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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物館、地方與能動性：臺灣屏東縣客家文物館與新加坡茶陽會館的對話 

國立交通大學人文社會系族群與文化碩士班 

學生：許瑞君         指導教授：林秀幸 

中文摘要 

1970 年代新博物館學（new museology）興起與全球在地化的浪潮下，博物

館學也轉為重視地方社群的主體性和能動性，臺灣各地也興起許多保存地方集體

記憶或族群類型之館舍空間或單位，帶有「社區主義」基礎，期望以博物館的「社

會功能」或「溝通功能」來補充傳統博物館的形式主義式存在，積極營造一個符

合「新博物館學」思維、具有「生態博物館」（Ecomuseum）意涵的機構式存在，

發揮保存與再現過去、現在與未來記憶的場所，兼具教育、娛樂或其他實質性功

能。 

本研究以臺灣屏東縣客家文物館與新加坡茶陽大埔會館為個案研究，從博物

館定位與經營角度切入，探索台、新兩個島國華人社會中，同樣具有類族群博物

館角色的兩個單位，其同樣欲透過「博物館」概念的營運模式，達成族群文化傳

承與創新之影響與異同，與地方社會文化的關係。以民族誌的田野調查方法，觀

察兩地居民、社群與博物館的互動關係，瞭解，探討兩者在博物館概念下，以地

方展演、地方知識建構來再現族群的文化與社會意涵，及其體現在重塑「地方」

的可能性。並從新博物館學的生態博物館理論著重的角度，來探討類族群博物館

組織的角色、功能在現代社會中的位置，如何在社會中運作互動、發生作用，或

為族群傳承、認同發生作用。 

 

關鍵字：博物館（museum）、客家（Hakka）、能動性（Agency）、

地方（place）、茶陽會館（Char Yong [Dabu] Associ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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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useums, Local Communities and Their Agencies:  

Comparison between Pingtung's Hakka Museum in Taiwan and Char Yong 

(Dabu) Association of Singapore 

Department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Graduate Program of Ethnicity and Culture 

National Chiao Tung University 

Student: Hsu Jui-Chun        Advisor: Lin Hsiu-Hsin 

Abstract 

In 1970s, Museology concerns subjectivity and agency of place community in 

the rising of new museology and glocalization. Also, there are many building units for 

saving collective memories or ethnicities in the context of communitarianism in 

Taiwan. Instead of formalism, the museum is considered to be the expectation of 

social communication that is to construct the notion of new museology and the 

meaning of ecomuseum. Furthermore, the museum’s location is assigned to bring into 

play the functions of education, entertainment and memory hold. In the perspective of 

museum’s engagement, the case study focuses on the comparison between Pingtung’s 

Hakka Museum (Taiwan) and Char Yong (Dabu) Association (Singapore). The two 

organizations both play their respective roles of ethnic museum in ethnic Chinese 

societies of Taiwan and Singapore, and impact the development and innovation of 

ethnic culture within their place community. By ethnographic method, the case study 

is to observe their respective people, communities and museums in the interaction of 

Pingtung’s Hakka Museum (Taiwan) and Char Yong (Dabu) Association (Singapore), 

and to represent the ethnic meanings that embody “place” possibility by their 

performances and local knowledge. To conclude, the case study takes the view of 

ecomuseum to discuss the roles, functions and positions of ethnic museum that affect 

the ethnic identity in contemporary era. 

 

Keywords: Museum, Hakka, Agency, Place, Char Yong (Dabu) Associ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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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緣起 

    2008 年，在筆者歸鄉工作一年半後，實現了自大學以來經營一座小博物館

的夢想，以一位返鄉青年的身份，參與了關係六堆聚落空間核心、位於忠義亭後

方的屏東縣客家文物館的經營。以一個屏東地方性非營利組織主管的角色，經營

區域型的地方博物館多年後，筆者有幸進入交通大學客家文化學院就讀研究所，

並於 2015 年至國立新加坡大學進行交換生任務。在查閱新加坡交換資料期間，

發覺新加坡與臺灣有著許多的相似與相異點。同樣的海洋小島國，雷同的異國殖

民歷程，以福佬人1為多數的華人社會，同樣住了一些客家人，也有客家人所經

營的民間館舍…。 

    在臺灣與中國二十多年來興起客家熱的過程中，新加坡等華人聚集的區域似

乎也受到臺灣與中國的影響，新加坡的客家族群也開始推動自己的文化保存任務，

正好與筆者原本從事的地方博物館有類似進程，引發了筆者的極大興趣。作為一

個地方型的民間團體主管經營區域型博物館的實務經驗，看見新加坡這個異國同

樣具有民間客家團體經營的地方型文物館，筆者認為臺灣與新加坡兩地小型館舍

的營運經驗，應當具有博物館領域、族群領域與地方空間概念的參考意義，筆者

因而將碩士論文研究題目改為臺新兩個區域型客家館舍的比較，希望親炙兩館後，

理解在博物館與地方重塑、客家文化復興的視角上，兩國兩地兩館呈現如何的特

色、如何的差異，代表何種意涵。 

 

 

第二節  動機與問題意識 

    想要瞭解當代族群博物館／民族博物館的機構所發揮的實際功能與意義，嘗

試探討在全球化與全球在地化的浪潮下，區域型的族群博物館／民族博物館的存

在，對於族群的意義與可能發揮的作用。 

    並以個案研究方式，透過梳理兩地的客家館舍在族群文化傳承的作為，體現

他們在地方經營、文化資產保存活化與族群認同間的關聯性，透過地方族群博物

館當代公共性的展現，回應 1970 年代後興起的「新博物館學」的人本主義思維

與工具主義（instrumentalism）功能取向，如將博物館視為一個能動主體（agency），

在同樣是島國、類似的華人社會，卻相異的歷史發展脈絡的兩地中，兩個案呈現

了什麼樣的特質與功能？是否具備新博物館學中生態博物館概念下，由下而上、

科際整合、呈現動態文化資產的特質，又是否具備新博物館學所述保存文化多樣

性、「重構社會文化體系」的可能性。以此回應臺灣 1990 年代後，以「博物館」

做為文化傳承、發展地方認同與地方活化策略的歷史脈絡，提供未來族群博物館

                                                        
1 新加坡人口語上稱為「福建人」，與臺灣人口語上稱「閩南人」意義接近，皆為操福佬話之福

建省南方移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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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營新的建言。 

 

 

第三節  研究方法與對象 

    本研究進行時將主要以深度訪談法與參與觀察法為主，搭配過往文獻中的研

究與田野時所蒐集的相關紀錄，以期建構臺新兩地兩個客家文物館經營過程中所

演繹出的地方展演與地方認同互動全貌。因此，本研究的研究方法將分為三個層

次來進行。 

    首先，在文獻回顧中，可從既有的臺灣族群博物館、社區小型博物館與新加

坡相關博物館的研究成果中，了解臺灣與新加坡兩地小型博物館成立之背景，以

建構台新兩地博物館歷史脈絡的一般性架構。 

    第二個層次，則是以實際田野進行時採行的研究方法，分為參與觀察法與深

度訪談法。過去整個田野進行分為臺灣屏東縣客家文物館與新加坡茶陽（大埔）

會館文物館兩地。在臺灣陸續的田野時間約一年，在新加坡的田野時間則約為五

個月。 

    臺灣的田野時間主要以深度訪談法來瞭解該館的實際經營者的經營理念與

困境，因應方式等經營面現況。此外，參與觀察也是我在本研究中重要的研究方

法。由於參與觀察可藉由參與的觀察者與觀察的參與者兩種方式交叉進行觀察研

究，參與的觀察者，意指研究者與被研究者之間因為生活緊密的連結在一起，因

此透過田野期間在當地實際參與地方博物館運作的日常生活與活動，來進一步的

瞭解、參與研究議題，從這些實際參與或觀察經驗中發掘討論之材料。因此在屏

客館的參與觀察，則以實際進到該館中觀察博物館日常營運、活動辦理與志工運

作等現況。 

    新加坡的田野時間，則以深度訪談法來瞭解該館包含經營領導層與工作人員

層的經營現況、面臨困境，並訪談非主要工作人員的相關參與者，例如該館相關

行政人員、該組織較外圍的會員，再搭配該館活動的參與式觀察紀錄。並隨機訪

談新加坡該地的學生，對於客家族群在新加坡與該館的印象。 

    最後一個層次，則是以比較法來梳理、探討兩個地方博物館個案案例的差異

與特質。兩個案例之差異，是來自不同歷史、政治脈絡的必然，或來自地域、族

群在地化的文化變遷影響？其背後又代表什麼意義？顯現出何種時代的脈絡？

促使博物館與地方發展、族群互動的影響因素為何？地方與博物館透過展演，對

於文化資產的保存與活化又產生了何種影響？將是本文要探討的。 

    在研究對象上，主要區分為兩者： 

1、新加坡 茶陽（大埔）會館暨文物館（經營單位：新加坡茶陽（大埔）會

館） 

2、臺灣六堆 屏東縣客家文物館（經營單位：社團法人屏東縣深耕永續發展

協會） 

    深度訪談的對象以兩單位的直接參與者或經營者為主，間接參與者為輔。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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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坡茶陽（大埔）會館乃是一個民間社團，採用會員制，直接參與經營人員為董

監事與專職工作人員，間接參與者為會員。屏東縣客家文物館的營運模式，乃是

由主管機關屏東縣政府委外予民間社團經營的模式，其直接參與經營者為委外民

間社團--社團法人屏東縣深耕永續發展協會理監事與工作人員，間接參與者為屏

東縣客家文物館志工、居民，或社團法人屏東縣深耕永續發展協會會員。 

 

 

第四節  研究限制 

本論文研究限制主要有兩項： 

一為主觀與他者視角的轉換侷限。由於筆者曾經主導屏東縣客家文物館的館

舍活化專案「六堆生活學院」的營運，乃是工作團隊之實務召集人，負責「六堆

生活學院」活化辦公室之營運統籌與推動，及屏東縣政府 2010-2013 共跨四個年

度的屏東縣客家文物館委外專案管理計畫的推動，擔任偕同或共同主持人，因此

掌握了比一般田野者不易取得的相關資料與參與經驗，對於區域型博物館的營運

實況與困境都擁有深度認知，作為一位實務執行推動者，使筆者擁有全面或深入

理解實務推動的內情，具有一種局內人的參與視角。赴新加坡田野地時，也因自

身不僅是位異國研究生的角色，而是類似機構經營者的角色，獲得營運單位誠摯

的接待與傾囊相授，獲得許多不輕易對外發言的內部資訊，乃是筆者進行此研究

的優勢。 

然而也因為曾經深入參與屏東縣客家文物館的營運，使得筆者一來需特別注

意自身角色的轉換，避免落入報導人與研究者不分的處境；二來，深度的參與角

色可能使我的研究觀點落入過於主觀或偏頗的危險。有鑑於此，筆者在處理臺灣

案例的部分，加強現有文獻的調閱參照，理解所有相關研究者的成果與觀點，在

分析時，試圖站在他者的角度來降低主觀性。此外，基於人類學田野視角本就具

有各種詮釋觀點，本研究在第四章述及個人過往經驗部分，也以行動研究模式，

加入筆者局部主觀經驗，詳實記錄屏客館經營的歷程。 

    二為新加坡田野時間的限制。由於筆者於臺灣屏客館的田野與參與歷程約有

九年，而於新加坡田野居住歷程僅有半年多的時間，兩館在相關資料與田野場域

的掌握，勢必具有落差，故筆者在新加坡案例部分，將加強文獻資料的蒐集與參

照，使研究限制機率降低。 

 

第五節  章節安排 

    本研究計畫預定透過梳理兩地的客家館舍在族群文化傳承的作為，體現兩館

在博物館經營、地方經營與認同間的關聯性，回應當代的客家族群文化保存方向，

與族群博物館角色。故本論文章節共分六章陳述： 

    第一章 緒論：闡明研究緣起、問題意識與研究限制； 

    第二章 文獻回顧 

    第三章 新加坡茶陽會館文物館的發展與經營：從新加坡華人會館歷史、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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陽館的經營單位茶陽會館的創建源由與歷史、茶陽館一館二室的經營方向與內容，

闡述該館的發展與經營。 

    第四章 臺灣屏東縣客家文物館的發展與經營：從臺灣六堆聚落的歷史進程

與六堆意識的產生、到屏客館的催生與困境、館舍委外民間團體經營的發展等，

理解屏客館的發展與挑戰。 

    第五章 比較與分析：從生態博物館、地方性與能動性視角，觀照臺新兩島

國華人社會脈絡下，客家族群博物館的發展與變異。第六章 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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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回顧 

第一節 能動性（Agency） 

    能動性（agency），指人的主觀意識與行動對於客觀世界的作用。猶如雞生

蛋或蛋生雞的討論，能動性是古典與現代社會學理論核心的本體論問題之一，探

討究竟是社會結構或人的能動性決定了他們的行為。布爾迪厄（Pierre Bourdieu）

曾提出慣習、場域與資本概念，認為結構與能動性間具有某些辯證關係，外部結

構會內化為慣習，而個體行為與互動，會外化為場域內的社會關係，形成「外部

內化」與「內部外化」的辯證關係。 

    紀登斯（Anthony Giddens）認為「結構」與「能動」具有雙重性，是一個相

互依存的雙元體，它顯示了結構與能動的相互依賴，當它們產生行動、對於外在

世界進行介入（intervention）的時候，會產生連動效應，再製造、再生產了結構，

以致於行動者在某時空範圍（time-space span）內實踐會再生產結構，形成結構

與能動性的辯證關係（Giddens 1979, 1984）。能動性所指的個體行動與作用，與

實踐（praxis）觀念有所關聯，而在結構（包含規則、資源等）中作用的能動性

行為，包含了理性化、意圖與反身性的思考。「反身性」即指一個個體能夠「有

意識地」改變他／她在社會結構中位置的能力（Giddens 1979, 1984）。 

    如將博物館視為一個能動主體（agency），它面對外部政策與當代族群文化

流失的大環境結構性現況，地方社區型的博物館如何發揮自己的角色，在其間運

作的因素為何，是值得討論的議題。 

 

 

第二節 新博物館學 

    博物館從公元前的亞歷山卓博物館（Museum of Alexandria）起源，至歐洲

15、16 世紀帝國主義興起後，成為豪貴盛行展示收藏品的空間；再轉變為具部

分公共性典藏、展示空間意涵，乃是 17 世紀後的事。19 世紀，隨著帝國主義、

殖民主義、資本主義等興盛的歐美等世界列強，都有了豪華壯麗的國家博物館空

間。19 世紀後期至 20 世紀間，隨著工業革命、現代化與帝國殖民主義發展後所

帶來的富庶生活反思，博物館成為世界各國的重要文化政策，在世界各地大量產

生。20 世紀後，現代化的博物館一般被視為具有典藏、展示、研究、教育等功

能的機構（Ambrose & Paine 2000[1993]）。根據國際博物館協會2（International Council 

of Museums，簡稱 ICOM）的定義，博物館乃是「一個非營利性、對外開放、永

久經營的機構，以服務人群、促進社會發展為宗旨，主要從事蒐集、保存、研究、

傳播、展示等活動3」。 

                                                        
2 ICOM 乃是一個國際性的博物館學及博物館營運、管理的博物館專業非營利組織，1946 年底於

巴黎設立，與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維持合作關係，總部設立於 UNESCO 中，全球總計有近 150 個

國家的會員，協會內設有國家委員會、國際專門委員會及地區性聯盟等組織，乃是臺灣少數加入

的國際性組織。 
3 1974，ICOM 闡釋之博物館定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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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博物館學（Museology）則是有關博物館目的與組織的一門學問，它肇生於

實踐中，乃是為促進博物館發展的一門學問，原又稱為博物館研究（Museum 

Studies），乃是為建立博物館的科學學科。ICOM 將博物館學定義為「研究博物

館的歷史與背景、社會角色，以及在研究、維護、教育與組織上特殊的系統、博

物館與物質環境的關係，以及各種博物館分類等的學問。4」16、17 世紀後，具

公開展示功能的博物館歷經數百年的發展，直到二十世紀，博物館發生了兩大主

要改革運動，一是 1920 年代起始的強調人本主義精神，回到博物館與人的互動

注，結合科技功能的互動性、參與性展示改革，一為 1970 年代創發的新博物館

學（New Museology）運動。 

    新博物館學主要回應對象為過去強調「物件」、朝向過去歷史、懷舊面的意

識型態、過於重視功能（functions）而忽視博物館存在目的（purposes）的傳統

博物館思維。傳統博物館學很少觸及理論或人文層面、博物館在促進社會發展的

角色意涵，新博物館學則強調對博物館「目的」的反思及社會意義層面的思考，

以促進社會發展的服務與努力為目的（Vergo 1989; Weil 2002）。美國博物館學家

Julia Harrison 在 1993 年發表的《90 年代博物館觀念》一文則認為，新博物館學

的重心已由傳統博物館重視典藏、保存、研究、展示的方向，轉為重視社群與社

區的需求（Harrison 1993：160-176，轉引自張立伶 1998：21-22）。 

    新博物館學運動的頭號旗手，是以法國為首的生態博物館（Ecomuseum）運

動，Burcaw（2000[1983]）認為，生態博物館強調以博物館作為社會公器，為社

會福祉服務，追求一種復甦博物館（revitalized museum），「希望創立一種大眾化

的 popular、行動的 active、人類學的 anthropological 或民族學 ethnographical 的

博物館學。」1971 年，法國學者瓦西納（Hugues de Varine-Bohan）與希維賀（Georges 

Henri Rivière）提出生態博物館（EcoMuseum）概念，當時兩人正在法國推動生

態博物館運動，以實際運動的行動回應當時法國知識界對於文化資產（culture 

heritage）的看法，他們將生態博物館視為結合時間、空間與人的機構，強調人

與空間環境、在歷史中互動對話，不再將博物館範圍侷限於有形的建築或物，乃

是一種連結的、動態文化資產的概念（張譽騰 2003）。其後，法國學者瓦西納

（Hugues de Varine-Bohan）再提出社區博物館的概念，認為地方族群（居民）的

參與比遊客更重要，以社區主義精神為師。 

    綜合言之，生態博物館概念提出後獲得世界各國迴響，以生態博物館為名的

實際案例也在世界各國不斷的被實驗，使 EcoMuseum 成為新博物館學最具代表

性的理論。生態博物館理論以反身性思考（reflexivity）回應舊博物館學，著重

對地域集體記憶（collective memory）的關懷，希望建構一個去中心化

（Decentralization）、由下而上、群體意識、共同參與、包含實際文化行動（cultural 

action）的動態博物館概念。它開展了文化行動的各種可能性，因此又被許多博

物學家視為一種文化運動（cultural movement）（Burcaw 2000[1983]），影響了 20

世紀後世界各國的博物館。 

                                                        
4 國際博物館協會（ICOM）定義。Burcaw（2000[19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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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灣在 1990 年代興起社區營造運動，使社區主義精神與生態博物館概念隨

著風潮散播台灣各地，影響了臺灣解嚴後，在本土化、社會運動浪潮下設立的眾

多地方博物館。絕大多數臺灣地方的博物館，雖僅有少數以生態博物館或生活環

境博物館5為名，如蘭陽博物館家族、北投生活環境博物園區，但多數的地方型

館舍都受到二十世紀後風行的社區主義的影響（黃世輝 2004；Burcaw 

2000[1983]），或是在發起籌建過程中，或是在經營理念上，臺灣各地存在著許

多具有由下而上、社區參與精神的館舍，如北投溫泉博物館、屏東縣客家文物館、

美濃客家文物館等。 

 

 

第三節 地方與地方感 

    政治地理學家阿格紐（John Agnew）曾指出地方乃是由區位（specific location）、

場所（locale）與地方感（sense of place）三個基本面向所構成。「地方 place」與

「空間 space」的差異，來自於地方有一地理位置上的「區位」，及社會關係據以

進行的「場所」，而且更包含地和人所產生意義上的連結或關係。地方感即意味

著人對於地方有主觀與情感上的依附。對於生活在地方上的人們而言，地方是人

們經驗這世界的實體空間，人們因此讓世界變得有意義（Cresswell 2006[2004]）。 

    段義孚在《經驗透視中的空間和地方》一書描述地方是生物所需感覺的價值

中心所在，地方是一種「價值的凝聚」、是停頓的，並含有安定的感受，是人類

依其而居停的所在（段義孚 1998[1977]：15）。因此地方是一種意義的建構，與

我們直接經驗有關，其意義繫於場所中人的認同及對空間的詮釋，某些時候，它

是以抽象且情感層面的方式存在。梅爾帕斯和薩克則主張，地方是意義與社會建

構的首要因素，地方最重要，是我們存在的經驗事實。 

    段義孚認為，空間有別於地方，乃是少了意義的領域，若人投注意義於空間，

則空間就成了地方；地方在不同的發展脈絡下，也會不斷地產生新的意義，生成

不同的地方感與社會（段義孚 2006）。Harvey 認為地方是「不斷發生的東西，

是以創造和利用物理環境的方式，對特殊脈絡中的歷史有所貢獻的東西」，並以

特殊的構造聚集了事物、思想和記憶（轉引自 Cresswell 2006：143, 279）。 

    而人們在日常生活中於地方不斷產生意義，從而形塑地方感的過程，又被地

理學家大衛西蒙（Seamon 1979）比喻為「地方芭蕾」（place ballet）。經由反覆不

斷的操演，生活於其間的人們更認識地方，並感覺自己也是地方的一份子，從而

建立了內部歸屬感（Cresswell 2006）。但對於普瑞德（Allan Pred）來說，地方是

處於不斷「流變」（becoming）的狀態下。因為社會是動態的，存在著一種連續

不斷的過程，在一個地方中一個個反覆制度化的活動中，也同時會造成接連的再

生產，包含在結構下的存在與修正（Pred 1983）。 

    地方感從地方民眾對土地、文化與日常生活的情感引發，激起居民的動能，

                                                        
5 受到日本社區營造運動影響，流傳至日本的生態博物館概念，再傳回臺灣後，又譯為生活環境

博物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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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了界定自我的方式，更顯示了自己的身份─「你是誰，由何處來？」（段義孚，

1998：829）。因之，地方感在地方經營、居民參與的過程中是一個很重要的面向，

透過對集體記憶、歷史懷舊、文化再現等過程，地方可發展出認同與新的集體記

憶。然而，地方也是持續性的、多重建構的過程，如果地方缺乏經營或實踐，地

方就只是空間。而在地方持續不斷變化的的過程中，同樣也會受到國家和其他社

會力的影響，地方並非完全封閉的空間，甚或受到全球化極大的影響。瑪西

（Doreen Massey）在〈全球地方感〉（A Global Sense of Place）一文表示，世界

正面臨全球化的時刻來臨，運輸、傳播、全球資本制度、經濟等，協力降低了地

方的重要性，並伴隨著同質化的發生（轉引自 Cresswell 2006：87-89）。這種空

間─時間面向勢不可擋的變化，Harvey 稱為「時空壓縮」（time-space compression）。

地方的重要性，並不完全因為資本主義與全球化的影響而消失，反而在快速移動

的今日，地方的意義在社會生活中已經改變，在某些方面，這種影響的作用反而

使得地方顯得更獨特、更重要。 

    普瑞德（Allan Pred 1983）也提到，資本主義雖有均質化的強大力量，但在

地方的形成之中，依然有重大的地理差異，導致地方感的差異。如呂欣怡曾觀看

內灣與九讚頭兩地社區組織的日常運作與特性，來探討地方上的「客家性」的社

區實踐，發現兩個同是新竹縣內的客家聚落，在社區實踐上因社群結合地方文化

資產的不同，而形成不同的地方特質與地方感（呂欣怡、蔡世群 2008）。 

    綜合而言，在本文所探討的兩個館舍的所在區域——南部客家大鎮所在的六

堆，與新加坡客家移民所在的範疇，或許也形成了兩地各自的客家地方社會與地

方感；在兩地地方社會與館舍互動的過程中，可能演繹出具有同質性或異質性的

地方形構過程，應可透過地方視角與地方感形塑的探索，來一窺真實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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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新加坡茶陽會館文物館的發展與經營 

    東南亞研究自 1990 年以來一直是臺灣區域研究的重心之一，臺灣學界對於

東南亞客家的關注也是從這段時間開始，但直到 21 世紀初期客委會與客家教學

研究機構紛紛設立後，臺灣對於東南亞客家的研究與交流互動才算真的密切、頻

繁（劉堉珊 2014）。臺灣客家學界進行東南亞客家研究者不少，如蕭新煌、張維

安、張翰璧、林開忠、羅烈師、利亮時等。 

    唯當代東南亞客家連同星馬客家的研究範疇都較著眼於「客家人在星馬」的

觀點，以次群體（sub-group）的方言語族認同、華裔框架下的方言群客家論述為

主，而非如臺灣客家領域的發展歷程，從方言群的客家、華族的客家到臺灣客家

人，發展出當代「臺灣客家」的認同，以「客家」作為族群的概念爭取權益，使

臺灣客家成為一個具有同質性的共同體的人群分類概念，重視臺灣客家主體性，

並走向「多元族群觀點」（王甫昌 2003；劉堉珊 2014；Brubaker 2002）。 

    與本研究較為相關的東南亞研究是以星馬客家為主角的論述，不論是新加坡

或馬來西亞，在十多年來臺灣與中國都大力推動客家政策的影響下，各地星馬客

家研究者都累積了不少研究成果。相關的出版品如《新加坡客家》、《新加坡客家

會館與文化研究》、《新加坡客家文化與社群》、《殖民與移民：史密斯、金文泰總

督與新加坡華人社團》、《新加坡華人社會史論》、《跨域研究客家文化》等或臺星

馬等地學者合著的《東南亞客家的變貌：新加坡與馬來西亞》、《新加坡華人游移

變異的我群觀：語群、國家社群與族群》等書。 

    星馬地區學者所關注的客家研究，多半由維繫東南亞客家的根本——會館起

始，相關研究與著作中，許多重點都圍繞著地緣或血緣會館。此外，則以影響移

民地華人發展的重要人物、產業或信仰文化為關注核心。直到近幾年，才有更大

面向的比較討論東南亞不同區域的客家特色或差異。 

    故而本文欲從新加坡茶陽（大埔）會館與文物館的發展歷程，來探討地方發

展與變異。 

    新加坡茶陽（大埔）會館成立於 1857 年的新加坡牛車水區域，乃為解決大

埔人移民新加坡生活與工作等問題而設立的組織，為新加坡大埔客家人的地緣會

館。在其歷年發展中，曾設有教育機構——啟發學校、醫療機構——回春醫社、

產業機構——茶陽花園出租公寓、文化機構——茶陽（大埔）基金會，及附屬青

年組織——青年團。2000 年後，茶陽（大埔）會館開始籌設文物館，2002 年，

新加坡茶陽（大埔）會館附屬文物館成立，成為新加坡第一個華人社群的族群博

物館。（何炳彪 2014；黃賢強 2007）。 

    何以新加坡茶陽（大埔）會館能成立文物館，而該文物館又成為新加坡第一

個華人社群的博物館，這要從新加坡華人會館的發展歷程說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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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新加坡華人會館發展與文化保存 

