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7 年度行政院客家委員會獎助客家學術研究計畫

結案報告 

 

 

 

 

 

 

台灣「客家」女性視覺藝術：女人、族群與生命歷程的

書寫論述Ⅲ 

 

 
 

 

 

 

 

 

 

 

 

 

 

 

 

計畫主持人：許如婷(玄奘大學大眾傳播學系副教授) 

中華民國 107 年 11 月 (計畫執行期程：107 年 1 月~11 月) 



 

 

 

 

 

 

 

 

 

本報告係接受客家委員會獎助完成 

 

 

 

 

 

 

 



 

台灣「客家」女性視覺藝術：女人、族群與生命歷程的書寫

論述Ⅲ 

 

 

摘要 

 

許如婷 

(玄奘大學大眾傳播學系副教授) 

 

台灣「客家」女性視覺藝術：女人、族群與生命歷程的書寫論述Ⅲ 

 

本計畫以客家女性藝術為主題切入，延續 102 年「台灣『客家』女性視覺藝

術：女人、族群與生命歷程的書寫論述」（北部客家）、105 年「台灣『客家』女

性視覺藝術：女人、族群與生命歷程的書寫論述Ⅱ」（中部客家），本次將集中南

部台灣客家女性藝術的發展、創作意涵、族群認同與女性主體性別認同的生命歷

程。 

研究過程，發現南部區域的女性藝術創作者，她們從事藝術創作，多半是因

為自己興趣，加上自學而渾然天成的形成自己的創作風格；在創作題材上不論油

畫、版畫或是皮雕及纏花，以及春仔花，多半以靜物、自畫像、風景等為主。並

且，她們會藉由客家精神、生命經驗、客家意象結合視覺，傳達自己客家女性的

身分，以及對客家文化的集體認同。 

  此外，研南部客家女性藝術創作展現的客家風情，是一種豐富、奉獻、堅

毅並且多元兼容的客家風格創作。並且，在創作中，試圖結合客家文化與南部在

地(閩南)的文化，展現的是客家文化的延伸，亦是南部文化的融入。同時，客家

女性藝術的創作者擁有深刻的客家文化傳承任務，她們擅於紮根實踐、社區集體

的創作方式，形塑了南部客家女性藝術創作的風貌。 

 

關鍵字：客家、女人、族群、認同、視覺藝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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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一、研究意義與價值：客家女性作為族群文化的象徵 

在傳統的客家文化或是客家研究中，客家女性即為一種文化代表。一般而

論，提及客家女性，似乎不離將客家婦女傳統的美德界定為：勤勞、勇敢、儉樸。

並且一般大眾對於客家婦女的既定印象，幾乎將她們視為是兼具「家頭教尾」(養

育子女)、「田頭地尾」(耕種田地)、「竈頭鍋尾」(煮飯做菜)與「針頭線尾」(漿

洗縫紉)等特質的女性。逐漸地，客家婦女被男性父權造就的道德標準就是「大

地之母」、「三從四德」、「四頭四尾」等形象。然而，相較於其他族群的女性，客

家女性多數「不纏足」、身體碩健、行動自由的特質，更象徵著她們負擔著家務

經濟生產，從事農耕、戰役與主持家計，肩負勞動工作猶如生產工具的形象。 

回顧客家女性身為「女人」的生命歷程，她們漫長的一生中被冠以「妹」、

「嫂」、「婆」、「姆」等稱謂，並在過世後被尊稱為「孺人」（張典婉 2004：240）。

這些稱謂的背後象徵著客家女性附屬的地位，在出生時即面臨既是「客家」又是

「女性」的雙重身分認同。隨後，結婚嫁人被視為：「輔娘」意指輔助老公的女

人；嫁入夫家的媳婦被稱為：「薪臼」，其中「薪」即砍柴撿柴之意，「臼」即摏

米之意，兩者皆將女性指涉為勞動力的參與者。而過世後被稱「孺人」乃意味哺

育、生殖之責。這些客家女人美德背後所隱藏的，徹頭徹尾還是男尊女卑的父權

歷史。這些，更令人對客家女性的生命歷程，興起以她們的主體經驗書寫的研究

動機欲望。 

然而，作為「客家女性」，她們既是相對少數族群，又是漢族父權體制文化

裡的弱勢群體，面臨著如此族群與性別雙重弱勢的社會位置，她們的每日生活幾

乎與耕種、女紅、砍柴、烹煮、伺奉長輩、照顧孩子、維持家庭經濟、甚至村莊

的防禦工事等勞動工作為伍，她們成了傳統客家文化傳承的脊樑。因此，她們說

著「客語」、唱著「山歌」、認同「客家硬頸」精神與尊崇「客家性」。不論緣生

的客家籍或是婚姻後的客家身份，客家女性對於「客家」有著深刻的族群認同與

集體記憶。然而，面對族群認同混雜的環境，客家女性的鄉土／家鄉甚至客家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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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之認同，是否也遭逢不斷重建、再建或是曖昧的離散(diaspora)經驗？基於如此

