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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岸四地新聞媒體再現之台灣客家身分認同論述與文化形象 

摘要 

本計畫透過《讀秀中文搜尋系統》，蒐集歷年(1980-2019)兩岸四地（中國大

陸、香港、澳門、台灣）的報紙媒體關於「台灣客家」的報導文本。本計畫分兩個階

段進行，分別採用量化內容分析與質性文本分析研究方法。內容分析類目包括：報導

主題、報導類型、報導媒體、 報導來源、報導地區、客家節慶與飲食文化、報導方向

（語氣）、認同框架。第二階段文本分析則針對兩岸台灣客家新聞所再現與建構之台

灣客家文化形象與認同論述進行分析。 

 

關鍵字：台灣客家、媒體再現、認同、形象、兩岸四地新聞 

 

 

 

A Study of the Taiwanese Hakka Identity Discourse and Cultural Images 

represented by the News Media in Greater China 

 

ABSTRACT 

The current research project aims to study the reportage of the Taiwanese Hakka ethnic 

group adopted from various cross-Taiwan Straits newspaper media. Quantitative content 

analysis and qualitative text analyses are employed to examine the Hakka identity discourses 

represented by the Chinese language news media across the Greater China region. The 

current research project will also analyze the representations of the Hakka ethnic stereotypes 

and cultural images portrayed by the targeted Chinese news media.   

 

Keywords: Hakka, Media representation, Identity, Images, News media in Greater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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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緒論 

本計畫根據媒體再現少數族群形象的理論視野，結合質量並重之研究方法，探討

兩岸四地新聞媒體所再現之台灣客家族群身分認同以及文化形象論述。少數族群透過

媒體，建構一個想像共同體（Anderson, 1991），認知到成員綁在一起的認同感（黃元

鵬、吳佳綺譯，2013：239）。離散族群的認同感多透過媒介形成，並由自身主動探索

自我族群之文化傳統、歷史遺產（Kim-Ju & Akutsu, 2015）。Johnson （2010）因此建

議以自我歸類（self-categorization）社會認同理論視角分析離散族群的認同。Somani 

& Guo (2019) 根據社會認同理論、使用與滿足理論、文化接近性 (cultural proximity)概

念，探討居住在美國五大城市的印度移民觀眾如何藉由收看族群衛星電視節目來強化

族群認同。Mann (2019) 分析美國紐約大都會區的外國移民收聽地下廣播的情形，對

於這些缺乏數位科技或寬頻網路資源的社會弱勢族群而言，共同聆聽地下族群廣播電

台乃是增進族群文化主體性的重要途徑。 

新聞媒體常以選擇、排除與重組的方式再現社會真實，並以他者 (the otherness) 

的報導視角再現少數族群形象，因此建構與塑造了少數族群的刻板印象。值此數位媒

體時代，身為離散族群，散居世界各地的客家族群之媒體形象再現與族群身分認同已

是不可忽視的族群傳播研究課題。孫榮光（2017）針對數位媒體時代的傳統與新媒體

如何進行更有效果的客家認同傳播進行剖析，研究發現年輕人較常使用並非傳統媒

體，而多為網路新媒體。李樑堅、黃桂香（2018：115）則是發現：客家族群的客家

文化認同程度、客家文創產品購買意願程度均相對較高；且客家文化認同與客家文創

產品購買意願之間為正向相關。 

 

二、文獻回顧 

媒體再現族群形象與刻板印象 

 

形象（image）是「個人相信為真的主觀知識，作為瞭解社會與影響人類行為

的關鍵，且與外界世界呈現動態關係，是可以改變的」（Boulding, 1956:5; 轉引自張維

安、王雯君，2005:45）  。Merrill （1962: 203; 轉引自張維安、王雯君，2005:46） 認

為，形象與刻板印象（stereotypes） 同義。少數族群往往是主流媒體建構的「他者」，

在缺乏人際接觸的情況下，一般大眾對於少數族群（含客家族群）的印象多與主流媒

體一致（李美華，2013）。由於族群刻板印象與媒體報導的關係相當密切，錯誤的族

群刻板印象對於族群互動關係有很大的負面影響（Berg, 1990；李美華、劉恩綺， 

2008）。最早提及刻板印象概念的 Lippmann （1922/1945） ，在《民意》（Public 

Opinion）一書指出：每個人所具備的主觀真實 （subjective reality） 所指涉的真實乃

是「人們腦海中的圖像」，而人們對於事物的印象是學習而來的 （Boulding, 1969），

且對於某一個族群的認識並非人們對於該族群的直接接觸經驗，多與所處社會中的權

力結構有關。 

Lippmann （1922/1945） 認為刻板印象的形成主要因為人類的認知結構與文化

背景是有限制的，在未能處理所有訊息的情況下，僅能挑選部分訊息加以處理，而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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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印象的形成往往成為不能輕易改變的信念。Devine （1989: 5）的研究發現，族群刻

板印象的預示效果（priming effects）對於具有高低不同程度偏見的受訪者皆有影響。

刻板印象通常被視為是非理性以及不正確的 （Allport, 1954; Brigham, 1971）。 

Ashmore & Del Boca （1981） 指出，對於群體不正確的刻板印象對於群體有一定程度

的傷害，例如，男性較女性來得有侵略性 （Brannon, 1999）。與刻板印象相較，形象

是較屬人造、被動以及較為模糊的概念 （Boorstin, 1992）。Berg （1990） 視刻板印象

是一種意義建構過程，刻板印象的運作可包括心理、社會及意識形態取向之分類。

Dyer （2002） 認為刻板印象最主要的功能在於對事物建立意義並且維持明確的差異

界線。 

 大眾媒介被視為傳遞形象的重要工具。大眾媒介影響閱聽人對於不同族群的認

知結構 （人格特質、行為以及社會地位），此為媒介所塑造之社會刻板印象強化效果

（reinforcement of social stereotypes） （李美華，2013: 18）。檢視美國大眾傳播媒體歷

來所再現的少數族群，例如：拉丁美裔、非裔美人、男同志多充斥刻板印象或具歧視

偏見的形象 （Dyer, 1984; Entman & Rojeck, 2000; Tukachinsky, Mastro, & Yarchi, 2017; 

Sink, Mastro, &  Dragojevic, 2018）。倪炎元（2002:17）分析台灣大眾媒體再現之女性

政治菁英形象，研究發現指出，台灣報紙媒體再現的女性菁英包含扭曲的刻板印象，

也再現主流社會對女性參政的迷思與意識形態。而女性的媒體形象，是複製的刻板印

象（倪炎元，2002:20），包括性感尤物、母親、家庭主婦等少數特定角色 （Van 

Zoonen, 周月英譯， 1997:52） （Marshment, 1993:127）。李明哲 （2003:185）針對台

灣報紙對同志事件報導進行長期縱貫分析，發現有三個不同時期的發展樣貌，但此三

時期仍顯示類似的刻板印象，並陳述同志新聞一路走來，從類似的刻板印象的社會新

聞再現到據實以報的人權新聞賦權，是一條漫長的路（李明哲 ，2003:185）。 

李素月、陳延昇 （2015:157）分析台灣電視偶像劇中的刻板印象，研究結果發

現男女主角的形象與性別再現多為傳統刻板印象，呈現男尊女卑的意象。蔡雁雯、蘇

蘅 （2016:91）分析台灣新聞報導中的強暴迷思的偏見與刻板印象，尤其加重犯罪事

件的細節描述，將性侵犯罪作為商品，以求提高收視率或點閱率之獲益。楊美雪、趙

以寧 （2018:92）分析線上遊戲中的性別刻板印象，研究結果指出，線上遊戲的職業

選擇常伴隨性別刻板印象，男性通常扮演勇士等陽剛形象的任務，女性則多從事陰柔

形象的職業。黃學碩（2018:136）分析台灣的《聯合報》和《自由時報》在 2008 年總

統大選期間，如何建構周美青的形象。研究結果指出，媒體將周美青的言行舉止與社

會性別、職業、道德、國族認同身分聯繫在一起，藉以產生意義脈絡並營造形象，亦

顯示臺灣社會對女性性別角色的論述呈現多元化現象。  

Luqiu & Yang (2019) 分析中國國家新聞媒體關於伊斯蘭與穆斯林的報導框架，

結果呈現負面刻板印象，且一般民眾對於伊斯蘭與穆斯林持有負面態度，該現象與晚

近全球伊斯蘭恐懼症(global islamophobia)的蔓延有關。Zou (2018) 以批判視角分析媒

體對於少數與弱勢族群的報導缺少敘事對話，且多為單向溝通，繼而提出對道德價值

評估式陳述以及協和不同聲音的關切式新聞實踐模式。Daalmans & ter Horst (2017) 採

用內容分析法探討荷蘭電視媒體如何再現少數族群，研究結果顯示，女性、銀髮族以

及性別弱勢群體在荷蘭的電視黃金時段的再現比例普遍偏低，尤其針對女性與性別弱

勢群體更是偏頗而充斥刻板印象。臺灣報紙媒體所再現之客家族群最常見的形象特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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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硬頸」、「勤勞」、「節儉」（李美華，2013:45）。台灣客家族群咸被認為具有