一、 新加坡會館發展歷史 

    新加坡的華人移民在 19 世紀以前就已經出現，在 1820 年代前，移居到新加

坡的華人，多為世居南洋數代的二次或三次移民。1824 年〈英荷協定〉簽訂後，

英國完全取得馬來半島的控制權，1826 年設立了「海峽殖民地」（檳城、麻六甲、

新加坡）。由於新加坡乃是挾馬來半島咽喉的新開發商業區域，工業化強國英國

急於讓新加坡作為其在東南亞攫取自然資源與全球市場的重要根據地，開始在新

加坡實施自由貿易、建立行政與法律秩序，並建造現代化基礎設施，使新加坡在

1820 年代正式進入貿易城邦的建設發展階段，日後漸漸的成為英國在亞洲重要

的政治外交、經貿交通與文化活動中心，也是區域人才、人口流動與時代思潮匯

聚的重鎮（黃賢強 2007：3；Turnbull 2009）。 

    19 世紀後隨著帝國主義擴張而來東南亞的殖民勢力，殖民地農產及貿易活

動需要大量勞動力等因素，加以中國華南地區人口過剩、耕地不足等人口拉力與

張力雙重作用下，中國華南閩粵地區的移民不斷的被引入新加坡，在東南亞尋求

社會階層向上流動機會與相對穩定、開放政策空間的民眾、冒險家、企業家，也

不斷的向馬來半島各商港移動，在 1849 年時，華人占新加坡總人口已有 52%，

1901 年後更高達總人口的 72%，從此華人比例沒有低於 72%過（Saw 2007：29）。

使新加坡漸漸的成為一個以華人移民居多的移民社會。 

一再增加的各種勢力與移民，使新加坡的華人移民為了在異鄉自立自強、互

相照應而設立了華人組織，可分為地緣組織與血緣組織兩種類型（顏清湟 1991）。

新加坡第一個設立的華人會館，曹家館，屬於血緣組織，乃是 1819 年設立的宗

親會館。第一個設立的地緣組織，則是 1822 年設立的寧陽會館。兩個組織都由

陪同萊佛士登陸新加坡的粵籍人士曹亞志倡議成立。同年，屬於粵籍的客語團體

應和會館與惠州會館成立，成為新加坡最悠久的客語勢力組織。1820 年代初期，

青山亭與綠野亭公會（成立於 1824 年）成立，乃是粵籍廣、客人士喪葬之所。

兩亭乃是新加坡最早專司管理墳山的組織；全名為福德祠綠野亭公會的綠野亭，

更是第一個專門管理墳山的廟宇機構。而此可知，19 世紀前葉進入新加坡的華

人移民勢力一開始是以廣東籍的勢力較大。然而很快的，就被福建移民所趕上。 

    從會館相關組織的興設歷程，可以看見新加坡華人各族群勢力的發展。1827

年，屬於福建勢力喪葬組織恒山亭成立。1840 年，日後成為新加坡最大華人勢

力的新加坡福建會館成立。同年，由豐順、永定、大埔三地客家勢力聯合而成的

豐永大公會成立，負有管理毓山亭三邑祠宗祠與義山喪葬功能。1845 年，新加

坡潮州人最大勢力的民間社團義安公司成立。1854 年，屬於新加坡最大的瓊州

勢力的海南會館成立。到了 1858 年，客家勢力中屬於大埔客的茶陽（大埔）會

館成立。至 1854 年為止，移民新加坡的華人五大勢力福建、潮州、廣東、客家、

海南都已各自在新加坡建立基礎的勢力範圍。根據文獻紀載，1819 年至 1890 年

間，在新加坡殖民當局註冊的華人會館就有 32 座（宋旺相 1993[19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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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新加坡會館功能與文化 

    依 1881 年的《海峽殖民地藍皮書》紀載的新加坡人口數調查，當時新加坡

華人的五大方言群人數排名是閩、潮、廣、瓊、客，數代以來源於福建的華人高

達新加坡總人口數的 4 成，華人中人數最少的客家人則僅占 7.1%，而非華人族

群的其他族群人口則僅占總人口數的 3%（Freedman 1960：26）。這些在 19 世紀

形成的新加坡華人社會勢力被視為幫權政治，幫乃指方言群，具地緣性、業緣性，

甚至血緣性附著。最初這些來自中國各地人士組成的會館，是為了同縣、府、鄉

的民眾在異鄉生存謀福利或救濟，例如協助同鄉籍移民找工作、住宿、救濟失業、

協助貧病、資助歸鄉、調寫糾紛、互相照應。使早期移民的生活，多以家族或幫

權政治為中心。而因為語言溝通與互相引介職業的關係，各個華人幫權也漸漸發

展出從事同一類職業的結果。 

    漸漸的，各個華人幫權族群因為溝通與生存競爭之故，發展出更為完備的社

會體系，各會館匯集地理界線或語言界線內的各大宗族移民，協助鄉民找工作、

安頓生活、慈善福利功能、舉辦傳統節慶活動、共行祭拜禮俗、娛樂調劑，還附

帶設有自己的信仰中心、教育機構、喪葬單位（俗稱義山）、醫療設施等相關機

構，使會館不只是移民的社會與生活中心，還連結祭祀、宗教的精神信仰中心。

而經常出資捐助會館的富商巨賈們，則成為當時代移民商埠幫權政治的領導核心

份子，會館成為各華人幫權的自治中心，擔負其族群勢力在新加坡殖民社會的政

治、經濟、社會、信仰、教育、文化功能。誠如顏清湟所言，「在華僑史範疇內，

一個幫即是指一個方言集團，一個小社區。但實際上，一個幫就是方言、地區和

職業組織的聯合體。」各幫權勢力界線分明，具有語言、經濟、宗教、教育、喪

葬、社會福利等獨立性，是當時新加坡華人社會最大的社會單位。不同的華人幫

權族群，各是不同的、完整的、自治小社會（顏清湟 1991）。 

    而蕭新煌等（2005：187）學者認為，許多幫權會館以原鄉地名作為名稱，

也代表著他們的族群特徵。如那些以地名為名稱的客家會館，應是地緣性和族群

性重疊度很高的團體。這些幫權會館帶著自各的特色在異鄉繁衍文化。在 19 到

20 世紀間，這些華人幫權族群與新加坡原居地的土生華人、馬來人、移民而來

的印度裔、殖民地政府的英籍人士，及其他來經商的西方各國人士，形成了鮮明

的生活分界。而隨會館衍生出的週邊組織機構，正代表了當時華人社會以會館為

中心的所有功能。 

表 3-1：新加坡華人族群會館社會文化機構統整表6（19
th
-20

th初） 

 福建勢力 潮州勢力 廣府勢力 客家勢力 海南勢力 

代表

會館 

福建會館 1840 義安公司 1845 寧陽會館 1822 

廣肇會館 

惠州會館 1822 

應和會館 1823 

茶陽會館 1857 

海南會館 1854
7
 

義山 恒山亭 1827 泰山亭 1845
8
 青山亭 1820 年 青年亭 1820 年 瓊州天后宮墳場 

                                                        
6 本表標示粗體字者為採用顏清湟（1991）的幫權利益代表團體主要組織 
7 〈新加坡海南會館簡史〉，新加坡海南會館官網 http://hainan.org.sg 簡史 

http://hainan.org.s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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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山亭 代初 

海唇福德祠綠野

亭 1824 

廣惠肇碧山亭

1876 

代初 

海唇福德祠綠野

亭 1824 

廣惠肇碧山亭

1876 

毓山亭三邑祠

（豐永大公司）

1882 

雙龍山五屬邑祠

（嘉應）1887 

信仰

中心 

天福宮 1838 

鳳山寺 1836（福

建南安勢力） 

粵海清廟 1826

重建 

廣福宮廟（廣肇

兩府）1835 年前 

海唇福德祠

1824 

客屬八邑福德祠

（望海大伯公

廟）1844 

德光島天照佛堂

太陽宮 1850 

海南天后宮

1854 

醫療

組織 

華人貧民醫院

（陳篤生醫院）

1844
9供所有華

人就醫 

善濟醫社 1901 

供所有華人就醫 

石叻同濟醫社

（同濟醫院）

1867 

供所有華人就醫 

廣惠肇方便留醫

院 1910 

回春醫社 1890

（大埔客） 

廣惠肇方便留醫

院 1910 

嘉應五屬留醫院

1920 年代初 

樂善居醫社

1902 

教育

機構 

福建人華文私塾

1829
10

 

崇文閣學堂

1849 

萃英書院 1854 

英華義學（顏永

成學校）1885 

星洲女校 1899 

崇正學校 1905 

道南學校 1907 

鳳裕義學 

端蒙學校 1906 廣府人華文私塾

1829 

養正學校 1905

（廣惠肇） 

靜芳女校 

碧山學校 

實用學校… 

應新學堂 1905

（嘉應） 

啟發學堂 1906

（大埔） 

南同小學 

育英學校 1910 

                                                                                                                                                               
8 泰山亭，維基百科，新加坡英文版 
9 由閩潮粵三幫領袖共同支持捐款成立。 
10 黃賢強（2007：157）。轉引自 Song Ong Siang, One Hundred Years History of the Chinese in 

Singapore (Singapore: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4),p.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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俊源學校 

常見

行業
11

 

19th：店主、商

人、香料園主、

商業 

19
th中-20th：商

業與對外貿易、

船運業、銀行與

信匯局等金融機

構 

19
th：捕魚業、工

商業、店鋪商

人、種植園主 

後：橡膠業、胡

椒和甘密等農產

經營、或開設工

廠從事工業生產 

19
th：木匠、伐木

工、醫材商、手

工業者 

20
th： 

醬油業、金銀首

飾業、鋼鐵業、

飲食業、菸業、

油漆與印刷等行

業、醫生、華文

老師、裁縫業、

店鋪商人 

中藥業、當舖

業、眼鏡業、鞋

業，洋貨、五金、

白鐵、眼鏡、打

鐵、雜貨等店鋪

業 

飲食業、多屬於

勞工階層 

（許瑞君製表 2017）資料來源：王平（n.d.）、李恩涵（2003）、吳慶輝（2010）、

柯木林 1995、麥留芳（1985）、許翔宇（2016）、許愫芬（2011）、崔貴強（1994）、

黃賢強（2007）、善濟醫社（2015）、新加坡宗鄉會館聯合總會2017、蕭新煌（2011）、

顏清湟（1991）。 

 

    黃賢強認為，在 19 世紀末之前，是華人族群在新加坡的各謀發展期，大量

南來北往的東南亞華商、華人幫權領袖，與類似今日中產階級的工匠階層民眾在

此時期累積了財富，建立了各種社群組織，獲得政治勢力等。這些華人幫權族群

也獲得英殖民政府的認可，殖民政府對於新加坡採用以華治華的政策，面對數量

龐大的亞洲移民，採用分而治之的態度，讓華人幫權族群處於半自治狀態。這點

從 1889 年殖民政府設立華人諮議局時，五大幫權的代表人數，按照各幫權人口

數多寡決定即可獲得印證。故而顏清湟認為，新加坡的華人社會是個「從屬社會」

（顏清湟 1984）。 

    不同語言的華人族群透過各華人幫權領導階層與組織協助與管控，互相扶助

與生活，形成各自精彩又互相輝映的幫權移民自治社會。在現代化國家制度出現

前，華人幫權族群組織所展現的政治、經濟、信仰、社會、文化、教育、醫療等

功能，形同今日國家的地方政府功能，是維繫當地居民生活運作的重要依據與生

存準則，許多族群移民如福建、潮州、廣府、海南人聚居在同一個聚落，會館既

是移民的地，也是移民的天，環繞著會館構築了一個海外的華人新世界。 

    而在新加坡華人社會內部，各幫權組織與勢力並非固定不變，且有分級傾向。

大的幫權中有小幫權，這些小的幫權團體多半是更小的地理界線如府、縣邑所組

成，各自競爭大幫權的領導地位。如福建幫權中有三個主要勢力集團：漳州、泉

州與永春集團，乃是由移民原鄉福建省內的府所組成的。泉州集團主要又為南安

集團與金門集團所構成，乃是由原泉州府中的「縣」轄移民所組成。勢力比較大

的小幫權或集團，同樣建有自己的會館、學校、宗祠、廟宇，祭拜自己崇敬的神

                                                        
11 蕭新煌（2011：9-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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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構成同語言群內較小的勢力社群。 

    這些同語言的大小幫權團體，對外互相依賴、對內互相競爭，如福建幫的領

導權，在新加坡開埠後約五十年內，多半都由漳州集團與永春集團內成員競爭，

而取得多數勝利的漳州集團內，又分有漳浦、海澄、長泰三個小集團在競爭領導

權。又如屬於廣府人幫權勢力代表團體的廣惠肇會館，則是一個由廣東原鄉廣州、

惠州與肇慶三個府所組成的會館。這些各大幫權內的大小集團領袖競爭，或許透

過掌控幫權族群內的宗教、社會活動領導權，或者透過辦學建校、辦文化社團的

影響力，或者是建義山協助喪葬事宜、籌組行會商會等，大幫權內部合作又競爭

的態勢，呈現了新加坡華人社會的內部分化歧異。 

    至少在新加坡開埠 50 年內的這段時間，華人社會的領導人不論如何內外、

競爭變動，都是由在東南亞各地經商致富的富商巨賈所擔任，展現了當時殖民商

港社會的階級價值是由財富所界定。直到 19 世紀末，華人領導權才漸漸走向更

多元的富商、仕紳知識階級共治的局面，那也標示著華人民族主義的興起與親英

派的兩股勢力的競爭。 

    而在五大幫權間，不同的幫權會館面對其他的幫權勢力，所產生的資源、華

人領導權競爭等，同樣有著幫權外的合縱連橫機制。例如 1820 年代，客家勢力

結合廣府勢力，創設了海唇福德祠綠野亭作為義山與祭祀功能，就是很明顯的例

子。乃至綠野亭被殖民政府封山，再進行了廣惠肇碧山亭，或豐順、永定、大埔

三邑客家人合作的毓山亭。此外最大的連橫事件，就屬粵籍組織的大團結事件。

1920 年代末，因福建幫的勢力始終聲勢浩大，其他同樣來自廣東的粵籍四大幫

權領袖開始有了其他的想法。1930 年代後，潮州、廣府、客家與海南四種方言

幫群的粵籍人士聯合起來，共同發起成立聯合組織「廣東會館」的方式，以謀求

抗衡掌握新加坡華人社群領袖力量的福建社群。 

    廣東會館一開始的集會場所，就設在潮、廣、客、海四幫勢力最大的潮州幫

的領導與信仰中心--粵海清廟中。這樣一來，每當四方言幫群的人要聚會時，總

要聚集於粵海清廟中，這使得粵海清廟成為更多受眾的集合中心，受到更多地域

與方言幫群民眾的祭拜，打破各幫群民眾平時各自在自己會館興設的廟宇祭拜的

習慣。 

    雖然最後四幫群聯合抗衡福建幫勢力的願望並沒有獲得良好成效，在整體的

經濟影響力、社會影響力上，粵幫領袖都無法獲致有效的整合影響力，且廣東會

館正式成立後 5 年，新加坡就遭遇二次大戰淪陷、華人流離失所的命運，各會館

也紛紛停止運作，給予團結粵籍對抗閩籍的願望致命的一擊。然而過程中，廣東

會館促成了粵籍組織的聯合，並打破潮幫信仰中心粵海清廟的幫群宗教界線，使

其信徒增加倒是不爭的事實。使粵海清廟隱然打破幫群界線，從潮幫信仰中心，

漸走向不同方言群信仰中心，至今仍可看到粵海清廟中掛著不同方言幫群贈送的

匾額，見證這段四幫群聯合的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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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新加坡會館文化變遷 

殖民地時期 

    1887 年後，英殖民政府加強對華人族群的管控，設立了華民護衛司（1889

年）、頒佈社團登記制度、華人參事局（1889 年）等各種機制，然而大體上殖民

政府透過各方言群的領袖來掌控新加坡華人社會局面大致不變，各華人族群在新

加坡的半自治情況差異不大。且隨著大批華人在新加坡經濟條件的改善，各地緣

性組織不斷的增加、舉辦更多樣性的文化、藝術、音樂等各類活動，舉辦藝文性

社團、甚至參與辦報等，呈現熱絡的社會文化景象。整合性的商會、行會與會館

也漸漸增加，說明了當時期新加坡與馬來西亞的華人社會內部也意識到了，當各

種會館、組織、行會等分化越多，整合性就越顯重要（黃賢強 2008；顏清湟 

1991）。 

    而華人人口激增的新加坡與馬來半島也吸引了清國統治者的注意，一度任命

新加坡華人富商胡亞基擔任清國駐新加坡領事，管轄範圍擴及整個馬來西亞與新

加坡各華人聚居地。或派駐清國外交官（1881-1899 年）處理新加坡華僑移民的

民生社會事務，組織社團宣揚中華文化、傳遞孔孟教育、舉辦文教活動、灌輸愛

（祖）國思想、參與辦學等。使得新馬華人社會有時處於一種英殖民政府、清國

政府角力運動場，然而由此可知，新加坡這個殖民城邦在 19 世紀時早已成為東

南亞深具海外影響力的華人社會。 

    在現代化國家漸漸興起時，推動新中國運動的保皇黨與革命黨員都遠赴南洋

爭取新馬等富裕華人社會的經濟與政治支持，眾多新加坡華人會館領袖響應新中

國建國運動，出錢出力，成為孫中山在東南亞最大的支持勢力，興盛一時。此外，

在 1930 年代中國陷入全面抗日時期，新馬華人社會仍舊以捐錢、抵制日貨、宣

揚救（祖）國等各種實際行動支持，與華人原鄉聲息相通、聯繫緊密，甚至一度

引起殖民政府對於過度反日與親中的禁止行為（古鴻廷 1994）。 

    1942 年，新加坡捲入世界大戰中，日本攻陷新加坡燒殺擄掠，清理原來反

日的華人，各華人族群領袖紛紛逃離、隱姓埋名或被殺，會館功能完全停止，民

眾的生活秩序完全被破壞。戰後新馬華人社會百廢待興，卻面臨國際共產主義的

興起所引發的馬來亞共產黨擴張的過程、殖民政府宣布戒嚴等，是局勢緊張又動

盪紛擾的時期。新加坡各會館在戰後逐漸恢復運作，然而受到國際上反殖民主義

浪潮的影響，有些華社領袖也參與反殖民運動、與其他族群的人積極爭取馬來亞

獨立，經歷此時期後，新加坡與馬來西亞華人的身份認同，漸漸轉向本土認同（黃

賢強 2008）。 

 

新加坡建國 

    直到 1959 年新加坡組織自治政府、1965 年新加坡共和國正式建國等歷史過

程，曾經領導新加坡華人社會風雲的各族群會館開始產生鉅變，走入全新的時代。

首先隨著新加坡政府的土地政策，使會館不斷的遷移義山、會址，停止辦教育、

修正慈善機制，醫社功能被取代等。最先對於會館發生重大影響的是新加坡的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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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政策。為了解決新加坡土地太小的問題，新加坡政府開始進行國土重整與空間

規劃，推出了「組屋政策」。1960 年，新加坡自治政府轉型設立的建屋發展局

（House Development Board, HDB），雖延續英殖民政府興建公共住宅租給低收入

民眾的精神與土地利用的構想，然重新規劃整個新加坡國土使用，規劃新交通系

統、重整市中心壅塞貧民區與市郊寬敞的鄉村地、打破原族群居住界線、納入現

代化的住居公共空間、衛生與管理系統等，進行了大範圍的都市更新（Waller 2001：

47-48）。 

    各會館與墳山在新加坡政府從 1960 年代開始的各種土地政策、都市更新計

畫不斷遷移或改變形式，如華人五大族群的各大小墳山都遭到徵用、遷移與改變

形式，大部分墳山除了土地被徵收外，政府半鼓勵半限制由土葬改為集體骨灰塔

形式，空間尚不斷的跟隨政策限縮中。僅剩下極少數如應和會館的雙龍山義山在

不斷的被土地徵用中，目前還留有小部分土葬墳墓與五屬邑祠；或如豐永大公會

管理的毓山亭三邑祠，義山土地完全被徵用，目前僅剩小部分土地上還保有祭祀

的三邑祠堂，祠堂旁局部土地則改建為仿原鄉的圓樓三邑樓，容納先民骨灰、牌

位與聚會活動使用。廣惠肇的碧山亭 1979 年被徵用後保留義祠並增建骨灰塔（吳

慶輝 2010）。而根據田野訪談內容，應和會館的五屬邑祠墓穴形式日後也會應政

策而改變。 

 

 

豐永大毓山亭三邑祠義塚碑今貌 20161101 

／許瑞君攝影 

應和會館的五屬邑祠僅餘的墓葬區與總墳

碑 20161101／許瑞君攝影 

圖 3-1：新加坡華人義山現況 

 

    而原本遍佈市中心、鄰近區域如牛車水、烏節路、安祥山、新加坡河岸、大

坡、小坡等區域的各族群會館，因應土地被徵收、市區重建或保留、市場供需條

件、建築維修或擴建等因素，目前除極少數的福建、應和等會館外，各族群會館

多半遷移至芽籠區，乃是新加坡政府特意所為的會館設置區域，將會館集中管理、

劃設於某區域。 

    從組屋政策開始的新加坡國土重整與空間規劃、市區重建計畫等，雖然有效

的解決了新加坡土地使用不均、房屋不足、居住壅塞與破舊、環境衛生、治安等

問題，然如 Waller 所言，組屋政策不只在表面解決空間與硬體問題，同時更是

國家的「社會工程學」（Social engineering），旨在打破人民既有的生活方式與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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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瓦解舊族群勢力與隱藏貧民窟的地下力量，重組與納入政府的管理系統

（Waller 2001：47-48）。隱藏這個政策背後的目的之一，是要打破英殖民時期分

而治之的舊習，作為建立新的國族認同的手段，建立「新加坡人」的共識。故而

連購買組屋都有族群分配機制，依照族群比例限制買賣，來達到控制族群的效果，

避免同族群的人重新聚居。 

 

要重建新加坡，給每個人提供新住房，我們決定把華、巫、印和其他種

族打散，使各族混雜而居，以免他們像過去受到英國人鼓勵那樣，重新

聚居一處。（李光耀 2000b：241） 

 

    新加坡政府在 1968 年後改良了英殖民政府創立的公積金制度，民眾以公積

金儲蓄購買組屋並繳付貸款，讓當時代廣大的工人與受薪階級獲得私有財產，綑

綁數十年的勞動力，安定了國家社會，將曾經的移民「過渡」為新加坡國民，達

到組屋政策背後隱藏的「建立新興國家認同」的目的（鄭智殷 2010；Grice & 

Drakakis-Smith 1985：348-350）。 

    透過國家有意識的土地或居住政策，從打破移民聚居地、遷移墳山而改變了

祭祀習慣、集中會館便於管理等，大舉破壞了從 19 世紀以來華人移民以會館為

中心的生活模式。在新加坡田野時，曾與某位會館的董事聊起義山話題，他大力

的搖著頭： 

    沒有了、沒有了，都沒有了！ 

    他談及義山被徵收、會館文化沒落後，傳統祭典精神蕩然無存的情況： 

 

演變到現在…春祭（指會館共同舉辦的祭拜祖先儀式）的聚會活動，會

員只注意春祭的聚會在哪裡吃飯，他們訂的桌子費用低於支出，例如一

般三百元只要付兩百元，就變成好像是一個聚餐。有些會員甚至當天也

不拜祖先，也不來三邑祠，就直接坐在餐館等你來…。（新加坡某會館

董事，2016） 

 

    另一個影響會館功能的，則是新加坡建國後的教育政策。由於從自治政府到

建國期間正是馬來半島共產主義興盛時期，新加坡政府有意識的要去除隱藏華校

中的共產勢力，加上政府推行以英語為主的現代化全民義務教育，過往自行辦學

的各華校教育漸漸被取代（李光耀 2000）。部分由華人會館支持的華校雖隨著時

代需求不斷調整，未被國家政策強制接辦，然而接續面對國家以政策收回校地進

行都市更新等事項，有些學校也只能不斷的併校、或停辦。或仍以捐款方式保留

創校的校名，但不再擔任辦學角色，完全由國家主導辦學，成為學校背後的捐助

者。隨著教育主導權的轉移，多數會館已不需要再擔負教育自己子弟的功能。（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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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賢、林季華、李欣芸 2007；許愫芬 2011）目前由會館所支持的學校，只剩下

寥寥可數如道南小學、愛同小學（福建會館所支持）等幾所。 

    此外，1965 年正式建國後，新加坡政府就以英語作為主要教學媒介語，且

推動英語及華語的雙語政策，成為打擊族群母語的重要政策。加上 1979 年開始

推動以華語取代方言的「講華語運動」（吳英成 2010），各族群會館的子弟們漸

漸的連自己的族群母語都不會說了，而受限於政府政策，會館甚至只能私下開課

挽救不會說母語的子弟們，讓會館文化傳承形成類似斷層的危機。 

    在新加坡政府有意識的以英文為首要溝通語言後，不論是已屆退休年齡前後

的老一輩各族群華人，還是從小受雙語教育長大的年輕一代華人學生，都感受到

語言與傳統文化的流失。 

 

第一個，不要講方言；再來，對於自己的華語，有的人也不會講！你的

生活中，還有什麼元素有族群的東西？如果我們現在做一個文化調研，

用問卷，你了解自己的族群多少？語言、原鄉？我相信很多人都答不出

來。（新加坡茶陽大埔會館何炳彪董事，大埔客，2015） 

  

雖然新加坡華人很多，政府現在也推雙語政策，但實際上感覺還是以英

文為主，許多單位都以英文為第一語言，說中文有的人聽不懂。…唉，

我覺得政府對方言的打擊真的不好…我們現在對於方言都不太會說、對

自己傳統的文化不知道，都是因為政府不支持的關係…。其實～我也覺

得這樣不好，我覺得方言或者傳統的文化還是有些意義的。 

 

新加坡獨立後，政府說要注重英語與母語，他們說中文是我們的母語，

故意要用我們的母語（但是講中文，非方言）來概括我們的方言，來統

一華人族群。是統一嗎？英文則統一我們新加坡各種族。我覺得有點～

怎麼說，我覺得有點浪費。就我個人來說，我外公外婆都講廣東話，中

文或英文也不太好，尤其我外婆，我跟外婆講話有點雞同鴨講，覺得我

們失去講方言的能力。(Darren，NUS大學生，父為福建人、母為廣府

人，2016) 

 

    除此之外，新加坡建國後制訂的相關福利政策與公積金制度，扶助了新加坡

國民，使得早年依靠各族群會館救助的弱勢移民們，不再只有會館可以依靠。至

今仍具有影響力的會館，多半仍發放獎學金、助學金與弱勢福利金、度歲金等，

如茶陽（大埔）會館等，然而原本會館所具有的社會與福利功能，早已不同了。 

 

慈善股工作很重要，會館的設立，慈善、照顧鄉親是基本、根本的事項，

是茶陽最基礎的工作。慈善股主要針對老人、小孩，以前有更大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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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時代不同了，現在功能被政府取代了，現在沒有了…。（茶陽會館某

董事，大埔客，2015） 

 

    新加坡的會館演變至今，似乎成為快要被時代淘汰的產物，一位早已退休的

會館會員表示年輕人早就不來了： 

 

有些年輕人到聯絡所（類似社區活動中心）、到俱樂部去很熱門，游泳、

打球、唱歌等等等。那到會館就覺得我們會館活動很無聊、覺得會館是

老人家去的、死氣沈沈。（某會館會員，70多歲，2015） 

 

    論及今日會館的功能，現代化國家的產生所影響的政治、經濟、社會、教育、

福利等功能，加上新加坡地小人稠的瓶頸，在不斷被要求遷移會址、捐出學校、

賣出土地與建物等祖產後，國家幾乎取代了會館的大部分功能。目前各會館除了

宗祠與清明祭祀、傳統節慶慶祝、舉辦相關文化活動、宗親民眾的聚會所等基本

功能外，早期傳統的功能幾乎快要喪失殆盡。 

 

 

第二節 新加坡博物館發展歷程 

 

一、 新加坡博物館發展 

    19 世紀後期，隨著工業化、帝國殖民主義與現代化的反思，世界各國博物

館漸漸興起，不論是較前一階段以典藏、研究為主的物件式典藏型的博物館，或

後期公共性色彩更高，以典藏、研究、展示等功能作為文化政策，來保存與再現

歷史與文化的世界各國博物館政策。新加坡也在這時期，設立了第一座博物館：

萊佛士博物館。新加坡建國後，萊佛士博物館成為國家博物館（National Museum）。

在 1993 年前，它一直是新加坡唯一的公立博物館。 

    隨著現代化的進程，根據新加坡「博物館圓桌會議」Museum Roundtable 的

統計，至 2016 年為止，新加坡至少有超過 55 個公私立博物館、美術館、文物館、

校史室、遺產典藏、展示等單位或機構成員，12具有展示空間性質的文化資產空

間也不斷的在增加中。13 

    新加坡博物館等具展示性質的空間不斷增加的年代，為新加坡增添了眾多公

私立博物館、美術館、藝廊、文物館、文物陳列室等藝文展示空間，正是近代許

                                                        
12 「博物館圓桌會議」（Museum Roundtable 簡稱 MR）為新加坡國家遺產委員會（NHB）所管

轄，成立於 1996 年，轄下有新加坡各種具展示性、教育性、保存性的組織與機構，成立宗旨在

促進民眾接近新加坡各種的文化、藝術與遺產資產。NHB《SINGAPORE MUSEUM GUIDE》
JANUARY 2016 National Heritage Board (NHB) 
13 20161109 廣惠肇青年團副主任李俐儀、惠州青年團長蔡國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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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開發中與已開發國家設立博物館的興盛時期--1990 年代。1990 年代，亞洲四

