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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2010年制定《客家基本法》，創設「客家文化重點發展區」新制度，確立「客庄」

法定地位，部分傳統客庄因工商發展或都市計劃設計，誘發城鄉居民遷徙，使傳統

客庄逐漸都市化，形成「都市型客庄」。又我國立法委員自第7屆起改採單一選區兩

票制，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35條所定「每10年重新檢討一次」，第10屆區域

立法委員新竹縣應選名額由1席增加為2席，劃分為「閩客混合選區」、「客家選區」。

本計畫為一年期，以「探索傳統客庄都市化發展模式」為問題意識，運用族群理論

及都市發展理論，採文獻分析法、深度訪談法等研究法探討「都市化之傳統客庄」

（桃園市中壢區、新竹縣竹北市）之都市化發展脈絡，並以族群治理角度探討新竹

縣立法委員選區劃分對閩南及客家之族群關係之影響。 

 

關鍵字：客庄、都會客家、選區劃分、閩客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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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臺灣自1990年代開始，以外省人、本省籍福佬人、本省籍客家人、及原住民進行

族群分類的「四大族群」之政治論述，逐漸成為一般人對於臺灣人群分類看法的主

流認識方式（王甫昌，2013）。在四大族群中，政府對原住民及客家族群之制度性保

障機制有著類似的作為：（1）族群型代表性行政機關：1996年，設置「行政院原住

民委員會」（現已改制為「原住民族委員會」）；2001年，設置「行政院客家委員會」

（現已改制為「客家委員會」）；（2）族群性基本法：2005年制定《原住民族基本法》，

2010年制定《客家基本法》；（3）族群型行政區域：族群聚居之鄉（鎮、市、區）列

為原住民行政區（原住民族地區）及客家文化重點發展區（客庄）。 

    2010年的《客家基本法》第6條創設「客家文化重點發展區」（客家人口達三分

之一以上之鄉鎮市區）機制，明確化客家政策及客家事務主要的推動場域。以目前

政府施政重點的「國家級臺三線客庄浪漫大道」政策為例，就以桃園市、新竹縣、

苗栗縣、臺中市的臺三線道路沿線之「客家文化重點發展區」為範圍。然而，「客家

文化重點發展區」運作多年，陸續浮現一些制度面及實務面的待研究處理議題；其

中又以「傳統客庄的都市化」具有相當的重要性，其理由為：第一，「都會客家」的

意涵，可分從「都市中的客家人」與「都市化的傳統客庄」兩個不同的概念來思考，

一為從客庄移居至都會區的客家人，如融入臺北市的桃竹苗客家人；另一為傳統客

庄的都會化，如桃園市中壢區吸納外來移民呈現的多元族群交會（王保鍵，2016）。

以往客家研究多關注於「都市中客家人」之「隱形化」議題；然而，都市化的客庄，

也面臨客語流失的困境，特別是，在地原居的客家人也逐漸不使用客語，政府的政

策如何因應？第二，政府為繁榮傳統客庄而積極推動國家級浪漫臺三線政策，從「人

文形塑」、「環境整備」、「產業發展」三構面啟動客家文藝復興，再造客庄新生命。

然而，若浪漫臺三線政策執行成功，並吸引外來移民移入，應會讓臺三線沿線的傳

統客庄走向都市化，都市化的台三線客庄，是否也出現如中壢區、竹北市之客語流

失問題，反而發生客家政策之第三類型錯誤（type III errors）問題？第三，桃園縣改

制升格為直轄市，原具有地方自治團體公法人地位的中壢市，轉化為直轄市政府的

派出機關，相較於仍具有自治地位的竹北市，兩者在推動客家事務上之政策工具及

預算資源，是否有差異？是否會因此而影響都市化客庄之客家語言及文化傳承？第

四，中壢區為桃園中壢都會區的中心都市之一，竹北市為新竹市的衛星市鎮，兩個

客庄皆與相鄰鄉（鎮、區）形成共同生活圈，並產生客家事務跨域治理需求；然而，

《客家基本法》第8條以《地方制度法》第24條之1為基礎所建構的「客家文化區域

組織」1機制是否能提供足夠的政策工具來處理跨域客家事務？ 

    「制度」與「行為」間之互動研究，長期以來是社會科學的研究重心之一。公

                                                      
1
 為使客家傳統聚居地區，得以制度性傳承客家語言文化，政府應積極鼓勵各級地方政府，共同處

理跨域之客家事務，《客家基本法》第 8 條規定，政府應積極鼓勵直轄市、縣(市)及鄉(鎮、市)成立

客家文化區域合作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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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政策對制度安排之影響，以及制度對行為的影響，不但衝擊著族群的「社會心理」

