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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家聚落發展、青年傳承— 

以桃園市中壢區芝芭里社區營造為例 

 

摘要 

本文研究之客家聚落即現今桃園市中壢區芝芭里的行政區。面對現今區域

發展，社會變遷之際，居民於聚落發展、社區營造、青年公共參與及傳承能發揮

何種關聯作用?本研究價值為探究中壢區芝芭里客家聚落如何藉由社區營造重

新建構客家認同感。 

本研究以中壢區芝芭里為研究個案，探究客家社區營造、客家青年公共參與

相關議題，進而探討如何保存客家文化資源，重新建構客家認同與再現文化，以

及過程中所引發一系列社會衝突與困難，可作為相關單位推動中壢區芝芭里客

家聚落社區營造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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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lace under discussion in this study is the Jhi-Ba-Li Community in Zhongli 

District, Taoyuan City. In the face of today's regional development and social change. 

What role can the residents play in settlement development, community building, youth 

public participation and heritage? The value of this study is to explore how to 

reconstruct Hakka identity through community building in the Jhi-Ba-Li Community. 

This study aims to understand the Hakka community building, Hakka youth public 

participation in related issues in the Jhi-Ba-Li Community. And then discusses how to 

preserve Hakka cultural resources. Reconstructing the Hakka identity and re-present 

their culture. What were the social conflicts and problems encountered when actions 

were being taken? It is hoped that the research results can serve as references for 

agencies that plan to further community building in the Jhi-Ba-Li Community in the 

near fu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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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論 

 

一、研究題目 

客家聚落發展、青年傳承—以桃園市中壢區芝芭里社區營造為例 

 

 

二、意義與價值 

動機就從這個年青人所繪製的地圖（如圖 1）開始，從熟悉並認同自己家鄉

的環境，孕育出芝芭里客家聚落建置村落與旅遊地圖，找回客家青年返鄉服務。

本研究更朝芝芭里社區整合，以芭里國小為平台，勾勒桃園中壢客家庄的旅遊地

圖，推展以智慧觀光、多元客家向前邁進；並期盼以觀光為基底再延伸擴及桃園

地區台三線浪漫大道串連，掀動茶趣廊道之高潮，進而培養客家後生拓展全球視

野與智慧旅遊能力。客家人像似蒲公英一樣，飄到哪裡就到當地落地生根並成長

茁壯，也期許客家人能站在巨人的肩膀上，營造在地客家幸福快樂的地圖。 

 

圖 1 芭里國小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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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客家委員會(簡稱客委會)成立後，客家意識在近年來正逐步提升，從 1988

年「還我母語運動」啟迪了臺灣客家意識，也帶動了客家研究新浪潮。「客家研

究」做為一「新興學門」，在臺灣學術研究領域的能見度，自 2000 年之後，呈現

出積極發展的趨勢（王俐容、魏玓，2013）。 

以青埔高鐵的區段徵收觀之，芝芭里屬於特定農業區，在徵收前是傳統的農

業緊落，部分農地被徵收改成建地後，節比鱗次的高樓大廈與一路之隔的農業區

奎清分明。土地被徵收後迫使部分居民必須遷居外地，其周邊未徵收部分亦深受

影響（許淑貞，2015）。面對現今區域發展，社會變遷之際，居民於聚落發展、

社區營造、青年公共參與及傳承能發揮何種關聯作用?故本研究價值為探究中壢

區芝芭里客家聚落如何藉由社區營造重新建構客家認同。 

本研究目的以中壢區芝芭里為研究個案，探究客家社區營造、客家青年公共

參與相關議題，進而探討如何保存客家文化資源，重新建構客家認同與再現文化，

以及過程中所引發一系列社會衝突與困難，可作為相關單位推動中壢區芝芭里

客家聚落社區營造之參考。 

 