觀察，也讓客家女性的族群認同成為一個期待被再探、再摸索的議題。 

在關於客家女性研究在近幾年增添了許多多樣性，誠如試圖以勞動研究的角

度去解釋客家族群中女性勞動的現象、客家婦女在傳統家庭之間的關係(連瑞

枝、莊英章，2010)等，採取直接進入家庭單位進行研究的方式。而本研究以客

家女性藝術為切入點，即是這些藝術作品源自於她們對於日常生活中的感觸進行

創作，同時她們並非一群作為傳統妻子中無償勞動者的角色，而是能展現自身的

能動性，將生命經驗與族群內涵賦予在藝術作品中的女性藝術家。 

然而，客家女藝術家的研究，在臺灣的客家研究中並非獲得較大的討論，研

究者曾於客家委員會之獎助客家學術研究計畫中進行初步的探討1，在初步性的

研究中，研究者發現，客家女性藝術乃結合個人的生命經驗、客家生活和獨特的

藝術創作形成特有的文化形式。舉例說明，客家女性對於自我的客家生活，是植

基於自我成長過中，將離開原鄉的鄉愁記憶再現於藝術創作，但其自我的生命經

驗受於傳統客家女性論述的束縛，而採以藝術創作進行自我的療癒等。惟囿於整

體經費與時間上的限制，該研究僅訪談5位客家女藝術家，作為初探性的研究，

研究者因此獲得啟發，並認為當代客家女性研究，不應侷限於客家女性的勞動經

驗或是經由文學、媒體等再現的女性刻板印象等，而是必須採取更多元的視角，

探問客家女性的能動性，使其能為自我發聲，並研究其中的創作對於客家文化的

保存與創造，形成何種特殊性的文化形態。因此，研究者作雖為傳播領域的研究，

但事實上，本研究乃維繫在視覺藝術與性別的研究範疇，與研究者的研究方向有

高度的契合，同時研究者身為苗栗客庄的客家人，對於客家女性的詮釋具有高度

的關懷，乃致於興起本計畫（以下簡稱本研究）的歷程，並在下述進行本研究之

啟程。 

                                                 
1 研究者曾於 2013年及 2015年申請客家委員會獎助客家學術研究計畫：「台灣『客家』女性視

覺藝術：女人、族群與生命歷程的書寫論述」以及「台灣『客家』女性視覺藝術：女人、族群與

生命歷程的書寫論述Ⅱ」進行初探性研究，並將研究成果與研究助理合著發表於藝術學報〈客家

女人、生命故事與族群認同的自敘與書寫〉，獲得藝術研究領域的肯定，並鼓勵研究者繼續深化

客家女藝家的相關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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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客家藝術」2的現身 

有關臺灣當代藝術，在謝東山（2002）所主編的《台灣當代藝術1980-2000》

一書中，指出有關台灣當代藝術的大體樣貌。其書本所討論的範圍中卻未曾提及

「客家藝術」的類型3。然而，在1980年至2000年間，台灣省文化處曾於1999年4

月委託慶美園文教基金會辦理的「台灣省88年度客家藝術季」，以靜／動態展的

方式，讓民眾透過不同的視野與方式認識客家族群文化（周美蕙，1999.04.29），

該展雖未以客家藝術作品主軸，但在靜態展中確實出現了客家工藝／客藉藝術家

作品的展示。也因此，本文最初的疑問即在於，為何有了原住民藝術，卻未出現

客家藝術的名稱？我試圖尋找相關研究，亦未有過類似的討論，我僅能設想，是

否因為當時的客家藝術尚未出現整體的特色、規範或類型，以致無法被歸類為「藝

術」的範疇？ 

2001年6月14日客委會正式成立，在首任主委范光群的帶領下，行政院客家

委員會（現為客家委員會，以下簡稱客委會）握有對於提振客家族群的正當性，

闡揚客家文化的復興與發展政策，除了語言的傳承外，亦也開啟了客家藝術扶植

的濫觴。在客家文化面向上的發展，首當其衝即是以客家藝術作為開端，舉辦「彩

繪客家精神『客家美術比賽』」（行政院客家委員會a，2001），以鼓勵客家藝

術創作，發掘並鼓勵客家美術人才為題，廣徵有關客家古蹟、建築、風土民情、

生活習俗等面向的藝術創作。此活動所象徵的，不僅是作為客家族群的中央主管

機關的首要文化政策，亦也是以政府之名進行「客家意象」創作的行動開端。 

雖然在范光群兩年任期中的「客家美術展」，為「客家藝術」之名開拓了一

條先河，但其困境在於作品本身對於「客家」的創作，產生作品層次不齊的缺點，

為提升客家藝術的水平與素質，2003年在葉菊蘭主委的帶領下，開始積極找尋傑

出的客籍藝術家，並以「讓客家元素在藝術領域傳揚」的目的，舉辦「客家之美

                                                 
2
 本文所指客家藝術的範圍，乃以視覺藝術（繪畫、素描、雕塑、裝飾等）為主軸，而非表演藝

術範圍（戲劇、舞蹈、音樂等）。 
3
 該書從 1980至 2000間的臺灣藝術發展，分類為：（1）地景藝術、光與空間藝術、身體藝術、

行為藝術；（2）新達達、貧窮藝術、裝置藝術；（3）新表現主義、塗鴉、新意象藝術；（4）

寫實主義、後現代主義、新古典主義；（5）解構藝術；（6）原住民藝術；（7）女性主義藝術

等，共 7大類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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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籍藝術家座談會」，藉由與客籍藝術家之間的對話，探討族群與藝術表現的