「勤儉耐勞、團結合作與重視教育的特性以及豐富的文化內涵」（李樑堅、黃桂香，

2018: 120）。 

 

三、研究方法 

本研究採用量化內容分析與質性文本分析方法探討兩岸四地新聞媒體所再現與

建構的台灣客家族群文化形象與身分認同。內容分析法是將「文本」複證與推論至

「情境」的研究技術（王石番，1991；Krippendorff, 2013: 24）；並可定義為「以系

統、客觀與量化 的方式，來研究與分析傳播，藉以測量變項的研究方法」（羅文輝，

1993；Kerlinger, 1986）。 

本計畫於 2019 年 3 月中旬使用國立交通大學浩然圖書館數位資料庫「讀秀中

文學術搜尋」，1搜尋「客家」的相關報導，共蒐集 18,347 篇報導，媒體來源包括：

《南方都市報》、《深圳商報》、《香港文匯報》、《梅州日報》、《閩西日報》、《贛南

日報》、《海峽導報》、《汴梁晚報》、《僑報》。本計畫再以「台灣客家」作為關

鍵字，使用「讀秀中文學術搜尋」數位資料庫蒐集相關報導，並透過量化內容分析

法，分析自 1980 年到 2019 年的新聞報導內容。2內容分析類目包括：報導主題、報導

類型、報導媒體、 報導來源、報導地區、客家節慶與飲食文化、報導方向（語氣）、

認同框架。 

本計畫並以立意抽樣方法選取與台灣客家身分認同論述與文化形象相關之報導

文本，進行新聞命題分析(van Dijk, 1985)，以詮釋兩岸四地新聞媒體所再現之台灣客

家認同以及客家文化形象論述之意涵 (圖 1 研究架構圖)。 

 

 

 

 

 

 

 
1
 《讀秀中文學術搜尋》是一個超大型的海量資料庫，提供超過 2 百萬種、12 億頁中文圖書資源的全

文檢索，更加入期刊、報紙、論文、視頻、網頁等各類型資源補充其完整性，是全球最大的中文學術

資源資料庫。讀秀強大的搜尋引擎、詞彙控制、整合和連結技術，實現了讓讀者僅須使用讀秀便能一

站式獲取其所需資料，無論是課業學習、論文寫作、專題研究等項目上，讀秀都能提供最全面、準確

的學術資料。取自 https://ermg.lib.nctu.edu.tw/cgi-bin/er/swlink.cgi?ccd=5qJoJ3&o=e0&s=v-

1-51870《讀秀中文學術搜索》為中文電子書與書目資料的海量資料庫。以 240 萬種中文圖書內容為基

礎，提供使用者深入到圖書章節內容的全文檢索功能，更加入期刊、報紙、論文、網頁等其它各種不

同類型之資源補足其完整性，並結合讀秀強大的整合查詢引擎，讓使用者可以最便捷之方式一次獲取

各種相關學術資源之連結。取自 http://www.appleseed.com.tw/index.php/product/show/29 

2 2019 年 3 月與 2020 年 1 月以關鍵字搜尋結果有約 400 則報導。 

http://newspaper.duxiu.com/searchNP?channel=searchNP&Field=&sw=%E5%8F%B0%E6%B9%BE%E5%AE%A2%E5%AE%B6&ecode=utf-8&sectyear=&view=0&date=&isort=0&searchtype=&proid=&exp=0&expertsw=&np_id=320700001931
http://newspaper.duxiu.com/searchNP?channel=searchNP&Field=&sw=%E5%8F%B0%E6%B9%BE%E5%AE%A2%E5%AE%B6&ecode=utf-8&sectyear=&view=0&date=&isort=0&searchtype=&proid=&exp=0&expertsw=&np_id=320700001156
http://newspaper.duxiu.com/searchNP?channel=searchNP&Field=&sw=%E5%8F%B0%E6%B9%BE%E5%AE%A2%E5%AE%B6&ecode=utf-8&sectyear=&view=0&date=&isort=0&searchtype=&proid=&exp=0&expertsw=&np_id=320700001451
http://newspaper.duxiu.com/searchNP?channel=searchNP&Field=&sw=%E5%8F%B0%E6%B9%BE%E5%AE%A2%E5%AE%B6&ecode=utf-8&sectyear=&view=0&date=&isort=0&searchtype=&proid=&exp=0&expertsw=&np_id=320700001451
http://newspaper.duxiu.com/searchNP?channel=searchNP&Field=&sw=%E5%8F%B0%E6%B9%BE%E5%AE%A2%E5%AE%B6&ecode=utf-8&sectyear=&view=0&date=&isort=0&searchtype=&proid=&exp=0&expertsw=&np_id=320700001078
http://newspaper.duxiu.com/searchNP?channel=searchNP&Field=&sw=%E5%8F%B0%E6%B9%BE%E5%AE%A2%E5%AE%B6&ecode=utf-8&sectyear=&view=0&date=&isort=0&searchtype=&proid=&exp=0&expertsw=&np_id=320700002211
http://newspaper.duxiu.com/searchNP?channel=searchNP&Field=&sw=%E5%8F%B0%E6%B9%BE%E5%AE%A2%E5%AE%B6&ecode=utf-8&sectyear=&view=0&date=&isort=0&searchtype=&proid=&exp=0&expertsw=&np_id=320700001567
https://ermg.lib.nctu.edu.tw/cgi-bin/er/swlink.cgi?ccd=5qJoJ3&o=e0&s=v-1-51870
https://ermg.lib.nctu.edu.tw/cgi-bin/er/swlink.cgi?ccd=5qJoJ3&o=e0&s=v-1-51870
http://www.appleseed.com.tw/index.php/product/show/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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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研究架構 

 

四、研究結果 

 

內容分析 

 

本計畫使用「讀秀中文學術搜索」平台，以關鍵字「台灣客家」蒐集新聞報

導，共獲致 410 則報導。本計畫以量化內容分析法進行第一階段分析，分析類目包

括：報導數量、報導來源 （權威類目）、報導主題、報導類型、報導地區、報導方向

（語氣）、報導框架（節慶文化）、報導框架（文化認同）。 

 

（一）歷年報導數量與比例 

 

從 1980 年到 2019 年 (30 年)期間，報導量最多的是 2012 年、2014 年 （60

則，14.6%），其次是 2011 年（49 則，12%），第三是 2015 年（47 則，

11.5%）。（表 1） 

 

表 1   1980 年到 2019 年的報導數量與比例 

年 數量 比例 

1980 1 0.2 

1984 2 0.5 

1989 1 0.2 

1991 1 0.2 

2000 1 0.2 

2001 1 0.2 

2003 2 0.5 

2004 1 0.2 

2005 2 0.5 

 

量化 

內容分析 兩岸四地媒體 

台灣客家報導 

報導主題、報導類型、報導

媒體、權威類目、報導地

區、報導方向（語氣）、報

導框架 

質性 

文本分析 

 客家文化形象再現 

客家身分認同論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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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 7 1.7 

2007 13 3.2 

2008 16 3.9 

2009 24 5.9 

2010 32 7.8 

2011 49 12 

2012 60 14.6 

2013 42 10.2 

2014 60 14.6 

2015 47 11.5 

2016 28 6.8 

2017 7 1.7 

2018 4 1 

2019 9 2.2 

總和 410 100 

 