小龍新加坡、香港、韓國、臺灣經濟十分強盛，當時的新加坡、臺灣都在這時期

開始大量的以「博物館」這個文化政策來進行文化資產物件典藏或歷史再現。當

時台灣已有四大博物館、成立了各縣市文化中心，並持續的推動地方特色館舍，

嘗試找出地方的文化主體性等。而新加坡當時為亞洲四小龍之首，也意識到過往

著重經濟而忽視藝術、文化、歷史面作為國家榮譽感的重要性（Lee 2003：

177-178）。 

    尤其新加坡政府在建國後以經濟發展為第一要務，大規模的都市更新雖快速

給予新加坡政府現代化的樣貌，卻也大規模的剷除了新加坡自 1819 年來建立起

來的各種殖民與族群城鎮歷史形貌。在新加坡內部保存歷史建築與區域的聲音紛

呈，在多元族群、且極歡迎移民的現代「新加坡」應該如何保存與表現自己的文

化，內部同樣引起許多討論。 

    1984 年，新加坡政府一項重要的觀光旅遊政策檢討報告指出，「新加坡在致

力建設為一個現代化大都會的同時，卻失去了古舊建築、傳統活動和熱鬧街頭活

動所散發的東方色彩和魅力。」（Teo & Huang 1995，轉引自立法會秘書處資料

研究及圖書館服務部 2008）因而提出多項建議，其中一項即是關係新加坡多元

種族歷史街區的重要文化資產政策，新加坡的眾多人文地景因而獲得保存。新加

坡的文化政策與博物館政策也在這時期，開始走向多角度、多觀點的多元文化與

族群新國族建構路線。國家級館舍展示規劃將不止於講述新加坡的國家歷史，而

擴及包含東南亞文化、歷史、藝術等的館藏與展示內容，多元族群的文化象徵與

歷史進程。1986 年，「博物館發展推行委員會」就已提出應將國家博物館擴大為

數座博物館的建議（Lee 2003：176-177）。 

    1989 年，第二副總理王鼎昌提出將在千禧年將新加坡發展為藝術中心的願

景建議。同年，新加坡市區重建局公佈了十個歷史保護區，將涵蓋 19 世紀新客

移民區域牛車水（Kreta Ayer）、新加坡馬來傳統區域的甘榜格南（Kampong Glam）、

印度人聚居地小印度（Little India）、殖民時期幾個重要的聚落直落亞逸（Telok 

Ayer）、克拉碼頭（Clarke Quay）等族群色彩濃厚的區域都納入歷史街區保存計

畫。1990 年新加坡政府整合了新聞與文化藝術相關部門為新聞及藝術部，著手

推動與文化、藝術、觀光相關的政策，由楊榮文擔任部長，國家博物館也轉至此

轄下。1993 年，新聞藝術部內成立國家文物局，以蒐集、保存、展示文化遺產

等，來增強新加坡人的國家意識（Lee 2003）。從此，新加坡文化遺產的保存與

活化、博物館業務都收歸國家文物局轄下。新加坡政府希望展示新加坡人多元文

化、歷史的文化遺產，來內化新加坡人的國族認同，也外顯新加坡的國家魅力予

觀光客、塑造新加坡精緻多元又獨特的國家形象。 

    新加坡在如此政策下，推動國家博物院計畫，由一館變三館，轉型與延伸，

接續成立了新加坡歷史博物館（原國家博物館）、亞洲文明博物館（Asian 

Civilisations Museum，簡稱 ACM）與新加坡美術館（Singapore Art Museum，簡

稱 SAM）。2000 年，新加坡政府提出「文藝復興城市報告書」（Renaissance 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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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an），希望建立新加坡為「文藝復興城市」。將新加坡容納四大種族、位處東南

亞交通中心，強化新加坡做為東南亞文化、藝術中心的地位與文化共融優勢，透

過旅遊推展給全世界人民，並建立新加坡區域文化樞紐的城市形象。博物館顯然

成為新加坡文化經濟政策企圖心的載體（鄭智殷 2010）。 

    2004 年，新加坡歷史博物館再回復為國家博物館（National Museum of 

Singapore，簡稱 NMS），2006 年整修擴建後重新開幕。2008 年，以新加坡土生

華人歷史文化為典藏重點的族群傳統文化館：土生文化館（Peranakan Museum），

以隸屬於亞洲文明博物館的國家級博物館模式開幕。2015 年，新加坡國家美術

館（National Gallery of Singapore）開幕。除了這些新加坡國家級的博物館與美術

館外，在相應的政策引導下，新加坡尚有許多不同的歷史或藝文展示空間。 

 

二、 新加坡族群博物館 

    1990 年代，新加坡除設立大型的國家級博物館外，並開始建立涵蓋新加坡

重要組成族群的族群博物館。1990 年代，正是世界各級博物館大興土木的時代，

「文化」成為全球化城市的經濟化妝師，在全世界興起一股文化觀光的熱潮。世

界遊客穿梭於羅浮宮、凱旋門、塞納河畔或大英博物館、西敏寺、倫敦塔，體驗

各地文化風情，並觀光消費各國特色品牌與服務。也就是在這時期，始終訴求實

用主義、經濟發展的新加坡政府，跟上了全球化城市的文化風潮，新加坡第二任

新任總理吳作棟指示結合各族群歷史區成立文化館（Heritage Centre）政策，結

合觀光發展與文化保存，作為新加坡文化建構的重要環節之一，並鼓勵各級單位

與民間，保存自身歷史文化。 

    1999 年，部分學習自聯合國世界文化遺產中心的觀點，新加坡政府正式提

出兼具文化保存、觀光功能、與族群自我認同建構的新加坡傳統文化館（heritage 

centre）政策，鼓勵新加坡的各族群，透過認識自己族群的歷史文化，建立身為

當代新加坡族群一份子的自我認同（鄭智殷 2010；Lee 2003）。傳統文化館的概

念，並非僅是單純的進行文化保存，而是以族群／歷史／文化，對內建構新加坡

各族群的族群認同，對外搭配旅遊觀光，一種一箭三鵰概念的複合型文化政策。

傳統文化館內設有解說中心（interpretative centre），對國民負有族群教育功能，

對外國遊客負有推展新加坡形象、文化旅遊體驗的功能。 

    2002 年，代表著新加坡華人移民重要精神的牛車水原貌館（Chinatown 

Heritage Centre）開館、2004 年，修復甘榜格南歷史街區與馬來王宮而設立的馬

來傳統文化館（Malay Heritage Centre）開館、2008 年土生華人文化館漸次成立，

國家四大族群之一的印度族群傳統文化館（Indian Heritage Centre）也在 2015 年

落成啟用。 

    而在這樣的歷史進程中，政府也鼓勵各級單位、學校與民間設立歷史、藝文

相關展示空間保存自身歷史與文化，進行教育，並可結合觀光推展新加坡文化。

新加坡的公私立各級博物館、文物中心紛紛成立，如保存新加坡早期華人移民歷

史文化的華裔館於 1995 年開幕。1995 年，由新加坡電信管理局撥款成立的新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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坡集郵館14開幕。可算是新加坡第一所公立華校背景中學所設立的校史館--立化

中學文史館在 1990 年代開幕。2001 年，保存新加坡民防部隊歷史與文物的民防

與消防歷史博物廊開幕。2002 年，由新加坡警察公共事務局成立的警察文物中

心開幕。2003 年，獨立美術館「好藏之」美術館成立非營利獨立機關，提供場

地設施、捐畫及展覽。各地各種型態的大小型博物館、美術館、文物中心不斷成

立，帶動了各級機關、學校、民間或社群等對自身歷史文化的思考。 

    在新加坡從上而下鼓舞的博物館熱潮中，屬於民間的另一種參與力量也被引

入。1986 年，曾任新加坡文化部部長的王鼎昌第二副總理，曾在許多場合建議

各華人會館保存自己的文化、設立文物館。如在 1986 年新加坡歷年來最大的華

人整合性團體--全國宗鄉會館聯合總會成立大會上，或參與其他會館年度慶典時，

建議各會館有系統的收集新加坡百多年歷史的華人文化。新加坡華人會館因而開

始出現文物陳列室或文物館。新加坡海南會館（n.d.）在該年（1986）開始展開

收集瓊州史料與文物的行動，在其官網上記載，「收集先賢南來的奮鬥史及瓊人

先賢在新加坡的進步與繁榮所做出的貢獻，協助新加坡同鄉認識自己的根，促使

我們去學習及發揚先賢的勤勞精神及美德。」設置了文物陳列區。其後幾年應和

會館五屬邑祠也設置了文物陳列室、福建會館有文物陳列區、茶陽會館也於 2002

年成立了文物館。2008 年，倡議十多年才終於開幕的怡和軒先賢館啟用。 

  

海南會館外貌 20150822 

／許瑞君攝影 

應和會館雙龍山紀念堂具有展示功能

20161103／林高本攝影 

 

 

                                                        
14 後移撥國家文物局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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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龍山紀念堂展示之應新學堂警衛配槍

20161103／許瑞君攝影 

槍托上明顯可見 1905 年成立的「應新」學堂

名稱 20161103／林高本攝影 

圖 3-2：新加坡華人族群展示空間現況 

 

    而在新加坡這一波結合文化觀光的文藝復興與博物館熱潮中，也結合了國家

的古蹟保存政策，在新加坡 1960 年代開始都市更新計畫、1980 年代學校與行政

機關退出市中心的歷史建物保存舊街區，進行文化資產保存與活化的過程，市中

心大批殖民地時期留下的各種風格建築物，如教會、修道院、學校、商賈住宅等

建築群，也陸續變更為博物館、美術館與文化機關的使用空間。如國家文物局、

國家博物館、新加坡美術館、亞洲文明館等，就設在以上使用者退出舊街區而收

回修復的國家古蹟建物中。如新加坡勢力龐大的福建會館成員 1907 年創辦興學

的道南學校（位於亞美尼亞街），它的舊校舍就成為 1997 年開幕的亞洲文明博物

館建築體（劉世龍 2009）之一，與轄下的土生華人博物館館舍。15結合文化資

產與文化空間的運用，對於古蹟保存、文資推廣與觀光旅遊都具有正向效益。 

  

新加坡政府加東如切歷史保存街區

20161106／許瑞君攝影 

道南學校舊址的土生華人博物館 20150822

／許瑞君攝影 

圖 3-3：新加坡華人遺留之文化資產空間現況 

 

 

  

                                                        
15 新加坡土生華人博物館導覽介紹，YourSingapore 官方網站，新加坡旅遊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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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新加坡茶陽（大埔）會館暨附屬文物館 

    新加坡眾多的會館，在歷經國家政體取代傳統會館的功能，時代變遷、年輕

人也沒興趣走入會館中的危機感中，不得不走向尋找自己存在意義的本體論思維。

而自 1980 年代開始，新加坡政府漸漸確立對內以多元文化打造新國族認同，對

外以多元文化來形塑國家品牌形象，吸引觀光客、投資客與外來人才。李光耀多

次向人口最多的華裔公民喊話，在面對現代的新加坡時，會館應該勇於承擔保存

與推展華人文化的責任，多向會員提供文化與康樂活動（李光耀 1991：22）。而

象徵新加坡會館新時代來臨的新加坡宗鄉會館聯合總會，也在 1986 年成立，號

召茶陽（大埔）會館等新加坡宗鄉會館持續向前邁步與轉型。許多的新加坡宗鄉

會館，再度響應政府的建議，尋求各種轉型可能性。新加坡茶陽（大埔）會館便

是這樣的一個案例。 

 

一、 新加坡茶陽（大埔）會館的轉型 

    新加坡茶陽（大埔）會館從 1857 年創設，創會宗旨為「造福鄉親，培養後

輩」。從創設前後的 1824 年與廣府勢力捐資合建共管海唇福德祠綠野亭、1844

年捐款建望海大伯公廟（客屬八邑福德祠），並成為此後資助力量之一、1876 年

捐款廣惠肇碧山亭、1882 年與豐順、永定兩邑人士合闢毓山亭等義山喪葬祭祀

事務。1890 年創設回春館（醫社），乃是當時第一個廣客人士所創設的醫院。1906

年興學講客語的啟發學堂，並資助眾多大埔移民解決新加坡生活與工作等問題。

1929 年共同發起成立南洋客屬總會。1937 年，會館在歷經數次遷移改建後，與

啟發學校校舍合建，實踐「館校合一」的精神。1941 年新加坡因戰爭淪陷，茶

陽館校都毀於戰火，至 1947 後才又重建。 

    新加坡茶陽（大埔）會館（以下簡稱茶陽會館）在歷經殖民地時期、馬來亞

聯邦時期、自治政府與新加坡正式建國，演繹了東南亞傳統華人會館解決移民生

老病死、求職、慈善社福、心靈與信仰、解決紛爭、教育、醫療等各種功能。1965

年新加坡正式建國後，隨著現代化國家功能的展現，會館原具有的政治、經濟、

社會、教育、醫療功能日漸被取代。茶陽會館陸續面臨所擁有的地產店鋪被徵收、

租金收入不斷短少。墳山土地被徵用，邑人過世改為火葬置放納骨塔，清明祭祖

等習俗或祭祀也隨著生活西化而日漸淡薄。 

    1984 年，轉型後也教授英文的華校啟發小學因市區重建計畫等挑戰，茶陽

會館與政府達成協議放棄辦學權，以捐款方式保留「啟發」校名，改由政府另擇

地興學，茶陽會館獲得董事席次與每年的捐款義務。從此，茶陽會館的興學歷程

走入歷史，與大埔人過往興學資助的大橋小學類似，成為精神興學的資助模式，

茶陽仍舊每年支持辦學或獎、助學金。啟發小學原校地改與地產單位合作興建茶

陽花園公寓，16及至茶陽會館所擁有的茶陽花園 36 個單位變賣後，獲得大筆款

項也廣受新加坡公私各界注目，後於 2005 年成立茶陽（大埔）基金會，推動文

                                                        
16「公寓」乃是新加坡的豪華大廈的稱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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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工作。 

    而自 1980 年開始的回春醫社重建工作，直至 1989 年才全部完成，這是回春

醫社百年來幾度重建，至此回春醫社已由早期的漢藥醫社，一變再變、轉型為現

代化的西方醫療中心。當時值茶陽會館重建完成、醫社重建完成與成立週年，尚

請來當時的貿工部長李顯龍主持儀式，冠蓋雲集。隔年由於考量缺乏管理醫院的

人才，日後回春醫社以出租給醫療集團經營為主，茶陽會館收取租金作為慈善用

途（以上三段參考茶陽網站官網；王力堅 2011；何炳彪 2014；吳筱婷 2008；黃

賢強 2007；顏夜明 2015）。 

    茶陽（大埔）會館因應國家取代會館功能與歷史變遷，筆者認為可分成三個

不同面向來看，一是調整會館的功能性；二是加強青年會員與會館關係及增加入

會；三是與其他客屬團體維持關係與互動。1980 年代，不只是新加坡政府建立

新國族認同的時代，更是各會館漸響應新加坡政府宣揚的繼承華族傳統文化與族

群特色、響應華語運動，舉辦文化與康樂活動訴求的時代。茶陽會館因應時代變

遷，除了幾度更動會館章程如下： 

表 3-2：新加坡茶陽會館章程變遷表17
 

年度 章程宗旨 備註 

1953

年 

本會館以聯絡邑橋感情，促進邑橋文化、經濟、慈善

之發展，以及溝通海內外聲氣，共同為邑橋及桑梓服

務為宗旨 

 

1975

年 

本會館以聯絡邑人感情，促進邑人文化、經濟、慈善

之發展，以及效忠本國、溝通內外聲氣，共同為邑人

服務為宗旨。 

粗體字為

異動處 

1999

年 

本會館以聯絡邑人感情，促進邑人文化、教育、社會

之發展，以及效忠本國、溝通內外聲氣，共同為邑人

服務為宗旨。 

 

     

    從宗旨上可以發現在新加坡建國後，茶陽會館也與時俱進的從單純服務移民

與鄉人，增加效忠本國。1999 年後，原本促進文化、經濟、慈善發展三大方向，

也改為文化、教育、社會，此後宗旨較少更動。而茶陽會館功能的轉變也可以從

其官網上發現，1999 年後，茶陽會館組織上除了教育股改為文教股外，還新增

了產業、體育、康樂、文物四個股，顯示其在功能上的轉型。以此對照近年的茶

陽會館活動會發現，會館活動分成六大區塊：文化、體育、青年團、課程／講座、

唱歌／娛樂、會員活動。筆者依照會館組織約分類為下表，顯示會館近年對外的

運作情況。 

 

 

 

                                                        
17 本表引用部分吳筱婷（2008）一文文字整理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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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新加坡茶陽會館例行性任務整理表 

分項 內容 備註 

青年團 青年團策劃主辦活動： 

•吸引青年人參加專案，包括學習品酒、化妝及其他知識性

課程 

鍛煉體魄的登山／攀岩、乘風帆等； 

•參與籌辦會員集體活動的項目 

2002 年成立，成員

約兩三百人。亦歡

迎非大埔客青年成

員加入，鼓勵認同

茶陽宗旨。 

文教股 ◆參與啟發小學董事會議、年度固定捐款、頒發啟發小學、

大橋小學獎助學金 

◆頒發會員子女獎助學金 

◆舉辦啟發小學謝師宴 

 

會員福利

相關 

◆發放敬老度歲金 

◆發放會員子女獎助學金 

◆舉辦年度活動與節慶活動：國慶／會慶雙慶晚會、春節

年終晚會、中秋、端午活動、清明祭祖 

◆舉辦會員相關文化或參訪活動 

◆舉辦其他活動： 

•國大學生專訪  •會員聯誼日 •健康檢查日 •家庭日 

 

體育股 ◆舉辦各項體育活動 

•球賽：包括乒乓賽、高爾夫球賽、保齡球賽 

•體育項目訓練課程 

 

康樂股 ◆康樂股和客家歌唱班策劃的文娛活動有： 

•開辦各種歌唱及舞蹈班 

•客家歌謠活動，包括會館集會的表演以及與其他社團組織

的互動與演出 

 

慈善股和

康樂股 

◆慈善股與康樂股的目標之一乃為保存及發揚中華傳統文

化，兩股主辦的活動有： 

•慶祝農曆新年：團拜 

•各個節日聚會，包括清明春祭、端午、中元、中秋、重陽 

 

文物/出版

股 

◆出版會訊與«茶陽之聲»半年刊 

◆其他出版相關事務。歷年來已出版超過十冊各式著作。 

◆營運茶陽文物館、客家文化研究室、圖書館 

文教股、文物股及其他各股為各年齡層 

•開辦文化及實用的課程 

•舉辦講座、研討會 

營運文物館與客家

研究室始於 2002

年 

許瑞君整理製表 

 

    2000 年後，茶陽會館不止成立附屬青年組織-青年團，更開始籌設文物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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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茶陽會館歷年的功能轉型中，一般最為華人各界與學界稱道的作為，即是成立

一館二室的文物館與客家文化研究室及圖書室。 

 

 

 

茶陽文物館團體導覽一景／林高本攝影 茶陽大廈／擷取自茶陽（大埔）會館官網 

圖 3-4：新加坡茶陽（大埔）會館空間現況 

 

二、 茶陽文物館的創設與客家文化傳承使命 

    2002 年，新加坡茶陽（大埔）會館附屬文物館正式成立，成為新加坡第一

個華人社群的族群博物館。該館設於 2000 年落成的茶陽大廈最高樓層七樓與八

樓，自成立以來廣獲注目，歷來計有黃賢強、王力堅、張曉威、顏夜明、陳雪薇

等學者或研究生專文討論，更有許多發表於《茶陽之聲》半年刊的短文紀錄，唯

不論短文或專文研究，多半著重於其歷史、功能與展示、認同面向進行探討。 

    如黃賢強與王力堅認為，茶陽文物館一館二室具有共生價值（王力堅 2011；

黃賢強 2012）。陳雪薇認為，茶陽文物館之展示主在表述其社群自我定位的新加

坡大埔客至新加坡客家人的歷程，認同本土又不忘原鄉的身份意識。且茶陽會館

近年來積極參與生產流播新加坡客家知識的建制，使文物館在社會位置上具像化

了新加坡客家族群史。 

    綜合而言，一室二館如果分開來看的話，似乎難以全面觀看茶陽會館在新加

坡政體 1980 年代轉型期後，隨之而來後各會館功能轉變的文化實踐，因此本研

究將茶陽館的一室二館作為同一個空間場域涵蓋的主體，探究茶陽會館這個民間

族群組織個案，透過博物館機制來進行文化傳承的模式，在當代的族群文化保存

與復興顯現出何種特徵，是否具有獨特性，隱含了什麼意義。在 21 世紀眾多以

博物館機制進行文化復興的場域中，以博物館學的角度來看，茶陽會館以民間力

量獨力推動文物館的案例是否具有可行性，可作為其他地方博物館或族群博物館

的參考。 

    茶陽文物館的推動成立，主要來自幾個淵源，一為在新加坡政府大力提倡設

立族群博物館保存文化的過程中，數位政府官員的建議。當時新加坡主管會館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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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的政府官員、某次出席茶陽會慶的楊姓部長建議茶陽新大廈設立文物館，獲得

了時任會長的楊雙標支持，而尋求會館內的何炳彪籌備。何炳彪原是政府第一所

官立華文中學的教務主任，曾籌備過 1990 年代開幕的立化中學文史館，因而獲

得老同學暨會長楊雙標的邀請負責籌設文物館任務。 

 

當時我們設立文物館，目的很簡單，第一是將現有的資料展示出來，讓

那些老一輩的鄉親有一個可以懷念原鄉的地方……我們展示過去並非

是要完全復古…，一條路總有開頭與過程、目的地，整個過程中都有發

展。讓其他人看到先輩如何開天闢地，以前的人移民到新加坡、南洋，

過去先輩如何開拓、創造，用盡心血栽培後代。…對年輕一輩…你們有

沒有想過靠自己來創造…。館中的東西是死的，但你如何透過這些死的

東西來得到一個啟發、領悟，來教育人，甚至對未來有創造性。…圖書

室則是為了讓會員有一個可以看書學習、也了解各地客家出版品的地

方…。（文物股主任何炳彪訪談，20151123） 

 

    在相關文獻可見（王力堅 2012：195-207；黃賢強 2012；作者田野訪談），

茶陽會館文物館主要由文物/出版股的何炳彪主任負責推動，在籌備過程中，發

覺不論是會館、啟發學校或回春醫社等歷史文物、文獻等，因二戰、館校數次遷

移與缺乏文化資產的觀念而遺失、匱乏，竟無法策劃為兩層樓空間的常設展，因

而有了將預留的兩層樓館舍空間分策立為大埔廳與茶陽廳的構想。七樓規劃為茶

陽廳、八樓規劃為大埔廳，也只是為了兩個主題區別，沒有特殊的意涵。而七樓

除設為茶陽主題常設展示區外，尚附有圖書室、客家文化研究室與一小間影音

室。 

由此因緣巧合來看，其他專文討論茶陽文物館展示極重其大埔祖地文化的探

討，反倒有些倒果為因的疑慮。顯然，從眼見的部分結果來看，並無法完全理解

茶陽會館想透過博物館機制達到的作用，還需要從會館主事者與實務推動者的相

關歷程來探討。從各種文獻紀錄、媒體報導或短文發表，都可以發現，茶陽文物

館與客家文化研究室、圖書室等功能，是不適宜分開討論的。將一館二室視為一

個整體，才能全貌的關照茶陽會館想要透過一館二室推動的理想。 

 

籌備過程中我到梅縣找資料，得到華僑博物館的協助提供了不少資料給

我，以這個為主介紹了原鄉的生活狀況。並在我自己的家鄉那裡做了幾

個模型，如李光耀老家故居、泰安樓、花萼樓、張弼士的故居等模型，

展現一般民居的特點。 

 

但是我們（指茶陽館整體）不像完整的博物館（指具有典藏、展示、研

究、教育等功能），即便像是客家文化研究室的設立，研究也是附屬的。

設立研究室的動機原意，也是透過對於客家文化有興趣的研究者，或相

關研究者幫助茶陽挖掘一些客家的歷史或客家文化。最重要的是，文物

館並非只有一個展示的功能，還有研究的功能，如果我們沒有人才，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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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開門戶去，通過其他學者專家的協助，來提升我們會館。（文物股主

任何炳彪訪談，20160503） 

 

    自從茶陽館成立後，對內不斷的針對所屬四千名會員、青年團成員、各校獎

學金得主導覽文物館；對外年年為啟發小學舉行「會館文化之旅」，向其他中小

學如大僑小學、聖嬰女校、立化中學等中小學生舉辦「文化之旅」，推廣認識客

家社群。並對新加坡境內的新加坡國立大學、南洋理工大學等和政府官員、各種

機關團體、社會民眾等，或海外各地學者專家、相關研究單位師生、各國媒體推

介文物館。 

    客家文化研究室則負責策劃、舉辦各種論壇、學術研討會、與各地學者專家

交流，並策劃各種合作出版。如 2003 年，客家文化研究室配合國家文物局「2003

傳統文化節」開放茶陽文物館參觀，並舉行客家美食活動。同年，由會館派出四

位董事與客家文化研究室成員出席於臺灣苗栗舉辦的「亞太客家文化節及文化研

討會」。2005 年 8 月，客家文化研究室舉辦「客家學者交流會」，年底舉辦傑出

會員何謙訓所著的《新加坡典當業縱橫談》新書發表會。 

2006 年，主辦「客家學者交流會」，年中 7 月舉辦《百年功德被南邦—望海大伯

公廟紀事》新書發表會。2007 年與新加坡國立大學中文系聯合舉辦「新加坡客

家研究論文發佈會」，並與茶陽勵志社合辦「客家五大遷徙」講座。 

    2008 年，配合會館成立 150 周年紀念活動，客家文化研究室主辦「客家文

化節」活動。2009 年底，與新加坡國立大學中文系、客屬總會聯合舉辦「第 3

屆族群、歷史與文化亞洲倆和論壇國籍學術研討會」。2010 年開始，客家文化研

究室進一步與新加坡國立大學中文系合作，由於國大中文系的黃賢強副教授是廣

西的客家人，早就移民至新加坡，對客家也有相關研究，茶陽館與文化研究室的

主導者何炳彪主任，因而找上了黃賢強進行合作。 

 

同時他也帶動了他的學生來研究，因此當時我們就提供了一些資金來支

持他們。當時第一年提供了 10-12 位師生名額到原鄉或到客家地區去做

田野調查、客家文化的研究工作，回來後發表，最後聯合出版，這是雙

方面的合作。到現在已經推動了好幾年了，後來發現效果很好。在大學

能有這樣基礎文化的課程，老實說在新加坡是沒有的，所以黃教授做出

了他的貢獻，所以我們也很樂意支持他，來進行客家研究，他無形中也

幫助了會館、提升了成績出來。（文物股主任何炳彪訪談，20160503） 

 

    2010 年，客家文化研究室更主辦了「新馬客家人的社會與文化研討會」，邀

請台灣七位學者與新加坡國立大學中文系黃賢強主任發表，出席者包括中國、馬

來西亞、新加坡文化研究專家學者、客家會館領導、青年團員、中文系客家博士

生、本會董事與會員，共約 80 人，以學術活動而言可說場面盛大。同年年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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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國立新加坡大學中文系合作，贊助中文系研究生赴原鄉進行「走進客家社會—