層面，而且也深刻地影響族群的認同。本計畫以以桃園市中壢區及新竹縣竹北市為

研究場域，以「探索傳統客庄都市化發展模式」為問題意識，採文獻分析法及深度

訪談法，運用族群理論及都市發展理論，探討相關議題。 

 

貳、研究目的 

 

    1987年發軔的臺灣客家運動，以社會運動方式，「由下而上」地推動客家文化運

動，迄今有30年，已取得相當的成果；而隨著《客家基本法》之施行，客家事務的

制度化與法制化，政府以政策資源「由上而下」地推動客家事務，積極建構客家意

識及客家認同，並發掘、建構新的客家意象（王保鍵，2016），讓臺灣客家發展呈現

出新的風貌。從新制度主義（new institutionalism）的角度，當代客家事務已多由政府

主導推動，政府的「制度」設計深刻地影響客家族群的「行為」；因此，本計畫關注

於「客家文化重點發展區」機制及客家委員會投入客庄的政策資源，對都市型客庄

的族群認同及族群關係的影響。 

    本計畫以傳統客庄走向都市化之發展脈絡，探討以下問題：（1）中壢區與竹北

市兩個傳統客庄之都市化發展脈絡有何不同？（2）新竹縣立法委員選區劃分對閩南

及客家之族群關係，有何影響？ 

 

参、文獻探討 

 

一、族群理論與客家人身分 

 

    對於民族或族群的界說，較為人所熟知者為「原生論」（primordialism）及「工

具論」（instrumentalism）兩種論述；前者具有共同之血統、語言、文化等「與生俱

來」的「外顯性」，又被稱之為「本質論」；後者則具有共同歷史、經驗、記憶等「自

我認同」的「主觀性」，而此種主觀自我認同是得以後天「社會建構」，又被稱之為

「建構論」（施正鋒，1998：68；王甫昌，2003：10；劉阿榮，2007；王保鍵，2016）。

此外，Fredrik Barth 在 1969 年主編出版了《Ethnic Groups and Boundaries: The Social 

Organization of Cultural Difference》一書認為，針對族群做客觀的描述，還不如觀察

族群的邊界來得重要（黃宣衛，2010）。 

又在形成族群認同的元素上，集體記憶（collective memory）是重要的成分。Takei

（1998）認為集體記憶是形成族群認同的重要成分。王明珂（2001）指出，一個社

會組織或群體，如家庭、家族、國家、民族等等，都有其對應的集體記憶以凝聚此

http://www.tandfonline.com/author/Takei%2C+M
http://www.tandfonline.com/author/Takei%2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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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群；而許多社會活動，都可視爲一種強化此記憶的集體回憶活動。2Bikmen（2013）

