月奉抄」， 因此即使日治時期戶口調查登錄戶

口為「廣」，但在保留抄錄家族資料時仍可見到「番」的字眼176。也正是這樣，生活在客家社

會的平埔族，既擁有客家文化的語言、風俗，與客家通婚，並且對外宣稱自己是客家的同時；

他們也或隱或現的知道自己另一個身份的存在。客家社會中事實上包括了這類開放流動的彈

性邊界，通過蕭家的個案探討，在真實動態的地域社會中，可以發現生活之現實性與價值體

系的運作，使得族群的界線與關係處於流動的狀態而顯現出多重認同，同時同一族群不同地

域的表現與認同也有差異，而這正是「客家社會」中多元分殊的地域實像與族群建構的樣貌。 

 

 

 

 

 

 

 

 

 

 

                                                 
175 訪問社角上厝蕭先生，此對聯由蕭先生口述，文史工作者記錄下來。部分文字由福佬音造字，本文轉借主要

以意譯為主。除歷史上可查閱的蕭家相關人名外，本文對近代人名將採保留態度， 一律以**標示。 
176 依據 1910 年理蕃本署，《 熟番戶口及沿革調查》，桃園聽部分已有霄裡社戶口調查資料， 判斷 1899-1910 時

已經開始調查霄裡社的戶口，當時銅鑼圈蕭家很可能就已選擇廣東的身分登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