客家地區田野考察活動」正式展開，回國後並由黃賢強教授擔任主編，與研究生

共同撰寫、編輯成果。11 月，五位董事遠赴臺灣進行 10 天「臺灣客家文化交流

之旅」，實地瞭解臺灣客家地區和鄉親聯繫；12 月，臺灣行政院客家委員會黃玉

振主任委員率領團隊來訪茶陽會館，進行交流並贈送客家出版物。 

    2015 年，茶陽會館與客家文化研究室，為響應新加坡建國五十週年慶祝活

動，更舉辦了一系列「傾聽客家、客家傾聽」客家文化節活動： 

    系列一：於 7 月種族和諧日18前於立化中學舉辦「客家文化 走入校園」活

動 

    系列二：8 月初與豐順、永定會館合作，由茶陽會館擔任主辦，客家文化研

究室負責承辦，於豐永大公會的三邑圓樓舉行客家美食與三邑圖片、文物展。共

計有約 2000 人參與，其中的客家美食活動反應更是熱烈，一下子就銷售一空。 

    系列三：8 月 21 日聯合新加坡國立大學中文系，於金沙酒店展覽會議廳舉

辦「客家文化研討會」，上半場邀請各地會館代表介紹客家文化推廣工作及會務

情況；下半場邀請中國、臺灣、馬來西亞以及本地學者教授、博士發表客家學研

究報告。 

    系列四：於金沙宴會廳舉辦三慶晚宴，當晚席開 120 桌，主賓是社會與家庭

發展部陳川仁部長，廣邀中國梅州、大埔政府領導、深圳、惠州、香港、澳門、

臺灣、泰國、印尼、馬來西亞等大埔鄉親光臨；現場有來自中國、臺灣演員和啟

發小學的精彩節目表演。 

    系列五：於牛車水人民劇院舉辦「客家文藝表演活動」，邀請中國梅州市山

歌劇團、大埔縣漢劇表演團、臺灣新竹縣欣蕾舞劇團、及本會客韻團與客家合唱

團共同參與演出。 

    總計，由客家文化研究室推動的出版成果，有客家傳統行業叢書 1《新加坡

典當業縱橫談》、《百年功德被南邦——望海大伯公廟紀事》、《永遠說不完的課

題—客家文化論集》、與新加坡國立大學、南洋客屬總會聯合出版的《新加坡客

家文化與社群》。另與新加坡國立大學聯合出版的書有：客家文化研究叢書 1《走

進客家社會—田野考察、文化研究》、叢書 2 王力堅著《新加坡客家會館與文化

研究》，叢書 3 沈儀婷著《譜寫虎標傳奇—胡文虎及其創業文化史》，叢書 4 黃賢

強著《跨域研究客家文化》等，可謂成果豐碩。 

    2016 年，茶陽會館與客家文化研究室另針對傑出會員出版了相關傳記，如

何謙訓所著的《吉昌一生》、新加坡政壇老將曹煜英過世前所著的《曹煜英六十

年政治生涯》等書。曹煜英遺作原就與會館談好，售書所得全部捐做慈善使用，

在曹煜英過世後，會館總計為新加坡的慈善組織募得新台幣約一百九十五萬元19

的售書所得，傳為佳話。 

                                                        
18「種族和諧日」是每年的 7 月 21 日，乃是新加坡族群融合政策中的一個設計，國中小學各學

校都會於種族和諧日中舉辦各種認識新加坡四大種族文化的活動。  
19 SGD：84,72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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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教中學學生參觀茶陽館／茶陽會館提供 客家文化研究叢書／許瑞君攝影 

圖 3-5：茶陽館一館二室相關成果 

 

三、 新加坡茶陽大埔會館文物館自主營運的使命與挑戰 

    茶陽館一館二室成立後，成為新加坡在客家文化與客家知識建構的一大代表。

除了作為茶陽會館門面的茶陽文物館外，客家文化研究室善盡其目標，為各種研

究活動、出版成果作為中介。實際上，客家文化研究室的功能，也為茶陽會館奠

定了一種基礎形象，使早年功能性為主的地緣會館，漸漸往更精神性的文化團體

靠攏。 

    茶陽館一館二室在新加坡客家界雖然極具代表性，然而也與許多小館一樣，

面臨許多挑戰。 

 

我們地方有限、一方面文物少、一方面有興趣這個工作的人很難找，文

物館的工作，因為這個工作不是賺錢的工作，而且這個工作多半是付出

的多，還要有各方面的知識，還要大埔人阿～要靠自己幾乎不可能。文

物館的工作有專業性與普及性，兩方面都要兼顧到。文物館本身推動要

普及性，要懂得那些知識是很專業的，像會館內很多會員以為大埔人都

住在圓樓中，方的圓的土樓等構造都不同，我們之前出版過大埔民居的

書，就是想要讓大家知道，這些有它的學問在裡面，像是人家來參觀，

問到土樓有什麼特點？你要能回答，如果你沒有專業知識的話，你不可

能做介紹與導覽。 

 

現在我們的國家博物館最近幾年比較活躍，博物館早期只是展示而已，

現在則是還要辦活動阿，要有專門知識去做，還可以做專題阿…像是娘

惹峇峇主題，這樣才能展示，這些都是專業的，不止是日常的接待工作

而已，把會館的特色、一切介紹出去，還有專業的，還要徵集文物，還

要看看原鄉有什麼發展，有什麼新的東西，可以介紹來，很多老一輩不

可能回中國，只能看看照片緬懷一下。（文物股主任何炳彪訪談，

201605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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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茶陽文物館的主任，道出了茶陽文物館經營的最大困境，乃是博物館經營的

專業性，而非 2000 年後，世界各博物館漸漸面臨的經濟考驗。從一館二室創設

以來所推動的事項來看，茶陽館作為茶陽大埔客一個可親臨現場的平台，擔負了

回顧茶陽、體驗新加坡客家的節點，提供老一輩會員、年輕一輩後生，甚或其他

想要瞭解客家文化的新加坡人一個場域「看見客家」。茶陽文物館成為一個茶陽

小結過去、也標榜現在的品牌標誌，讓人看見當代茶陽怎麼述說自己。而客家文

化研究室在文物館這個平台中，則後退一步扮演了一個類似大腦的角色，策劃舉

辦論壇、學術研討會、與各地學者專家交流，策劃合作出版等，為茶陽會館設下

一個不容易被趕上的專業性知識位階。 

    從博物館學的角度來看，不論是傳統博物館的四大功能：典藏、研究、展示、

教育/推廣，或現代常見的六大功能：典藏、展示、研究、教育、休閒/娛樂、經

濟/交流。茶陽館這個純由民間經營，以極少數人員營運的一館二室，至少具備

了典藏、展示、教育、研究、交流等基本功能，形成了一種小而美的地方館舍樣

態，以一個完全的私有館舍而言，誠屬不易。 

    若以茶陽會館轉型後以文化、以族群特色導向功能的民間組織而言，以博物

館場域做為會館子弟或說大埔客、新加坡客家子弟的客家歷史、文化教育媒介；

以博物館場域作為宣揚客家、展示客家與推廣客家的媒介；以博物館場域作為連

結族群、文化、歷史、地域等的現代化空間，不論茶陽館或屏客館，都顯示了它

的積極性意義與靈活度。即便博物館的專業知能成為茶陽館或屏客館實際營運的

某些瓶頸，卻也正因其族群文化傳承的迫切性，而成為打破博物館專業經營的一

把鑰匙，因為營運博物館機構的「人」，才是使一切都串連在一起的關鍵。茶陽

會館內體悟到族群文化傳承危機的人，正是破除博物館專業桎梏的鑰匙，使茶陽

文物館以一個民間經營的小館，發展出以小搏大的效益。 

     

 

第四節 小結：茶陽文物館的啟示 

    茶陽館一館二室的設立，不只代表了博物館政策在新加坡由國家到地方化的

過渡，使茶陽館成為標註茶陽的門面。也蘊藏了新加坡華人會館由功能性的地緣

性會館，轉向精神性的文化功能外。茶陽文物館對新加坡華人博物館，或其他族

群博物館的影響，顯示在新加坡華人文化資產博物館化的代表性意義上

（20161103 廣惠肇青年副團長李俐儀、惠州會館青年團長蔡國偉、岡州會館青

年團長黃玉清訪談）。 

    若論新加坡其他族群文化典藏空間，扣除政府公營的族群文化館外，由各族

群自行營運的如被新加坡政府列為歷史組織、同時也是新加坡最悠久的華人文化

社團，1895 年成立的怡和軒，在 1995 年時即有成立小型文物館的想法，然而直

到 2008 年底，怡和軒的先賢館才成立，且名氣遠低於茶陽文物館。或如雙龍山

紀念堂也有小型的陳列室，擺放了應新學堂等應和相關文物，然論其功能，則距

離常設型的博物館更為遙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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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茶陽館一館二室的運作，提供了一種小型族群博物館的樣態範例，也可作為

世界各地的移民博物館機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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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臺灣屏東縣客家文物館的發展與經營 

    臺灣屏東縣客家文物館（原名六堆文物館）於 1980 年代由六堆民眾發起籌

設，直至千禧年後才落成開館服務，設立於六堆忠義亭後方。籌設期間原由民間

發起、捐地捐款的私立館舍轉為官方建設、營運，乃是臺灣屏東縣區域第一個以

客家為主題的公立館舍，也是屏東縣第一個縣級博物館（屏東縣政府 2015）。何

以屏東縣客家文物館的籌設會由民間轉為官方、私有轉為公有，其營運後如何發

展，要從其籌設時代背景說起。 

 

第一節、 屏東縣客家文物館的籌設背景 

 

一、 解嚴前後的臺灣政治社會現況 

    蕭新煌曾對國民政府遷臺後到解嚴前後的臺灣社會變遷做過三個分期，第一

個時期為「政治力掛帥時期」（1947-1962），第二個時期為「經濟力當道時期」

（1963-1978），第三個時期為「社會力的反動時期」（1979-1988），這三個時期

演繹了臺灣解嚴前後的政治、經濟、社會大脈動背景。從臺灣戒嚴起始的世界上

最長政治戒嚴所形成的種種政治壓迫開始，臺灣的政治、經濟、社會等所有層面

比起日本殖民時期只有更為痛苦，而非舊時民眾期待回到漢人正統統治的解放。

這時期由於臺灣推展工業化，農村人力也漸漸被政策吸引到城鎮。 

    而 1963 年開始，臺灣工業的國民生產毛額首度超越農業，宣告了臺灣經濟

起飛的開始，也奠基了臺灣人民隨著經濟富裕產生的民間經濟、文化、社會能量。

這個時期臺灣的中產階級漸漸的出現、尋求臺灣社會本質的各種聲音漸漸產生，

鄉土文學迸發、校園民歌風雲漸起，新的政治參與者現身臺灣政壇。 

    第三個時期則構築了臺灣民間社會在政治解嚴前的社會動員能量，伴隨著臺

灣民眾對於工業化、現代化後的社會反思、臺灣經濟起飛後的反思，臺灣政治經

濟掛勾而來的弊病反思等等，解嚴後的各種民眾參與及行動實踐，都在臺灣經濟

起飛後解嚴前的十年間，蓄積整個臺灣社會的巨大動能，從而迸發解嚴後風起雲

湧的 80 年代（蕭新煌 1989）。 

    解嚴後臺灣歷史新頁展開，報禁、黨禁解除，民主化浪潮開始席捲而來，民

間動能從各種面向發聲，學生運動、消費者保護運動、環保運動、婦女運動、勞

工運動、農民運動、原民運動、客家運動、教育改革運動等構築了臺灣社會的浪

潮。隨著本土化論述及文化保存概念的強調，1981 年文建會成立，1982 年行政

院通過「文化資產保存法」，「國家」開始積極試圖透過文化保存及文化展示的歷

史敘事，建構國家的國族記憶。 

    隨著各種政治能量的思維轉變或新政治成員投入臺灣政壇，各種不同於威權

掌控思維的政策也被提出。1994 年，具有人本主義思維的社區總體營造政策正

式提出，既訴諸地方傳統文化與歷史記憶保存的重要，更著重培養社區民眾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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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決問題能力的賦權（Empowerment）概念（陳其南 1995）。2000 年政黨輪替，

推動了不同於過往的政策，2002 年推動地方文物館計畫等。 

    隨著台灣本土化運動風起雲湧，帶動各地地方意識興起與發展，自 1980 年

代開始興起的「族群」認同與地方意識崛起，在 1990 年代進一步與上述政策對

話，透過各種文化空間的營造與展示，成為有意識的社會行動。臺灣各地的文物

館、文物室或文化園區開始大量的設置，並呈現對文化保存與展示的概念，逐漸

從靜態「物」的展示，走向強調地方參與、與地方生態、地方文化、工藝、產業

發展等結合，引用生態博物館的概念，強調博物館作為一個主動的行動者，應該

要具有的、被期待的社會功能（劉堉珊 2016）。屏東縣客家文物館的催生，同樣

在此脈絡下展開。 

隨著臺灣政治社會大脈動，六堆也在同時期蓄積了建館的社區運動能量。

1980 年代，六堆屏東區域發出了籌設六堆文物館的聲音，展開民間自發多年的

推動過程。其間六堆屏東區域不止發生了佳冬蕭宅古蹟保存運動、楊氏宗祠搶救

運動等；六堆高雄區域發生了反美濃水庫運動。在這波浪潮下，地方族群意識全

面興起，籌建六堆客家地方館舍的聲浪與行動越來越大。1994 年籌設客家文物

館舍被屏東縣府納入政策，使民間動能轉為政策動能。2001 年20屏東縣客家文物

館（以下簡稱屏客館）落成啟用，六堆屏東區域的屏東縣政府也設立了全國第一

個縣級客家局室－客家事務局，統理全縣之客家事務。 

 

二、 六堆忠義亭與屏東縣客家文物館的發展脈絡 

    屏東縣客家文物館作為屏東縣第一個獨立的博物館的族群身份由來，則需從

屏東客家聚落形成的歷史背景觀之。屏東縣作為臺灣南部（高屏地區）客家聚落

總稱「六堆」的一部份，實則承繼了六堆絕大多數歷史光彩。六堆一詞，原是形

成於清代初期的臺灣下淡水區域粵籍移民民間戰鬥組織名稱，歷經演變而轉為臺

灣南部客家人與客家聚落的總稱。今日的六堆範圍由北至南，涵蓋行政區劃的高

雄市美濃、杉林、六龜區一部份，與屏東縣的高樹、長治、麟洛、竹田、內埔、

萬巒、新埤與佳冬各鄉。其各堆劃分與行政區域對應如下： 

    前堆：長治、麟洛二鄉 

    後堆：內埔鄉 

    左堆：新埤、佳冬二鄉 

    右堆：高樹鄉（高雄市：美濃、杉林、六龜區） 

    中堆：竹田鄉 

    先鋒堆：萬巒鄉 

                                                        
20 據美濃客家文物館與行政院客家委員會（客家委員會前身）官網，兩單位於當年成立，象徵客

家意識的全面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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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堆聚落形成的歷史，始於康熙三十年代客家移民入墾下淡水地區（伊能嘉

矩 1925：142），當時交通較為便利的海邊、河邊地多半都已有閩南族群勢力，

大聚落旁的耕地也漸漸趨向飽和狀態，加上客家移民原多居住丘陵地、不擅經商、

以務農為生等習性，因此向屏東平原的內陸發展、開墾，客家移民選擇住在屏東

平原的大武山系前方，後有大山脈依恃，前有寬闊的平原或台地可以耕植，使客

家人脫離清國東南部地狹人稠、耕地不足、糧食無法溫飽的窘境，重新在台灣建

立富饒的家園。直到康熙六十年（1721 年），屏東平原就已形成 13 大庄、64 小

庄的客家聚落了。當時的客家移民，在現今的高屏區域，建立了一個北至羅漢門

（今高雄市內門區）南界，南到林仔邊溪口（今屏東縣林邊溪），沿下淡水（高

屏）、東港兩溪流域的客家聚落區域。向東面是巍峨的大武山系，臨界平埔、高

山原住民族；西面則是閩南聚落，各堆的西界，也正是屏東平原上閩客分立的聚

落界限，將屏東平原對切一半，就可約略拉出閩客兩族群的分界線，形成今日客

家人散居屏東平原右半側地帶位置。 

 

 
圖 4-1：六堆屏東區域鄉鎮圖 

（資料來源：社團法人屏東縣深耕永續發展協會 2011） 

 

    初時客家移民為了生存，不免跟地方其他族群勢力形成生存張力。終於在清

康熙 60 年（1721）朱一貴事件時，因聽聞閩籍勢力可能侵犯客家聚落，不斷遷

移的客家移民為了自保，自動發起民間義勇隊保衛家鄉，並協助清國政府平定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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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亂事，這支義勇隊被統稱為「六營」，日後「六營」解散，義勇民兵解甲歸田

「六營」所在地的周圍聚落，那些客家義勇兵與民眾居住的聚落漸漸演變被稱為

「六隊」、「六堆」。六堆人因而在臺灣歷史中出現。「六堆人」的出現，代表了臺

灣客家移民落地生根的重要歷史過程與本土化實踐。 

    六堆的形成，牽涉的重要歷史過程，包含六堆義勇兵被清國政體承認的重要

實踐場域「忠義亭」。臺灣對於清國而言乃是邊陲小島，駐兵極少、統治力量薄

弱，客家移民作為清代較慢入墾臺灣的族群，面對山地原住民與閩南移民勢力倍

感壓力。1721 年，客家移民在對清國政府而言最重大的民變朱一貴事件中採取

「舉大清旗 奉萬歲牌」（李文良 2009）的政治正確手段，等同協助清軍打敗了

閩籍民亂勢力。亂平之後，六堆義民除獲得獎賞、頒授不用當兵、可減稅等各種

優惠的義民證等各種實質與精神榮耀，六堆區域獲得清國康熙皇帝敕建「忠義亭」，

作為安頓民心、紀念戰亡民兵的精神中心，於 1722 年落成於中堆竹田的西勢庄。

清乾隆年間林爽文亂後，乾隆皇帝致贈褒忠匾額；清雍正十年，忠義亭獲得雍正

皇帝下令重修，民間流傳雍正皇帝賜漢白玉龍牌於忠義亭（松崎仁三郎 

2011[1935]）。此後，忠義亭成為其後數度民亂的起兵誓師集結之地與六堆政治

中心。 

    朱一貴事件後，與忠義亭創發共生的，是六堆客家移民從客仔變成義民，從

離鄉背井的客籍傭工，一變為保家衛國的臺灣義勇民兵（李文良 2007；陳麗華 

2015），客家人身份、認同與政治勢力的轉變。客家人從此成為統治臺灣這塊土

地的各種政權如清國、日本政府、國民政府等籠絡的重要族群（施雅軒 2007；

李文良 2011），各政權赴台的高官權貴，多半都要至忠義亭參拜；並在政權更替

時，將自己政權的象徵與客家族群連結，擺放上忠義亭的供桌上。是以，清國乾

隆皇帝重臣福康安，這位清國乾隆朝抵台官員中官階最高的，他抵台時就曾先至

忠義亭參拜，並獎賞眾多義民（邱維藩、邱炳華 n.d.）。日本統治臺灣時，臺灣

總督兒玉源太郎也曾至忠義亭參拜。而忠義亭供桌上的牌位，除了六堆義勇軍的

牌位，更有許多與六堆相關重臣的長生祿位與帝權象徵的皇帝牌位，故清國時供

奉有皇帝萬歲牌（李文良 2009）、日治時供奉明治天皇萬歲聖旨牌、國民政府時

有中華民族萬歲牌。 

    然而隨著六堆民兵在清末因勢力強大，被認為侵擾其他族群而被清國以公文

強制解散；抗日時最後一次出堆卻旋即失敗等，六堆客家人的政治影響力也日漸

消散。在日本政權籠絡客家人不成後，曾下令忠義亭關閉而導致日漸破敗。國民

政府治台後約五、六十年內，屏東政壇尚有首長、副首長由閩客共治21的默契，

若縣長或議長是閩籍，副手便是客籍，延續了六堆客家人自 1722 年後的政治影

響力。然而隨著時代變遷，六堆先民的榮耀漸漸被人遺忘，僅剩忠義亭仍勉力擔

當六堆精神中心的角色。20 世紀後，六堆重要的大事仍圍繞著忠義亭而生，如

曾經支持眾多六堆學子從清國到日治求學的六堆稻穀基金組織幾經轉型，仍持續

在忠義亭頒發獎學金；1948 年，六堆後生創辦六堆運動會，忠義亭為重要祭拜

                                                        
21 馮清春訪談紀錄 20140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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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點；1955 年，為振興六堆精神，發起修建忠義亭等事件、日後開始舉辦春秋

大祭等。在六堆組織解散後，六堆人依靠著忠義亭維繫著屬於客家人的榮耀與精

神價值。 

    而屏東縣客家文物館的催生，更是六堆人的再次集結行動。六堆人歷經兩次

政治統治集團的轉變，在歷經新的政治統治集團中華民國來台，再歷經臺灣本土

化浪潮，六堆人在全臺灣客家人怒吼的「還我母語」運動後，第一個全力推動的

訴求，即是籌設六堆文物館。在現代性與全球化威脅中，六堆人也漸漸意識到，

不論是語言、習俗或建物等，各種可見、不可見的傳統文化都在流失中，原僅由

忠義亭承載的六堆公共精神場域的場所，是否有其他可能的新元素加入，或用不

同的形式、空間來承載六堆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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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民間催生與官方代理孕母 

 

一、 社區型運動與屏東縣客家文物館的籌建：1987-2001 

    2001 年，位於屏東縣竹田鄉西勢村龍門路 97 號的屏東縣客家文物館終於開

館服務，然而它的創建過程卻歷經十餘年。1980 年代，六堆地方的客家仕紳即

以提出籌蓋六堆文物館的聲音，根據《六堆風雲雜誌》的報導，「民國七十六年

八月下旬，六堆文教基金會在萬巒召開董、監事會議，議決要籌建『六堆文物館』，

並組五人小組負責策劃推動開始…22」，這個決定後來催生了今日的屏東縣客家文

物館，是六堆地區繼 1948 年創辦六堆運動會，1956 年發起修建忠義亭等事件以

來，幾乎可說是六堆人最熱烈討論的提議23。 

    當時正是客家意識隨著客家運動興起而漸漸抬頭的時代，以六堆著名大家族

後代溫興春、劉錦鴻、張松生等為首的客家仕紳群，發起於忠義祠後方籌蓋六堆

文物館的聲音，馬上獲得許多民眾的支持。籌設過程中，也有眾多六堆仕紳與居

民提出對於籌設文物館的不同意見，例如設置的地點不應選在忠義祠後方狹小的

土地上、文物館功能應該更多樣化等各式意見、應該要納入更多討論意見等，支

持興建在忠義祠後方與反對興建於該地的勢力自成兩派，由不同的六堆仕紳組成

的支持與反對勢力各有各的民意支持，主導者籌開討論會議，反對者則有抗議行

程與媒體投書等，是六堆居民極為熱絡的公共議題。 

    十多年間，負責籌備六堆文物館的核心組織「＊人小組」重組了好幾次，但

因牽涉廣泛，始終胎死腹中，無法順利孕生；眾多六堆居民引頸期盼，經常投稿

到六堆雜誌刊物關心、催促進度，甚且提出許多建議，如《六堆風雲雜誌》21

刊的〈缺乏有心人推動策劃 六堆文物館難出娘胎〉一文所述建議： 

 

以圍龍樓來蓋文物館（多功能大會堂），可以如此設計分配：中庭成為

歌劇廳，二樓行政中心，如基金會和管理委員會辦公室、會議廳、老人

休閒中心等。三樓客家名人蠟像館，四、五樓客家文物館，六樓藝術展

覽中心，如客籍畫家、攝影、雕刻展等。七樓客家特產展售區，頂樓陽

台兒童遊樂區或休閒餐飲區…。24 

 

    地方上由於民間籌建事務推動緩慢、缺乏籌辦執行人力、經費籌措等問題，

希望委由公部門資源籌建的聲音漸漸壯大。1993 年，籌辦六堆文物館被當時亟

欲搶回執政權力的國民黨所利用，作為競選縣長的黨籍候選人伍澤元競選政見，

                                                        
22
吳士仁，1989，〈決議好多次啦！六堆文物館那久出歲？〉，《六堆風雲雜誌》33 刊 P16-17，

屏東。 
23馮清春訪談紀錄 20140115 
24吳天才，1990，〈缺乏有心人推動策劃 六堆文物館難出娘胎〉，《六堆風雲雜誌》21 刊 P13-15，

屏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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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記憶中是在伍澤元擔任縣長時，才確定獲得縣府同意協助興建，但條件是興

建的土地必須由忠義祠捐贈給縣政府，縣政府才能在上面蓋文物館…」。25伍競選

成功後，為了履行政見，籌蓋文物館成為屏東縣府的既定政策，委由當時的文化

主政機關－縣立文化中心籌辦，相較於過往十年的遲滯籌備情況，效率明顯提升。

然而民間這時同樣發出許多不同的意見，支持者有，反對者也不少。 

    如曾參與六堆文教基金會與忠義祠管理委員會推動小組會議的成員投書： 

 

主導權已由民間換成政府，將來文物館的「戶籍」，必定是在屏東縣政

府的名下。…反對者認為，忠義祠土地取得不易，六堆先賢花費多少心

血才擁有這麼一點地產，豈可輕言送人？土地權狀交出之後，文物館又

由政府管理，忠義祠豈不賠了夫人又折兵，變成一無所有？26 

 

    最終，原由六堆文教基金會發起、主導的民間行動，在考量未來大筆的營運

經費問題後，與縣府達成協議，由縣府接手推動。在文物館籌建位置達成共識後，

經過協調地方組織與居民也同意將土地捐贈給縣府，由縣府運用政府資源籌蓋後，

文物館在忠義祠後方興建才終於定案，使這個原由六堆地方人士發起的社區型參

與行動，轉變為地方政府執政政策。 

 

圖 4-2：屏東縣客家文物館建於六堆忠義祠後方/齊柏林攝27 

                                                        
25馮清春訪談紀錄 20140115；捐地蓋館說在地方雜誌《六堆風雲》文獻上有多篇讀者投書紀錄。 
26六堆風雲雜誌資料室，1995，〈賠了夫人又折兵 官方蓋館壟斷一切〉，《六堆風雲雜誌》51。 
27引用自六堆生活學院策劃編輯，2010 出版的《返古風潮-聽客家文物說故事》P5 的屏客館空拍

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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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溫興春、張松生等人提出籌設六堆文物館，到 2001 年落成啟用歷時超過

14 年，地方政府首長在其間三度政黨輪替，第三次政黨輪替時，首長再變為民

進黨籍，文物館才終於落成啟用。在籌建後期染上政治色彩的文物館，直到落成

開館慶祝當日，仍有抗議民眾在館外聚集抗爭。 

 

二、 困窘財政與治理態度的蚊子館危機：2001-2008 

    在 1980 年代末客家運動遍地開花，各地都發出籌設客家館舍的聲音，與屏

東縣客家文物 

館（以下簡稱屏客館）同時開館營運的南部客家館舍，尚有現屬高雄市政府管轄

的美濃客家文物館。這兩座館舍與行政院客家委員會同年開始營運服務，屬於同

一時期客家運動成果顯現的作用，運動的成果轉而進入國家體制，成為常態化的

服務。 

    至此，原由民間自發的客家運動也漸漸走向後客家運動時期。探討台灣客家

運動之歷程，會發現客家運動的訴求都要求國家力量的介入（曾金玉 2000）。楊

弘任認為，社區運動與社會運動不同之處，在於「社區運動無法脫離行動者錯綜

複雜、網絡交織的日常生活世界，社會運動則是外於日常行動以議題為焦點的力

量展示」。（楊弘任 2007）。因此，趨向社區運動層次的溫和運動訴求，終將走入

體制，爭取體制的認同與推動。 

    然而，六堆鄉親的期待很快的就成為縣府的沈痾。即便 2001 年，屏東縣政

府已開地方政府全台風氣之先，設立了客家事務局，但屏東縣客家文物館的運作

同樣面臨地方政府沒錢沒人的窘境，如縣府只編列一名兼辦館舍業務的約聘行政

人員，負責開關門巡視、場地租借等事項，展覽幾乎從不換展，若有活動預算時

則委外辦理。 

    加以全館原規劃採用中央空調、密閉式館舍設計，窗戶寥寥可數且規格十分

狹小。在艱困的財政狀況下，若非極少數的特殊活動，密閉式的全館完全不開空

調，使得全台第一座仿中國原鄉圍龍屋設計的屏客館又悶又熱。而屏東縣府的年

度館舍營運費用僅約百萬，困窘的財務與艱困、學非所用的人力；先天規劃不良、

後天經營又失調的情形下，終於使該館漸漸成為傳聞中的蚊子館，來過的人都不

太想再來第二次，在全年僅週一與國定假日休館的情況下，入館人數直到開館後

六年的 2007 年，一年仍僅有數千人，平均一天入館只有約十來人。28 

    從籌辦屏客館到開館營運，諸多規劃設計面之問題，皆屬地方治理的問題，

在地方為了籌辦六堆文物館提出各項建議多年之後，何以在縣府接手籌辦之初，

這些問題仍沒有被主政者納入考量？是急於實踐競選諾言而倉促上車，或者主政

者根本不想真的兌現一座屬於六堆人的客家文物館？尤其在屏東縣政府客家事

務局成立後，仍無法將屏客館的經營當作主要政策推動，委實讓六堆民眾感到匪

夷所思。早已失去參與文物館空間使用意見的六堆民眾，即便不滿官方對於屏客

                                                        
28「97-98 六堆生活學院經營計畫」承辦人李冠欣訪談。 



 

42 
 

館忽視、糟蹋的態度，也只能透過投書或私下議論徒呼負負。 

    而與屏客館同期籌建營運的美濃客家文物館，在同一波客家運動作用下成立，

卻因為先天條件與經營資源的差異，走向大為不同的社會實踐方向。美濃館由於

扣連周邊環境資源與當代休閒觀光與鄉村旅遊趨勢，漸漸發展為每年有十多萬觀

光客的地方型館舍，入館人數可說是引領全台各地的地方館舍之先。29 

    而屏客館雖有傳統六堆精神信仰中心的忠義亭為文化內涵，然而缺少營運經

費與人力的結果，卻使它走向委外客家非營利組織經營的相異道路，在經營核心

上走上不同的發展型態。此由近幾年來屏客館與美濃館的比較表，可看出一些端

倪。 

 

表 4-1 屏東縣客家文物館與高雄市美濃文物館館比較表30 

項

次 

館名 屏東縣客家文物館 美濃客家文物館 

1 成立時

間 

新建建築物 ，於 2001 年（民 90

年）落成，開館營運 

新建建築物，於 2001 年（民 90

年）落成啟用服務 

2 公私立/ 

主管機

關 

營運單

位 

公立/屏東縣政府 

由縣府客家事務處委由民間社

團經營 

公立/高雄市政府 

營運單位:高雄市政府客家事務

委員會 

3 行政區

域人口

數/客家

人口數 

85 萬/約 20 萬 277 萬/30 萬 

4 城鄉區

域/地址 

位於屏東縣竹田鄉 農村地域 

911 屏東縣竹田鄉西勢村龍門路

97 號 

08-7694721 

位於高雄市美濃區 農村地域 

843高雄市美濃區民族路 49 之 3

號 

07-681 8338  

5 基地面

積 

館舍總面積 5,203 平方公尺 

建物所佔面積 1,657 平方公尺 

戶外面積 3,546 平方公尺 

建物總樓地板面積 5,259 平方公

尺 

建物基地面積 9,056 平方公尺 

戶外面積 4,528 平方公尺 

建物總樓地板面積 5,619 平方公

尺 

6 收費狀

況 

入館完全免費 部份免費，免費對象包括： 

1.美濃區居民，限持有證明文件

                                                        
29
全台最大館故宮 2009-2014 年入館人數約 200-500 萬人次、第二名自然科學博物館約 300 萬入

館人次。 
30
許瑞君製表，以 2008-2013 五年數據資料製表 20131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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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戶籍地) 2.高雄市各國中、小

學學校戶外教學（需附公文) 3. 