三、研究目標 

本研究以中壢區芝芭里為研究個案，探究客家社區營造、客家青年公共參與

相關議題，預期目標如下： 

（一）探討如何保存當地客家文化資源 

擴大藝文扎根建構文化價值，保存當地珍貴客家文化與資源。 

（二）重新建構客家認同與再現文化 

藉由客家文化活動的推展，創造居民共同新生活價值理念，以共創地方文化

魅力的光榮為目標，進而持續不斷的提出各項實際改善行動。 

（三）作為相關客家事務單位推動中壢區芝芭里客家聚落社區營造之參考 

期能建構文化價值之永續推動模式，帶領更多的社區與社群力量共同參與，

累積更強大的文化及社會資本，提供政府協力促進客家社區良善循環發展之能

量。 

 

四、研究範圍與限制 
中壢區芝芭里客家聚落相關資料在台灣客家研究中仍偏少，因此本研究需

仰賴大量田野資料。另本研究採質性研究，缺乏量化研究的統計數據與分析。此

外，中壢區芝芭里為傳統農村聚落，中高齡人口居多，且閩客融合，因此談談時

有關於語言的使用、問題結構等應視受訪者背景而有所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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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文獻回顧 

一、芝芭里客家聚落 

本文研究之客家聚落即現今桃園市中壢區芝芭里的行政區。「芭里」，是桃

園市內唯一自古以來從未改變的地名，昔日為平埔族部落的所在，地名譯自平埔

族之地名「姬百里社」（Jhi-Ba-Li Sha）而來。芝芭里開發得很早，清康熙中葉，

中壢與楊梅地區為當時原住民所聚，南北的交通大道，從楊梅經今日聖德路通往

南崁，芝芭里位於大道下方，故土名為「大路下」。「芝芭里」是平埔族凱達格

蘭族社名(Jhi-Ba-Li)的譯音漢字，《淡水廳志》中寫作「芝站里莊」（施添福，

2000）。該地名也寫作「芝葩里」、「芝八林」、「芝芭里」等，其中現存文獻

中以曾被當地墾戶使用的「芝葩里」最為常見（簡宏逸，2012）。現今桃園市中

壢區「芝芭里」沿用了古地名，但與清領時期芝芭里庄的行政區域版圖多所差異。 

芝芭里為水稻田分布地，居民多數務農，客籍約占 70%，閩籍占 30%，以

劉、邱為二大姓。里內的年輕人不太喜歡這個名稱，甚至不好意思對外介紹自己

的家鄉，過去舉辦里民大會時有人提出改名之議，前後有 2 次，後來經舉手表決

後，反對改名者竟然佔七、八成之多，改名之議才未再提起過（許淑貞，2015）。

以下為該客家聚落實地相片。 

 

圖 2 桃圳炮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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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桃圳炮涵 

 

圖 4 啟文宮外觀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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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庄頭伯公生日祭拜圖 

 

 

圖 6 稻草人拾穗，芭里花彩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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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 芝芭里街道圖 

二、社區營造理論 

探討社區營造之前，先就社區定義而言，社區的概念由德國社會學家 Tonnies

在 1897 年出版《社區與社會》所提出，將社區指為「禮俗社會」、社會喻為「法

禮社會」。前者是富有傳統的、人情味、共同價值、關係密切的社會生活共同體；

後者乃為逹成某種目的而建立在交換基礎的關係(易益典、李峰，2007)。在地理

學門方面，Johnston(1994)認為社區通常是集中在固定地域內的個體之間相互作

用所形成的社會網絡；在《牛津地理學詞典》提及社區是在特定地域上的互動團

體，如城鎮、鄉村、郊區或鄰里；一些社會地理學者認為社區是結合人們在特定

地域上的依戀及地方社會體系所形成(Mayhew,1997)。因此綜合社區之看法，社

區為特定地域中的生活共同體，透過相互作用形成的社會網絡。 

以社區營造而言，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在 1994 年 10 月正式提出「社區總

體營造政策」，期望從文化建設的角度切入，建立臺灣基層社區的共同體意識（蘇

昭英、蔡季勳，1999）。該會對其定義為：「以社區共同體的存在和意識作為前

提和目標，藉著社區居民積極參與地方公共事務，凝聚社區共識，經由社區的自

主能力，配合社區總體營造理念的推動，使各地方社區建立屬於自己文化特色。」

（楊增泉，2007）。社區總體營造政策之提出，促使各地社區意識的萌芽（林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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綺，2012）。陳其南（1998）認為社區總體營造的目的有二點：1.社區營造不只