 

（二）報導來源- 權威類目（地區與媒體） 

 

報導來源地區以來自中國大陸為最大宗（401 則，97.8%），其次是香港（4

則，1%）、3台灣（4 則，1%），4澳門最少（1 則，0.2%）。5 （表 2） 

 報紙媒體來源以《梅州日報》數量最多，比例最高（129 則，31.5%），第二是

《閩西日報》（20 則，7.3%），第三是《汴梁晚報》（19 則，4.6%），第四是

《海峽導報》、《贛南日報》（18 則，4.4%），第六是《僑報》（13 則，

3.2%），第七是《福建日報》（12 則，2.9%），第八是《南方都市報》（11 則，

2.7%），第九是《人民日報海外版》（7 則，1.7%），第十是《廣西日報》、《閩

南日報》（6 則，1.5%）。 （表 3） 

 

表2 報導來源地區數量與比例 

 

地區 數量 比例 

中國大陸 401 97.8 

香港 4 1 

台灣 4 1 

澳門 1 0.2 

總和 410 100 

 

表3 報導來源媒體數量與比例 

媒體 數量 比例 

梅州日報 129 31.5 

 
3 報導來自《香港文匯報》、《香港中通社》 

4 報導取材 《中國時報》、《經濟日報》、《中央日報》 

5 報導來自《澳門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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閩西日報 30 7.3 

汴梁晚報 19 4.6 

海峡導報 18 4.4 

赣南日報 18 4.4 

僑報 13 3.2 

福建日報 12 2.9 

南方都市報 11 2.7 

人民日報海外版 7 1.7 

廣西日報 6 1.5 

閩南日報 6 1.5 

三明日報 5 1.2 

東方早報 5 1.2 

人民政協報 5 1.2 

厦門日報 5 1.2 

参考消息 4 1.0 

汕尾日報 4 1.0 

中山日報 3 .7 

團結報（北京） 3 .7 

增城日報 3 .7 

玉林日報 3 .7 

福州晚報 3 .7 

福建僑報 3 .7 

贺州日報 3 .7 

上海商報 2 .5 

光明日報 2 .5 

南京日報 2 .5 

南方日報 2 .5 

厦門商報 2 .5 

開封日報 2 .5 

惠州日報 2 .5 

揭陽日報 2 .5 

新華每日電訊 2 .5 

新安晚報 2 .5 

晶報 2 .5 

汕頭特區晚報 2 .5 

江西日報 2 .5 

河南商報 2 .5 

深圳僑報 2 .5 

深圳商報 2 .5 

瑞金報 2 .5 

赣州晚報 2 .5 

香港文匯報 2 .5 

龍泉開發 2 .5 

三亞晨報 1 .2 



9 
 

三明學院報 1 .2 

東莞时報 1 .2 

中華工商時報 1 .2 

中國新聞 1 .2 

中國特產報 1 .2 

中國食品報 1 .2 

井岡山報 1 .2 

人民日報 1 .2 

今晚報 1 .2 

企業家日報 1 .2 

北海日報 1 .2 

北海晚報 1 .2 

華商報 1 .2 

厦門晚報 1 .2 

吉安晚報 1 .2 

嘉應學院報 1 .2 

團結報 1 .2 

團結報(北京) 1 .2 

城市商報 1 .2 

天天新報 1 .2 

安慶日報 1 .2 

平潭時報 1 .2 

廣州日報 1 .2 

恩施日報 1 .2 

揚子晚報 1 .2 

桂林日報 1 .2 

正報 1 .2 

汕頭都市報 1 .2 

泉州晚報 1 .2 

泰安日報 1 .2 

洛陽晚報 1 .2 

海峡都市報 1 .2 

海西晨報 1 .2 

深圳特區報 1 .2 

湛江師院報 1 .2 

澳門日報 1 .2 

濠江日報 1 .2 

珠海特區報 1 .2 

石獅日報 1 .2 

社會科學報 1 .2 

福州日報 1 .2 

福州晚報海外版 1 .2 

福鼎周刊 1 .2 

經濟日報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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羊城晚報 1 .2 

老年生活報 1 .2 

聯合時報 1 .2 

西部時報 1 .2 

閩江學院報 1 .2 

青島日報 1 .2 

青島早報 1 .2 

總和 410 100 

 

（三）報導主題 

 

報導主題以文化（歷史、節慶、語言、民間文化交流、藝文、美術、觀光休

閒、旅遊、美食食譜、宗教、習俗、展覽、音樂、戲劇(曲)、舞蹈、展示、活動、

技藝、宗族）的數量居首（207 則，50.5%），其次是社會（人物、學會、社團、

聯誼、儀式、聯歡晚會、媒體參訪交流、人口調查、票選、獲獎、聯姻、聯

誼），第三是政治（政府參訪交流、政策法規、政治主權、公部門部會）。（表 

4） 

 

表4  報導主題數量與比例 

主題 數量 比例 

社會 73 17.8 

政治 57 13.9 

經濟6 24 5.9 

文化 207 50.5 

學術7 39 9.5 

娛樂8 10 2.4 

總和 410 100 

 

（四）報導類型 

 

報導類型以純淨新聞（現場即時報導、5W1H）為最大宗（229 則，55.9%），

其次是深度報導（專題報導、系列報導、特別報導）（149 則，36.3%），第三是

人物（人物側寫、人物專訪）（22 則，5.4%）。（表 5） 

 

表5 報導類型數量與比例 

類型 數量 比例 

純淨新聞 229 55.9 

深度報導 149 36.3 

 
6 消費、產品、產業、文創、商展 

7 科研、環保、研討會、夏令營、學術交流、研究中心、語文競賽 

8 明星、表演、演唱、演出、體育活動、奧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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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 22 5.4 

公關廣告9 7 1.7 

食譜10 2 .5 

花絮11 1 .2 

總和 410 100 

 

 

（五）報導台灣縣市 

 

報導台灣縣市頻次最多的是台北市與新北市（15 次，14.7%），其次是苗栗縣

市（12 次，11.7），第三是新竹縣市（11 次，10.7%），第四是高雄縣市（10 次

，9.8%），第五是桃園縣市（9 次，8.8%）。（表 6） 

 

表 6 報導縣市頻次與比例 

縣市 數量 比例 

台北12 15 14.7 

苗栗 12 11.8 

新竹 11 10.8 

高雄 10 9.8 

桃園 9 8.8 

屏東 7 6.9 

台中 6 5.9 

彰化 5 4.9 

台南 5 4.9 

雲林 4 3.9 

台東 4 3.9 

南投 3 2.9 

嘉義 3 2.9 

宜蘭 3 2.9 

基隆 2 2 

花蓮 2 2 

金門 1 1 

總和 102 100 

 

 

（六）報導語氣 （方向） 

 
9 產品行銷 

10 客家小炒 

11 趣聞 

12 台北市 9 次，新北市 6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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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導語氣的數量以正面最多（350 次，85.4%），其次是中立（58 次，

14.1%），負面最少（2 次，0.5%）。（表 7） 

 

表 7   報導語氣數量與比例 

報導語氣 數量 比例 

正面 350 85.4 

中立 58 14.1 

負面 2 .5 

總和 410 100 

 

 

（七）客家節慶與飲食文化 

 

台灣客家文化節慶報導次數最多的是客家桐花祭（12 次，32.4%），其次是天

穿日（亦即客家日，5 次，13.5%），第三是義民文化祭（3 次，8.1%），第四是

苗栗公館客家福菜節（2 次，5.4%）、新竹寶山打中午文化祭（2次，5.4%）。飲

食文化方面，客家擂茶報導次數最多（4次，10.8%），其次是客家小炒（2次，

5.4%）。（表 8） 

 

 表 8 台灣客家節慶與飲食文化報導數量與比例 

節慶與飲食文化 數量 比例 

客家桐花祭 12 30.8 

天穿日 5 12.8 

客家擂茶 4 10.3 

義民文化祭 3 7.7 

雲林詔安客家文化節 3 7.7 

苗栗公館客家福菜節 2 5.1 

新竹寶山打中午文化祭 2 5.1 

客家小炒 2 5.1 

竹東湯圓節 1 2.6 

客家文化藝術季 1 2.6 

苗栗新丁粄節 1 2.6 

三山國王文化節 1 2.6 

桃園市客家傳統音樂節 1 2.6 

台東好米收冬祭 1 2.6 

總和 39 100 

 