身高 110 公分以下之兒童 4. 六

十五歲以上老人，持有證明 5.

身心障礙，限持有證明(免費 1

位陪同)  

收費：成人 40 元、兒童 20 元、

優惠票 20 元 

其他：戶外教學居民免費，高雄

市以外之國中、小學生戶外教學

人數達二十人以上之學校團體

每人 20 元(需附公文) 

7 開館營

運時間 

週二至週日 09:00-17:00 

國定假日及選舉日休館 

週二至週五 09:30-16:30  

週六至週日 09:00-17:00  

休館時間：每週一、元旦、除夕、

春節、清明、端午、中秋、公定

選舉日固定休館。(如開館會另

行公告於本館網站) 

8 營運經

費/年 

屏東縣政府一名雇員、水電費等

常設營運經費，每年約 100 多萬 

高雄市政府年度經費至少 1,000

萬元 

（包含人事費、業務費、設備維

修費等） 

9 申請中

央機關

補助費

用 

主要向客委會申請補助活化費

用，每年不定額，自民國 2008

年起最低年約 90 萬，最高約 400

多萬。 

向客委會申請補助客家講堂計

畫，每年不定，年約 200 萬元。 

10 年平均

入館人

數/人次 

自 2008-2013 年間，年平均約 2.8

萬人（之前無確實統計資料） 

自開館以來年平均約 15 萬人

次，累計入館人次約 180 萬人次 

（近幾年門票歲入平均約160萬

元） 

11 提供服

務 

1. 展示：常設展、不定期特展 

2. 典藏：典藏約 700 件文物 

3. 教育：以志工培訓與專案服

務方式推動 

4. 研究：平時無，獲計畫經費

時以專案方式推動。 

5. 維護：平時無，獲計畫經費

時以專案方式推動。 

1. 展示：常設展、特展（三個

月換展一次） 

2. 典藏：典藏約 300 件文物 

3. 教育：以志工培訓與專案服

務美濃學堂方式推動 

4. 研究：無，無研究人力 

5. 維護：無 

6. 娛樂：常態性提供 DIY 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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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娛樂：以專案方式推動 

 

7. 專案服務： 

（1）客家講堂 

（2）文物會說話專案 

（3）六堆設計營專案 

（4）客家商品展售服務 

 

7. 專案服務： 

自 2012 年起，委外社團推動美

濃學堂計畫 

 

12 換展頻

率 

常設展幾乎不換展，特展約四個

月或半年換展一次 

 

13 其他補

充 

志工隊約 35 人，由委外團隊負

責招募、經營管理，縣府僅編列

志工上午值班人員便當費與年

度培訓費用。 

志工隊約 50 人，由市府招募、

經營管理，編列培訓、值勤交通

費（100 元/天）、年度聚餐、年

度禮品費等。 

*許瑞君製表，以 2008-2013 五年數據資料製表 20131227 

 

    西方社運理論的政治過程論認為，社運是一種政治、而非心理狀態。社會變

遷造成政治機會改變，在既有組織運作下，如果弱勢群體形成集體行動意識「現

況是不公平的、應該被改變、可以被改變」，則社會運動必然崛起。（McAdam1982）

屏客館即在類似這樣的脈絡下，匯集民氣而籌設。當時的屏東客家知識份子與地

方社團主要對抗的，並非是表面上的中央或地方政府，而是台灣當時代整體的文

化情境與族群空間。「受壓迫的群體在心理上改變對自身處境的認知，及外在環

境不可改變的看法，造成集體的心理轉變」，McAdam 將其稱為「認知解放」

（cognitive liberation）。在 1980 年代台灣社會運動勃興的情境下，引發了六堆屏

東區域的客家地方知識份子與地方社團，以發起籌設文物館作為凝聚屏東客家意

識、創造六堆屏東區域居民發聲空間的地方運動。 

    然而，在屏客館成為競選政見，土地收歸地方政府所有並開館營運後，原本

客家知識份子與地方社團、社區居民等籌設文物館時對應的整體文化情境，似乎

翻轉為地方政府與客家知識份子、地方社團的對應關係。尤其在作為六堆屏東客

家人心中新的凝聚象徵意義的文物館，變為「蚊子館」後，成為眾矢之的的壓力

源，也為漸漸邁入後客家運動時代的客家知識份子社區參與埋下種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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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地方博物館遇上 NGO31：2008-2016 

    2006 年後，屏東縣政府為增進屏東縣客家文物館參觀人數、增進館舍運用

率，主管機關客家事務局首長向客家委員會爭取館舍活化經費，最終由行政院客

家委員會（今客家委員會前身）以專案計畫補助屏客館活化計畫「97 六堆生活

學院經營計畫」一年半共六百萬元，解決縣府經費不足的現況。2008 年秋天，

屏東縣客家文物館透過公開招標程序，將館舍委外給一個客家社區團體進行活化

經營事項。該任務團隊由屏東客籍前輩學者徐正光擔任總召集人，六堆客家的大

老級前輩如作家鍾鐵民、詩人曾貴海、農運耆老馮清春等及相關專家學者擔任顧

問，數位返鄉青年組成工作團隊32，及數個地方社區組織擔任協力團隊，以結合

官方資源與導入民間活力的模式，重新展開屏東縣客家文物館的館務運作與活化

規劃，為屏東縣客家文物館（以下簡稱屏客館）注入新的活力。 

 

一、 以學習型組織誕生的六堆生活學院 

    據屏客館經營單位社團法人屏東縣深耕永續發展協會理事長馮清春33所言，

屏東縣客家文物館的活化專案之所以取名「六堆生活學院」，乃是當初地方人士

（即馮清春等人）建議屏東縣政府，應以「學習」這項具有客家精神的實踐模式，

作為客家文化傳承危機的解法。對馮清春等地方客家耆老而言，結合屏東縣客家

文物館的空間優勢，解決客家文化傳承危機才是重要的。 

 

當初我們想要參與六堆生活學院計畫，乃是因為…我們都認為需要成立

一個客家社區大學，傳承客家文化，用客家文物館上課是很合適的地點。
34 

 

    馮清春等地方耆老提出的「學習型組織」概念，時任屏客館主管機關首長的

屏東縣政府客家事務局長的古秀妃35也十分認同，學習型組織概念在六堆生活學

院的招標公告中可見： 

 

本學院招收各年齡層民眾，不限學歷。提供對六堆客家文化生活環境營

造、客家多元系列如語文、音樂、戲曲、文學、影像、美術、生態、環

境、健康、產業…等研習及推廣活動之「全人教育」及「終身學習」課

                                                        
31由於筆者曾經參與屏東縣客家文物館的館舍活化任務推動，因此掌握了比一般田野者不易取得

的相關資料與參與經驗 
32
筆者乃是該工作團隊之實務召集人，負責活化辦公室之營運統籌與推動 

33馮清春訪談紀錄 20140115 及多次內部工作會議都提及「六堆生活學院」名稱的意涵 
34馮清春訪談紀錄 20130807 
35前屏東縣政府客家事務局局長，曾任職南部著名的客家社團美濃愛鄉協進會，參與反美濃水庫

運動，其也曾於 2008 年 11 月 9 日六堆生活學院開幕記者會上公開談及此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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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透過環境營造客家生活空間並結合社區、延續客家先民生活智慧，

將語言及民族認同觀念向下札根。（97六堆生活學院經營計畫招標公告） 

 

    「六堆生活學院」操作模式在行政機關的標案需求中，預設為仿造社區大學

模式、設有數名專職人員的學習型組織運作，故其招標需求中明列需設立專案辦

公室、聘請數名專職人員，專職人員聘用尚須通過縣府核備，需設有獨立財務帳

戶等要求。標案需求的具體經營事項則具有部分開放性： 

 

具體經營事項（含六堆生活學院計畫期間、行政規劃、課程規劃、師資

規劃、財務規劃、招生計畫、社區服務、活化六堆客家文物館及志工組

織培訓、大型專題講座計畫、專案計畫及預期效益等項目）、推展服務

之相關措施及預期效益等項目。經營計畫書內容應涵蓋六堆生活學院計

畫、活化六堆客家文物館及志工組織培訓、500 人次之大型專題演講（至

少一場，地點定為六堆客家文化園區演藝廳）及二個以上的專案計畫（如

出版或活動…）。 

 

    創始此項計畫的古秀妃而言，其縣府官方角色除活化屏客館、吸引民眾使用

館舍，更重要的還有引發未來更多可能性的政策壓力存在。古秀妃認為：「籌設

六堆生活學院，不只是希望活化客家文物館，更是希望透過六堆生活學院的設立，

重新喚起六堆人的社區參與，思考現代六堆生活對於民眾的意義為何。36」 

    站在地方居民對屏客館的活化與「六堆生活學院」存在意義的討論基礎上，

由徐正光等地方頭人與返鄉青年等組成的團隊，匯集了大家的建議，在提案之初

預立了「六堆生活學院」的四大精神：傳承、創新、學習、永續37。 

    傳承－以多元方式延續六堆歷史與文化精神 

    創新－發掘地方特色，建立現代六堆風情 

    學習－運用「知識經驗」機制，重拾六堆地方智慧 

    永續－發覺社區議題，激發六堆精神                         

                                                        
36古秀妃訪談 20131227，類似發言曾於 2008 年六堆生活學院開幕記者會上談及。 
37社團法人屏東縣新埤鄉愛鄉發展協會，2009，97-98 六堆生活學院經營計畫成果報告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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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1：六堆生活學院四大精神圖 

資料來源：97-98 六堆生活學院經營計畫成果報告書 

 

    以徐正光為首的工作團隊，希望六堆生活學院建立以生活為出發點的學習機

制，培養民眾以自己的文化為榮，推動地方公民教育，培養民眾參與現代社會的

能力。 

    這個號召了眾多地方仕紳、團體的學習型組織，讓屏東縣客家文物館熱熱鬧

鬧了一年半，在未花費任何公關預算的情形下，關於「六堆生活學院」成立的新

聞，從客家電視台、各個廣播電台到主流平面媒體自由時報、聯合報、南部報紙

臺灣時報、民眾日報、台灣新生報、台灣新聞報、中華日報、青年日報、少年中

國晨報、台灣教會公報週刊等平面媒體、網路平台媒體皆有報導。2008 年 11 月

9 日，聯合報地方版更以超過二分之一半版大小，報導〈六堆生活學院開張 來

當客人〉新聞可見端倪，報導中以「就像社區大學 建構學習平台」等字眼，揭

示了六堆生活學院籌設的其中一個目標。 

    在 97-98 六堆生活學院經營計畫成果報告書上，記錄了六堆生活學院開幕後

的參觀人潮與媒體效應： 

 

在六堆生活學院首年度推動的一年半間，獲得了眾多迴響，入館人數呈

倍數成長，在舉辦熱門活動時，入館人數甚至躍升平日入館人數的百倍。

總計在六堆生活學院推動的一個完整年度間，屏客館入館人數成長約九

倍，有些遊客開始表示他們願意再帶朋友來屏客館參觀。媒體曝光度暴

增，包含聯合、自由、中時與蘋果、客家電視台等五個主流媒體報導十

分常見，從 2008 年 10 月 24日到 2009 年 10 月 22日一年間，以上五大

媒體報導累計就有 30則，若加計其他媒體則至少有上百次報導。38 

 

    當時尚有遊客向筆者表示，以前來過一次（文物館）後不想再走進來，現在

如果有親戚朋友來竹田找他，他會帶他們到文物館來走走。而倡議籌設六堆文物

                                                        
38社團法人屏東縣新埤鄉愛鄉發展協會，2009，97-98 六堆生活學院經營計畫成果報告書小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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館的六堆耆老溫興春39，也於六堆生活學院開幕服務後，始終支持各項業務或活

動，給予工作團隊鼓勵。可見六堆生活學院確實帶給屏客館新的活力。 

 

 

聯合報 20081109 屏東台東教育版報導 自由時報 20081109 屏東地方版報導 

圖 4-2-2 六堆生活學院開張新聞報導 

資料來源：社團法人屏東縣深耕永續發展協會 

 

二、 民間角度的屏東縣客家文物館 

    然而六堆生活學院在推動一年半後因政策經費中斷之故，面臨辦公室解散情

況。屏東縣政府客家事務局長古秀妃，為避免館舍再回到冷清的處境，將屏客館

以零元委外方式公開招標，受限於政府部門會計單位對於零元委外有圖利地方或

民間業者的嫌疑，因此將招標需求訂的較為嚴苛，得標單位需百分百自籌款項經

營屏東縣客家文物館，每年度需舉辦三場次展覽、28 場次40小型活動、經營志工

團隊、負責入館統計任務、管理館舍硬體等眾多工作任務，且不得於館內從事營

利行為，需有專人負責營運事項等，作為換取免費使用館舍的標的。 

    2010 年，當時台灣已相當盛行以「委外化」做為公立博物館的經營使用策

略（顏上晴 2011），然而屏東縣政府的會計部門對鄉下館舍活化的觀念與地方間

的巨大隔閡，造成屏東縣客家文物館的零元委外案無單位想投標，縣府人員四處

尋找願意經營的客家團體，最後由六堆生活學院專案辦公室解散後，辦公室成員

新成立的社團法人屏東縣深耕永續發展協會參與投標承辦。此後，六堆生活學院

計畫雖在屏東縣政府與行政院客家委員會的支持下，斷斷續續推動，然而同樣面

臨經費與時程極不穩定41，時高時低，推動時程短則五個月，常則一年半，年年

招標的模式推動。故而在數年間，「六堆生活學院經營計畫」與「屏東縣客家文

物館委託活化經營專案管理計畫」兩個活化任務都在屏東縣客家文物館場域發

生。 

                                                        
39
南部六堆客籍大老，首先發起籌設六堆文物館的倡議者，屏東縣美和中學與美和棒球隊創辦人，

已故國策顧問。 
40等同一年 56 週每兩週需舉辦一場次小型活動 
41社團法人屏東縣深耕永續發展協會，2015，屏東縣客家文物館推動六堆生活學院專案計畫成果

簡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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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下整理在屏東縣客家文物館場域 2008-2015 年間推動的各項重要事項如

下： 

表 4-2 屏客館歷年重要任務推動表42 

項

次 

推動事項 內容說明 推動年度 備註 

一 籌組、培訓與

營運志工團 

一、年度志工招募暨年度培訓、

舉辦志工學習型聚會 

二、志工服務營運與榮譽爭取 

2008-2016  

二 館舍活化43 

專區服務與入

館統計 

一、免費藍衫體驗租借 

二、免費單車遊租借 

三、團體導覽解說預約申請 

四、鄉土教學童玩或客家 DIY 體

驗服務申請 

五、入館統計 

六、客家俗諺與謎語教學體驗 

七、小型圖書室閱覽服務 

八、文物拍照體驗區 

2008-2016  

三 館舍活化 

97-98 專案計

畫 

一、於六堆客家文化園區演藝廳

舉辦嚴長壽專題講座出席

500 多名學員 

二、六堆囍事計畫 

1. 蒐集婚禮老照片 100 張 

2. 舉辦六堆囍事展覽及系列活

動，創造一萬多參觀人次 

3. 策辦小型六堆囍事婚禮，共十

對新人 

4. 編印六堆囍事展覽手冊 

2009  

四 人才培育 

大家共下來學

習-客家講堂

計畫 

1. 年度舉辦各系列44客家文化相

關課程，每年培訓數百至一兩

千人次學員 

2. 依年度舉辦不同主題公共論

壇 

2008-2016  

五 文物典藏 

「文物會說

話」計畫系列

一 

文物會說話 1：文物典藏活化計畫 

1. 與科工館合作，培訓兩梯次共

26H 文物保存暨整飭志工 

2. 擬定文物分類規範，規劃文物

身份證 

3. 清點館內所有文物，共製作

662 件文物身份證 

2010  

                                                        
42參考社團法人屏東縣深耕永續發展協會 2010-2016《六堆生活學院經營計畫成果報告書》 
43屏客館經營團隊針對在館內推動的各項計畫都設有一個計畫方向，粗體字為筆者引用成果報告

書上的各計畫方向做為參考 
44自 2011 年開始，客家講堂只開辦客家文化資產學門、手作經濟學門、綜合學門三個學門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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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舉辦《返古風潮-聽客家文物

說故事》特展 

5. 出版《返古風潮-聽客家文物

說故事》導覽手冊 1000 本 

六 文物活化 

「文物會說

話」計畫系列

二 

文物會說話 2：文物典藏活化計畫 

（1）文物修復評估 

（2）研擬文物館典藏環境修繕計

畫 

（3） 設計文物學習單小學版、

國中版各一版本 

（4）出版「文物會說話」繪本故

事書《阿明牯 阿妞妹大冒險》

1000 本 

2011  

七 文物修復 

「文物會說

話」計畫系列 

文物典藏修復計畫 

1. 文物典藏修復計畫： 

(1) 進行受損文物修復與基本維

護 

(2) 金屬器類文物整飭修復 

(3)文物整飭維護(清潔、製作保護

盒 

(4)文物材料分析與鑑定 

(5)文物修復保存工作坊 

(6)「再現風華」六堆文物修復典

藏展 

2. 出版「文物會說話」繪本光碟

500 張 

2012  

八 文物活化 

「文物會說

話」計畫系列

三 

文物會說話 3：契約文物研究計畫

暨文物修復計畫二 

1. 書契研究暨展示活化 

(1) 館內契約文物調查研究 

(2) 舉辦書契類文物研究成果展

系列活動 

(3) 出版書契研究成果專輯 

2. 文物典藏修復計畫: 

(1) 進行受損文物修復與基本維

護 

(2) 材料分析與鑑定 

(3) 文物整飭維護(清潔、保護盒

製作) 

(4) 文物修復保存工作坊 

(5) 文物修復典藏展 

2014  

九 文物活化 

「文物會說

話」計畫系列

文物會說話 4：六堆契約多媒體互

動展示網計畫 

1. 建置六堆契約多媒體互動展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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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示網 

十 產業創新 

六堆設計營 

1. 徵選約 10 家合作單位區分三

主題，徵選約 40 名青年設計

師或學生媒合設計任務 

2. 以結合地、產、官、學四領域

模式，舉辦五天四夜下鄉設計

戰鬥營 

3. 學員創新設計並製作樣品及

發表，頒發六堆設計獎 

4. 舉辦六堆·好設設計展，出版

1000 本成果專輯 

2011-2013 深耕永

續發展

協會承

辦三屆45 

十

一 

產業創新 

六堆結扇緣 

六堆結扇緣-檳榔扇創新發展計

畫 

1. 募集檳榔扇葉 

2. 舉辦檳榔扇藝師培訓工作坊

48H 
3. 邀請 30 位臺灣設計師、藝術

家參與檳榔扇創新設計 

4. 邀請在地客籍藝術家及民眾

進行檳榔扇創新設計 

5. 展出超過 15 種扇面創新技

法，舉辦「六堆結扇緣」檳榔

扇創新特展 

6. 進行檳榔扇文獻回顧，出版

《六堆結扇緣-客家文化的蛻

變與創新》 

2012  

十

二 

館舍活化 

遊藝有方展館

交流計畫 

1.提供地方藝術家、工藝師、設計

師等申請的小型創作展演計畫，

共「品竹綠生活 竹工藝展」、「旅

石 硯藝」、「家」、「臺灣客家特色

商品包裝設計展」等十餘場次 

2011-2013  

十

三 

館舍活化 

哈客故事屋 

「哈客故事屋」故事劇場計畫 

(1) 打造四面環繞故事屋小劇場 

(2) 製作三面移動式故事場景 

(1) 推出三齣客語故事劇、說故事

活動及四場主題 DIY 活動 

2014  

十

四 

館舍活化 

「創藝來作

客」駐館創作

計畫 

1. 共徵選兩名駐館藝術家進行

創作 

2. 舉辦1場次六堆藝術家交流座

談會 

3. 舉辦2場次的藝術家與居民互

動活動 

2016  

                                                        
45第三屆後與六堆生活學院經營計畫分開，由屏東縣政府客家事務處採另一標案委外舉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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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舉辦1場次創作成果發表活動 

十

五 

館舍活化 

數位六堆官網 

「數位六堆」客家文物館網站建

置計畫 

1. 建置屏客館官網，舉辦網路開

站活動 

2. 逐年數位典藏館內所有文物 

3. 提供所有客家講堂課程網路

線上報名 

2014-2016  

十

六 

研究合作 1.歷年來鼓勵相關合作單位師生

投入屏客館相關研究，相關碩論

或小論文共計發表十餘篇46 

2010-2016  

十

七 

硬體服務 協助硬體設施改善建議：典藏室   

筆者製表 

 

    在屏東縣客家文物館 2008 年 9 月委外經營後，舉辦了許多課程、展覽、活

動，為屏客館建立了官網、做了文物清點、調查與數位典藏，將文物故事變成故

事書，修復了十多件文物、出版了近十本書或展覽專輯…，創造了眾多媒體報導，

不論是附近的學校老師、居民，或志工團的志工、遊客都感受到不同於過往公部

門直接營運的模式與成效。 

 

我嫁過來西勢幾十年了…，這幾年你們經營（文物館）後，我覺得文物

館變的很熱鬧，有很多活動可以學…新的展覽很好，只要我的親戚朋友

來，我都會帶他們來文物館走走，很感謝你們…。（屏客館志工團志工

謝兆珍 2014 年訪談） 

 

客家文物館位在忠義祠裡面47，只有一個不甚明顯的門讓人進出，先天

條件就設計不佳，很難讓遊客進來探訪。而文物館設計採客家圍籠式建

築48，就屏東客家聚落而言，難以給人認同的感覺。之前由縣府管理經

營時，我的感覺是很鬆散的，因為沒有常駐的職員進駐，我甚至有看到

管理的科員無法管理清掃的人而爭吵的現象。自從 98或 99年49記不太

清楚，客家文物館委外經營後，經營團隊經常與學校、社區互動，辦理

豐富的課程與活動，增加了社區民眾對文物館的認同與對社區的向心力。

（西勢國小吳宇斌主任 2016 年訪談） 

                                                        
46參考許瑞君整理，2016，〈屏東縣客家文物館歷年相關研究發表明細表〉，社團法人屏東縣深耕

永續發展協會 
47筆者附註，「裡面」乃是指地理方位而言，文物館從空中俯瞰乃是位於忠義亭祠裡面 
48筆者附註，臺灣六堆聚落的建築乃是四合院型態居多 
49筆者附註，屏客館 97 年 9 月-98 年底委外予新埤愛鄉協會經營，99 年 4 月底再度委外深耕永續

發展協會經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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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綜合來看，屏東縣客家文物館的委外經營，除了利用現有空間新增許多遊客

互動或入館服務，如導覽解說服務、藍衫穿著體驗、花轎仿文物拍照體驗區、免

費單車租借、客家俗諺與謎語教學體驗區等外，尚有長期的志工團隊經營、入館

統計等基礎館舍營運措施。這在地方型小型館舍是比較少見的。 

  

團體導覽解說服務與拍照 志工導覽解說服務 

  

遊客藍衫體驗 遊客花轎體驗 

圖 4-2-3：屏客館委外後新增服務 

資料來源：社團法人屏東縣深耕永續發展協會 

 

    除此之外，屏客館的經營來自經營團隊社團法人屏東縣深耕永續發展協會，

幾個延續性的重點推動的方向，如「大家共下來學習」客家講堂、「文物會說話」

系列計畫、官網的建置、文物數位典藏與長期維護、遊藝有方小型展演計畫、六

堆設計營、六堆結扇緣等。 

    每年開設不同課程的客家講堂計畫，乃是六堆生活學院「學習」、「傳承」兩

項精神的實踐體現，課程環繞著客家與地方兩個軸心，課程形式也依照各類課程

而不同。例如客語培訓、客家故事媽媽培訓、認識客家文化資產、公共論壇、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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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專題講座等開設室內課程；許多地方工藝或傳統美食課程，如植物染、剪紙、

檳榔扇、花布縫紉、竹工藝、客家宴席菜或客家米食、醃製品等，從盡量讓學員

從生活性的動手作中傳承客家文化。部分知識性的課程也會結合戶外課，讓學員

親歷其境學習，如客家小小導覽解說員、老街踏查、六堆文化生態旅遊工作坊、

五溝水聚落生態導覽、客庄好神列車等。 

  
小小導覽解說員課程 單車遊客庄課程 

 
 

客語中高級培訓課程 植物染課程 

圖 4-2-4：客家講堂實況 

資料來源：社團法人屏東縣深耕永續發展協會 

 

    除了客家講堂計畫外，推動最多年的另一重點是「文物會說話」系列計畫。

「文物會說話」橫跨了五個年度，乃是經營團隊針對屏客館規劃的重點。「文物

館這個名稱對於一般人而言就是一個「物件」所在的展示館，館內文物自然也應

該是一個重點經營所在。」文物會說話系列，從最基礎的文物清點整飭開始，針

對館內不確定總數與狀況的文物進行清點，經營團隊與科學工藝博物館合作，從

培訓清點人力開始，透過清點整飭、拍照數位化所有文物資料製作文物身份證，

成果進行館內經典文物展，並編印一千本的文物導覽手冊。這個幫文物館打底式

的文物整理，對內乃是為了瞭解整個館內文物狀況的典藏基本功50，對外則是為

了讓志工團瞭解館內文物特色與歷史，向遊客導覽時才能更具說服力。 

                                                        
50屏客館在公部門直接經營時，並未針對館內文物進行全面性的清查與數位化，常設展示的文物

是否遺失/失竊也未可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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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古風潮-聽客家文物說故事》文物手冊 「文物會說話 1」計畫推動流程 

圖 4-2-5：文物會說話 1 計畫成果 

資料來源：社團法人屏東縣深耕永續發展協會 

 

    第二個年度的「文物會說話」計畫，進階的進行相關典藏作業基礎工作，如

進行館內 500 件文物專業詮釋作業；進行 2011 年度的新文物登錄作業；研擬屏

客館文物分級規範；召開文物分級審查會議，將館內文物分為三加一級51；設計、

發行文物學習單（區分中小學版），提供中小學遊客學習使用；研擬屏客館典藏

硬體改善建議方案；舉辦年度文物捐贈記者會。並邀請地方人士將文物故事改寫

成繪本書《阿明牯 阿妞妹大冒險》，以吸引學童的圖文書模式，來推展館內文物。

第三個年度的「文物會說話」系列，因為經營團隊發現館內某些文物因蟲蛀、劣

化等問題正面臨文物毀壞的處境，因而展開了兩個年度的經費爭取，與台南藝術

大學古物修復研究所師生合作，後來總計修復了十九件文物，材料分析四項文物，

製作了十多個文物保護盒。 

  