是在營造一些實質環境，最重要是在建立社區共同成員對社區公共事務的參與

意識；2.社區總體營造不只是在營造一個社區，實際上是營造一個新社會、營造

新文化，營造一個新的人，換句話說，社區總體營造工作，就是在造人。社區營

造的日文為「造町」：是基於社區資源和不同行動者的協力，透過逐步改善鄰近

生活環境和強化社區活力及魅力，目的在理解生活品質改善的一系列永續性活

動（西村幸夫，1997）。綜上所述，社區營造是透過建立社區自主、民眾參與、

由下而上之意識，來解決社會脫序、失衡的現象。 

社區組織的成立，對內可提供社區居民參與社區公共事務的管道外，對外亦

提供與政府部門或其他民間組織的對口，使資源的連結與整合更加迅速有效率

（廖俊松、翁仕帆，2005)。其中社區發展協會對於社區營造往往具有影響力，

曹建文（2002）指出透過社區發展協會，由社區當地居民參與社區組織，才能瞭

解真實的社區需求，當地居民凝聚社區共識，帶動社區發展的可能。 

芭里社區發展協會成立於 1993 年，容納當地民眾，甚至是附近相鄰的民眾

加入會員，為協會內部重要的發展考量範疇。一則是會員人數能夠讓外人簡單且

快速了解此社區的規模大小與活絡程度；二則會員每年繳納之會費為社區發展

協會重要的經費來源之一（許淑貞，2015）。近年來利用在地產業－稻草，營造

社區發展特色。12 生肖草編文物，已經遠近馳名，前年 11 月份在社區啟文宮前

也展出稻草人版的「拾穗」，頗受好評。不僅如此，相關草編作品在桃園市社造

成果展更為中壢區贏得特優的佳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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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研究設計與實施 

一、研究方法 

本研究企圖以社區營造為著眼點，探究中壢客家聚落的變遷。受訪者的選取

以立意抽樣(purposive sampling)方式與滾雪球取樣(snowball sampling)模式兩種

策略來進行。先從研究者自身社區網絡中開始尋找合適人選，企圖找尋較具代表

性或耆老等受訪者進行訪談，藉此了解芝芭里場域初步輪廓，以及近年來社區發

展歷程；隨後，再透過滾雪球方式，擴大受訪對象範圍，與各相關行動者接觸，

期許深入探討芝芭里社區營造所面臨之挑戰及學術意義。 

 

二、研究架構 

(一)臺灣社區營造脈絡與客家文化復興運動 

(二)中壢區芝芭里客家源流及其發展現況 

(三)中壢區芝芭里客家聚落概況 

(四)中壢區芝芭里社區營造與客家復興運動 

1.社區營造行動者及其運作網絡 

2.如何號召社區客家後生公共參與傳承？ 

3.社區營造過程中所遭遇的困難？ 

 

三、計畫進度 

期程 進度內容 

106 年 01 月至 03 月 臺灣社區營造運動、客家文化復興運動、中壢區芝芭

里相關文獻收集 

106 年 04 月到 06 月 進入田野場域蒐集第一手資料，訪談當地耆老及返鄉

後生。 

106 年 07 月到 09 月 訪談推動中壢區芝芭里客家文化相關行動者，如桃園

市政府客家事務局、中壢區公所等 

106 年 10 月到 11 月 撰稿及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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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研究結果分析 

一、訪談大綱 

（一）請說說您與當年安置桃園埤塘的資深榮民之間的淵源?  

（二）請說說您當年所見守塘榮民，每日的生活型態? 

（三）當年對他們的觀感?是否有互動?是否曾發生衝突? 

（四）與這群資深居民相處中,印象最深刻的事? 

（五）請說說埤塘在資深榮民安置前後及歸還水利會後的環境變化?  

（六）針對以上訪談,您有甚麼想要補充的嗎?  