關聯性及宣揚客籍藝術家豐富之藝術創作理念，作為日後客籍藝術家聯展等相關

活動重要參考指標（行政院客家委員會b，2003；曹銘宗a，2003）。同時，當時

的葉菊蘭指出：「客家文化給人的印象大都在戲曲及文學，在藝術創作上較少被

提及，其實台灣有很多優秀的藝術家是客家人；客家人在藝術創作上表現了什麼

客家元素，應該彰顯出來，讓客籍、非客籍的藝術家來運用，以傳承、發揚客家

藝術之美。」（曹宗明a，2003.01.18）於是乎，在期望透過名家的作品提升展覽

的藝術價值下，同年的9月，舉辦了「第一屆傑出客籍美術家」，即針對藝術家

的條件做過篩選，以呈現展出的精緻性（凌美雪，2003.09.23）。由此觀之，此

活動表面上除了提升藝術作品的素質之外，事實上在於以喚醒藝術家的族群身分

作為一種客家藝術的定位和區隔，其中不僅強調藝術家的族群身分，更重要的

是，為客家藝術的類型進行界定，其中包括：油畫、水彩、水墨、膠彩、書法、

雕塑、陶藝及裝置藝術等。 

綜合上述，本研究有別於以往研究中，對於忽略客家藝術興起的脈絡，直接

探討客藉女性藝術象的個案研究（徐意欣，2006、邱文莉，2010）。本研究認為，

客委會作為國家機器的角色，開始以「客家藝術」之名，進行臺灣藝術領域的社

會介入，一如葉菊蘭對於當時的政策推廣的心得所表示的：「客家之美，尚未進

入公共領域，我們試圖走出一條客家文化的生路，這將是極大的挑戰，但我們希

望，這些經驗模式未來還能夠輸出，對客家文化，我有信心」（黃寶萍，2003.10.14）。 

有鑑於此，我認為的特殊性在於，客家藝術的範疇的起源與動機，並非由社

會階級中的富商或中產階級所掀起的社會行動，而是在某種程度上客家藝術成為

台灣特殊歷史族群與政治文化下的產物。由是，在此脈絡下所生成的藝術範疇，

又會如何回應或再現客家族群處於臺灣當代的社會問題？以下，則以客家女性藝

術作為觀察的切入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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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客家女性藝術的濫觴 

有關客家女性藝術的源起，大體可追溯到2002年葉菊蘭所舉辦的「花布靚靚

──客家女性生活美學展」，該展為呼應當時對於裝置藝術的潮流，賦予花布作

為現代裝置藝術新風采的目的，當時葉菊蘭曾言： 

客家花布曾與客家婦女遮陽、護臂、揹兒等操勞的身影相依相伴，曾幾何時，

這種純綿、吸汗、耐髒的布料卻被看成俗艷、過時，很多紡織廠已停止生產，只

有鄉下老店還有存貨。但是，藝術家賦予客家花布新的風采。此外，一群客家媽

媽及藝文工作者也開發、設計以客家花布做成的服飾配件、生活用品等，展現客

家花布的新形象。（曹銘宗b，2002.05.07） 

由上可見，為發展客家藝術，除了傳統藝術形式之外，也嘗試發崛客家常民

生活中的藝術創作，並將之納為裝置藝術的範疇，正式宣稱花布在客家文化中的

合理性，此並非強硬的政治命名，而是源自葉菊蘭作為客家女性的過往生活經驗

代為發聲，如同該展的新聞報導所描述的：「葉菊蘭回憶，她身為長女，小時候

常用花布揹帶揹弟妹幫忙做家事，她最愛穿母親縫製的花布長褲。」（曹銘宗b，

2002.05.07）誠然，花布與客家女性意象進的連結，在也此正式被端出臺面。 

在隨後所舉辦的「2003年第一屆傑出客籍美術家」策展的結果觀之，其參展

的藝術作品在元素上的匱乏，當時的參展人楊樹煌曾言：「藝術創作上的客家元

素就是『客家人的靈魂』，看來是抽象的，但也表現在客家人的生活、習俗上」

（曹銘宗a，2003），也因此，葉菊蘭以花布重新建立客家逐漸失傳的文化，為

客家重新找回生命力，同時也積極的挖崛客家女性的常民生活樣貌，並試圖進行

扭轉與推陳出新。在同年，便舉辦有別於學院藝術的「客家女性生活映象展」，

該展的主要動機在於：「顛覆了傳統客家女性形象，讓大家看到客家婦女在相夫

教子之外，悠遊於藝術世界，在傳統中尋找創造力及生命力現代身影」（李國盛，

2003.09）。此展不僅採以面向客家女性生活為重點，讓客家女性展現自我的常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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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的經驗與詮釋。在展覽中，更可發現參展的客家女性藝術家，如鍾琴、周美

純、張綢妹、鍾琴、徐景亭、曾淑珠、彭秋燕、黃紫環等，皆是未接受過學院藝

術的教育，其成果表現出除了客家婦女勞動經驗樣貌之外的多元性，並有了不一

樣的面向，誠如貝殼畫、布雕、玻璃藝術、裝置藝術、木雕、攝影、木刻版畫及

蠟染繪畫等，分別再現了她們處於客家生活中的女性故事。因此，該展所顯示的，

首先是賦予客家女性詮釋自我發聲的機會，其次則是以客家婦女的生命經驗及創

作成果，打破藝術學院風格及男性藝術體制的支配等。 

自「客家女性生活映象展」後，雖然讓客家婦女的傳統生活經由藝術的呈現，

獲得不同的詮釋，但在藝術領域中，也未進行專題上的討論和分類。我在相關媒

體導報的文獻中初略得知，主要的原因在於2003年所盛行的傳統工藝風潮，也讓

這些被客委會定義的客家女性藝術家，出展於各式的傳統工藝展，讓她們介於民

俗技藝與藝家術身分之間游走（如2006年的《女性工藝創作聯展》等）；其次，

則是與客委會對於客家產業提升的目標有關，在2004年至2008年後羅文嘉、李永

德等任期的客委會開始，以「a-ha客家藝術節」、「客家桐花祭」等的文化節慶

活動，將客家視覺藝術和表演藝術等元系一併吸納，但其重在客家傳統戲曲、音

樂、其他表演藝術和文創產業的發展上，而逐漸忽略了客家女性藝術為客家女性

發聲的特殊性，使得她們僅能在各地文化中心、大學院校等進行展覽，而形成一

種邊緣化的現象。此時，她們不再固定以「客家女性藝術」命名，而是游移在傳

統工藝、民俗技藝與素人創作家稱之；最後，這些客家女性藝術家，在此時期中，

為迎合各式文化節慶，便將其創作路線改為具有「實用性」價值的文創商品，而

非展現作品中藝術性（意即表現藝術家的自我意識而非特定的實用性）。 

承上所述，客家女性藝術家在2004至2008年，逐漸隱沒在各式的文化節慶

中，雖然在此期間中針對客家女性的相關書籍如張典婉《臺灣客家女性》等書，

皆著重於文學領域中的客家婦女形象，帶動了客家婦女再現與被再現的相關研究

議題以及關於客家婦女的勞動經驗等相關論述，但對於客家女性藝術的自動發聲

仍支字未提。 

在2008年客委會所資助的客家電影《1985乙未》中，因電影的客家女性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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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重現，使得客家女性形象的議題又再次重回討論。除此之外，2009年由黃玉振