（八）報導框架 （文化認同） 

 

客家文化認同報導框架以中國大陸客家文化的比例最高（199 則，48.5%），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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灣客家文化認同其次（197 則，48%），第三是海外客家文化（12 則，2.9%），13

再者是香港客家文化（2 則，0.5%）。（表 9） 

 

表 9 客家文化認同框架數量與比例 

認同框架 數量 比例 

中國大陸 199 48.5 

台灣 197 48 

海外 12 2.9 

香港 2 0.5 

總和 410 100 

 

 

文本分析 

本計畫根據第一階段量化內容分析結果，篩選與台灣客家文化認同相關的報導

文本，14採用質性文本分析法（主題分析）進入第二階段，透過分析台灣客家認同與

文化形象相關報導全文，分析文本蘊含及建構之客家文化與認同論述的核心命題以及

意涵。以下是分析結果。 

 

（一） 客家文化悠遠流長：與台灣客家傳統文化的相遇相惜 

 

多則報導引用台灣媒體，描繪台灣客家傳統風俗，展現古典客家文化純樸實在的

特質，整體而言，報導語氣多屬正面。其中由中國大陸當地報社採訪報導的新聞有：

2014 年《梅州日報》「打中午客家古風俗」、2014 年《梅州日報》「台灣客家新年

謠」、2012 年《人民政協報》「年初三送窮鬼」、《僑報》「台中東勢土牛客家文化

館」。另一方面，採用台灣報紙媒體內容的報導包括：1980 年《參考消息》 (原載

《中央日報》)「台灣客家山歌」、1984 年《參考消息》 (引自《中國時報》)「台灣

客家婚俗」、1991 年《參考消息》 (引自《中國時報》) 「台灣客家擂茶」、2011 年

《閩南日報》 (原載《聯合報》)「台灣客家文化賽神豬-義民文化祭」。 

 

在宝岛台湾的新竹县宝山乡，一项传递客家族群古老习俗——“打中午”正在

火热上演。参加活动的宝山客家乡亲以挑担奉饭方式送出客家美食。 

范玉燕介绍说，“打中午”是凝聚地方居民情感与象征客家人好客、分享、奉

献精神的习俗，传承持续已上百年未中断。 

（新竹縣寶山鄉：「打中午」重現台灣客家古風俗，【梅州日報】，

2014.02.19 ，【版次】第 8版:客家 ） 

 

 

台湾客家地区有一首新年谣，既充满乡土趣味，更展现了客家族群重视耕读、

 
13 美東、北加州、印尼、新加坡、模里西斯、泰國、阿根廷、全球客家 

14「讀秀超星」資料庫 http://libw.cuc.edu.cn/2018/1110/c1195a19708/page.htm 

http://libw.cuc.edu.cn/2018/1110/c1195a19708/page.htm


14 
 

勤俭过日子的优良传统。 

年到初二，食乘把腻腻 

年到初三四，人客来来去 

年到初五六，有酒又无肉 

年到初七八，家家捧粥钵 

年到初十边，依旧同仙般 

年到十五六，食了剩余肉，耕的耕，读的读。 

（台灣客家新年謠，【梅州日報】，2014.02.12，【版次】第 8版:客家） 

 

台湾客家族群大多来自广东四县(五华、梅县等)地区，不仅有"送穷鬼"传说流

传，也有相关习俗的记载，如桃园地区初三将垃圾装在一只烂畚箕内，盖着一

把旧扫帚放在十字路口的路旁，这叫做"送穷鬼"。还有到了年初三，才用坏扫

帚、旧畚箕将垃圾装起来，拿到郊外路边，连扫帚、畚箕一起烧掉，比较功夫

的人则顺便点香烧金连垃圾一起烧毁，此举听说是"送穷鬼"，将垃圾送走后，

"穷去富来"。可见台湾客家年初三送穷鬼与广东原乡的传承关系。 

（台灣客家「年初三送窮鬼」習俗，【人民政協報】，2012.01.21，【版次】

09:兩岸經合周刊） 

 

 

擂茶入了口，那种嗅觉上的诱惑，会突然转变为齿颊之间的冒险，先是感觉到

一股青涩，那是茶叶的第一个味觉，再细细咀嚼花生颗粒，渐渐能感到甘醇爽

口的滋咪，吃擂茶一般不加任何调味品，淡淡的没有一丝压力。苦涩之后的甘

美，就像客家民族的生活历练一般，永远带有那股清淡和安适，没有炫耀的外

表，却能让人久久无法忘怀。 客家民族的刻苦耐劳和勤俭风格，在这个挥金

如土、欲望浮沉的社会里，像一股淡淡的清流，正兀自散发着它的馨香。 

（台灣客家擂茶，【參考消息 台灣《中國時報》5月 13文章】，

1991.07.13，【版次】09:兩岸經合周刊） 

 

在我所见到的本省婚礼中，我最喜欢的还是美浓这地方的婚礼仪式，因为它带

有浓厚的客家色彩和极深远的意义，令人觉得庄严、隆重。尤其当你亲身经历

婚礼过程，而发现带路鸡、挂尾蔗和泼面盆水时，你当会觉得，那是多么亲切

和富于情调的一件事呢？ 虽然随着时代的进步，一切都在简化中，客家婚礼

的形式一直在演变简化中，然而“带路鸡、挂尾蔗和泼面盆水”这三种规矩，

却历久不衰。笔者愿意把这三件客家婚礼中的主角详加叙述，使人们了解它们

所代表的意义。 

（台灣客家婚俗，【參考消息 台灣《中國時報》文章】，1984.12.08，【版

次】第 2 版的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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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家民谣种类繁多，素有九腔十八调之说法，根据客家人传统分法，可分为：

——老山歌：又称为大山歌，是属客家民谣中最古老的，曲调悠扬、豪放，节

奏流畅自由。——山歌子：亦称为山歌，由老山歌变化改写而来的。 ——平

板调山歌：又称改良调，是从老歌、山歌子改变而来的，也是山歌由荒山原

野，慢慢走进果园、家庭、茶园、戏院的产物。 

（台灣的客家山歌，【參考消息 原載台湾《中央日報》】，1980.03.27，

【版次】第 3版的新聞） 

 

自从日据时代后，闽客之间的冲突有意被压制下来，到了现在，虽然相安无

事，但一些习惯或经验，仍可以看出彼此间的小情结，比如说传统上认为嫁女

儿千万不要嫁给客家人，或者娶媳妇就要娶客家人之类的说法。因为很多人认

为客家女人勤俭持家，吃苦耐劳；相对的，女儿如果嫁到客家人家里，客家婆

婆常认为闽南女人爱漂亮又懒，一定不会做很多家事，不会吃很多苦之类的。

当然，这些观念随着时代的进步也越来越淡了。 

（台灣客家人大多群居半山腰，台灣的族群及“外省人” 【揚子晚報】，

2009.11.17） 

 

在台湾北、中、南、东四个地区，生活着 400多万客家人。他们的先祖于 300

多年前来自同一个故乡——大陆，胼手胝足、沥血流汗，将蛮荒之地开辟成片

片田园。“台湾南部客家人的历史是 300年，北部客家人的历史是 200年，东

部客家人的历史是 100年。”屏东美和科技大学客家研究中心主任曾喜城这句

话，清晰勾勒出客家人在台的历史。 

（台灣客家文化:在傳承中謀新生，【僑報】，2012.10.29，第 B12版：台灣新

聞二） 

 

 

为鼓励民众参与客家文学创作、提升客家文学水平，近日，台湾客家笔会举办

了一场童谣客家下午茶，由笔会成员共同分享与讨论客家童谣。大家相互交流

彼此的创作，研究可以启发小朋友学习兴趣的童谣作品，借此让客语在下一代

扎根，达到保存与传承的目的。 

（台灣：客家筆會廣推客家童謠【梅州日報】，2011.09.14，第 8版:客家） 

 