《阿明牯 阿妞妹大冒險》繪本書 織品文物加固處理 

圖 4-2-6：文物會說話 2 計畫成果 

                                                        
51 詳見〈屏東縣客家文物館文物分級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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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社團法人屏東縣深耕永續發展協會 

 

    在此之後，「文物會說話」系列在相關專家學者的建議下，與高師大地理所

副教授合作，朝向更為專業化的研究面向發展，針對館內典藏的重要契約進行研

究，發現了數項與地方歷史相關的研究發現，如乾隆十年（1745）的購買水權契

約，打破了「糶糴」地名的現身年代記錄等。其後舉辦系列活動與成果展，並編

印了 1000 冊的書契文物成果專輯。第四個年度更將書契研究成果製作成簡易版

的契約故事網頁，提供民眾與學生教學使用。 

 

 

契約文物研究分佈圖 聯合報新聞報導 

圖 4-2-7：文物會說話 4 計畫成果 

資料來源：社團法人屏東縣深耕永續發展協會 

    而另一個使文物館成為地方展示平台的，則是經營團隊在屏客館延續多年的

小型展演計畫52，由經營團隊自行籌款舉辦，或者由經營團隊以補助藝術家 1-5

萬元間的小型創作展方式，邀請屏客館周遭學校師生、工藝師、藝術家或創作者

等於館內申請展出。據經營團隊表示，以小型創作邀請展或徵件展的模式舉辦，

乃是為了連結六堆周圍民間藝文或學界資源，透過打造社區型的小型藝文展示平

台，引進各種藝文能量，提供居民與遊客除了文物以外的展示資源。而這些小型

展示或創作展並不因為簡單就沒看頭，例如其中一檔由經營團隊與忠義祠管理委

員會合作的展覽所邀展的一份祭祀冊歷史文獻，就曾引起數位忠義祠研究者的注

意。某些藝術創作者的作品也引起買家購買或量產意願。 

                                                        
52屏客館小型展演計畫的推動主要由委外經營團隊於 2010 至 2013 年間推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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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石。硯藝」六堆藝術家創作展

報導 

品竹綠生活-六堆竹工藝展聯合報報導 

圖 4-2-8：小型展示活動 

資料來源：社團法人屏東縣深耕永續發展協會 

 

三、 青年怎麼說六堆：從六堆設計營到六堆結扇緣 

    在屏客館的經營中，除了廣受居民、遊客歡迎的客家講堂外，尚有兩項引發

眾多討論的專案計畫，六堆設計營與六堆結扇緣計畫。這兩項計畫有三個共通點，

一是都匯集了好幾年的討論與能量才在屏客館的場域發生。二是兩者的進行都取

材自六堆與在地，卻又有新的元素注入。第三個是這兩個計畫都利用了由上而下

的官方經費，然而其操作模式與創意，卻具有由下而上的社區在地精神，使得成

果有著超乎預期的後續效應。 

 

（一） 「六堆設計營」的實踐 

    六堆設計營乃是筆者身為第一年度六堆生活學院辦公室召集人時提出，於

2011 年開始舉辦的一個營隊活動，它的構想早在數年前就已提出。2007 年，筆

者歸鄉後曾於屏東縣內數處客籍鄉鎮進行田野調查工作，發覺地方上尚存某些傳

統技藝或開業數十年的老行業，雖已步入黃昏，但都帶有強烈的地方特色或文化

意涵，如編織竹門簾工藝、木頭祖先牌位雕刻、打棉被等。後來為了更實際了解

傳統技藝產業的沒落狀況，2009 年，草創不久的社團法人屏東縣深耕永續發展

協會（以下簡稱深耕協會）針對屏東縣最大的客籍鄉鎮內埔鄉進行傳統技藝產業

的調查，得知了六堆客家聚落正面臨嚴重傳統技藝產業沒落與技藝失傳的危機。 

    加以過往六堆生活學院在發掘六堆工藝轉為傳承性課程時，發現傳統工藝品

的產品設計急需創新。而傳統技藝業者與地方文化團體也極為缺乏行銷能量與人

才，故而引發尋找資源與方法來關注這個問題的思考。由於六堆生活學院的顧問

之一乃是中華民國社區營造學會理事、參與籌設雲林科技大學創意生活設計系的

黃世輝老師，2009 年筆者與其討論，發覺設計科系學生或剛畢業不久的青年設

計師，也極為缺乏進入田野或業界設計的機會，亟需可以投入實務設計的場域，

讓學生們脫離 office design。幾經討論後，筆者開始尋求資源籌措以結合官方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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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結合業界與學界資源、結合地方工藝師與團體，在六堆地域進行創新設計的

機制。由於想要結合過往六堆生活學院在博物館場域發生的經驗，因此第一屆的

六堆設計營規劃為一個四天三夜的戰鬥工作營模式。 

    2011 年起，第一屆六堆設計營以六堆生活學院子計畫之一模式舉辦。以連

結地、產、官、學四個領域資源模式，針對六堆傳統工藝與地方產業發展困境，

帶領青年設計師或設計科系學子下鄉，深入六堆鄉鎮協助傳產或藝文單位進行產

品研發或文創商品設計與打樣。營隊內容尚包含六堆導覽、大師講座，並以工作

坊方式進行下鄉訪談、設計創發、評圖與修正、製作模型、成果發表，並於成果

發表後進行專家評選，頒發六堆設計獎。其中的第二屆與第三屆六堆設計營計畫，

並出版兩冊六堆設計營成果專輯。 

    通過徵選的學員需在設計營前兩天下鄉住在藝師家，巨大的文化與空間衝擊，

往往對學員產生深刻影響，例如有人發現過去以製作竹門簾維生的竹工藝師，今

日本業是種植六堆地景常見的檳榔，副業才是製作竹門簾。工藝師的工作空間、

居住地方或提供學員借宿的空間，對於來自都市光鮮亮麗的設計高材生53們，經

常十分具有衝擊性。同樣使學生們在短短的一天半中迅速的迸發創造力。 

    對於學員而言，六堆設計營最大的挑戰之一，不僅在於學員在到了營隊現場

才知道自己需完成哪種產業的產品創新，更重要的是需在營隊倒數前一天開始將

設計草圖製作為實品，且材料採購預算僅有大約一千元。考驗學員在極短的時間

內，結合設計構想、預算將產品設計製作出來的能力。與工藝師或合作單位的溝

通、協會、合作順暢度，更會影響他們的思考與心情。然而學生的創作往往也帶

給工藝師們極大的震撼，帶給雙方全新的視野。 

 

整體來講還不錯，學生也很有創意、很棒。在短時間內要完成一份作品

不容易，因此自己也貼了些成本，材料費不符成本，因為是手工的。量

產會有困難，如果未來有心的話也許也可以往這裡走，但考量市場接受

度可能比較低，但沒賣也不確定是不是真的是這樣。建議未來續辦，可

能可以累計、看到更多成果。（利貴文竹門簾/利貴文負責人） 

 

我比較沒有在你們活動現場，為什麼打五分呢，因為來參加的學生很用

心、很認真的設計。（設計營）時間很短阿，總共才四天三夜，學生第

四天早上就要做好作品了，很趕。但學生來到我這裡，很用心的設計、

很用心的學習，我覺得很好。作品打四分，是因為作品還有改進的空間。

未來我有考慮量產，如耳機跟燈罩都很好，但燈罩要再修一下設計更好。

像學員在做比較浪費材料（意指不熟悉會使成本拉高），我自己做就不

會，這個可以做好拿到觀光區賣，現在竹家具也是很熱門的，我以前是

農機具團的，我知道竹家具很熱門。 

                                                        
53營隊學員徵選模式採取書面申請，每屆僅錄取報名人數的三分之一，以設計科系大學部高年級

以上，比較具有實作經驗的學生或青年設計師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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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再辦設計營活動的話，建議學生設計大型一點的作品，因為小型作

品不好做，價錢賣的高的話民眾又不太能接受。大型作品的話可以賣的

錢高一點，像現代化的家具很多都是創新的，木頭的、竹的都有，未來

是可以期待的。（吳市郎松梅竹藝/吳市郎負責人） 

 

都算滿意。關於量產，原則上我們都是同意的，問題是在尋求經費上，

只要找到量產的經費，我們就會生產，因此如果有跟量產相關的計畫訊

息，我們一定是會考慮去提案的。（綠元氣產業交流促進會/江嘉萍總幹

事） 

 

很棒、很有創意，給社區帶來活力。設計成果很好，未來有考慮要量產，

目前還在籌募資金當中。54（茄冬文史協會/陳賜福理事長 110813） 

 

    整體而言，六堆設計營以屏客館為平台，連結官方資源、大專院校師資與業

界專家、地方工藝師或組織等，媒合設計科系學生或青年設計師，以徵選方式讓

學員下鄉至六堆工藝師、業者或文化性社團、廟宇等單位進行產品創新設計或包

裝設計，扶助傳統工藝產業創新設計機制。透過協會工作者實際參與的行動研究，

及與官方、學界師資、藝師與學員等參與者的深度訪談，得知其效益為 1.促使學

員對六堆的文化與產業更加認識，同時激發其設計潛力 2.增進傳統產業業者視野

的開闊度以及地方政府對設計人才與傳統產業連結的關注 3.促成作品的量產 4.

參與者普遍希望再次參加，並反映設計營時間可以延長，而此也顯示設計營已成

功燃起眾人對於六堆新設計的期望。課題則包括：學員對於產品生產經驗不足、

業者不敢貿然投資於新產品、地方政府缺乏鼓勵傳統產業轉型的配套與主動政策

等。 

  
學員下鄉向工藝師學習與訪談需求 評圖後修正設計苦惱中 

                                                        
54 引用社團法人屏東縣深耕永續發展協會，﹤六堆設計營合作協辦業者滿意度調查﹥書面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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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屆六堆設計營學員成果發表展示 設計樣品製作中 

圖 4-2-9：六堆設計營 

資料來源：社團法人屏東縣深耕永續發展協會 

 

（二）六堆結扇緣 

    檳榔扇則是深耕協會在設計營之後，因著六堆傳統工藝品檳榔扇之發展困境，

接受相關顧問如褚士瑩、胡佑宗、黃添貴建議的推動標的。 

 

當初原本就預設了要進行文獻的蒐集，瞭解檳榔扇的歷史，畢竟檳榔扇

是六堆家家戶戶，作為往前走的基本要素。但沒想到的是，後來挖掘出

的檳榔扇歷史還是遠遠打破了自己的認知。 

 

    工作團隊成員追檳榔扇的根本，並非像臺灣推動文創產業時老生常談的，只

是為了想說好一個故事，而是「相信」認為六堆人的祖先就地取材使用這個材料。 

    以「六堆結扇緣」計畫而言，復興檳榔扇工藝，這本是一個地方產業或傳統

手工藝復興的課題。此課題在當代面對扇子功能性被取代、檳榔扇往精緻工藝發

展的瓶頸、六堆檳榔扇蝶古巴特工法復興乃是 2000 年後的文化再現等狀況。與

其他六堆客家傳統工藝困境有雷同的處境，如美濃油紙傘工藝、客家傳統服飾（藍

衫）製作等，整個六堆地區僅剩下少數幾位還會製作檳榔扇的藝師。在筆者參與

推動屏客館活化過程中，因需推動地方特色課程與販售六堆特色產品而一再接觸

到檳榔扇，意識到檳榔扇工藝是六堆地方一大特色，不僅與原鄉不同、也與北客

不同，後來再歷經數位協會所邀請的外聘講師如褚士瑩、胡佑宗、黃添貴等人建

議，皆認為此乃是六堆最具特色的地方產品，最後決定統籌所有資源來推動檳榔

扇計畫。 

    協會與相關顧問老師討論後，認知到要推動工藝產業復興，需考量到工藝技

術復興、整個產業鏈復興、產品創新以創造當代產品消費者等問題，並需結合博

物館場域進行。因而此計畫企劃以召開說明會與記者會，對外進行付費募集扇胎

模式，藉此灌輸農民善用農業廢棄物創造收入、嘗試回復清代檳榔扇產業鏈上游

廠商的觀念。此外，推動兩梯次檳榔扇技藝工作坊，從最初階的撿拾裁切檳榔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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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最後端進行不同方式的扇面工藝設計（如蝶古巴特、古法烙畫、版印、沙畫）

等，藉此培養新的檳榔扇工藝師。畢竟一個產業鏈的產生，必須要有更多的參與

者才能產生集體效應。 

    同時間將收集來的扇胎處理後，送交協會合作的設計師協會等設計師、屏東

藝術家、六堆工藝師等，區分六堆意象、屏東風情、創意設計三個組別，並事先

規劃好邀請創作成員以植物染、版畫、剪紙、刺繡、拼布、棉紙撕畫、壓花、沙

畫、油畫、蝶古巴特、紙雕、書法創作、平面設計、立體創作等，各種不同媒材

或方式進行檳榔扇創作，總計完成近 20 種不同媒材或技法創作。此外，同時進

行檳榔扇的文獻調查與訪談，從中發現，確認檳榔扇的歷史始於臺灣；且從文獻

記載中可以發現，檳榔扇至少在清道光年間就已發展為臺灣仕庶通用商品，以裝

飾性藝品與生活商品為產品主軸。且清代有專門檳榔扇扇面繪畫技藝稱為「火畫」，

被西洋人士視為臺灣代表性特色伴手禮，證明檳榔扇歷史至少有兩百多年（許瑞

君 2014）。 

    文獻中尚記載日治時期檳榔扇被帶到內地（日本）展售，相關文獻或報紙上

常報導「臺灣產有一種檳榔扇…色潔白，面有薄膜，滑而澤，裁之作四方形，長

尺餘，嵌其柄，鑲以角，有花隱現，色豔可人…有辨以進京者。閩人尤雅愛之55」、

「西洋人士購之餽贈，以為臺灣特有之技56」。最後集結所有文獻與創作成果，策

劃「六堆結扇緣-檳榔扇工藝創新特展」，並出版《六堆結扇緣 客家文化的蛻變

與創新》一書。希望傳承祖先就地取材、廢物利用的美好生活智慧，向外界推展

屬於現代六堆風情的檳榔扇。六堆結扇緣計畫成功吸引了民眾與媒體的目光，更

使六堆屏東地區推動檳榔扇工藝走向多元創作的階段，日後更被邀請到縣府廣場、

台南市展出，也為檳榔扇工藝師增加了許多的媒體曝光度與銷售量。在六堆的其

他鄉鎮，也出現了不同的檳榔扇工藝師，以檳榔扇扇面創作作為設計重點。 

    這正是深耕協會成員連結六堆地域上的工藝師、居民與遊客、藝術與設計專

業者等以博物館空間為平台場域，發揮文化行動能動性的地方。在六堆結扇緣的

相關資料中，常可見到以下文字： 

 

    創新六堆檳榔扇設計，並推廣檳榔扇文化。 

    開發客庄農村閒置人力進行檳榔扇胎體製作，創造在地就業新產值… 

 

    為六堆結扇緣計畫欲連結地方與傳統工藝、再造產業鏈做了註解。 

 

 

                                                        
55 19051013 臺灣日日新報漢文版，轉引自許瑞君，2014，＜檳榔扇文化復振－台灣檳榔扇技藝

溯源與產業比較＞，2014 亞洲文化設計研討會/日本 京都，日本 亞洲文化設計學會 
56連橫，《臺灣通史》卷二十六工藝志，轉引自許瑞君，2014，＜檳榔扇文化復振－台灣檳榔扇

技藝溯源與產業比較＞，2014 亞洲文化設計研討會/日本 京都，日本 亞洲文化設計學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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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小結：地方博物館實踐的內在理性 

    如果一個位於偏鄉的地方型館舍透過官方資源與地方脈絡的結合，就能成功

引發參與效應，那麼地方博物館實踐的內在理性為何？是經費資源的爭取與分配、

新的人力資源的投入，與重新號召起六堆人的認同？抑或全部都是？ 

    在屏東縣客家文物館這個經營案例中，我們可以發現，歸納屏客館改變的三

大重點，是地方資源網絡平台的角色建立、青年歸鄉實踐、民眾參與及當代六堆

詮釋（網絡建構、青年實踐、民眾參與及六堆認同詮釋建構），這三個實踐面向

的發生，打破了屏客館過去固著的停滯現況，為屏客館這個承載六堆價值的偏鄉

小館舍注入了活水。 

 

一、 一條返鄉青年的歸鄉路：場域、組織、價值 

    2010 年初，距離社團法人屏東縣深耕永續發展協會 2009 年草創，到加入支

薪的工作同仁才不過一兩個月不久，內部在討論是否參與屏東縣客家文物館零元

委外的經營案時，協會工作人員李育琴表示：「我們組成協會，不就是為了能繼

續經營客家文物館，如果因為沒有經費就不經營，那不是本末倒置嘛！」因為這

句話的支持，創會不久的深耕永續發展協會，雖然缺乏財務支持，但為了延續成

員參與 2008-2009 年間六堆生活學院第一個年度推動時經營屏客館的夢想，不顧

協會內部少數理事反對承接無經費支持的政府標案，以初生之犢不畏虎之姿擔下

活化屏客館的責任，也獲得原六堆生活學院總召集人徐正光等客籍學者或地方大

老，對於年輕一代歸鄉子弟的認同。 

擔任六堆生活學院總召集人的徐正光曾表示：「年輕人的活力很重要…由返

鄉青年來參與、推動地方事務，代表了客家新血的傳承，以前美濃就有一批這樣

的年輕人…，做這些事不容易，也很有意義。」57而這個時期距離早期從社運走

向社造，距離美濃青年因為反水庫運動而返鄉的時代已經又往前了近十年。深耕

協會裡的返鄉青年與過往因社會運動、社區運動而集結、凝聚返鄉的一代並不太

相同。深耕協會裡的核心青年，有因嚮往客家文化或從大學開始的緣分而定居屏

東地區的北部客家人，也有受到家鄉呼喚而歸鄉的六堆客家人，更有因家庭因素

而返鄉的閩籍屏東人。 

他們或許與過往的返鄉青年有雷同的土地召喚與鄉愁情結，卻並非如 1980、

1990 年代等因為大時代、大事件的影響而返鄉。然而或許也因為此，使得他們

演繹起自己的歸鄉路時，在屏客館思索自己與故鄉的關係時，有著與過往臺灣經

濟起飛後更貼近現實感、更貼近鄉土的某種堅持。他們想留在故鄉，必須不斷找

到「活下去」的方法，面對 NGO 財源困境，他們必須自己找到財源才能做自己

想做的文化工作。面對親人對於文化工作、對於 NGO 工作的質疑，要找到不斷

能說服自己、也能說服親朋的心理支持。甚至如筆者這樣曾長期參與社區工作的

在地工作者，在面對今日非走上街頭搖旗吶喊的務實地方工作時，需要一再思索

對於地方、對於六堆、對於自我的意義為何時，留在故鄉或他鄉，還需要不斷反

思自己是否帶給這種種場域正面的建設與幸福。因為今日的地方，今日生活在這

塊土地上的人們，除了物質上的存在，尚需要心裡層面的價值認同。這或許也是

                                                        
572012 年徐正光於深耕永續發展協會非正式會議上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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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鄉青年的認同建構。 

 

二、 地方資源網絡平台的建構 

    觀看屏東縣客家文物館的活化推動，可以發現六堆生活學院的經營組織深耕

永續發展協會，展現了一種平台概念的作用。在屏東縣客家文物館的各種實踐上，

都可以發現深耕協會試圖連結官方（資源、經費等）、地方文化與資源（六堆土

地上各種有形無形資源）、各種人力資源（如擔任六堆生活學院的徐正光老師、

合作的大專院校資源師生與學校資源、專家學者、地方藝術家、地方能人志士）、

參與民眾（民眾參與使居民/遊客再度與屏客館發生關係）、地方團體、旅行社等。

這樣類平台角色的建立，無形中使得關係屏客館的所有利害關係人形成一種連結

關係，不論你喜不喜歡這個館、不論你認不認同這個館，你都與它產生了關係。

而這種關係使屏客館作為一個非自然人，卻好像有了自然人的性格，產生了某種

能動性。 

    是以田野中，常聽到工作人員說，某某單位又來打聽協會今年有沒有出新書；

某某單位詢問今年開什麼課，想要老師的聯絡電話，想邀請老師到六堆客家文化

園區開課、到高雄市客家園區開課…；今年有什麼特殊活動…。引發工作人員不

以為然的議論： 

 

他們為什麼不自己想做什麼自己去做，每年都這樣真的很煩，為何要一

直問我們做什麼直接抄，真奇怪！ 

 

    這樣的被「關注」，顯示了這個偏鄉小館在屏東的某些意義，具有某些人或

單位依賴的平台功能。尤其在不斷來往學校與田野地的過程中，筆者 2016 年甚

至在田野地數度聽到來自利害關係人58的類似言論：「這個館比不上六堆客家文

化園區…」、「這個館比不上都市裡的館，（入館）人太少了…」。令筆者極為震驚，

今夕何時何地，屏東縣客家文物館這個空有縣級博物館之名，卻位於鄉村沒有常

設經費的地區型小博物館，可以讓許多人輕易的在口頭上將之拿來與其他城市裡

的館、經費動輒每年幾億起跳的國家級大館相較。六堆客家文化園區乃是一個年

度預算平均是屏客館活化經費一兩百倍的大園區。至於其他都市裡的館，若論同

屬於屏東縣的屏東市區館舍的入館人數，倒沒有幾個館舍高於位於鄉下的屏客館

入館人數。若論臺灣其他大都市的國家級大館如故宮、自然科學博物館、歷史博

物館等，其館舍總資產、常設經費與人力規模都數百倍於屏客館，即便入館人數

高於屏客館，又有何值得稱許之處（何況 2016 年位於臺北市區的國立歷史博物

館入館人數僅高於屏客館兩萬多人）。這是否代表了屏客館作為一個區域性的館

舍，其平台角色獲得一定成果。 

                                                        
58此利害關係人包含在田野中偶然聽到入館遊客參觀後的評論與參與文物館會議時來自長官的

評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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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透過客家講堂的課程設計、小型展演計畫的媒合策展，六堆設計營與六堆

結扇緣等專案計畫的推動，在屏客館這個小博物館場域發生的當代六堆實踐，正

是經營團隊與參與民眾、志工團、各種活動學員們的當代六堆實踐。當經營團隊

苦思博物館場域能進行的「客家」傳承、「客家」創新、「客家」學習、客家「永

續」是什麼時，其正是進行了一場場的自我解讀六堆與建構六堆的實踐歷程。是

以我們可以看到客家講堂裡出現了手工製作花生豆腐、製作甩肉丸、製作鹹魚肉

餅、製作鹽蒜絲、製作豬膽肝、製作龜粄、製作豆腐飴、製作竹門簾、製作竹蜻

蜓、製作傳統剪紙、製作藍染衣、製作傳統版年畫等。因為在經營團隊的眼中，

那些可手工施做、對吸引何謂客家有正面幫助的內容，正是傳統六堆的想像。 

    而在朝向未來，六堆將何去何從59的思考中，經營團隊為引入六堆人的參與，

企劃了小型展演計畫、六堆設計營、六堆結扇緣等，透過不同方式與素材的展現，

讓大家一起來「說六堆、說客家」。 

 

  

                                                        
59見 102 年六堆生活學院經營計畫書 



 

65 
 

 

第五章 比較與分析 

    博物館乃是由西方引進的概念，成為亞洲國家 20 世紀末重要文化政策後，

在「國家」這個新體制的概念建構中，成為一種常設的功能性存在，其國家視角

主導的政治性也不言可喻。 

在當代博物館數大功能，如典藏、展示、教育、休閒等，不論是典藏物件的選擇、

展示重點、互動教育的參與或休閒、紀念品消費等，都展現了管理者中心視角的

國家性或政治性宣示。 

    然則在近代博物館的變遷中，隨著社會思潮的轉變，新博物館學興起，博物

館也被視為連結過去與現代，自我與他者的空間。除了傳遞設立者的政治企圖，

也期許參觀者不僅是單向的接收者，也成為集體行使權利的一份子（Miller & 

Yudice 2006：235-243）。 

    而博物館權力的行使者，除了主管機構或館方，也包含了實際的博物館經營

團隊。作為說故事的人，即便非主管博物館的行政機關，因為擁有實際主導展示、

教育、典藏等博物館重要服務事項的功能，作為博物館實際推動執行的菁英，反

而擁有了最大的文化詮釋權（Kaeppler 1994：19-42）。而本研究的兩個地區型博

物館經營團隊，即屬於同樣的立場。以下將由新博物館學的生態博物館概念

（Ecomuseum）、地方性的建構與社群能動性三個角度，來探討分析臺灣與新加

坡兩個具有共通性與異質性的島國華人社會脈絡下，族群博物館的發展與變異。 

 

第一節、 從新博物館學看新加坡與臺灣博物館的基礎概況 

一、 基礎比較 

    根據國際博物館協會60（International Council of Museums，簡稱 ICOM）的

定義，博物館乃是「一個非營利性、對外開放、永久經營的機構，以服務人群、

促進社會發展為宗旨，主要從事蒐集、保存、研究、傳播、展示等活動。61」茶

陽會館文物館與屏客館雖是地區型的小型館舍，然基本上仍與博物館的定義大致

相符，以下茲以筆者田野後統整的兩館基礎比較資料如表 5-1，作為瞭解此兩館

的基礎。 

 

表 5-1：屏東縣客家文物館與茶陽（大埔）會館文物館比較表 

項

次 

館名 屏東縣客家文物館 新加坡茶陽（大埔）會館文物

館 

1 國家 臺灣（中華民國） 新加坡 

                                                        
60 ICOM 乃是一個國際性的博物館學及博物館營運、管理的博物館專業非營利組織，1946 年底

於巴黎設立，與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維持合作關係，總部設立於 UNESCO 中，全球總計有近 150

個國家的會員，協會內設有國家委員會、國際專門委員會及地區性聯盟等組織，乃是臺灣少數加

入的國際性組織。 
61 1974，ICOM 闡釋之博物館定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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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成立時

間 

約於 1987 年民間發起籌設，終至

2001 年（民 90 年）開館營運 

茶陽（大埔）會館於 1857 年倡

議籌設，1858 年創設「茶陽

館」，幾經變遷，2001 年開始籌

設文物館，於 2002 年 12 月初

開幕。 

3 公私立/ 

主管機

關 

營運單

位 

公立/屏東縣政府 

由屏縣府客家事務處委由民間社

團經營 

私立/茶陽（大埔）會館所有 

文物館為會館附屬單位，平時

經營委由文物室主任何炳彪與

工作人員負責開館營運 

4 行政區

域人口

數/客家

人口數 

90 萬/約 20 萬 新加坡人口 500 萬人/客家人約

30 萬人 

5 城鄉區

域/地址 

位於屏東縣竹田鄉 農村地域 

911 屏東縣竹田鄉西勢村龍門路

97 號 

位於新加坡的老城鎮開發區芽

籠 

新加坡芽籠 22 巷 29 號茶陽大

廈 7-8 樓 

6 基地面

積 

建物基地面積 5,274 平方公尺 

戶外面積 2,081 平方公尺 

建物總樓地板面積 ＊ 平方公尺 

建物基地面積 ＊ 平方公尺 

戶外面積 ＊ 平方公尺 

建物總樓地板面積 ＊ 平方公

尺 

7 收費狀

況 

免費入館 免費入館，需預約 

8 開館營

運時間 

週二至週日 09:00-17:00 

國定假日及選舉日休館 

採預約制，非每日開館。一般

上班時間可直接到三樓辦公室

預約參觀。 

9 營運經

費/年 

委外活化前屏東縣政府配置一名

雇員。水電費、硬體等常設維護

經費，每年約 100 多萬。 

人力以文物館主任志工服務為

主 

所有常設、非常設營運經費由

會館全額支應，每年依舉辦活

動不同落差不小，文物館與文

化研究室若舉辦活動，費用多

則數百萬，若無舉辦活動，花

費約一百萬內。 

10 申請中

央機關

補助費

主要向中央機關客家委員會申請

補助活化費用，每年不定，自民

國 97 年起最低年約 90 萬，最高

無，所有經費由會館自籌，會

館經費來自茶陽基金會孳息與

會館產業之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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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約 400 多萬。 

11 年平均

入館人

數/人次 

民國 97-105 年，年平均約 3 萬人

次 

未統計，然每年參觀人數最少

數千人 

12 提供服

務 

8. 展示：常設展、不定期特展 

9. 典藏：典藏約 760 件文物 

10. 教育：以志工培訓與專案服務

方式推動 

11. 研究：平時無，獲計畫經費時

以專案方式推動。 

12. 修復：平時無，獲計畫經費時

以專案方式推動。 

13. 娛樂：以專案方式推動 

 