指出，集體記憶是群體對過去歷史的共同理解，集體記憶是形成族群認同的元素之

一。劉阿榮（2007）指出，人們可因其喜好或懷念，藉由各種政治儀式或教育來強

化渠等之集體記憶，並讓一群人建構為一個族群，而各類型的歷史事件紀念館均表

現出歷史記憶的作用。Maurice Halbwachs 對集體記憶之研究指出，「共同歷史」對族

群的凝聚非常重要，而歷史起源不侷限於客觀事實，亦可是主觀上重建的過程（翁

秀琪，2001：120-121）。羅香林於《客家研究導論》（1933）及《客家源流考》（1950）

所建構的「客家中原記憶」（張維安，2008），以往一直是臺灣客家集體記憶的重要

元素。然而， 1980 年代末期開始的臺灣客家運動，透過《客家風雲雜誌》及「1228

還我母語大遊行」，開始重新建構以臺灣為中心的客家集體記憶與集體想像（蕭新

煌、黃世明）。嗣後，2000 年後的客家制度化與法制化的發展，導引出新的客家族群

想像：一種制度化與實踐認知的族群想像（柯朝欽，2015）。事實上，政府的政策工

具對於客家族群認同與集體記憶之形塑，有著重要的助力。例如，為復振詔安客家

語言文化，客家委員會補助雲林縣政府辦理「詔安客家文化節」，並於雲林縣崙背鄉

設立「詔安客家文化館」3。而政府積極推動的國家級浪漫臺三線政策，亦具有形塑

客家族群集體記憶之政策目標。 

    在四大族群中，原住民族和客家族群有較為鮮明的族群論述與訴求：原住民重

視平等與尊重，客家族群則更重視文化保存與復興；至於閩南和外省族群則沒有明

顯的族群訴求（鍾國允，2017）。林修澈（2016：23）則將臺灣的的族群，分為以下

4 類：（1）第一類：原住民族，有明確的民族身分登錄與民族認定；（2）第二類：

Holo 人、客家人、外省人，雖具有族群認同感，但未有身分認定與民族認定；（3）

第三類：平埔族：無民族身分，但試圖爭取身分認定與民族認定；（4）第四類：新

移民及移工，這兩群實質上不是族群，雖具有民族文化屬性，但未達「集體權」的

訴求。 

    在我國法制規範上，客家人則依《客家基本法》第 2 條規定，從「客家血緣」、

「客家淵源」、「客家自我認同」等三個面向加以認定，是兼採「原生論」及「工具

                                                      
2
 王明珂（2001）將具社會意義的「記憶」，依其範圍由大至小，分為三類：（1）「社會記憶」，指

所有在一個社會中藉各種媒介保存、流傳的「記憶」；（2）「集體記憶」，指在前者中有一部分的

「記憶」經常在此社會中被集體回憶，而成爲社會成員間或某次群體成員間分享之共同記憶；（3）

「歷史記憶」，指在一社會的「集體記憶」中，有一部分以該社會所認定的「歷史」形態呈現與流

傳；人們藉此追溯社會群體的共同起源（起源記憶），及其歷史流變，以詮釋當前該社會人群各層

次的認同與區分。 
3
 雲林縣崙背鄉、二崙鄉及西螺鎮是當前「詔安客」分布最大宗之區域，為使詔安客家文化綿延傳

承，由客家委員會以《客家委員會補助地方政府推動客家文化生活及產業環境營造計畫作業要點》

於 2006 年至 2014 年陸續補助雲林縣政府「詔安客家文化園區計畫」、「詔安客家文化園區設計」、

「詔安客家文化園區之軟體展示與營運計畫」、「詔安客家文化園區新建工程」、「詔安客家文化

園區之開幕及營運規劃案」及「雲林詔安客家文化館營運規劃案」等計畫，設置詔安客家文化館（詔

安客家文化館，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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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也因原住民與客家人身分認定標準上之差異，原住民可依戶籍登載資料而取得

明確的人口統計數據，客家人的人口數則採調查統計推估4而取得概數。 

    客家委員會為進行客家人口調查推估，將《客家基本法》第 2 條第 1 款更細緻

的界說為：（1）客家血緣以「親生」之父親、母親、祖父、祖母、外祖父、外祖母

或祖先中，任一個對象為客家人者，即歸類為具有「客家血緣」；（2）客家淵源以「配

偶是客家人」、「其他家人是客家人（如養父母等）」、「住在客家庄且會說客家話」或

「職場或工作關係會說客語」，只要具有上述任何一項即認定為具有「客家淵源」5；

（3）包括單一自我認定及多重自我認定中，受訪者自我認定為客家人者，即具有「客

家自我認同」（客家委員會，2014：17）。 

    相對於原住民以專法（《原住民身分法》）認定原住民身分，客家人並無戶籍登

記資料為基礎，俾憑認定身分，致實際的社會生活中，多以是否會使用客語作為認

定主要標準，讓客語成為客家族群外顯的象徵。 

 

二、3個客庄文化帶及 2個客庄聚落群化 

 

    《客家基本法》第 1 條揭示，傳承與發揚客家語言、文化，繁榮客庄文化產業

為客家政策主軸。同法第 4 條規定，行政院客家委員會對於客家人口達三分之一以

上之鄉（鎮、市、區），應列為客家文化重點發展區，加強客家語言、文化與文化產

業之傳承及發揚。意即，《客家基本法》施行，「客庄」等同於「客家文化重點發展

區」：（1）以既有的鄉（鎮、市、區）行政區域為範圍，（2）單一鄉（鎮、市、區）

之客家人口達三分之一者。 

    客家委員會依《客家基本法》第 4 條規定，已進行三次的客家文化重點發展區

之公告：第一次公告客家文化重點發展區為 2010 年 4 月 26 日、第二次為 2011 年 2

月 25 日、第三次為 2017 年 2 月 24 日。目前計有 70 個客家文化重點發展區。 

 

 

 

 

 

 

                                                      
4《客家基本法》第 2 條第 4 款：客家人口：指行政院客家委員會就客家人所為之人口調查統計結果。 
5
 客家委員會於 2017 年 2 月 22 日公布的「2016 年全國客家人口暨語言基礎資料調查研究」結果，

客家人口比例為 19.3%，推估客家人口總數 453.7 萬人（客家委員會，2017）；此人口推估調查將「客

家淵源」概念調整為「配偶是客家人」、「其他家人是客家人」、「住在客家庄且會說客家話」、

「工作關係會說客語」及「社交或學習會說客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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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客家文化重點發展區 