任職時期開始，所舉辦的《台灣客家美術百人展》，將結合客家文化精神與藝術

美學的美術創作分類為油畫、水彩、油彩、膠彩、水墨、書法、雕塑、陶藝、攝

影、裝置藝術、複合媒材及數位多媒體（翁翠萍，2009.04.06）等，再次以政府

的力量進行集結發聲，使得先前的各式客籍藝術家，相繼於各地藝術館進行公開

展示。 

然而，《台灣客家美術百人展》中表現的是一種「被畫出來的、被再現的」

的客家風情、生活或精神，但與客家女性藝術家在各地展館所提的述求有所不

同，她們呈現的是一種結合客家女性的生命經驗與客庄生活所進行生命告白式的

藝術創作，雖然她們不再被政府集結，也不再被強調為客家女性藝術家（多半被

稱為客藉女性創作、客籍素人畫家、客家藝文工作者等），但她們仍以零碎化的

方式出展於各地展館，如2011年《客藝典藏 邱瀞瑩攝影展》、2012年《玲、靜、

石刻─客語塑情三人創作展》、2012年《敘說客家情-畫陶三人聯展》、2013年邱

貞菱《『女性與家庭』藝術創作》、2014年《客畫風情六堆素人畫家聯展》等。 

女性是一個值得研究的課題，尤其是客家女性。同時，在諸多社會領域中，

女性的處境都應該被關注與被討論。若將將視野放置藝術領域，藝術和女性始終

就是對立的。在藝術體制中，女性創作者所遭受的困境遠甚於男性：知名度、聲

望、作品的數量、種類、普遍性和價格都是女不如男，藝術創作對女性似乎有嚴

苛的要求。並且，一般的女性藝術家被視為不適合從事藝術創作、能力不及男性

藝術家，甚至只是玩票性質的業餘家。因此，藝術領域的性別歧視結構，表現在

女性參與人數、學生、作品數量、展覽、大眾傳播媒介報導、藝術欣賞、評論及

出版等層面，皆漠視了女性的存在。然而，為了顛覆主流/男性的藝術結構，一

群女性藝術家、評論者開始積極的在不同藝術環節中，企圖展開「性別意識」覺

醒的系列活動。 

在台灣藝術體制中，女性藝術出現在婦女解放、意識覺醒的社會背景下，她

們對重構社會的藝術體制有不同視野，並希望藉由不同策略達成目標。然而，她

們歷經了日據時期、國民政府遷台、七 O 年鄉土寫實風潮等社會背景，始終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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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為次等／業餘藝術。八 O 年代的台灣女性藝術，在西方女性主義思潮以及國

外學成女性藝術家的歸國影響下，展現了一股積極挑戰男權控制的藝術環境之企

圖，並且不斷透過集結、論述與姊妹情誼的扶持而為台灣女性藝術創造新里程、

新開始，她們的創作呈現強烈的女性意識與性別認同，展開了漫長的性別與女人

主體書寫的歷程。 

然而，在台灣女性藝術家的大張旗鼓宣示的歷程中，「客家女性藝術」4既

不是一個發聲集體，也不是一個研究文類/類型，但是一個長期被忽略的對象。

客家籍或是嫁入客家族群的女性，她們的藝術創作是多產的，甚至能說她們每天

都在從事創作，只是傳統客家文化建構了客家女性從事勞動工作的社會形象，因

此多半將她們的創作視為節儉自製的手工品、勞動品/家用品，而非能論及美學

鑑賞登上大堂的藝術創作。並且，在客家傳統父權意識型態的影響下，客家女性

從事藝術創作似乎是不被認可、也不被鼓勵的一種文化現象。因此，如同一般其

他女性，客家女性從事藝術創作是在何種自我性別意識的認同情況下而進行，又

或者她們如何認同自身的女性角色，這些議題似乎很少出現於學術研究討論的範

圍。也因為如此，本計畫乃希望以客家女性藝術的創作為題，開啟這個長期隱藏、

被忽略與遺忘的研究議題，讓大家重視客家女性藝術的創作。 

再者，不同於台灣其他族群的女性藝術，客家女性許多的創作者未接受專業

高等的美術訓練，並且她們的創作多數以客家文化內涵為主軸而進行創作。因

此，具有客家文化象徵的物品包括：藍布衫、竹斗笠、服飾、食具、包包、生活

用品等，都是她們創作中較常出現的圖像，此與一般台灣女性藝術創作中較常出

現女性身體、性器官與性象徵圖像的創作風格較為不同。同時，她們的藝術創作

較擅長木刻版畫、彩繪玻璃、陶藝手拉杯、雕刻與布雕畫等媒彩素材的運用，這

其中不難發現這些女性創作者由於來自不同客家區域，因而展現的多元客家族群

文化認同。再者，受到客家人文與純樸風土民情的影響，客家女性藝術創作者熱

衷於社區營造與集體參與的藝術創作方式，強調對不同客家社區的關懷，更試圖

                                                 
4「客家女性藝術」是本計畫提出的概念、範疇，由於本計畫檢視過去相關文獻，並沒有相關研

究以客家女性藝術創作者為研究對象，因此本計畫初步先以此概念界定，乃指具有客家籍身

份、嫁入客家族群的婦女，這些從事藝術創作的女性，皆可以是本計畫探討的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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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繪與模塑不同的客家文化特色。因此，相較於台灣其他女性藝術，客家女性藝