14. 專案服務： 

1.客家講堂專案 

2.文物會說話專案 

3.六堆設計營專案、六堆結扇緣

專案 

4.客家商品展售服務等 

15. 展示：分為大埔廳與茶陽廳

兩層樓常設展展示，其茶陽

廳旁尚有客家文化圖書室

與研究室，提供客家研究文

獻與資料參考 

16. 典藏：典藏器物 

17. 教育： 

18. 研究：由文物室主任兼任，

不定期發表 

19. 修復：無 

20. 娛樂：無，會館之育樂活動

由會館其他單位辦理。 

 

13 換展頻

率 

常設展約 3-5 年換展一次，特展

約半年-2 年間換展一次，小展約

2-6 個月換展一次 

僅設有常設展，無特展區。 

14 其他補

充 

志工隊約 40 人，由委外團隊負責

招募、經營管理，縣府僅編列志

工上午值班人員便當費與年度培

訓費用。 

文物館與文化研究室運作以文

物股為主要志工模式經營，無

另行培訓其他導覽志工等。 

15 對比

一：設立

歷史脈

絡 

在臺灣民主風潮與客家運動風起

雲湧的 1980 年代由民間決議興

設，歷 10 多年獲政府資金支持而

設立。 

在新加坡政府 1980年代末開始

發展博物館、美術館等文化政

策後，1990 年代受官員建議而

由民間會館自行興設。 

16 對比

二：運作

模式 

1. 由屏東縣政府搭配委外單位

客家社團營運，開放時間內免

費參觀。 

2. 文物館主要以文物管理、展

覽、教育活動、專案計畫、網

站平台行銷等為主要服務事

項。 

1. 文物館主要擔負會館的宣

傳門面功效，任何賓客或民

眾想瞭解新加坡客家或茶

陽會館文化，則先參觀文物

館、出版品。 

2. 入館免費，因參觀採預約

制，並非遊客民眾隨時可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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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參觀。 

17 對比

三：開放

時間 

週一與國定假日休館，其餘時間

開放 AM900-1700，一年開館約

300 天。 

採預約制，開館時間一年約 100

多天。 

18 對比

四：營運

經費 

1. 由於主管機關屏東縣政府年

度預算僅有約一、兩百萬，主

要供應水、電、硬體維修、志

工培訓費等。 

2. 館舍經營經費十分不穩定，主

要依靠每年度指導單位客家

委員會的館舍活化經費補

助，及委外單位局部自籌的經

費維持營運。 

1. 營運經費由會館自付 

2. 相對於臺灣客家社團，會館

之財產眾多，高達台幣數十

億元，設有專門負責經營會

館產業之董事與工作人員。 

19 對比

五：人力

資源 

因著歷史發展脈絡，臺灣相對於

以商業為重要發展基礎的新加

坡，擁有更多元、彈性、具人文

創新能力的人才，但在近 20 年臺

灣經濟每下愈況的情況下，地方

館舍與文化團體都面臨即便有人

也沒錢的困境。然而這些人力資

源卻擁有「輸出」的優勢。 

相對於臺灣客家文化蓬勃發

展，各種語言、音樂戲劇、技

藝、習俗、建築、產業等人才

眾多的情況，新加坡則顯現出

即便有錢也缺人力資源的狀

態，這也呼應了茶陽會館這些

年與學術單位合作的供需情

況。 

20 對比

六：建築

形式與

地理位

置 

籌建位置為忠義亭地主所捐贈，

位於忠義亭後方。建築形式仿原

鄉圍龍屋建築形式。 

因新加坡國土規劃與土地使用

政策歷史脈絡而遷移重建於芽

籠，建築形式不具客家文化意

涵。 

21 對比

七：週邊

客家文

化資產 

所在位置保存六堆傳統建築、習

俗、語言、飲食、工藝等傳統文

化資產 

傳統文化資產有資產有大伯公

廟、少數的幾家客家餐廳、少

數會使用客語的民眾 

22 對比

八：青年

資源 

有願意參與客家事務的年輕人，

但因館舍營運經費不穩定，青年

需擔負籌措經費壓力，須有相對

應的資源才能使他們的返鄉具有

意義、減少因為經濟需求而再度

離鄉的可能性。 

與新加坡華人會館情況相似，

茶陽會館由老一輩掌權，在政

治與歷史背景下缺少年輕人參

與；茶陽會館之青年會員與幹

部很少（董事：青年董事比為

41:2） 

許瑞君製表 20170102 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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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博物館學的角度來分析，茶陽（大埔）會館文物館（以下簡稱茶陽館）與

屏東縣客家文物館（以下簡稱屏客館）皆屬於客家主題的地方性館舍，又同由民

間團體所營運，雖然屏客館為公有館舍委外經營，然同樣具有民間團體營運的相

同屬性。筆者以傳統博物館四大功能進行比較，簡述如下表。 

 

表 5-2：屏客館與茶陽館博物館四大功能比較表 

 新加坡 茶陽會館文物館 臺灣 屏東縣客家文物館 備註 

研究

功能 

1. 與大學合作，外包研究功能予

大學師生，資助其研究，並資

助出版成果。迄今出版五本華

文書籍。 

2. 鼓勵大專院校師生或相關研

究者進行茶陽相關研究。 

1. 與大專院校的專家學者合作，

在策劃年度特展，或進行研究

專案時，與各領域教授師資進

行研究合作與出版。 

2. 鼓勵大專院校師生針對館舍與

典藏物件進行個案研究，共計

發表或出版十餘件研究成果。62
 

 

典藏

功能 

1. 少數文物由會員等民家中徵

集而來，因典藏物件極少，開

館之初與族群母群體博物館

合作，製作原鄉之故居模型、

引用原鄉照片、仿品，成為典

藏物件。總計典藏上百件。 

2. 無設置專屬典藏空間。 

1. 典藏約 760 件契約、祭祀禮器、

食具、農具、家具、教育、娛

樂等類文物。其中超過 100 件

為從六堆民家中徵集而來。 

2. 典藏文物區分三級，三級以外

列為可互動性體驗文物。 

3. 設有地下典藏室約 30 坪。因無

經費支付典藏室冷氣費，典藏

室僅開設恆濕控制器。 

4. 依照文物典藏狀況需求，遇文

物受損時將文物委外修復。 

5. 針對內部志工與營運成員進行

文物清潔簡易維護培訓，以利

文物典藏基本維護。 

 

展示

功能 

1. 因空間因素，形成其典藏文物

全作為常設展文物使用。 

2. 預約制提供團體導覽解說服

務。 

1. 館內設有兩個樓層常設展區，

與兩個樓層特展區。每年度不

定期舉辦主題特展與邀請展

等。 

2. 提供團體導覽解說服務。 

 

教育

功能 

除例行展示導覽教育外，每年不

定期舉辦客家相關主題論壇、研

討會等。 

1. 除展示教育外，每年定期舉辦

以傳承客家文化主題的客家講

堂各系列課程上百小時及公共

 

                                                        
62 見許瑞君（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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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主題的論壇。 

2. 依各年度特色主題，開設特色

課程，如檳榔扇工藝師培訓、

紙類文物製作特色課程、生態

環境專題演講等 

許瑞君製表 

 

    整體而言，茶陽館的對外服務呈現比較單一與封閉性，筆者認為茶陽館的營

運型態，比較雷同傳統博物館以物件為主、單向式傳遞的經營；在營運對象上，

除了會員外，也是以團體預約制的方式對外部群眾開放，並無常態性的固定開館

時間。而屏客館則有其地方型博物館的公共性格，每年開館時間固定，對於所有

人開放；團體導覽雖也採預約制，然若館內志工並無其他任務，亦可現場請志工

導覽。 

    兩館在傳統博物館的四大功能：典藏、展示、研究、教育上皆有其成效。茶

陽館因空間與過往戰亂之故，典藏文物較少，展示空間也有限，僅設有茶陽廳與

大埔廳兩個常設展區，而無設置典藏室。然在研究上茶陽一館二室的經營，超越

新加坡華界之先，自 2008 年起開始與國立新加坡大學中文系有合作關係，委外

補助國大師生進行客家調查與研究，至今已出版五本客家主題專書，廣獲馬來西

亞、新加坡、中國相關學者與師生注目。而屏客館在研究上，則呈現稍微多樣化

的模式，屏客館曾經與科學工藝博物館合作，由顏上晴63博士發表屏客館委外經

營論文；並廣邀曾合作過的台南藝術大學、雲林科技大學師生以屏客館相關主題

進行研究，發表過與屏客館典藏文物、古物修復合作、六堆設計營等相關主題論

文，發表成果詳如附件一。以無補助經費方式邀請研究可說成果不差。 

    在教育功能上，茶陽館以客家主題召開多次論壇、研討會、客家節等系列活

動，被視為新加坡客家的領頭羊，然而其參與觀眾群主要以會員、國大中文系師

生為優先，宣傳也以對內宣傳為主，有些活動一般民眾不易獲得活動訊息，殊為

可惜。相對於此，屏客館則較具公共性，在所有公共論壇、客家講堂、研討會等

所有相關教育活動上，都歡迎任何地區民眾來參加，除偶爾即有外縣市民眾搭車

來參加課程或活動外，也曾經有第三屆六堆設計營的學員，經過報名初審通過後，

遠從香港搭飛機轉火車到位於屏東縣竹田鄉的西勢村參加，可見屏客館的教育活

動具有一定的課程公信力。 

 

二、 生態博物館視角的幾種啟示 

    接著筆者想從新博物館學興起後，最廣被討論的生態博物館概念來比較兩者

差異。16、17 世紀博物館開始在世界上興起後，具公開展示功能的博物館歷經

數百年發展，直到二十世紀，博物館界發生了兩大改革運動，一是 1920 年代起

始的人本主義精神，回到博物館與人的互動注，結合科技功能的互動性、參與性

                                                        
63 今台南藝術大學博物館暨古物維護研究所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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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示改革，一為 1970 年代創發的新博物館學（New Museology）運動。 

    新博物館學主要回應對象即為過去強調「物件」、朝向過去歷史、懷舊面的

意識型態、過於重視功能（functions），而忽視博物館存在目的（purposes）的傳

統博物館思維。傳統博物館學很少觸及理論或人文層面、博物館在促進社會發展

的角色意涵，新博物館學則強調對博物館「目的」的反思及社會意義層面的思考，

以促進社會發展的服務與努力為目的（Vergo 1989；Weil 2002）。美國博物館學

家 Julia Harrison 在 1993 年發表的《90 年代博物館觀念》一文認為，新博物館學

的重心已由傳統博物館重視典藏、保存、研究、展示的方向，轉為重視社群與社

區的需求（Harrison 1993：160-176，轉引自張立伶 1998：21-22）。 

    吹響新博物館學運動號角的，即是法國人類學家瓦西納（Hugues de 

Varine-Bohan）提出的生態博物館（Ecomuseum）概念。生態博物館概念將博物

館視為結合時間、空間與人的機構，強調人與空間環境、在歷史中互動對話，不

再將博物館範圍侷限於有形的建築或物，乃是一種連結的、動態文化資產的概念

（張譽騰 2003）。生態博物館理論以反身性思考（reflexivity）回應舊博物館學，

著重對地域集體記憶（collective memory）的關懷，希望建構一個去中心化

（Decentralization）、由下而上、群體意識、共同參與、包含實際文化行動（cultural 

action）的動態博物館概念。在美洲，此概念型態的博物館又被稱為社區博物館

（community museums）或鄰里博物館（neighborhood museums），可呈現其關注

地域與居民的連結性意義。 

    屏東縣客家文物館的誕生，同樣在此脈絡下產生。在 1980 年代臺灣本土化

風潮興起的「族群」認同與地方意識與政府政策對話後，新一波的文化空間營造

與展示，除連結文化保存與再現展示，並逐漸從靜態「物」的展示，走向強調地

方參與、與地方生態、文化、工藝、產業發展等結合，引用生態博物館概念，強

調博物館作為一個主動的行動者，應該要具有的、被期待的社會功能（劉堉珊

2016）。 

    換言之，生態博物館的關注重點乃在生活於同一範疇內的社區與居民，以此

視角來觀看同在 1980 年代開始被催生、並以博物館場域存在的地域、族群作為

關注重點的茶陽館與屏客館，自有其意義。以下茲以 Corsane 的生態博物館指標

（Ecomuseum indicators）的 21 項重點來觀看茶陽館與屏客館的在地實踐（Davis 

2011：92-93）。筆者依照文獻、田野期間所收集到的資料，將兩館依照生態博物

館指標進行標註，認為有符合指標者，標註●，部分符合指標者，標註○，不符

合指標者則不進行標示。 

表 5-3：Corsane 生態博物館指標（Ecomuseum indicators）對照表 

項

次 

項目 茶

陽

館 

屏

客

館 

1 由當地社區主導 ○ ○ 

2 允許相關利害關係者參與各決策過程，並以民主的方式推展  ○ 

3 由當地社群、學術顧問、地方企業、政府機關等來促進共同所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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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和管理 

4 將重心放在古蹟管理流程，而非古蹟（產品）的消費  ○ 

5 鼓勵在地工藝師、藝術家、作家、演員、音樂家的共同合作  ● 

6 依賴當地利害關係群體持續提供的志願服務  ● 

7 聚焦於地方認同與地方感 ● ● 

8 涵蓋地理範圍，並透過不同的共享特徵以決定範圍疆界 ○ ○ 

9 包含時間與空間的觀點，相對於時間，較著眼於隨著時間的改變

及延續，而非簡單的把事情凍結在時間裡 

● ● 

10 以斷碎的博物館型式，用不同的建築、地點形成了網絡，包含中

心節點（hub）與觸點（antennae） 

 ○ 

11 對於現地的遺產資源進行推廣保存、保護以及安全防護  ● 

12 對於有形、無形的文化資產都給予同等的重視  ○ 

13 鼓勵永續發展以及廣泛使用資源 ○ ○ 

14 為了更好的未來，允許改變與發展 ○ ○ 

15 鼓勵持續的檔案計畫，包括過去與現在的生活、人們與所有環境

因子的互動（物理、經濟、社會、文化和政治） 

 ○ 

16 推動不同程度的研究，從當地專家的研究與理解到專業的學術研

究 

○ ○ 

17 推動多元學科及跨學科的研究取向   

18 鼓勵以全面的方式來詮釋文化與自然的關係   

19 試圖說明科技/個人、自然/文化、過去/現在的關聯性 ○ ○ 

20 在文化資產與負責任觀光（responsible tourism）間找到交集  ○ 

21 帶給當地社區相關利益，如驕傲感、重生與經濟收入 ○ ○ 

  5.5 12 

（資料來源：轉引自 Davis 2011：92-93） 

 

    在此 21 項指標中，茶陽館與屏客館有兩項筆者視為共同達標的項目，乃是

7.「聚焦於地方認同與地方感」及 9.「包含時間與空間的觀點，相對於時間，較

著眼於隨著時間的改變及延續，而非簡單的把事情凍結在時間裡」。此外，

1.7.8.9.10.11.16.21 共八項，乃是與地方概念相關，關注地域上的人、社群、人力

資源、文化資源、文化資產保存、研究、社區利益與地方感、地方認同等。無論

茶陽館或屏客館在提及各種推動時，經常言及「客家」、「六堆」、「客家人」等與

地方認同、族群認同相關的詞彙，在相關活動介紹中，也經常以塑造當代六堆認

同、大埔或客家認同等字樣來進行描述，是以筆者認為兩館皆有達到生態博物館

概念著重的聚焦地方與認同一項。而在茶陽會館的推動歷程與人員訪談中，常可

以發現茶陽會館成員認為與時俱進的推展會館等事項是非常重要的： 

 

一個族群文化的生命力能否強而有力的延續下來，就是你有沒有新的東

西傳下來，你不能只是一直以過去的光環（歷史）自居，不論過去多麼

輝煌都已經過去了，你要看的是現在、過去、未來要怎麼聚成（連結）、

發展，怎麼發展下去才重要，這部分我看到臺灣，臺灣真的做的比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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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茶陽會館文物股主任何炳彪訪談 20151123） 

 

    是以在茶陽會館的發展歷程中，常可見到會館隨著時代演變調整宗旨、調整

組織架構、調整推動方向與活動主題或型式、新設青年團、歌唱團等，茶陽會館

與文物館的經營經常顯示出其重視傳統但不拘泥於過去，跟隨著時間前進的風格。

屏客館在此點上有著同樣的觀點。例如在推動「六堆結扇緣」時，著重的不只是

在展示上呈現檳榔扇這項有兩百多年歷史的工藝，還有公開募集扇胎，讓農民知

道可以善用檳榔林的廢棄物；培訓當代的檳榔扇工藝師，鼓勵大家傳承傳統工藝；

邀集藝術家與設計師創新設計符合現代人審美觀的檳榔扇，希望傳統工藝能透過

創新傳承下去，而非因扇子被冷氣電風扇取代而只有滅亡一途等。 

    除此之外，尚有多項與週邊利害共同體、居民等相關的指標，如「對於現地

的遺產資源進行推廣保存、保護以及安全防護」、「對於有形、無形的文化資產都

給予同等的重視」、「以斷碎的博物館型式，用不同的建築、地點形成了網絡，包

含中心節點（hub）與觸點（antennae）」等，視其情況來標註屏客館與茶陽館的

發展限制，筆者認為可作為兩館的推動參考依據。 

 

 

第二節、 茶陽館與屏客館呈現之地方性探討 

   較諸茶陽館與屏客館兩館在不同的國家地域，相同的是都屬於小型島國、同

樣受過不同文化的帝國殖民背景、同樣屬於以華人社會為主的國家，同樣在歷史

進程中成為現代化的國家。且兩館同屬於客家民間團體所經營的客家館舍，然而

筆者歷經田野後發現，兩館的營運有其同質性與異質性。如目標族群設定上的差

異，如公共性的差異，如營運主題上的差異。茶陽文物館（以下簡稱茶陽館）雖

針對所有有興趣參觀的民眾預約開放，但主要的經營對象乃是會館的會員。而深

耕協會所經營的屏東縣客家文物館（以下簡稱屏客館），所著重的是遊客、附近

居民等，顯然具有較大的開放性與公共性。除此之外，尚可以三個異質性差異討

論之。一為本土化建構的差異性，二為地方性（locality）的差異，三為族群性的

差異。 

 

一、 本土化建構差異 

    茶陽館一館二室營運相關主題內容上的差異，其敘事與新加坡國族主義的建

構有關，使茶陽館不只是茶陽大埔客的文物館，而是新加坡客家族群敘事的表徵

（陳雪薇 2016）。茶陽館的展示敘事由上而下、群體敘事色彩鮮明，在茶陽館七

樓與八樓主要以新加坡國族、會館歷史與原鄉風光、文化資產等作為展示主軸，

其敘事涵蓋從原鄉大埔到本土化的新加坡客家。在茶陽館的展示內容與典藏物件

上，將祖居地文化源頭作為新加坡客家文化的重要成分之一，其原鄉風土與歷史

等展示內容，佔了展館面積超過二分之一。述及新加坡茶陽館的歷史與發展、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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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組成等，則僅接近二分之一。 

    在茶陽館的相關推動中，除展示上有獨立的大埔廳外，既推動茶陽會員與青

年團回鄉探訪，補助國立新加坡大學研究生至中國進行田野調查，並鼓勵原鄉子

弟與新加坡互動、補助等。吳慶輝認為，新加坡的華人會館在文化紐帶與社會紐

帶上，一直與祖居地的文化源頭保持一定的聯繫，雖歷經 1949 年後的中華人民

共和國建國後的溝通斷裂，1990 年代中國與新加坡正式建交後，已恢復商業、

旅遊、發展文化認同的交流（吳慶輝 2010）。 

    新加坡在建國五十年後，在會館傳統功能的延續上（協助邑人的各種功能、

傳統節慶與文化、客語復興、過往歷史緬懷），或在當代新功能（文化保存、博

物館化）的發展上，主要仍以懷舊、傳承傳統為主、當代發展為輔。 

    臺灣歷經中華民國政府在政治意識型態轉變與民主化的過程，地方發展則一

直往「本土化 Localization」、「在地化」的方向走。主要以當代發展為主，傳承精

神、懷舊為輔。此點很明顯表現在文物館的經營內容與兩個經營單位運作上。屏

客館相較茶陽館，十分著重在當代的經營上，少數在談及六堆歷史由來時雖也會

提到原鄉乃是清代的廣東地域等來源，敘事則著重於六堆建立後的一切歷史、民

俗、空間、文化、文物、產業等發展，例如屏客館推動的客家講堂教育活動、六

堆結扇緣展示教育或專案活動如六堆設計營、六堆婚俗展計畫、研究計畫如文物

會說話五-契約文物研究計畫等，從其主題發想、課程內容、展示內容、互動活

動、研究成果等，分析其所再現的客家傳統文化或當代產業文化等，屏客館所推

動的標的，多半為客家文化在臺灣本地的在地化歷程。在範疇上，也較茶陽所揭

示的當代新加坡客家範疇為廣。 

    相對來說，臺灣與中華人民共和國雖歷經數十年政治上的斷絕往來，然在臺

灣解嚴後，臺灣與中國的各種經濟、社會與生活交流都早已緊密聯繫，然而在文

化的往來上卻與新加坡走向不同的方向。屏客館著重當代敘事，揭示它的關懷核

心在臺灣這塊土地上所建構的新故鄉「六堆」，與原鄉的聯繫並非重點，或說即

便歷史根源是重要的，也不是現在身處臺灣這塊土地上的六堆人所認為最重要的，

現在與現在正在建構中的未來才是重點。其間的差異，顯示了客家移民在異國生

根對於原鄉祖國的思鄉情懷外，何以新加坡客家人在新加坡的在地化歷程，與同

樣接受過殖民的臺灣客家人所發展出的客家文化建構不同。筆者認為，乃在「本

土化」歷程的差異上。 

    在臺灣眾多學者的探討中，臺灣在 1970 年代後歷經了本土化的浪潮，在臺

灣政治解嚴後的發展尤為明顯，雖然在不同時代與社群的背景下有不同層次的意

涵，追求各種地方主體性，族群主體性的思潮遍地開花，影響了臺灣今日許多地

方與社群乃是不爭的事實。然而筆者認為，對於屏客館與六堆地區社群產生重大

影響的本土化歷程有兩波，臺灣 1970 年代後的大環境政治社會思潮乃是第二波

本土化作用，早在清朝初年時，住在今日高屏地區的客家移民早就進行了第一波、

歷經上百年的土著化，或說本土化運動，也就是六堆人的產生與六堆民兵出堆護

衛家園的歷史過程。「六堆人」的出現，本身就是臺灣客家移民落地生根在地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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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重要歷史過程與本土化實踐。這個本土化實踐，使臺灣南部的客家移民社會，

真正走向定居的臺灣新家園，產生了「六堆」這個新組織，今日行政區域上找不

到的地名，也產生了不同於臺灣北部客家人的群體認同。「六堆」以地域而言，

它既是區位(specific location)，以客家移民社會脈絡連結而言，更是場所(locale)，

所形成的群體認同與精神象徵，更是地方感(sense of place)。 

    這個群體認同歷經兩三百年歷程雖有淡化或鬆動的現象，然在擁有六堆聚落

最多鄉鎮的屏東縣行政區域，至今仍常可見到以「六堆」為名的群體認同名稱，

如屏客館由民間籌備建館時，名為「六堆」文物館；地方文化團體出版的書命名

為《六堆客家社會文化發展與變遷之研究》、《六堆講猴話》等；如 2008 年屏客

館委外專案命名為「六堆」生活學院，皆來自於此群體認同象徵。而六堆生活學

院在推動「六堆結扇緣」計畫過程中，所挖掘出的檳榔扇歷史（檳榔扇來自臺灣，

非原鄉帶來；檳榔扇為閩人所喜愛等），更見證了六堆人或南部客家人在地化、

本土化的歷程。 

    相對於臺灣，新加坡的客家移民則缺少長期政治、社會與土地脈動的本土化

建構或土著化歷程。臺灣在政治上尚歷經民主化歷程，而新加坡雖有現代化國家

發展，卻缺乏民主化歷程。且新加坡整體呈現四族家國一體、外有眾多回教強敵

的緊張壓力下，對內似乎缺乏動力深化。在新加坡 1970 年代國族主義建構過程

中，雖一再向民間呼籲民間各族保護自己文化，發掘族群特色、辦理相關文化活

動等，然而並沒有如臺灣本土化運動歷程從政治、社會、族群、文化等各種層面

深化，亦無實際推動與華人族群特色建構的政策性作為，而是著重在建構「新加

坡人」的意義層次上，此從茶陽館一館二室的各種推動，關於當代新加坡人的面

向，僅有職業一項可窺見一二。除了職業一項外，似乎看不見當代新加坡客家人

的任何其他面向，如飲食、如信仰祭祀、如技藝文化等各種可見、不可見的資產

或內涵。表面上報導人也會將新加坡客家與臺灣客家族群相對比，認為臺灣客家

聚落保有了客家特色建築、民俗祭祀、傳統工藝、母語文化等眾多客家文化資源，

然而當代臺灣客家的呈現，多半是 1988 還我母語運動後的客家運動成果，以結

果來論無此歷程的新加坡，嚷嚷「我們沒有…所以我們不行…」，顯然落入十足

的矛盾中。捨棄新加坡當代仍常見到的釀豆腐、算盤子、芋頭飯等客家飲食、捨

棄新加坡傲視亞洲的客籍企業家文化、捨棄至今仍具有高度獨佔性的客家產業特

色、捨棄對於客家文化有興趣的年輕一輩民眾，或其他隱藏於民間、漸漸消逝的

客家文化如早年坐月子時用的植物、等待挖掘的客家文化等，顯然同樣是一種倒

果為因的行為。而這樣的差異，應來自於本土化建構的差異。 

 

二、 地方性與族群性差異 

    換言之，屏客館所在的臺灣六堆歷經了兩次本土化歷程而形成了「六堆」這

個地方（place）。然而，茶陽館所在的新加坡芽籠區，與新加坡客家族群、客家

文化並沒有地域連結關係，在新加坡國族建構過程中，早已刻意打破族群與地域

的連結，將華人會館陸續政策導引至芽籠區，然而早期的客家族群生活空間如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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坡等地域，早已與新加坡客家族群形成脈絡上的斷裂。在新加坡推動各區域都市

更新、現代化過程中，剷平了政府眼中陳舊的一切，無法馬上創造經濟效益的都

被視為垃圾毀棄，過往客家移民的任何遺構或痕跡，早已不斷的在抹去中消失。

在新加坡這個微型城邦國度，具有印度人集結的小印度(Little India)、馬來文化

集結的甘榜格南（Kampong Glam）、歐美人士叢聚的荷蘭村（Holland Village）、

早期華人聚集的牛車水（Kreta Ayer）等呈現各種不同文化的區域，然而人民多

數都住在依族群百分比分配的組屋（國民住宅）中，在新加坡，你難以看見地方

（place），難以看見地域與人群、社群連結所產生的地方性（locality）。 

    看不見「地方」，使茶陽館在進行自我敘事時，能輕易的從原鄉大埔客角度，

往外擴及新加坡客家，從族群性或方言群的角度來進行各種敘事。在茶陽館的展

示敘事，或一館二室的出版、研究等各種推動中，都呈現一種展現新加坡「客家」

的族群性特徵。使茶陽館所表徵的「客家」，不論是來自原鄉的大埔客意識，或

到新加坡建國後的客家群體敘事，不論哪一種，似乎都呈現一種缺乏參與感的空

虛樣貌，除了新加坡客家界 2000 年後興起的客家歌謠熱潮外，茶陽館一館二室

的各種敘事顯然缺乏更深度的參與內涵，使人疑惑新加坡客家人何以不能發展其

他類別、形式或內涵的客家文化建構，使「新加坡客家」成為具有斷裂性的存在，

不斷的與生活脫勾。此點無論茶陽會館多麼努力的與原鄉連結，或年年花許多經

費舉辦年度大型會館慶祝活動等，似乎都避免不了會館與茶陽館在新加坡客家子

弟心中，存有一種看似遙遠而與自己非直接相關的感受。不論是來自中國的原鄉

文化、殖民時期的新加坡大埔客概念，或與新加坡國父李光耀連結的客家國族意

象，對於當代的新加坡客家子弟，因為缺乏與客家意象相關的實際參與或生活經

驗，使「客家」漸漸的猶如一種遙遠的、已逝去的、屬於懷舊懷鄉老人家的「他

者」情懷。 

    而六堆這個既是地方、既是客家/族群性的代表，形成了六堆生活學院設立

於屏客館這個具有公共性博物館場域的深度內涵，使經營館舍的返鄉青年，在不

斷追索自身與客家、傳統的關係中，在不斷轉化連結當代與傳統客家的過程中，

以各種自己與他者的視角，實踐連結地域、文化、族群/客家的各種操作。既具

有地方性，也具有臺灣的客家族群性，甚至是臺灣南部才看的到的客家族群特

色。 

    如屏客館所推動的各項活化機制中，有六堆人坐月子用的大風草系列體驗課

程，如大風草精油、大風草茶、大風草香皂製作課程；有六堆人早年宴席菜吃的

甩肉丸、花生豆腐、鹹魚肉餅、鹽蒜絲等製作課程；有六堆人元宵節吃的圓粄體

驗課程等；在屏客館中，依照年度展示主題，可以看到六堆風水與建築、六堆雲

肩、髮飾、服飾、文物等不同於臺灣其他客家族群特色的展覽內容。此點，顯示

臺灣沒有國家化的客家性，新加坡則有其隱性的國族客家性，包在新加坡四族其

一的「華人」層次內，使茶陽這樣代表性的客家組織說大埔客（原鄉）、說新加

坡客家（新加坡國族建構後的客家），就是難以說「自己」。 

    而臺灣客家人是否因為沒有如新加坡客家人上一層的「華人」論述存在，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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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較有空間能做自己，因而比較能保存自己的文化，筆者認為並非如此。例如，