据台湾《联合报》报道，赛神猪是台湾新竹县客家义民文化祭的重头戏，彩绘

神猪比的不是重量，而是创意和巧思。今年共有 91件作品参赛，有贵气的山

茶花神猪，也有讨喜的发财神猪，还有披上头纱的浪漫神猪，造型各异，相当

有趣。展场以客家圆楼、圆桶悬挂式褒忠亭影像及红色客家灯笼，一入馆就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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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浓浓客家义民文化氛围，5款交互式触控游戏有挑担奉饭、起灯篙、放水

灯、彩绘神猪、纸糊艺术，民众透过手动游戏就能轻松了解义民祭典特色。 

 

小朋友欣赏可愛彩繪神猪，露出驚喜表情。  

（台灣客家文化賽神猪登場 彩繪神猪比創意巧思，【閩南日報】，

2011.08.18，第 15版：寶島風情） 

 

（二） 歷久彌新的客家人形象與文化特質 

 

關於客家文化與形象特質，多數報導再現相當正面，包括：赤膽忠心、為

國效忠、孝順父母、兄友弟恭、重男輕女、父權尊嚴、重視薪火相傳、重視教

育、刻苦耐勞、患難與共、遵守祖訓、深記教訓、奮發苦學、晴耕雨讀、尊天

敬祖。此外，也包括：團結排外，不肯與外人同化或通婚等較為負面的形象再

現。 

 

客家人的观念中，大至国家社会小至家庭，每个人都必须忠诚以待，服

从为旨，因此，我们可以看到传统客家人赤胆忠心、为国效忠的例子。

所有客家家庭，更是孝顺父母、兄友弟恭，这样的行为模式演化出来

的，似乎就成了家长的极度权威——尤其是父权的尊严，更是不容丝毫

挑战。薪火相传的观念，一直在客家人的心目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

对于子女的教育，自然是只重男不重女，教育的重点大都以饱读儒学为

主，以考取功名为最终目标，因而许多客家宗族中，会出现一门九进士

或者多功名的情况。  

(台灣客家族群之墾拓與文化特质，【贛南日報】，2012.10.12，第 A06

版：第十一屆河洛文化研討會) 

 

长期流亡式的生活，却随时都必须和陌生的环境以至于不可知的敌人战

斗，使得客家人的文化中，充分表现出浓厚的移垦社会痕迹，刻苦耐

劳、遵守祖训、深记教训、奋发苦学，逐渐成了客家民族特有的民族

性。旧时的客家人在念念不忘中原血统与受迫流离失所的情结间，更养

成了团结排外，甚至不肯接受其他民族更好的文化或生活的陋性，譬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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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往往足迹所至，即有其特别村舍，一切习俗，不肯与外人同化。昔

时甚且不肯与外族或外系通婚，不肯学习外族外系的语言，这确是一种

特殊现象。 客家人自我之间的关系，却是最亲密而合作无间的。旧时

农忙时期，客家庄中大家互相帮工，今天我帮你做，明天别人帮我做的

精神，显然也是来自于长期的颠沛流离、患难与共而产生的精神。 

(台灣客家族群的文化特質，【人民政協報】，2012.12.22，第 C01

版：文化宗教) 

 

客家人“晴耕雨读”、“尊天敬祖”的质朴精神一直得到华裔社区及其

他族裔社区人士的敬仰，从 1月 19-25日，“台湾客家世纪印象 2008

巡回展--北美洲地区”将在洛杉矶华侨文教中心举行。主办单位表示，

展览不仅让观者了解客家人文精神，特别是客家乡亲移居全球各地区，

体现尊重族群、尊重文化，促进族裔和谐，明伦崇礼，全球“一家

亲 ”。 

(客家鄉親將舉辦圖片巡迴展展現北美台灣客家人世界印象，【僑

報】，2008.01.18，第 C02版：南加華人) 

 

（三） 客家音樂與戲曲的前世今生，走進世界分享客家精神 

 

當今客家音樂結合古典歌謠(客家山歌、八音)與現代樂曲(西方搖滾、非

洲節奏)，客家音樂創作者各自有一片天，曲風交流融合，代表歌手人物包括: 

林生祥、游兆棋。另一方面，推廣客家戲曲首屈一指的是苗栗縣「榮興客家採

茶劇團」，多首客家山歌經改編傳唱兩岸 (《客家本色》、《一支竹担竿》、

《手攀花枝等哥来》、《妹在房中剪剪花》、《山歌仔》、《皇天不负有心

人》)，在世界舞台上，客家樂曲藝術沒有缺席。 

 

台北客屬文化協會合唱團成員在齊聲高唱《客家本色》。 (台灣客家山歌在閩西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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響，【閩西日報】，2006.07.06，第六版) 

 

曾获得过四届金曲奖，来自台湾高雄美浓小镇的客家子弟林生祥，最新

作品《野生》已在两个月前面世。林生祥的音乐融合了客家山歌、八

音、歌仔戏、恒春民歌、西方摇滚、非洲节奏，乃至冲绳三弦乐的元素

及曲风，他被誉为当今台湾最重要的创作歌手。本月 20日至 22日三

天，林生祥还将与他固定的音乐搭档、吉他手大竹研、词作者钟永丰一

起，携《野生》专辑展开大陆首度巡演活动，并分别在广州、深圳、厦

门一连举行三场演出。 

(客家山歌+八音+歌仔戲+西方搖滾+……=林生祥 台灣客家歌手下周廣

州開唱，【南方都市報】，2009.06.12，RB10 娱樂新聞) 

 

 

近日，第二届客家流行音乐金曲榜颁奖盛典在我市举行，在活动举办期

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记者采访了祖籍大埔县的台湾客家情歌王子游兆

棋。随着大陆原乡的客家歌手越来越多，他期待联合原乡客语歌手壮大

两岸客语音乐的力量，让客家歌曲越来越出彩。 

(客家音樂創作自信回原鄉尋找，【梅州日報】，2014.03.18，第 12

版： 娛樂) 

 

客家传统戏曲即将前进音乐之都维也纳！为响应欧洲侨界对客家文化传

承、推广的殷切期待，台湾客委会将首度规划岛内客家戏曲界首屈一指

的苗栗县荣兴客家采茶剧团，于 7月 13日及 14 日前往参加在奥地利维

也纳举行的 “欧洲台湾客家联合会第三届年会暨全球客家恳亲大会”

公演。剧团出发前于 7月 10日特别举行授旗记者会，并由客委会主任

委员黄玉振亲自授旗，除预祝首度欧洲公演成功外，也期许能让客家戏

曲之美远播世界音乐、艺术之都。 

(台灣客家戲曲向音樂之都维也纳邁進，【梅州日報】，2012.07.18，

第 8版:客家) 

 

 

“唐山过台湾，无半点钱，煞忙打拼耕山耕田，咬姜啜醋几十年，唔填

改变。世世代代就这样勤俭传家，两三百年没改变。”台湾客家乡亲合

唱的一曲《客家本色》在观众击打的节拍中飞出。2006年 7月 1日晚，

以陈元勋为团长的台北县客属文化协会合唱团一行 44人与闽西客家艺

术团演员在市文化艺术中心进行了一场别开生面的联欢活动。双方同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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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出，节目穿插进行，台湾客家乡亲演唱的客家山歌和闽西客家艺术团

表演的客家风情舞蹈，高潮迭起，令人回味。台湾客家山歌的源头在大

陆。随着时代发展和社会进步，台湾的客家山歌也有一个改造的过程，

这就是在保持原有客家山歌旋律的基础上渗透现代流行的韵律，使客家

山歌焕发更强的生命力，更符合现代都市人的欣赏习惯，为客家山歌走

向市场提供了良好的条件。一些经改造的客家山歌，如《客家本色》

《一支竹担竿》《手攀花枝等哥来》《妹在房中剪剪花》《山歌仔》

《皇天不负有心人》等唱遍客家地区，成为客家山歌中的珍品。联欢会

上，这些山歌再次在闽西唱响，博得全场热烈的掌声。 

(台灣客家山歌在閩西唱響，【閩西日報】，2006.07.06，第六版) 

 

 

（四） 兩岸客家老中青世代的尋根交流與訪問：認同肯認與友誼搭建 

 