術著實的是一種客家文化反映、再現與描繪的藝術創作，也是一個需要被深入探

討的類型。 

同時，「客家女性藝術」並非一個同質的群體，在不同的年紀(老、中與青)、

區域(北、中與南)、地域(都會、原鄉)，甚至教育程度等因素的影響下，也導致

不同創作意涵的再現，即差異性的客家文化認同與多元性的創作風格展現，這些

都成了本計畫關切的重點，並期盼能深入探究。基於以上，客家文化、客家女性

藝術有許多研究價值與意義，並且本計畫發現「客家女性藝術」存在許多值得探

討的面向，當中包括：客家女性藝術創作者對於自我的女性意識實踐、性別認同、

客家女性身份的生命歷程經驗與客家族群認同等議題，這些都成了研究者關注的

研究問題。正因如此本研究選擇以客家女性藝術為討論的主要範疇，希望開啟所

有的研究問題。基於此，本計畫主要的研究問題可以歸納為以下： 

 

（I） 試圖透過對台灣女性藝術發展的檢視，討論客家女性藝術如何出現？客

家女性藝術發展對整體的台灣女性藝術發展具有哪些意義與影響？同時，

在她們的生命歷程中，如何認知自我的主體性？以及從事創作過程中面臨

哪些自我認同的議題？ 

（II） 企圖分析台灣南部客家女性藝術家，由於她們分屬於不同的背景、年齡

與客家地域，她們的藝術創作中再現了什麼樣的「客家族群/認同意涵」？

甚至彼此之間有何差異？ 

（III） 延續計畫主持人於博士論文撰寫過程中，以台灣八 O 年至九 O 年初的

當代女性藝術發展為題之過程，以及深化並擴展主持人於客家委員會獎助

客家學術研究計畫：「台灣「客家」女性視覺藝術：女人、族群與生命歷程

的書寫論述」及「台灣「客家」女性視覺藝術：女人、族群與生命歷程的

書寫論述Ⅱ」所進行北部客家女性視覺藝術之初探性研究，期盼本計畫以

南部臺灣客家女性藝術發展為切入點，試圖將兩者研究面向結合而系統的

爬梳台灣女性藝術的全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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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研究方法 

本研究企圖探討：南部臺灣客家女性藝術家，她們身為女人所展現的性別意

識究竟具有何種意涵？、她們身為客家籍或是嫁入客家家庭的女人，生命歷程面

臨哪些過程？、客家女性的藝術創作意涵為何？呈現何種客家文化圖像與對客家

文化的認同為何等主要課題。 

在研究方法的應用上，為了更深入探究台灣客家女性藝術的性別實踐、生命

歷程與客家文化認同，本研究希望透過與她們的互動、對話，瞭解她們的藝術創

作、性別意識、主體認同與客家身份認同。因而，採取深度訪談與及參與觀察之

研究方法，藉由親身訪問台灣客家的女性藝術創作者、藝術體/機制相關工作者、

藝術策展/劃人以及學術研究者之過程，詮釋台灣客家女性藝術意涵。 

本研究的相關發現，從事女性藝術創作的客家身份者為少數，並且甚少參與

展出活動，因此以上本研究的前身《「台灣「客家」女性視覺藝術：女人、族群

與生命歷程的書寫論述」》及《「台灣「客家」女性視覺藝術：女人、族群與生命

歷程的書寫論述Ⅱ」》與〈客家女人、生命故事與族群認同的自敘與書寫〉中所

初步研究成果中得知，客家女藝術家並非大量的曝光，而是經由政府補助後，經

由客家電視台的報導，始得有了浮現檯面的可能。在研究者先前的研究經驗中，

客家女藝術家對於同行彼此具有高度的關切，主因有可能是客家女性藝術的範疇

極少，能帶動該領域風範的人也為少數，因此，她們相互集結聯展，出現於地方

展館、文化節慶活動等，由是，本研究預擬的訪談對象，擬先以參與過「客家女

性藝術聯展」、「各式文化節慶中有獲發表機會的藝術家」、「各地展館中獲得展出

的藝術家」作為搜尋的對象，並進一步採以滾雪球的方式，增加客家女性藝術家

名單。 

其次研究者過往的研究資料，僅使用深度訪談進行深入的創作動機及自我詮

釋，惟若要進一步探知客家女藝術家在日常生活中對藝術的使用與展現，其脈絡

與家庭的關係勢必無法脫勾，得經由參與觀察才能瞭解更細緻的族群特性，因

此，在本研究中，並不排斥將先前研究的受訪人進行再次的受訪，並加入參與觀

察拆解與呈現她們在生活上的紋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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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本研究除了訪談客家的女性藝術家之外，亦將以藝壇策展人、藝評人、