臺灣有十幾族的原住民族，對於臺灣的福佬（閩南）人、客家人、其他移民等在

學術上歸屬於「漢人」族群的多數而言，多數人並不太能辨認那些看起來像原住

民的人是屬於原住民族中的哪一族群，然而這十多族同樣擁有自己的語言、文化、

特色與認同，並不因為他們在臺灣其他漢人眼中都是「原住民族」，且在臺灣社

會中屬於文化相對弱勢族群，就完全失去「做自己」的可能性。此點從臺灣尚未

被法律正名的其他平埔族同樣保有自己的阿立祖信仰也是同樣的道理。 

    因此，單以新加坡有「華人」層次存在，就論斷其下的華人亞群客家人缺少

自我文化建構空間，筆者認為是缺乏說服力的。尤其若從新加坡其他華人族群如

廣東文化的留存來看，就會發現在新加坡華人人口中居第三位，占新加坡華人人

口數僅約 14%（維基百科 2018）的廣府人，在廣東話、廣東美食、習俗等保存，

都是新加坡華人各族中相對較好的。顯然，華人人口數、勢力大小等都非單純影

響一個族群文化能否保存或發揚的關鍵因素或唯一因素。 

 

 

第三節、 民間自主團體的角色與動能 

一、 能動性的動能來源差異 

    要探討兩個具有共通性與異質性的島國華人社會脈絡下，且都由民間主導、

經營的族群博物館的發展差異所在，與其國家社會發展的脈絡互動歷程有相當的

關係。以其民間組織的能動性動能來源差異，來觀看這兩個經營地方博物館的民

間團體，新加坡茶陽（大埔）會館存在的動能，從殖民地時期，保護、扶植移民

的華人地緣功能性組織，到新加坡建國後，漸轉變為抵抗國家政策如新加坡方言

政策、族群融合政策的地緣文化性組織（詳見第三章會館的轉型）。它的功能，

從生活、經濟、祭祀民俗喪葬的實際功能，轉變為深層的文化精神層次功能，它

的代表性意涵轉變了。 

    而屏東縣客家文物館的能動性動能，則是來自於「本土化」浪潮下追求族群

文化主體性、民間團體對於六堆文化價值的「為公而行」，與隨之而來的文化詮

釋權掌握。從「六堆人」出現的歷史過往，再到 1970 年代的本土化浪潮，及其

後再向外一層的「全球化」視角的壓力，在在使屏客館的發展，揉合了從內而外

與從外而內的雙層動能作用。 

    兩館的能動性來源，因此可說存在著本質上的差異。茶陽（大埔）會館與文

物館的動能來源，仍停留在與國家層次、與國族建構對話的意涵層面上，而由地

方政府委外民間團體經營的屏客館，在臺灣民間社團普遍歷經本土化、民主化歷

程的洗禮下，則沒有國家這層「束縛」，直視全球化的席捲，思索在地回應，並

如何進行當代文化詮釋。屏客館因為直視全球化的回應，不斷思索與進行當代實

踐，而漸漸凝鏈於地方特色、鏈結了地方感。 

 

二、 民間團體的角色與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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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茶陽（大埔）會館在歷經國家政體取代傳統會館功能後，在時代脈絡中，不

得不走向尋找自己存在意義的本體論思維。民間團體本就有其政治性與自治性，

它在回應國家取代會館功能與歷史發展的方式，主要可分成三個面向，一是調整

會館的功能性，避免被時代淘汰；二是強化新一代客體（如青年會員、青年團、

一般民眾等）與會館的關係；三是與其他客屬團體維繫互動（第三章提到）。茶

陽館的誕生，很明顯是東南亞會館面對時代與新加坡國家政策挑戰的文化回應，

會館調整功能性的情況下產生。在千禧年的時代歷程上，茶陽文物館、客家文化

研究室與圖書室、青年團相應成立。茶陽館一館二室的操作，也在類似邏輯下運

作，因而 2000 年後成立的茶陽館服務對象，雖以會員為先，卻也漸漸打破了過

往其他新加坡華人會館相關組織或活動，皆以會員為主的封閉性，開始歡迎新加

坡各個想瞭解「大埔客」、想瞭解「新加坡客家」的教育單位、民間團體或一般

民眾預約參觀。 

    茶陽會館在應對國家社會的轉變時，以「文化性」為主軸，茶陽館一館二室

的運作也同此概念，不管是出版事項，或舉辦客家文化節、客家晚會、講座、論

壇、研討會等。這樣的轉變過程，在核心意義上，跟隨著新加坡政府 1980 年代

後的文化轉向國族建構；實際功能上，反映了新加坡「客家」象徵化的過程，在

新加坡國族建構中，客家聚落「被」不見了、客語「被」消失了、客家習俗跟著

一切淡漠了，客家不再是一個輕易被辨認的身份或符號，而是轉而存在象徵意義

或文化認同上。這樣的轉變增加了茶陽會館與一館二室運作的難度，因為他們必

須從新加坡當代「看不見」的客家中，建構新加坡客家象徵與維繫文化認同。 

    回到當代的客家社群的文化實踐上，茶陽館與屏客館各自代表了什麼意涵？

在文化實踐上，茶陽館顯然比較雷同傳統博物館的中心視角，著重會館方向、本

位立場的傳遞，希望透過文物館這個新加坡大埔客家文化平台，展演茶陽大埔客

與新加坡客家的歷史敘事。然而中心視角式的推動，使茶陽館一館二室的推動，

呈現一種一般人無法輕易參與的視角，如「被導覽」、對研究主題有興趣才報名、

無法舉辦特展等。這使得茶陽館即使被譽為新加坡客家的一大代表與成就，但一

年的入館人數大約僅在數千人，以一個有五百萬人口的城市而言，入館人數相對

稀少，且相對缺乏活力與參與性。缺乏參與空間，隨之也影響了年輕一輩、對於

茶陽認同或客家認同相對沒那麼深的會員、獎學金得主、青年團等，不熱絡、也

不習慣進入這個場域，殊為可惜。 

    而屏客館開館於 2001 年，蘊含了臺灣 1980 年代的政治民主化與社會浪潮的

成果；2001 年，臺灣客家領域有客委會與客家電視台的成立、各地方館舍的設

立等，屏客館的誕生，對內有臺灣社會思潮與族群運動的涵養，對外有著世界全

球化浪潮風起雲湧的作用。與新加坡政府在 1980 年代開始決定要大力推展文化

觀光的背景相似，要回應全球化的同質性危機，只有回到自身脈絡與地方對話。

深耕協會作為一個 2009 年才由返鄉青年所成立的協會，作為一個代管官方博物

館的民間客家社團，雖也透過屏客館這個文物館平台進行客家展演敘事，則傾向

著重參與、互動性，呈現一種歡迎一般人（隨時參觀導覽、文物互動體驗區、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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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與課程參與、個人申請展等）參與的態勢。 

    屏客館的營運敘事可說相對異質性、多元與個人化，雖然營運方同樣透過常

設展或特展進行主體敘事，然而營運方式著重個人經驗、地方特色的參與互動，

在館內所開設的課程上同樣訴求個人經驗的互動。在展示上有個人申請展、創作

展、地方產業展、工藝展等各種互動模式，讓屏客館不只在教育功能上，更在展

示內容上，加入了個人、自我的敘事。而在專案活動上，如六堆設計營、六堆結

扇緣、哈客故事屋等，更訴求素人藝術家、學生、地方工藝師、地方組織等地域

上的人力資源，共同的參與、互動，所形成的個人創發與集體成果。從其展示的

互動性體驗、傳承活動的參與性、專案活動的高度互動性，形成一種共同展演的

客家敘事。而這個共同展演並沒有標準答案，每個來到屏客館以各種方式進行互

動的人，可以依照自己的觀點「說客家」、「說六堆」，在實踐中，參與了地方的

再造，並成為屏客館這個場域的養分，使屏客館成為鏈結人地關係的一個節點。 

    屏客館案例相對新加坡茶陽館案例所呈現的多元、異質性，或與臺灣社會歷

經民主化歷程、公民社會的民眾參與性與1970年代後推行社區政策脫不了關係，

這些不同於新加坡國族建構的歷史經驗，為社會各階層注入了無形的力量，使得

臺灣的人民團體擁有了相對新加坡人民團體更彈性、多元的活力。 

     

三、 當代青年的 take and give   

    茶陽館與屏客館間的發展差異，或許也在兩者的主導經營團隊的差異上。使

兩館在有共通性的情況下差異性發展。一為兩個組織的年紀差距，茶陽會館創設

始於 1857 年，屏客館的經營單位深耕協會則創設於 2009 年，兩個組織本身即有

152 年的差距。二為領導層的年齡差距。茶陽的領導年齡層約為 70 歲上下，而

臺灣深耕的領導年齡層約為 40 歲上下。在操作主題與模式上，都顯示了完全不

同的特色。相對於茶陽會館的歷史悠久與組織規模宏大，深耕協會的年輕與活動

力則顯出其經營步調的輕快。 

    作為一個既是實務工作者，也是研究者的角色，筆者在新加坡田野期間，在

參與式觀察與深度訪談期間，經常成為報導人反問的對象，與報導人進行台新兩

國間精彩的國家、社會、客家文化、博物館、組織經營對談。某次訪談中，茶陽

會館文物股何主任甚至感嘆的說新加坡缺乏像我這樣的青年，否則就能搭配他實

踐很多想法。爾後筆者因論文田野認識了茶陽會館，在隔年帶領屏客館經營團隊

赴新加坡進行客家文化交流，新加坡茶陽（大埔）會館會長何謙誠特別詢問我，

為何我在介紹時總說「我們是一群返鄉青年…」，「返鄉青年」代表什麼意思？當

時我才意識到，新加坡作為一個城市邦國，不只在新加坡無鄉可返，更需思考在

享譽國際的「新加坡經驗」後，新一代成長於新加坡推動新國族認同教育下的青

年，還有什麼空間去承接、轉化過去移民文化落地生根後的當代族群文化。 

    新加坡當代青年會員成為老一輩會館成員急於傳授給予的一代，其中最常見

的方式，是給予青年團經費讓他們自主辦活動，然而不同於臺灣屏客館的經營團

隊青年，所擁有的主導性與自主權，茶陽青年團的營運與活動多半以舉辦慈善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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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娛樂、聯誼性活動居多，似乎缺乏更賦權式的參與。會館的青年團成員也曾

談到這個問題： 

 

我從小在嬰兒時期就被抱著跟著爺爺一起參加會館活動…不過我不會

講客話…十三歲時我開始參加青年團的活動當義工…以前我是參加青

年團辦的活動，今年義工活動是我負責主辦，不一樣。…其實我覺得會

館可以讓我們年輕一輩有更多的參與，因為我們多半是接受會館辦的活

動，如果我們有更多的參與權力、主導權，也可以加入我們自己的意見…。

像是上次的客家文化節有很多客家美食，平常我們很少能吃到客家美食，

我覺得傳統的食物很好，可以讓我們認識客家文化…。（青年團成員張

菀庭，大學生，爺爺張美志、父親張有強都曾為茶陽副會長、董事，母

親為福建人） 

 

    由於茶陽青年角色多半屬於接受者，屬於承接會館長者給予的角色，勢必在

會館的青年傳承上有所侷限，未來他們如何承接、開展自己的會館文化，恐怕是

一個重要課題。不同於此的，屏客館的經營團隊，由於主要由返青所營運，客家

耆老主要是諮詢與協助的角色，因此擁有很大的空間可以發揮，然而其困境即在

於，返鄉青年如何找到自己在農村生活的資源；如何媒合所有資源，找到可以支

持館舍經營的資源與經費；如何將所有資源整合成平台，傳承客家文化與擴大參

與等，考驗著返青工作者的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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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結論：族群博物館場域的動能、文化再現與地方性 

 

一、 研究發現 

    本研究依循著時間脈絡，除了以客家族群團體經營的小型文物館發展歷史背

景作基礎之外，主要藉由新博物館學、能動性與地方三個概念來討論。兩個案例

雖同屬於客家小型館舍、華人社群社會、島國體制，也歷經殖民時期，後來皆同

屬民間團體經營，新加坡茶陽（大埔）會館文物館與屏東縣客家文物館的形成與

推動，顯示了兩個國家不同的政治、歷史過程與文化實踐過程，使兩個地方性的

客家族群館舍走向不同的道路。 

研究發現有三，茲分述如下。 

（一） 博物館機構的能動性來源與動能補充 

傳統博物館學研究，認為經濟是支撐博物館政策與認同建構的重要關鍵，本

文案例從兩個地方型館舍經營單位的財力物力與糾集資源所展現的能動性證明，

經濟要素並非影響博物館經營的唯一關鍵性因素，而在營運單位能動性的動能展

現與延續。換言之，博物館營運機構的財務能力與能動性動能並非正向關係。 

新加坡茶陽館的經營單位茶陽會館，從華人地緣功能性組織，在現代化國家

形成過程中，功能性被取代（詳見第三章第一節之三：新加坡會館文化變遷一段）、

客家主體性「被」新加坡國族建構所取捨、弱化、消失，漸漸轉變為精神層面的

文化性社團，其動能來源轉變了。 

    而六堆客家族群在臺灣的歷史過程中，產生了不同於原鄉梅縣、蕉嶺的地方

認同，這點是新加坡茶陽大埔客所沒有的。其後臺灣走向自由開放、政治民主化

與意識型態發展「本土化」的道路。屏客館委外經營的社團法人屏東縣深耕永續

發展協會，成立於臺灣民主化、「本土化」浪潮與社區營造政策風起雲湧之後，

使得屏客館的推動走向不止向傳統取經、連結原鄉故土的路線，而是更為開放性

的，連結在地產業、文化等，述諸於表現今日六堆的樣貌，而非著重於向傳統追

索的異鄉生根情懷。茲分析兩館的對話對象如下表： 

 

表 6-1：茶陽館與屏客館文化展演對話對象比較表 

 館舍/經營單位 對話對象 

1 新加坡茶陽（大埔）會館附設

文物館／ 

新加坡茶陽（大埔）會館 

對話隱形對象：面向原鄉、思鄉 

展現：部分身處異鄉情懷 

2 屏東縣客家文物館／ 

社團法人屏東縣深耕永續發

展協會 

對話隱形對象：全球化威脅（傳統文化流失危機） 

應對方式：在地性、本土化、尋找融合後新生意義 

 

相較於新加坡的茶陽館，屏客館背後推動動能來源，來自臺灣當代本土化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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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後追求族群主體性，與六堆文化價值的文化詮釋權。屏客館案例少了國家層次

與國族建構的束縛，直接面對當代全球化的威脅，思索在地回應而漸漸凝鏈、加

深了六堆移民社會以來的地方性建構。以地方特色與在地生活回應全球化的席捲，

從而形成一種動態的實踐過程。 

相對於屏客館地方性、生活、實踐色彩濃厚、靈活度高的客家文化再現與建

構，且不斷有青年一輩的地方工作者投入與傳承，成為回應本土化浪潮與文化詮

釋權動能的接棒者。歷史悠久、財力雄厚、組織龐大的茶陽會館與茶陽館則顯得

敘事單調與缺乏參與，它的對話對象，偶爾仍停留在面向原鄉與身處異鄉的思鄉

情懷，從而更加不易形塑新加坡客家的在地性。雖然茶陽會館與文物館在因應新

加坡歷史變遷與挑戰中，不斷擴大參與對象與調整機制，然而文物館展示敘事與

會館營運仍常會呈現一種以會館領導者為中心視角，只著重會館本位立場的習慣

性作為，接續當代新加坡華人文化的傳承危機，使得茶陽會館與茶陽文物館的能

動性力量是否能獲得代代傳承，具有危機感。 

 

（二） 本土化歷程與族群博物館的文化實踐內涵 

其次，作為地方族群博物館經營的重要內在涵養來源的文化建構與轉譯，新

加坡客家人的文化建構，與同樣接受過殖民與現代國家體制洗禮的臺灣客家人，

所發展出的客家文化建構何以不同，乃在「本土化」歷程的差異上。臺灣南部客

家「六堆人」的出現，乃是臺灣客家移民落地生根的本土化實踐。 

這個本土化實踐，使臺灣南部的客家移民社會，真正走向定居的臺灣新家園，

產生「六堆」集體認同，並在臺灣這塊土地上繁衍出許多僅見於六堆客家的地方

文化，如用大風草坐月子、敬外祖、送阿婆肉、拜盤花等習俗、拜墳頭型伯公、

舉辦攻炮城、昌黎祭、石獅公等祭典、吃花生豆腐、甩肉丸、鹹魚肉餅、海鮮粄

條等、伙房堂號擺放位置與福佬及原鄉客家人不同、使用竹門簾與檳榔扇等等。

凡此總總成為今日六堆無可取代的文化特色、成為地方博物館經營的內在涵養所

在，更是六堆地方展演與地方知識建構所不斷再現的六堆客家資產。 

而新加坡客家族群缺少本土化歷程，使茶陽會館文物館在文化展演與新加坡

客家知識建構上，缺乏深度內涵而有其侷限性。 

 

（三） 地方性與國族客家性的互動對話 

此外，新加坡茶陽館案例在主體敘事上顯露的國族客家性，恰恰呈現與屏客

館體現的地方性特色顯露出一體兩面的迥異存在。新加坡群體國族客家性雖是會

館組織轉型過程中，回應國家政策的文化性發展，然而著重茶陽大埔客與新加坡

客家這兩個偏向訴求移民歷史意義與凝視過去的半象徵性存在，忽視當代新加坡

客家族群面對的困境與實踐性，「客家」不斷的被象徵化、被空洞化，使得「客

家」不再是一個可以輕易被辨認的身份或符號，而是存在象徵意義或文化認同上

的名詞。這比位於六堆的屏客館從在地出發，著重人民生活場域的「六堆」、著

重「地方」、著重在地性，而不訴求國族客家性形成兩種鮮明對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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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加坡這個城邦國度中，青年人不需返鄉、也無鄉可返，不若其他族群或

國度青年可透過時空場域的變換，進行地方與國家、現代化都市與鄉村間的互動

追尋對話。缺乏轉換的生命歷程，或使得新加坡歷史悠久的會館與缺乏族群經驗

的青年缺少反思的途徑，看不見自身、看不見「地方」，從而難以塑造地方，只

能不斷講求群體意識、同一種規格化的，幾乎成為歷史意義的「新加坡客家」。

失去實踐性的「新加坡客家」將不斷回應族群意識的象徵化與空洞化，值得其他

族群做為借鏡。 

    而反思臺灣的客家族群，是否就不具有共通性的國族客家性？作為一位客家

文化實務工作者與研究者，筆者並無特別感受或發現。然亦可能筆者身為一位臺

灣人與長期的地方文化工作者，已內化了臺灣的國族客家性而不自知。或許在臺

灣這塊土地上生活、長出屬於客家族群生命的適應性與土著化歷程、爭取自己的

發言權與文化詮釋權（從還我母語運動、客委會與客家電視台成立、成立客家地

方館舍等、推動客語政策等）等客家生命力，就是臺灣客家人的國族客家性。 

 

二、 未來預期研究 

    本研究預期未來可發展之研究有以下四點： 

    1.本案例採用兩國兩地的客家族群地方博物館研究，擴及不同族群的區域型

族群博物館研究，應該是未來可以發展的族群博物館研究方向。   

    2.新加坡茶陽（大埔）會館文物館做為星馬地區華裔文化資產博物館化的先

鋒，有其開創性與侷限性，未來的海外華人文化資產保存研究，應走向生態博物

館論述方向，從時間、空間場域保存活的文化資產概念的研究。 

    3.新加坡客家人從移民到公民的在地化歷程，牽涉移民的在地化融合與實踐

論述，從移民到公民又是否牽涉族群母文化的死亡或再生，從當地文化脈絡下的

移民融合實踐研究，應是未來可持續探討的方向。   

    4.在本文兩個案例的博物館敘事中可以發現，國族建構與地方建構做為各自

的中心與邊陲的互動，顯示了各自偏向一方的拉扯結果，此互動拉扯乃是隨著時

間演化不斷變動的動態現象，顯現博物館發展或地方組織發展的研究，未來可以

透過貫時性研究方式，發現國族建構與地方建構間的互動狀態與能動性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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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eryday 

Life No.11, 

March 2015, 

pp.1-60 

5 〈竹胎珠寶漆盒的修護64
 

The conservation of a lacquered 

bamboo jewellery box〉 

（文物會說話計畫相關） 

於 2014 年 IIC（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CONSERVATION 

OF HISTORIC AND ARTISTIC 

WORKS）香港會議中獲學生海報首

獎，並以中英文對照版本刊登在 IIC

網頁與電子報中。 

研討會論

文 

高瑋 

國立台南藝術大學博物

館學與古物維護研究所 

2014 年 

6 《微裂痕天然漆面之修護處理方法

比較》 

碩士論文 高瑋 

國立台南藝術大學博物

館學與古物維護研究所 

2014 年 

7  研討會論 廖蔚雅  

                                                        
64 https://www.iiconservation.org/node/5318 

https://www.iiconservation.org/node/5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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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與紡織之緣：屏東縣客家文物

館的織品文物修復紀實＞ 

 

中國成都「第二屆中國文物學會紡

織文物專業委員會學術研討會」發

表 

文 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

博士生 

8 ＜檳榔扇文化復振－臺灣檳榔扇技

藝溯源與產業比較＞ 

（2014 亞洲文化設計研討會/日本 

京都） 

日本 亞洲文化設計學會 

研討會論

文 

收錄研討

會專書 

許瑞君 

國立交通大學人社系族

群與文化碩士班 

2014 年 

9 〈六堆檳榔扇產業的發展轉型與文

化創意-以六堆結扇緣計畫為例〉 

 （2013 六堆文化創意產業青年論

壇／臺灣 高雄） 

六堆學文化藝術基金會 

研討會論

文 

收錄研討

會專書 

許瑞君 

國立交通大學人社系族

群與文化碩士班 

2013 年 

10 〈從客家到後客家運動時代：以屏

東縣客家文物館為例〉 

（第三屆臺灣客家研究國際會議

「全球客家的形成與變遷：跨域研

究的視野」／臺灣 新竹） 

國立交通大學客家學院 

研討會論

文 

許瑞君 

國立交通大學人社系族

群與文化碩士班 

 

2014 年 

11 〈傳統產業創新的田野實踐－以六

堆設計營為例〉 

（2011 IDC 國際設計研討會-設計

領航 永續、文化、數位加值/臺灣 雲

林） 

雲林科技大學 

研討會論

文 

許瑞君 

社團法人屏東縣深耕永

續發展協會秘書長 

 

2011 年 

 

12 〈客家生活‧學習‧體驗中心—屏

東縣客家文物館與六堆生活學院〉 

 

全球客家研究期刊 7-客家社群與研

究機構 

期刊專文 

 

許瑞君 

國立交通大學人社系族

群與文化碩士班 

2016 年 10 月

底出刊 

13 天作之合或同床異夢？-臺灣與英國

公立博物館委外經營之比較研究 

科技部計畫 

期刊論文 曾信傑助理教授 

台南藝術大學博物館與

古物維護研究所 

撰寫中 

14 地方客家文化館之委外經營問題與

策略研究 

碩士論文 國立台北大學公共行政

暨政策學系研究所碩士

在職專班研究生曾能穎 

撰寫中 

預計於 2017

年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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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博物館、地方與能動性： 

臺灣屏東縣客家文物館與新加坡茶

陽會館文物館的對話 

碩士論文 許瑞君 

國立交通大學人社系族

群與文化碩士班 

撰寫中 

預計於 2017

年畢業 

16 社區博物館公辦民營：屏東縣客家

文物館的案例探討。十字路上的博

物館研討會 

台中：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 

研討會論

文 

顏上晴 

國立科學工藝博物館副

研究員 

2011 

17 屏東縣客家文物館營運發展規劃委

託研究計畫成果報告書 

屏東：社團法人屏東縣深耕永續發

展協會 

研究計畫 顏上晴 

社團法人屏東縣深耕永

續發展協會 

2012 

許瑞君整理製表 201709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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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報導人深度訪談約訪明細表65
 

報導人深度訪談約訪明細表 

 

項

次 

時間 報導人/身份單位 備註 

1 20131227 古秀妃/高雄市客家委員會主任委

員、前屏東縣客家事務局局長 

女，1970 世代 

2 20140115 馮清春/社團法人屏東縣深耕永續發

展協會理事長 

男，1930 世代 

3 2014 年 6

月 

謝兆珍/屏東縣客家文物館志工 女，1940 世代 

4 20141126 徐正光/社團法人屏東縣深耕永續發

展協會顧問、六堆生活學院總召集人 

男，1940 世代 

5 20150702 黃世輝/雲林科技大學教授、深耕協

會顧問 

男，1960 世代 

6 20150718 徐斐培/社團法人屏東縣深耕永續發

展協會組長 

女，1980 世代 

7 20150721 葉芷柔/社團法人屏東縣深耕永續發

展協會組長 

女，1980 世代 

8 20150725 林高本/社團法人屏東縣深耕永續發

展協會專員 

男，1980 世代 

9 20151009 丸子/團法人屏東縣深耕永續發展協

會工作人員 

女，化名 

10 20151123 何炳彪/新加坡茶陽（大埔）會館文

物股主任、董事 

男，1940 世代 

11 20151124 Darren Teo 張欽煒/國立新加坡大學

學生，同宿舍 

男，1993 年生，父系屬

於新加坡最大華人族

群的福建人 

12 20151221 郭志全/新加坡茶陽（大埔）會館副

會長、董事 

男，1950 世代 

13 20151223 豐永大會館（三邑祠）秘書江健青 男，因錄音檔掉入水

中，未完成訪談稿 

14 20160425 何炳彪/新加坡茶陽（大埔）會館文

物股主任、董事 

男，1940 世代 

15 20160426 施宇罄/南洋理工大學新鮮人，為本 女，1998 年生 

                                                        
65 本表所列不含參與式觀察次數記錄，與不願意曝光可能身份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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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田野借住人家施家的次女 

16 20160426 何炳彪/新加坡茶陽（大埔）會館文

物股主任、董事 

男，1940 世代 

17 20160426 郭志全/新加坡茶陽（大埔）會館副

會長、董事 

男，1950 世代 

18 20160426 楊宏武/新加坡茶陽（大埔）會館董

事、青年團成員 

男，1980 世代 

19 20160427 黃賢強/國立新加坡大學社科院中文

系副教授、中文系所前系主任 

男，1960 年生 

20 20160428 張金隆/新加坡茶陽（大埔）會館專

職工作人員 

男，1960 世代 

21 20160430 張菀庭/新加坡茶陽（大埔）會館青

年團成員、爺爺爸爸輩皆為茶陽會員 

女，1990 世代 

22 20160503 Ren/國立新加坡大學學生 男，1990 世代 

23 20160503 何炳彪/新加坡茶陽（大埔）會館文

物股主任、董事 

何最後一次訪談 

24 20160504 Darren Teo 張欽煒/國立新加坡大學

學生 

男，1993 年生，父系屬

於新加坡最大華人族

群的福建人 

25 20160504 郭志全/新加坡茶陽（大埔）會館副

會長、董事 

郭最後一次訪談 

26 20161103 李俐儀/廣惠肇青年副團長、蔡國偉/

惠州會館青年團長、黃玉清/岡州會

館青年團長 

 

27 20161110 劉偉達/新加坡茶陽（大埔）會館青

年團團長 

男，約 1980 世代 

28 20161222 吳宇斌/西勢國小主任、屏客館志工 男，1970 世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