兩岸尋根交流活動早年相當熱絡(包括: 尋找客家文化的源頭——台灣

“客家文化交流之旅”参訪活動側記，【團結報】，2006.05.16；台湾“客家

尋根之旅”参訪團抵岩訪問，【閩西日報】，2007.09.27；两岸要共同推廣客

家文化，台灣客家鄉親昨赴龍岩“尋根” ，【海峽導報】，2007.09.27；台

灣客家鄉親帶著族譜來大陸尋根，【西部時報】，2007.10.09；台灣客家文化

交流團來岩訪問，【閩西日報】，2008.07.28；台灣客家鄉親捐贈北京奥運景

觀石--落成儀式在北京奥林匹克森林公園舉行，【團結報 北京】，

2008.07.01；台灣客家的根在大陸――訪台灣台北縣客家事務局副局長楊美

峰，【閩西日報】，2009.05.24；台灣客家文化交流團到博白“相親”，【廣

西日報】，2009.11.17；看到台灣的客家兄弟感覺親上加親，【廣西日報】，

2010.07.05；黄華華到新竹會台灣客家鄉親，【南方都市報】，

2010.08.19)。 

 

台湾“客家文化交流之旅”参访团到我市参访，借此弘扬两岸客家文

化，发挥客家文化在促进两岸文化交流中的作用，增进两岸同胞的了解

和互信。通过此次交流，必将进一步加深龙岩和台湾两地客家乡亲的血

脉亲情，进一步弘扬中华传统文化与客家文化的优良传统，为两岸的交

流与合作、和谐与发展搭建一个新的平台。据了解，参访团一行将对我

市开展为期 4天的参访交流，还将前往宁化等客家祖地进行参访。  

(增進兩岸同胞的了解，台灣“客家文化交流之旅”參訪團到我市參

訪，【閩西日報】，2006.04.27，第二版) 

 

 

台湾新竹县是客家人聚集的重点地区，全县 85%以上人口为客家人，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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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人高度重视客家文化的传承，从饮食、服饰、民俗、语言、艺术、建

筑到历史、性格、心理等，各个方面都体现出鲜明的客家文化的共同特

点，历经千百年代代相传不息，具有非常强的稳定性和一致性。客家人

注重沟通、强调融合、追求和谐、珍视和平幸福，他们对祖地客家文化

有强烈的归属感，对两岸客家文化的交流有极高的热情，此次“台湾客

家文化交流之旅参访团”到大陆，先后赴厦门、龙岩、宁化、长汀、上

杭、永定等市县，祭拜了石壁客家祖地和客家母亲河－汀江，参观了长

汀客家博物馆、上杭客家谱牒馆和永定客家土楼，期间观看了多场客家

民俗和歌舞表演。 

(尋找客家文化的源頭——台灣“客家文化交流之旅”参訪活動側記，

【團結報】，2006.05.16，第 03版：海峡兩岸) 

 

台湾“客家寻根之旅”代表团假出席在厦门举行的第二届客家高峰论坛

之机来龙岩访问。昨天上午，代表团一行经金门在厦门和平码头抵岸。

昨日下午，代表团还参观了永定客家土楼，对土楼的奇观和客家先贤的

智慧表示由衷的感佩。 

(台灣“客家尋根之旅”参訪團抵岩訪問，【閩西日報】，

2007.09.27，第 001 版) 

 

昨晚，台湾代表团与龙岩市互赠了礼物，饶颖奇代表台湾团向龙岩市赠

送了水晶琉璃麒麟匾，麒麟呈祥，并有一颗奔腾的心跃动两岸。饶颖奇

说，两岸客家要秉持客家勤俭、团结、共患难精神，共同推广客家文

化，为增进两岸和平与繁荣出力。这次来龙岩寻根的台湾客家代表中，

8位担任过台“立法委员”，6位担任过“国大代表”，26位目前是台

湾客家社团负责人，是专业领域的优秀客家子弟。 

(兩岸要共同推廣客家文化，台灣客家鄉親昨赴龍岩“尋根” ，【海峽

導報】，2007.09.27，第 B04版:台海／綜合) 

 

“吞了钥匙――‘开’心！”近日，福建省厦门市和平码头一派喜气洋

洋，在中国国民党中评会主席团主席、中华海峡两岸客家文经协会理事

长饶颖奇先生的率领下，150多位前来厦门市参加第二届海峡两岸客家

高峰论坛的客家乡亲通过厦金航线抵达厦门。面对热情的厦门朋友，饶

颖奇先生激动地用一句自创的歇后语表达全体台湾客家乡亲的心情和感

受。  

(台灣客家鄉親代着族譜來大陸尋根，【西部時報】，2007.1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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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联合大学台湾研究院客家研究中心 11日在北京正式成立。据悉，

这是大陆首个以台湾客家族群为主要研究对象的科研机构。北京联大台

研院自成立以来，在对台研究和促进两岸学术交流方面做了大量工作，

2006 年 11月，北京联大台研院与台湾中华海峡两岸客家文经交流协会

成功创办“海峡两岸客家高峰论坛”，已成为海峡两岸客家民间学术交

流的重要平台。为适应新形势下两岸交流和对台研究需要，台研院决定

成立客家研究中心。 

(大陸成立首個研究台灣客家族群的科研機構，將成為推動兩岸客家交

流與合作、增進鄉情與親情的重要平台和紐帶，【團結報 北京】，

2008.01.15，第 01版：要聞) 

 

台湾客家乡亲捐赠的这座奥运景观石，是一尊采自台湾花莲的著名特产

——“花石”。这尊“花石”高 3.6米，宽 2.6 米，重达 50多吨，挺

拔雄伟，气势磅礴，弥足珍贵，上面镌刻了“两岸客家，心系奥运”八

个朱红大字。 

(台灣客家鄉親捐贈北京奥運景觀石--落成儀式在北京奥林匹克森林公

園舉行，【團結報 北京】，2008.07.01，第 03 版：海峽兩岸) 

 

昨日下午，以台湾客家公共事务协会理事长黄子尧先生为团长的台湾客

家文化交流团一行 31人，来岩进行客家文化交流，参观了永定客家土

楼承启楼后，昨晚来到龙岩学院与该校客家文化研究中心的专家学者座

谈。龙岩学院、市台办、闽西客联会负责人参加座谈。 台湾客家乡亲

看到龙岩近年发生的巨大变化，特别是龙岩有了自己的本科院校，有一

支素质较高的专业队伍开展客家学专题研究，并取得丰硕成果，在国际

客家学界有着越来越重要的影响，心里特别高兴。表示闽台两地要团结

起来，抓住历史机遇，加快两地发展，增进双方交流，把客家文化的事

业做得更好。据悉，交流团还将深入上杭、连城、长汀等地参观。 

(台灣客家文化交流團來岩訪問，【閩西日報】，2008.07.28，第一版) 

 

这次两岸交流活动以“客家心，两岸情”为主题，经过精心策划，团队

阵容庞大，节目内容丰富、包罗万象。有家喻户晓的名主持人何易峰，

客家界当红艺人彭月春、黄佩舒，实力派唱将谢佩珊、张碧云，二十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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闯关关主萧佩茹，团团圆圆代言人、知名原创歌手徐千舜等 33人。她

说，在大陆 5天时间，他们参加了在厦门举办的“海峡论坛”，参观了

永定客家土楼。台北县政府“客家文化园区”的造型，也是一座土圆

楼，两岸同根同缘同血脉，两岸的历史、文化、风俗是不可分割的，台

北县县长周锡玮、首任客家事务局局长何培才先生，都是不遗余力地推

动两岸客家事业发展和两岸交流的热心人士。相信通过这次交流，两地

的来往会更加密切。 

(台灣客家的根在大陸――訪台灣台北縣客家事務局副局長楊美峰，

【閩西日報】，2009.05.24，第二版) 

 

11 月 12日上午，在新竹市公共事务协会理事长邱从容、桃园县客家文

化歌谣协会理事长申梅兰以及广东省客属海外联谊会常务理事张定云的

率领下，台湾（新竹、桃园）客家乡亲两广文化交流团一行 15人在博

白县先后参观了世界著名语言学家王力先生的故居和博白县林财编织工

艺厂。当天下午，台湾、博白县客家乡亲举行文化交流座谈会，主宾亲

如一家，其乐融融。座谈会上，两岸客家乡亲先后介绍了台湾、博白的

客家文化发展情况和生活习俗等，并互赠礼物。博白县客家歌谣演唱团

和台湾客家乡亲还表演了富有客家特色的客家山歌对唱、独唱喃嘟管合

奏舞蹈等节目，以此表达他们心中浓浓的客家情怀。 

(台灣客家文化交流團到博白“相親”，【廣西日報】，2009.11.17，

第 011版：花山) 