縣(市)別 客家文化重點發展區 

桃園市 

第一次公告 
中壢區、楊梅區、龍潭區、平鎮區、新屋區、觀音

區 

第二次公告 大園區 

第三次公告 大溪區 

新竹縣 第一次公告 
竹北市、竹東鎮、新埔鎮、關西鎮、湖口鄉、新豐

鄉、芎林鄉、橫山鄉、北埔鄉、寶山鄉、峨眉鄉 

新竹市 
第一次公告 東區 

第二次公告 香山區 

苗栗縣 
第一次公告 

苗栗市、竹南鎮、頭份市、卓蘭鎮、大湖鄉、公館

鄉、銅鑼鄉、南庄鄉、頭屋鄉、三義鄉、西湖鄉、

造橋鄉、三灣鄉、獅潭鄉、泰安鄉、苑裡鎮、後龍

鎮 

第二次公告 通霄鎮 

臺中市 
第一次公告 東勢區、新社區、石岡區、和平區 

第二次公告 豐原區 

南投縣 
第一次公告 國姓鄉 

第二次公告 水里鄉 

雲林縣 
第一次公告 無 

第二次公告 崙背鄉 

高雄市 
第一次公告 美濃區、六龜區、杉林區 

第二次公告 甲仙區 

屏東縣 第一次公告 
長治鄉、麟洛鄉、高樹鄉、萬巒鄉、內埔鄉、竹田

鄉、新埤鄉、佳冬鄉 

花蓮縣 
第一次公告 

鳳林鎮、玉里鎮、吉安鄉、瑞穗鄉、富里鄉、花蓮

市 

第二次公告 壽豐鄉、光復鄉 

臺東縣 第一次公告 關山鎮、鹿野鄉、池上鄉 

合計 
11 個直轄市、縣（市） 

70 個鄉（鎮、市、區）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 

 

    表 1 顯示，70 個客庄約略可分為「三個客庄文化帶及兩個客庄聚落群」。「三個

客庄文化帶」，包含：（1）「北部客庄文化帶」（桃園市、新竹縣、新竹市、苗栗縣、

台中市），（2）「南部客庄文化帶」（高雄市、屏東縣），（3）「東部客庄文化帶」（花

蓮縣、臺東縣）。「兩個客庄聚落群」為：（1）南投縣，（2）雲林縣。 

    目前政府在「北部客庄文化帶」及「南部客庄文化帶」，分別定有《行政院臺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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線客庄浪漫大道治理平臺設置要點》及《客家委員會六堆客庄整體發展規劃推動小

組設置要點》以規劃並推動相關客家政策。 

    此外，客家委員會在政策作為上，除「北部客庄文化帶」的「浪漫臺三線」外，

在「南部客庄文化帶」則有「靚靚六堆．國建計劃」，在「東部客庄文化帶」則有

「花蓮縣浪漫台 9 線客家文化生活廊道計畫」。 

    從新制度主義（new institutionalism）的視野，客家委員會新政策的推行，對客

庄居民的行為，會產生一定程度的影響。就客家委員會目前積極推動的區域型（浪

漫臺三線）及制度型（客庄語言使用）政策，皆以以客家文化重點發展區（客庄）

為中心。 

 

三、傳統客庄之都市化 

 

    「都會客家」的意涵，可從「都市中的客家人」與「傳統客庄的都市化」兩個

不同的概念來思考，一為從客庄移居至都會區的客家人，如融入臺北市的桃竹苗客

家人，這部分已有可觀的研究成果；6另一為傳統客庄的都市化，如桃園市中壢區吸

納外來移民呈現的多元族群交會（王保鍵，2016），而屬較為新興的議題。關於都市

型客庄之形成，涉及城鄉居民遷徙議題，有必要運用移民理論及都市化理論加以解

釋。 

 

（一）移民理論與政府政策 

 