男藝術家、學者與藝術機構工作者等為訪談對象，訪談他/她們對客家女性藝術

發展的想法與觀點。 

其次，本研究將藉由文本分析法，分析臺灣客家女性藝術之創作作品，探討

不論是繪畫、素描、裝置、雕刻及數位科技等，她們在利用藝術媒材、表現題材、

創作內涵與再現策略中，所欲傳達的性別意識、族群認同。本計畫乃以傳統視覺

藝術為研究範疇，原因在於多數的客家女性藝術創作者較多以此為藝術創作的素

材，其中乃將分析範疇集中在：分析臺灣客家女性藝術透過公/私立美術館、藝

文中心、畫廊、藝術另類空間與藝術展演活動等機制，所舉辦的展覽(聯展)之藝

術創作為主。原因在於，本計畫認為視覺藝術創作透過以上不同機制的再現，它

將涉及從藝術家的構想理念、風格創作、書寫甚至族群認同，而這些再傳達給大

眾(藝術欣賞者、鑑賞者與評論者)，勢必造成許多影響，因此本計畫建議針對客

家女性藝術的創作分析，乃以公開展示的作品為主要探討核心。 

最後，本計畫也同時輔助文獻分析之方法，閱讀、收集相關資料包括：出版

著作(報紙藝評/文藝宣傳、書籍、雜誌、期刊、論文)、藝術展覽機制宣傳之文宣

(專刊出版物、海報、冊子)、公私立藝術空間展覽之文獻資料(政策規章、藝術家

作品分析、介紹、網路資訊)，甚至藝術學會的相關記載(成果報告、訊息)等，藉

由這些文獻資料的蒐集，以完整的探討臺灣客家女性藝術的發展、創作。  

如上述，本計畫將以客家女性藝術為研究主題，同時在藝術範疇多元的領

域中，選擇以視覺藝術為研究範圍。原因在於，本計畫在初步資料收集過程

中，發現客家女性從事藝術創作多元集中視覺藝術領域，考量研究來源因而選

擇了多數者為研究範圍。因此，「視覺藝術」(Visual Art)的範疇主要包括：繪畫、

雕塑、素描、油彩、陶瓷彩繪、攝影、工藝、影像、數位圖像與裝置等(王世

德，1987；黃冬富，2002)。 

針對以上「視覺藝術」概念的定義說明，可以發現它涉及的面向廣泛，從電

影、攝影、紀錄片、廣告、漫畫、繪畫、雕刻、素描、裝置及數位虛擬等再現文

本，到歷史的視覺紀錄、文學中的圖像性、論述中的觀看機制，甚至日常生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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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覺藝術文化產物等，這些皆可被歸納至視覺藝術的內涵範圍。同時，本計畫將

視覺藝術創作視為一種傳播的過程、形式與意義，它構成了我們日常生活互動的

基礎。因此，視覺藝術若是傳播過程中的一個重要媒介，它的「再現」則涉及從

藝術家的構想理念、風格創作與書寫，再傳達給大眾(藝術欣賞者、鑑賞者與評

論者)的環環相扣之過程。並且，在此視覺藝術的傳播再現階段中，不同機制的

運作即扮演了重要「中介物」的角色，它可以是公私立美術館、畫廊、影展、電

影院、媒體與藝文中心等。 

基於此觀察，本計畫針對臺灣客家女性視覺藝術創作的討論，乃進一步將議

題範疇集中在：分析臺灣客家女性藝術透過公私立美術館、女性學會/協會、藝

文中心、電影院、畫廊、藝術展演活動與藝術另類空間等機制，所舉辦的展覽(聯

展)之藝術創作為主。5 

除了本計畫以視覺藝術以及透過展覽機制呈現的藝術作品為分析範圍之

外，本計畫在進行深度訪談的過程中，在受訪者的範圍界定上，乃先參考臺灣女

性藝術/客家女性藝術的相關著作(書籍、理論、期刊、論文)、客家女性藝術網站

(客家女性映像)、客家委員會網站、藝術網站(臺灣女性藝術學會、女性影像學會)

之「女性影像資料庫」資訊，以及公私立/畫廊展覽資訊等，而歸納整理出臺灣

客家女性藝術創作、藝術評論、學術研究、藝術展覽策劃/策展、學會籌備及講

座等多面向的受訪者。因此，本研究訪談對象如下： 

地區 受訪/參與觀察對象 人數 

南部 

施于婕(纏花)、陳惠美(纏花)、彭榮美(拼布、雕刻與皮雕)、黃

子環(繪畫)、黃瑪莉(春仔花)、歐陽文慧(攝影)、陳菊美(繪畫)、

華慧晶(編織) 

7人 

 

                                                 
5
本研究界定了以分析台灣客家女性藝術家在公私立美術館、畫廊、影展、電影院與藝文中心展

出的藝術作品為分析範疇，因為這些再現體制在女性藝術傳播的過程中皆扮演了重要的中介角

色。並且，研究過程中以客家女性藝術的集結聯展為主要分析對象，至於女性藝術家的個展討

論，也會在研究中透過輔助討論的方式呈現。採取如此的策略在於，客家女性藝術創作者集結

與聯展的比率較低、反而是常以個展的方式展出藝術作品，因此本計畫認為都應該進行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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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客家女性創作：「南部」在地／日常藝術美學展現 

    本研究所欲探討台灣南部的客家女性藝術創作者，由於分屬於不同的背景、

年齡與客家地域，她們的藝術創作中再現了什麼樣的「客家族群／認同意涵」以

及女人生命歷程／經驗？研究過程的發現將分述如下。 

 

一、擁抱藝術：渾然天成的藝術創作歷程 

    本研究訪談過程中，發現幾位南部客家女性藝術創作者，接觸／從事藝術創

作，乃是自己本身對藝術創作有興趣，同時參加某些培訓練課程即開始進行創

作，並一路走來到現在。這些藝術創作經驗，如同幾位訪談者所述： 

    

我不是一開始就從事藝術創作，我以前是上班族，不認識這些創作

物，只是有一天無意中接觸，路過一個創作工作室，然後上了一堂課，

就開始喜歡了這個創作。（A，2018／10／19） 

 

    訪談者談到自己過去創作經驗中，多半是自己摸索，只是小時候在家政、裁

縫類似家務即有接觸，因此從事藝術創作比較容易駕輕就熟。於是自己在家自

學，尋找日常生活中的創作靈感，於是形成自己的風格。在本研究訪談的另一位

創作者也有相同的創作經驗： 

 

從小生活中，也不知道自己是不是有藝術創作的能力，只是對創作有

興趣，因為生長在客家村，體驗了客家生活，很不自覺的在潛意識中，

時常浮現自己在客家村成長，經驗客家生活、文化，想透過自己看到

的這些景象，表現客家不同文化面貌。（B，2018／10／07） 

     

      居住於客家村的受訪者，從事客家纏花媒材創作，期盼以纏花及金屬線編

的結合，讓大家更認識台灣傳統藝術文化，對於自己開始投入創作的經驗，她興

奮地敘述著： 

 