 

7 月 4 日，自治区党委书记、广西经贸文化代表团团长郭声琨率团深

入台湾彰化县客家人聚居的溪州乡西畔客家庄访问，用客家话与当地村

民拉家常，让村民们倍感亲切。当天下午，西畔客家庄的乡亲们早早备

好了西瓜、菠萝、芒果等各色时令水果，用热烈喜庆的声声爆竹欢迎郭

声琨的到来。“我也是客家人。我是从广西来的，专程来看看在台湾的

客家兄弟。”郭声琨脸上挂着笑容，用客家话对大家说，“到了台湾，

看到台湾同胞感觉很亲切，看到台湾的客家兄弟，感觉更是亲上加

亲。”  

(看到台灣的客家兄弟感覺親上加親，【廣西日報】，2010.07.05 ，第 

001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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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晚，台湾新竹县，“好客‘台湾·广东周’乡谊晚宴”上，广东省经

贸文化交流团和台湾客家乡亲数百人欢聚一堂，共叙乡情。省长黄华华

身穿具有新竹客家风情的蓝色客家衫，用高亢而深情的音调，通过来自

他的故乡———兴宁市的山歌，唱出了粤台两地客家乡亲的共同心声。

(黄華華到新竹會台灣客家鄉親，【南方都市報】，2010.08.19，AA10

城事) 

 

另一方面，客家文化傳承需要靠年輕人，要如何吸引年輕人參與兩岸客

家民俗演藝活動交流 (例如：台灣八家將，中國大陸腰鼓舞)? 報導指稱〝年

輕人不是不喜歡傳統文化，而是要看我們年長一輩如何去引導以及政府職能部

門如何規劃長效政策给予支持。現在的年輕人如果只有很少的機會能接觸到優

秀的傳統文化，又怎麼會喜歡呢？〞 (如何吸引更多年輕人参與文化傳承，訪

台灣客家演藝文化協會理事長李康雷，【光明日報】，2013.10.08，05版：大

視野) 

 

要让年青一代对包括客家人的精神、品质、人文、历史、语言、民风民

俗等物质和精神文化在内的客家文化有更多的接触、更多的熏陶，使他

们有更深的感悟、更深的认同。今后，台湾客家民俗文化发展协会和信

丰县客家联谊会将多组织一些两地青少年间的文化交流互动活动，让两

地客家文化更好地交流、借鉴和融合，让客家精神发扬光大。 

(兩地客家交流需代代相傳，訪台灣客家民俗文化發展協會理事長謝震

穎，【贛南日報】，2013.08.14，第 A06版(弘揚客家文化深化赣台合

作訪談) 

 

此次演出，为观众带来的都是两地极具民俗文化特色的节目，如富有浓

郁台湾原住民民俗特色的阿美族乐舞、泰雅族乐舞、表现台湾庙会文化

阵头的"官将首"、表现台湾客家人信仰供奉的神明之一的三山国王等节

目；由深圳大围屋艺术团民间艺术家上演的女子群舞"剪纸姑娘"，将传

统民间艺术剪纸作为舞蹈元素，深圳宝安少儿京剧艺术团则以花脸、老

生、青衣、花旦四个行当联唱的方式演出"京韵飘香"等等，独具匠心，

引人入胜。 

 (如何吸引更多年輕人参與文化傳承，訪台灣客家演藝文化協會理事長

李康雷，【光明日報】，2013.10.08，05版：大視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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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台灣客家文化創意產業耀眼亮麗，桐花祭勝出 

 

關於台灣客家文化創意觀光產業的報導聚焦在「客家桐花祭」、「台灣擂

茶」、「客家文物館」、「客家圖書館」、、「夜合客家文化藝術季」、「美

濃社區整體營造」、「油桐花布藝」、「青花瓷陶藝品」、「春池玻璃」、

「手工木雕漆器」、「客家特色食品：土肉桂、桔醬、蛋豆角」、「客家創意

制服」。相關報導對於客家桐花祭的文化背景、符號意涵，及其衍生的台灣客

庄文創與觀光效益多所著墨 (台灣客家“桐花祭”揭幕，【新華每日電訊】，

2009.04.20；台灣客家觀光第一品牌——桐花祭，【梅州日報】，

2011.06.18；台灣客家桐花祭的由來與歷史，【梅州日報】，2012.04.25) 

 

 

高雄客家文物館：雕塑再現胼手胝足的墾荒史。 （宋健軍 攝）〈高雄：南台

灣客家重鎮〉，【梅州日報】，2011.06.13 

 

由台湾 10个县市共同参与的“桐花祭”活动本周末正式揭幕。这个集

自然风光、客家文化、现代创意为一体的特色活动,迄今已在台湾连续

举办了 8年,每年都吸引了大批游人。 今年的“桐花祭”共有宜兰、基

隆、台北、桃园、新竹、苗栗、台中、彰化、云林及南投等 10县市 25

个乡镇共同举办,是历来涵盖地区最广、活动最多样的一次。整个“桐

花祭”将持续到 5月 17 日。主办单位预估可吸引约千万人次游客, 为

各县市创造 80亿元新台币的商机。 

(台灣客家“桐花祭”揭幕，【新華每日電訊】，2009.04.20，02:國內

新聞) 

 

上海市長韓正日前到訪台灣，參觀桃園縣客家文化館，並且參與擂茶製

作，更盛讚台灣客家擂茶香味可以傳到上海。 擂茶為客家人獨有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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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很多人會把擂茶當成一種“茶”，其實傳統客家擂茶是用生的綠茶

茶葉、芝麻、炒熱的花生磨成粉後，過程中不斷加入冷開水，成為有飽

足感的漿狀食物。是傳統客家人的最愛，但並不能單純視為“茶”，而

是可視作塡飽肚的特殊風味茶點。 客家擂茶發源中國，曾東傳日本，

並大受歡迎，目前廣東的部分客家莊與台灣客家莊仍然維持傳統。客家

擂茶幾乎在每一次客家活動中成為招待賓客的重頭戲，而在擂茶旁，也

習慣會加上米粿、糕餠食用，成為另一種客家風情。 

(台灣客家擂茶，【澳門日報】，2010.04.19) 

 

客家文化是以中原汉文化为主体的移民文化，因此也具有十分强烈的寻

根意识与乡土意识，他们具有团结、俭朴、乐观的特点。客家人迁居台

湾，主要在清朝康熙、雍正、乾隆年间。据统计，台湾地区现有客家人

口总数逾 400万，是台湾第二大族群，客家文化在台湾有着广泛影响。 

台湾客家人长期以手巧而著称，故擅长许多小巧精致的手工艺技术。客

家委员会代表李小姐表示，小型木雕漆器最能体现客家人这一特长，台

湾最著名的陶艺大师都是客家人。此外由于台湾客家人多居住于山区附

近，因生活需要在食物保存方面颇有心得，并以腌制食品见长。客家美

食可说是台湾客家文化的代表项目，而以经验来看，食品也是最容易交

流的文化内容。 

(台灣客家文化首次集體輸出，【東方早報】，2011.04.02，第 A15版:

文化) 

 