 

二、分析與討論 

 

（一）居民生活及工作 

 

“…新移居的退伍軍人當時沒有工作、退伍的獎金也不高，於是桃園農田水利會

分發給漁管處，在把埤塘分配於居民看管，讓部分退伍軍人經營桃園的埤塘，埤

塘依大小分配人數，平均每一池有 4 到 5 位駐守餵養，其餘的人則分配到政府其

他公家機關工作…居民日常平時就在看守魚池，夏天的早晨大多四點出門到中

壢拉水肥，一天拉 2 至 3 趟非常辛苦，冬天寒冷就會晚一點出門，當時路面不是

平坦的柏油路只有泥石地…“（邱○○，2016/5) 

 

“…當年他們生活皆無成家，有成家當然不會來到這芝芭里，給他們一些工作讓

他們度過晚年，來的年齡層大約落在 40~50 歲…居民的生活很單純，吃飽飯後便

拉手拉車去中壢，當時沒有化糞池都是傳統的蓄池…居民就會拿長勺子下去撈

水肥到車上，一天拉 1~2 趟、上下午各一次…“（胡○○，2016/5) 

 

“…以前我在國防部、總統府當過士衛兵，那些管理埤塘的老榮民是在民國 48

年來的。每個禮拜五都到慈湖當守衛，還有當開荒大隊的…“（譚先生，2016/5) 

 

“早期 6-2、6-3、6-4 埤塘開放讓榮民管理，6-1 還未開放給榮民管理，因為附近

比較多當地居民…“（胡○○、許○○，2016/5) 

 

“農委會漁管處分發幾甲埤塘讓榮民養殖及看守，而魚食的部分榮民們會到田

邊割草和撿路上的牛糞，挑回去倒入漁池給魚食用，甚至是豬大便和廚餘也會一

併混為飼料餵養…“（卓○○，20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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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居民生活型態 

 

“…榮民們與一般老百姓同樣，他們會在魚池旁種植青菜、炊煮米飯、偶爾抓幾

條小魚吃，而米糧是由政府分發，一口池有多少人就分配多少米糧，還有補助茶、

鹽、醬、醋等生活用品，而青菜是每月發放當時的 100 元到 200 元菜錢。薪資得

等捕撈漁獲時才有獲利，薪水多寡得看魚的收穫量，以紅利制分發薪資…薪水並

不多但還過得去…“（卓○○，20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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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當地文化衝突 

 

“早期當地人比較有排斥老榮民的現象，因為榮民們是外省來的、當地人是閩南

或客家人，會因此有些隔閡…經過時間的流逝，頭一代的老榮民一直凋零，漸漸

地很少聞得他們的消息，若還在世的榮民一定會在政府安排的養護之家…現在

與他們不會產生衝突也很少互動往來，然而孩子們會一起偷抓埤塘的魚…看管

的榮民光是追趕到最後都懶得跑了…“（卓○○，2016/5) 

 

“俗話說：「嫁給外省人吃饅頭。」就是不用洗米做飯的女人，早期嫁給外省人

在當時是一流的，因為國家在養一定有錢…但芝芭里沒有風行嫁給外省人，這樣

的風俗大部分位於龍崗一帶較多，本地芝芭里都是「老芋仔」（榮民）退伍的軍

人，沒人會想嫁過去。“（卓○○，2016/5) 

 

“那時老榮民都 50～60 歲了，互動和我們都是很客氣，他們從他鄉過來沒有什

麼親戚和朋友，也不會發生不必要的衝突，講話都是用國語來說，是可以溝通

的…待在芝芭里的榮民們來臺後並沒有娶新娘，就這樣每天一直工作下去直到

過世，榮工處會再處理他們的後事，會有政府專製的靈骨塔來帶他們。“（邱○

○，2016/5) 

 

“芝芭里的鄉民們都與榮民們相處的很好，這裡的老百姓並不會偷魚，每當廟宇

慶典拜香都會邀請他們一起辦桌吃飯，非常融洽。“（胡○○、許○○，2016/5） 

 

“…以前這裡我們都會拜拜，割稻完工後或插秧起公會找他們一起來聚餐，以前

大家都比較貧窮像是在八月半 1~16 號之間，說有拜拜就才過去吃飯，大家互相

聯絡感情…“（賴○○，20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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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埤塘歸還水利會後之變化 

 