我一開始是從事珠寶鑑定賣玉石作品的工作，因為小時候跟著爸爸做

生意，所以對這個領域大概熟悉。結婚之後開了珠寶店，慢慢地用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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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單素材自己製作飾品，自己穿戴。後來身邊的朋友也喜歡我的創作

飾品，就鼓勵我教學、創作。所以就這樣開始進入藝術領域。（C，

2018／10／24） 

 

   以上受訪者從小並非從事藝術創作相關工作，但在某些因緣際會下接觸創

作，即參加相關培訓課程，而開始了創作生涯。本研究訪談的另一位創作者，從

小即對藝術創作有興趣，如同她敘述：「我從小就對藝術有興趣，但沒有特別接

觸相關課程，但母親是裁縫師，可能耳濡目染我從小就看著母親做一些藝品。因

此開始接觸不同的創作，又玩拼布、押花、皮雕還有玻璃，自己學習這些創作。」

（D，2018／11／05）其實我只要有興趣想學，都能發展出自己的創作風格與特

色。 

     本研究中的另一位受訪者，從事藝術創作也是自己摸索，如同訪談過程中，

她如此敘述著：「我在古董店上班，因為同事參加舞蹈比賽，所以請我們做一朵

編織的花，我第一次看到了這一朵花，就深深的愛上，於是很想創作這類型的藝

品，也開始去找師父學習。可能是家庭的關係，我們家是做生意的，開雜貨店，

後來做批發商，小時候爸爸就會要求我們，因為爸爸有去日本工作，凡事要求品

質，做任何事也都需要努力付出。因此，我\開始跟老師學習創作，會要求自己，

也是因為如此，我雖然跟老師學習技藝，但找到屬於自己的創作風格。」 

    綜合以上，本研究訪談南部客家女性藝術創作者的過程，發現她們從事藝術

創作，不論中途進入藝術領域，這群女性藝術創作者其實本身並非從小接觸藝術

工作，甚至是因為自己的興趣，而開始自學、請教前輩，及參加培訓課程，而開

始了藝術創作生涯。因此她們對於藝術創作懷抱著夢想，也在踏上創作的路途上

有不同巧妙的經驗故事。 

 

二、「客家」精神、意象與生命經驗的堆疊交織 

    在本研究訪談的南部女性藝術創作者過程中，她們對於自己身為客家人的身

分，表現於創作中，各自有不同傳達自己客家身分的方式，也許是藉由創作展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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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家人的一種精神；以客家意象、故事或自己的生命經驗為題材進行創作，相關

訪談內容敘述說明如下。 

    訪談者於訪談中強調自己在創作中的客家身分，不會刻意以物象來傳達，因

為客家元素是一種意象／抽象意涵，如同她敘述著： 

 

我在客家村長大，所以創作中喜歡用客家元素來傳達。類似客家的精

神：素樸潔淨、苦幹實幹、腳踏實地、勤儉等精神，我在創作中都會

不自覺得表現出來。並且，我會利用客家花布、押花、客家風景，還

有客家農村生活等元素，加入在創作中。我希望這些客家文化的展

現，可以不斷傳承，讓大家都知道客家文化。（B，2018／10／07） 

 

    對上述訪談者來說，她認為客家身分的展現，其實就是一種精神。尤其是客

家人勤奮的精神。因此，表現在創作中，她強調自己一直很樂於創作中，每天除

了教學分享外，還參加晚上創作課程，包括：拼布、書法與皮雕。訪談者於拼布

課程過程中，融入客家花布為媒材；而皮雕則以製作皮包、客家竹籃、客家皮飾

為主；而雕刻主題則以客家元素(花、植物與鳥)為主，甚至最喜歡以客家花布製

作客家鞋子、帽子。 

     

  如上述，訪談者對於自己的客家身分於創作中，不自覺地會刻意以客家元素

加入作品呈現，她深刻強調，客家的身分已深植心中，她想表達的創作也是如此

看法： 

 

我的創作中，油畫、版畫、素描不同的媒材，想表現客家文化。我會

不自覺地表現自己的生命狀態，還有自己生命經驗的速寫，這些都是

我生活在客家村的經驗。同時身為客家身分的女人，在創作中也想表

達客家女人勤奮、肩擔很重與勤儉的圖像。（E，2018／10／02） 

 

    因此，受訪者認為客家元素是日常生活的方式，自然呈現於創作中。類似

另一位創作者亦於訪談中表示：「記憶中從小居住的客家鄉已經改變很多，我現

在已經搬離了客家村，有點感傷，並對記憶中家鄉的改變感到難過。所以在油

畫創作中，會將印象中美好的客家村生活圖像置入創作中，也因為這樣寄情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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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作，能將客家文化不斷傳承，即使沒見過客家村意象的人，藉由我的創作也

能想像，這樣的創作真的很有意義」。（B，2018／10／07） 

 

    客家女性創作者將記憶中的客家家鄉呈現於作品中，其他創作者亦是利用客

家象徵符號或文化為題，以客家人的花布，製作客家傳統竹籃、皮包、裝飾品等。

利用客家花布的色彩、搭配其他媒材，表達許多她欲傳達的客家意象。如受訪者

自述： 

 

客家花布是呈現客家文化很重要的象徵，我的創作會以客家花布為主

題，製作客家布袋、皮包，大家一看到這些創作，就會知道這是客家

藝術。在編織創作中，我會編織客家竹籃、背袋，還有裝飾物，利用

這些客家元素呈現，其實因為這些就是我的日常生活經驗，當然也因

為自己是客家人，所以對這些元素特別有感情和共鳴。（F，2018／11

／15） 

 

   另一位客家藝術創作者，她的創作利用纏花與金屬線編的結合，欲傳達她喜

歡的客家文化。其創作理念在訪談中她敘述著： 

 