高雄近年来十分重视客家文化的保护与弘扬，在多个方面取得了不俗的

成就，主要表现在：一、建成高雄客家文物馆。1998年建成启用的高雄

客家文物馆，是台湾地区最大的客家博物馆，其设计参考大陆原乡的客

家建筑，为红瓦琉璃、三合院式建筑。馆内陈列以客家文物为主，是客

家人迁台生活场景的全景展示，内容兼具客家传统与当代变迁。此外，

2002 年该文物馆还设立了客家图书馆，使其成为台湾首座客家图书馆，

主要收藏客家文学、地方史志等各种学术研究资料，使文物馆发挥多元

化的功能。二、打造"高雄新客家文化园区"。此为高雄地区的客家文化

活动中心，是高雄客家文化传承的重要据点。园区不定期举办各种丰富

多彩的客家文化活动，如每年定期举办的"夜合客家文化艺术季"，为台

湾"客庄 12大节庆"之一。高雄客家事务委员会从 2007年开始致力推广

客家新元素"夜合花"，鼓励文化创意产业与艺术创作注入"夜合"元素，

使其有别于台湾北部客家地区的"油桐花"，希望能引领一股新的客家文

化魅力。高雄"夜合客家文化艺术季"每次活动都能吸引南台湾的大量客

家乡亲和外地游客参与，艺术节内容包括客家籍流行歌手演唱、大型歌

舞剧表演、六合夜市客家美食创意料理竞赛、游港船唱客家山歌等活

动，气氛十分热烈。三、大力建设客家小镇美浓。高雄县美浓镇的客家

文化以保存完整而著称全台，全镇人口超过九成为梅县籍客家人，高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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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近年加大投入对美浓进行社区整体营造，让整个美浓从自然生态到居

民服饰、住宅、美食、音乐等处处体现出浓郁的客家风情，吸引了大量

游客前往观光旅游。 

(高雄：南台灣客家重鎮，【梅州日報】，2011.06.13，第 8版:走進台

灣客家之高雄) 

 

台湾的油桐树与台湾的客家人有着非常深厚的历史渊源。早期，油桐树

只是聚居山野的台湾客家人的经济作物。随着时代发展，依托农业成长

起来的台湾观光休闲产业渐渐发达，客家人也在其中寻找到新的商机：

变采摘油桐为观赏油桐，以客家地区随处可见的油桐花为风景特色，举

办以“桐花祭”为主题的大型观光休闲游。 

台湾“客家桐花祭”自 2002 年推出第一届以来，越来越多客家县市参

与其中，每年一个主题，活动开展得有声有色，规模越来越大、内容越

来越丰富，目前已经成为台湾最具活力、最具品牌效应的文化体验、观

光休闲活动。以“2010客家桐花祭”为例，全台共有 11 个县市参与，

开展了 800多项文化旅游娱乐活动，譬如“自然桐芬芳、亲子游仙

境”、“桐林嘉年华”等，并且开展了桐花文学奖评选、桐花摄影比

赛、客家桐花舞、桐花树下音乐会等主题活动，吸引了台湾各地甚至香

港、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地游客前往体验秀美山水、感受客家文化。资

料显示，台湾客家地区依靠“桐花祭”行销活动，每年大概能够创收四

十亿元新台币。 

(台灣客家觀光第一品牌——桐花祭，【梅州日報】，2011.06.18，第 3

版:借鑒台灣新理念·快速發展慢生活) 

 

自 2002年台湾推出第一届“客家桐花祭”以来，一年一度一主题，活

动开展得有声有色，规模从小到大，层次从低到高，内容越来越丰富，

形式越来越多样，从简单的一项祭祀祈福活动，发展成为集文化体验、

生态旅游、休闲娱乐、产业发展为一体的系列活动，到现在已经成为台

湾最具知名度、最具活力、最具品牌效应的文化旅游经济活动。 

台湾的油桐树与台湾的客家人有着非常深厚的历史渊源。早在清康熙年

间，大量闽粤客家人渡海入台，垦荒耕地，大量种植烤烟、油桐树等，

当时与樟脑树并称为台湾种植业的三大支柱产业。随着油桐树种植业的

发展，带动了与台湾客家人密切相关的油桐加工业，形成了现在的油桐

树分布区域也是客家人聚居区域的神奇现象。因此，油桐花自然而然地

与客家形成了一种密不可分的关系，最后成为台湾客家人的一种精神象

征。“祭”在字典里是这样解释的：对神灵或祖先的礼拜，表示崇敬并

祈求保佑。台湾的 “客家桐花祭”，不仅包含对天、地、山三神的顶

礼膜拜和祈求保佑，而且体现出客家族群对赖以生存的山林大地、桐树

桐花的感激与崇敬之情，也警醒客家子孙对这种精神的世代传承，还蕴

涵有客家文化的庄重肃穆、虔诚祈福的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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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这个“桐花祭”还包含有“花季”的意思，就是体验客家生活、

推广客家文化、弘扬客家精神的季节。在这个美丽的季节里，人们可畅

游客庄，去亲近桐林，去亲近桐树，去亲近桐花，去亲近客家，去呼吸

桐花沁人的芬芳，去领略桐树迷人的风采，去欣赏桐林悠扬的乐章，去

体验客庄淳朴的风情，去共同分享桐花纯洁的美丽和客家炽热的情怀。 

(台灣客家桐花祭的由來與歷史，【梅州日報】，2012.04.25，第 8版:

客家) 

 

为展现客庄产业的精采与丰富，台湾客委会于 7月 13 日至 15日，在花

博公园圆山区争艳馆户外长廊广场举办 “台湾客家特色商品展售会”

与“客家农特产品联合展售会”，邀请来自全台超过 60家的客庄产业

业者于现场展售。另以“客着·新裳”为主题，特举办“客家创意制服

开发成果巡回展”，全面展现了客家创意学童制服设计比赛得奖作品及

时尚设计师的最新创作。 

(台灣客家特色產品與創意制服聯展盛大登場，【梅州日報】，

2012.07.18，第 8版:客家) 

 

五、結論 

本計畫蒐集兩岸四地新聞媒體報導樣本進行量化內容分析與質性文本分析。本

計畫根據媒體再現族群形象與認同之理論架構，採用量化內容分析與質性文本分析方

法，探討兩岸新聞媒體報導所再現的客家族群文化形象與身分認同，並從報導中尋找

時代背景與情境脈絡。 

本研究採用量化內容分析法，蒐集《讀秀中文數位資料庫》自 1980 到 2019 年

有關台灣客家的兩岸新聞媒體報導內容。內容分析研究結果顯示：2012 與 2014 年的

報導量最多，其次是 2011 年，再者是 2015 年。報導來源地區以來自中國大陸為最大

宗（401 則，97.8%），媒體來源以《梅州日報》數量最多，比例最高，其次是《閩西

日報》，再者是《汴梁晚報》。來源地區其次是香港 (1%)，媒體來源為《香港文匯

報》、《香港中通社》；以及台灣(1%)，媒體來源為 《中國時報》、《經濟日報》、

《中央日報》、《聯合報》。最少的是澳門(0.2%)，媒體來源為《澳門日報》。報導

主題以文化新聞的比例最高(50.5%)，其次是社會新聞(17.8%)，第三是政治新聞

(13.9%)。報導類型以純淨新聞為大宗(55.9%)，其次是深度報導(36.3%)，第三是人物

報導(5.4%)。報導縣市頻次最多的是台北市與新北市(14.7%)，其次是苗栗縣市

(11.8%)，第三是新竹縣市(10.8%)。報導語氣有超過 85%的比例為正面新聞，中立新

聞佔 14.1%。客家文化節慶報導量最多的是客家桐花祭(30.8%)，其次是天穿日

(12.8%)，第三是義民文化祭(7.7%)。飲食文化方面，客家擂茶報導次數最多(4 次)，其

次是客家小炒(2 次)。客家文化認同框架分析結果顯示台灣客家文化認同（48.3%）與

中國大陸客家文化認同（48.5%）比例大致相等。 

本計畫第二階段分析以立意抽樣方式選取之台灣客家報導的文本論述，關於客

家文化形象與認同的核心主題歸納如下：1. 客家文化悠遠流長：與台灣客家傳統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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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相遇相惜；2. 歷久彌新的客家人形象與文化特質；3. 客家音樂與戲曲的前世今生，

與世界分享客家精神；4. 兩岸客家老中青世代的尋根交流與訪問：認同肯認與友誼搭

建；5. 台灣客家文化創意產業耀眼亮麗，桐花祭勝出。上述內容分析與文本分析的研

究發現與 1980 年到 2019 年的歷史時代背景以及兩岸關係發展脈絡相契合，在複雜的

全球與兩岸政經環境以及更迭起伏的社會文化交流過程中，兩岸媒體(本計畫尤指中國

大陸媒體)設定與建構了關於台灣客家文化的新聞報導議題，對於台灣客家的文化形象

與族群認同，兩岸四地新聞媒體扮演關鍵重要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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