“日子一樣要過，時間一天一天的凋零，剩下的榮民就是帶到榮民之家去養老。

“（胡○○，2016/5) 

 

“6-2 埤塘在 103 年整修池塘裡面的石波提，因此房子被迫拆掉，那裡的看守寮

剩下一個在出水口，為了運輸方便所以拆掉的。“（胡○○、許○○，2016/5) 

 

“沒辦法繼續經營的埤塘就歸還給桃園農田水利會。芝芭里社區共有 6 口池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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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 3 池塘現今已不是退伍軍人的，是由水利會卓小組長管理，外租給謝先生養

殖漁業；6-2 池塘劉小組長則是自己養殖，池邊的看守寮都還在但已沒有利用稍

有破損…“（邱○○，2016/5) 

 

“現今沒了漁管處是因為之後水圳事宜都是由水利會管理與修護，歸還後統一

管理與早期同樣，每個埤塘會選小組長來管理。一支線等於一水路，凡是使用到

的農地主人都有權力出來選舉埤塘的小組長，會與水利會會長一同選舉，選上的

人選要有責任管理…“（卓○○，2016/5) 

 

“有些大池口平時開放給釣客，能做魚貨交易買賣，過年前夕會捕撈魚群並清理

魚池…6-3 埤塘擁有十甲地，魚貨約有 10 萬斤的量，飼料桶裝採用定時自動餵

食，不用像早期居民們挖牛糞載水肥…目前看守寮剩下牆壁磚塊還在，屋頂已殘

破不堪。芭里社區埤塘都還在，高鐵那附近大多被填平只剩下清堂元池口還在。

“（卓○○，20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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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結論與建議 

一、結論 

（一）榮民在芝芭里社區以經營埤塘及公家機關工作為主 

退伍軍人當時沒有工作，退休金無法負擔生活支出，於是政府將當地埤塘分

配於榮民看管，依大小分配人數（約 4 至 5 位）駐守，早期養殖以水肥為主，故

榮民載運水肥也是令民眾印象深刻的圖像。 

（二）榮民在芝芭里社區生活型態與當地民眾無異 

榮民除了管理埤塘及餵魚，也會在周圍種植蔬菜等作物，另政府補助榮民米

糧、茶、監、醬、醋及青菜等民生用品，埤塘收穫季節則視漁穫量以紅利制分發

薪資，生活雖非優渥但仍過得去。 

（三）榮民與當地人少有衝突、相處融洽 

芝芭里社區以閩南及客家族群為主，早期與榮民雖有少許隔閡存在，但基本

上與當地人互動較少也不會產生衝突，但每逢廟宇慶典仍會邀請一起餐聚聯絡

感情。惟當時分發至芝芭里的係為年齡較長的退伍軍人，現未過世的都在榮民之

家生活了。 

（四）埤塘有部分已歸還水利會或外租養殖漁業 

現今榮民因年紀較長，通常安排至榮民之家養老，無力繼續經營埤塘的則歸

還給農田水利會，看守竂也因沒有使用而破損或拆除。而埤塘除了養殖，有些大

池平時也開放給釣客，養殖設備因時代進步而大多採用自動化，無須像以前榮民

辛苦載運水肥餵養。 

 

二、建議 

（一）透過客家社團與非營利組織實行社區再造工作 

目前客語流失情形嚴重，然而大多數人並未產生危機意識，僅認為其為溝通

工具。對於芝芭里而言，「客家」為重要文化資源，為讓客家有意識的認同文化，

須將在地文化當成社區珍貴資產。透過客家社團或非營利組織，以客家活動為主，

凝聚客家社區意識，傳承與積極發揚客家文化，避免產生傳承文化之缺口。 

（二）重視社區發展領導人才之培力 

芭里社區發展協會已意識到文化保存重要性，近年來利用在地產業－稻草，

營造社區發展特色。另社區活動中心可凝緊居民情誼，使當地已明顯老化之人口

透過自我實現滿足自我，形塑客家社區的特色，傳承客家文化。然而社區年輕人

普遍參與不足，未來仍需著力於在地社區發展領導人才之培力，才能有效維護當

地寶貴客家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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