纏花是「客家四美」，我想利用隨手可得的紙片做成纏花，表現客家

美學。客家傳統中纏花就像臺灣的女人一樣嬌貴，纏花運用在婚禮儀

式是中部客家獨有的文化，這種技術通常不外傳，只有家族傳承而

已，此為閩南春仔花的部分，客家女孩自小便開始學習，製作將來出

閣時的嫁妝。（C，2018／10／24） 

 

    如同受訪者所述，纏花作為中部客家傳統文化的一種，其具有獨特意義。但

本研究受訪創作者，她試圖融合中部與南部纏花特色，創作一種呈現客家文化，

又展現多元結合的工藝創作。她如此說道著：「女性欲嫁入中部客家村，結婚儀

式中諸多纏花如纏花頭飾、清供品（供花，看花碗）、新娘燈、新房掛飾擺件等

製作，對於客家媳婦都是一種考驗，欲想成為客家媳婦需自己製作完這些婚禮用

品，方得當上客家媳婦。因此，纏花的製作是客家婆婆智慧的展現，能通過考驗

的媳婦才能挑得起重擔，這是客家纏花製作的意義」（C，2018／10／24）。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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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這樣的客家傳統敘事，致使受訪者希望傳承客家傳統圖騰元素，並藉由纏花編

織花卉、蟲與鳥類，傳達客家人在生活美學上的運用，並延續此工藝。 

    

三、回歸「家鄉」：客家文化的在地紮根、藝術傳承 

   如上述，本研究所訪談的南部地區客家女性藝術創作者，她們於創作中展現

了客家精神、客家元素、生命經驗、回朔過往，以及描繪記憶中的客家圖像。除

此，她們從小在客家村生活，結婚後也許離開家鄉，抑或是生活未離開客家村，

她們的心中始終想要回到嚮往的「家鄉」，在自己成長的地方進行紮根與藝術創

作。因此，陸續成立個人工作室／畫室、教學工作室或是工作坊，期盼與更多人 

分享客家傳統文化。 

     本研究訪談地受訪者利用纏花結合金屬線編創作，一直以來以客家元素融

合現代時尚，欲以傳統與現代進行美學對話，如此工藝吸引許多人，受訪者希望

在客家村與更多人分享客家文化，即開班授課，傳承這樣的工藝技術，如此心情

如同她在訪談中表達： 

 

傳統客家纏花的技藝，在中部客家是不外傳的（未婚女子出閣前需要

學習的女紅）。我自己原本做一些飾品配戴，後來開始喜歡上纏花的

創作，製作纏花的手工要非常精細，創作過程也比較繁複。越來越多

人喜歡我的創作，所以我就開始進行纏花文創商品的製作，申請專利

權，也出國參展，我希望讓更多人看到客家纏花的美。（C，2018／

10／24） 

 

    在以上的心情下，受訪者希望將纏花的製作發揮，於是在客家村成立工作

室／文創工作室，開班授課進行纏花教學。其中，另一位南部受訪者，她的創

作以春仔花、水墨畫、國畫為主，以前自己在鹿港跟老師學習相關創作，但現

在為了傳承，即在自己家裡開班授課，傳授南部春仔花的藝術，希望與對此藝

術有學習興趣的創作者一起交流。如她自述：「藉由每周教學課程，將鹿港春

仔花的技藝，以(纏)的技藝，將不同色彩的金屬線編織，用於婚宴喜慶之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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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讓更多人擁有此技藝，如此就會有越多人認識纏花工藝以及客家文化的

意義，這是我想做的。」（A，2018／10／19） 

 

   在本研究訪談的另一位女性藝術創作者，以編織創作為主，從小即對藝術創

作有興趣，並且喜歡創作具實用性的物品。創作題材以日常生活用品中的裝飾、

項鍊、皮包、小飾品與手鍊等作品為主。訪談中她提到：「為了讓更多人認識客

家文化、客家藝術，我有在社區大學開設相關編織製作課程，每周不同主題的設

計，從基礎教導學員。」（F，2018／11／15）除此，此位受訪者亦在大學授課，

教導學生藝術創作。 

 

    藉由以上討論，研究發現南部地區客家女性藝術創作者，她們在以客家元素

媒材進行創作過程中，由於對於客家傳統技藝的傳承具有使命感，期盼讓更多人

認識客家文化。因此，秉持一種回鄉的精神，在地開班授課進行客家藝術之教學，

藉由創作凝聚客家意識以及認同，更積極將傳統文化傳承，延續南部客家獨特的

客家藝術創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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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結論 

本研究以南部客家區域的女性藝術創作者為研究對象，探討她們開啟藝術創

作的生命歷程、生活經驗，同時分析她們創作中蘊意那些女人、客家象徵。並且

詮釋她們的客家身分如何在創作中展現。透過以上研究，發現南部區域的客家女

性藝術創作者，她們從事藝術創作的過程中，多半是因為自己興趣，加上自學而

渾然天成的形成自己的創作風格；在創作題材上不論油畫、版畫或是皮雕及纏

花，以及春仔花，多半以靜物、自畫像、風景等為主。並且，南部客家女性藝術

創作中，她們會藉由客家精神、生命經驗、客家意象結合視覺，傳達自己客家女

性的身分，以及對客家文化的集體認同。同時，也透過客家意象回朔消逝的時光、

客家記憶與文化景象。 

  此外，研究者透過研究過程發現，南部客家女性藝術創作展現的客家風

情，是一種客家豐富、奉獻、堅毅並且多元兼容的客家風格創作。並且，在她們

的創作中，試圖結合客家文化與南部在地(閩南)的文化，展現的是客家文化的延

伸，亦是南部文化的融入。同時，客家女性藝術的創作者擁有深刻的客家文化傳

承任務，她們擅於紮根實踐、社區集體的創作方式，形塑了南部客家女性藝術創

作的風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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