    一般移民理論主要是探討跨國性的移民現象。關於跨國性移民的類型，一般可

分為合法與非法兩類：（1）合法移民：可再細分為（A）政治性移民：政治庇護、

難民屬之；（B）社會性移民：婚姻移民、依親移民、屯墾移民等屬之；（C）經濟

性移民：專技（技術）、投資、外籍勞工（變相移民）屬之；（D）宗教移民。（2）

非法移民（江明修、林育建，2008）。此外，亦有論者分為「永久移民」、「短期

移民」、「非法移民」三類（賴宗福，2006）。 

    Douglas S. Massey等人指出，移民理論的研究路徑，約略有新古典經濟學的宏觀

理論（Neoclassical economics: Macro theory）、新古典經濟學的微觀理論（Neoclassical 

                                                      
6
 關於「都市中的客家人」，一般多以從桃竹苗客庄遷移至大臺北地區生活的客家人為探討對象。如

丘昌泰（2012）認為，移居臺北市的都市客家人的重要特徵之一是，為了生存必須與其他族群和平

共處，於是開始隱藏自己的族群身份，導致隱形族群的形成。然而，政府的政策作為是有助於處理

客家族群「隱形化」議題，如陳定銘（2016：32）以新北市客家政策之相關作為進行研究分析，發

現新北市都會客家族群隱形化現象，在客家政策推動下逐漸消弭，族群認同與歸屬感逐漸提升。而

羅烈師（2013:10）則認為，大臺北都會客家之特色為「廣納」與「創新」；「廣納」指涉臺北都會區

的客家文化能廣納全臺各地客家人口之傳統文化，而「創新」則指異於於農村鄉鎮型態之都會文化，

對於客家人群的挑戰與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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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onomics: Micro theory）、新經濟移民理論(The new economics of migration)、二元勞動

市場理論（Dual labor market theory）、世界體系理論（World systems theory）、移民

網絡理論（Network Theory）、制度理論（Institutional theory）、累積因果關係說(Cumulative 

Causation)、移民體系理論(Migration systems theory)等取向（Massey et. al，1993）。而

分析遷移的動機，學者們常用推拉理論（push and pull theory）來解釋：推拉理論中

的推力指的是原居住國家一些負面的因素，使得原居住國家的人民沒有意願繼續居

住，而拉力則是移居地存在一些正面的因素(如高人均所得)吸引居民選擇遷居（郭迺

鋒等，2012）。 

    若較粗略地檢視中壢區及竹北市的遷入移民，約略可分為：（1）國內居民城鄉

間遷徙的「經濟性移民」，因追求工作機會或薪資待遇而從鄉間移入者；（2）外籍

配偶的「婚姻移民」，因婚姻關係而移入的大陸配偶或東南亞國家配偶。而在客庄

都市化議題上，以城鄉間遷徙的「經濟性移民」為探討重心。 

    事實上，傳統移民理論的建構是屬於經濟、人口、及社會學者的研究範圍，關

心的議題主要是「移民現象為何會發生」、「人們為什麼選擇移民」、「如何解釋

移民流量的起伏」等；相對地，政治學者對移民議題主要聚焦於「移民政策對於移

民現象是否有決定性的影響」、「移民政策如何影響移民流量」、「移民政策是哪

些因素交互作用之產物」等問題（盧倩儀，2006）。意即，政府的政策影響移民的

遷徙，例如，為吸引外來專業人才，我國於2017年11月22日公布《外國專業人才延

攬及僱用法》。 

    同樣地，客家委員會的相關客家政策亦會影響居民的遷徙行為，如早期的《客

家委員會推展客家青年返鄉創業啟航補助作業要點》（已廢止）及現正積極推動的

「臺三線後生添手團計畫」7，皆在促進客家青年返回客庄。 

 

（二）我國都市之規範 

 

按我國地方政府在「市」制及組織編制上，考量人口數多寡影響市政事務繁雜

程度，就人口數有 10 萬人、20 萬人、30 萬人、50 萬人、125 萬人等不同層次之規範：

（1）《地方制度法》第 4 條第 4 項規定，人口聚居達 10 萬人以上未滿 50 萬人，且

工商發達、自治財源充裕、交通便利及公共設施完全之地區，得設「縣轄市」，如新

竹縣竹北市。（2）《地方行政機關組織準則》第 13 條規定，人口在 20 萬人以上之區，

得置副區長一人，如桃園市中壢區。（3）《地方制度法》第 57 條第 1 項規定，人口

在 30 萬人以上之縣轄市，得置副市長一人，如改制前的桃園縣中壢市。（4）《地方

制度法》第 4 條第 3 項規定，人口聚居達 50萬人以上未滿 125萬人，且在政治、經

濟及文化上地位重要之地區，得設「市」，如新竹市。8（5）《地方制度法》第 4 條

第 1 項規定，人口聚居達 125萬人以上，且在政治、經濟、文化及都會區域發展上，

                                                      
7
 「後生添手」是客家話「年輕人」回來「幫忙」的意思。 

8
 按新竹市 2016 年底人口數為 437,337 人，因新竹市於 1982 年 7 月 1 日與原隸屬新竹縣之香山鄉合

併改制為省轄市，為《地方制度法》施行前已設置之「市」，而有《地方制度法》第 4 條第 5 項之適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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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特殊需要之地區得設「直轄市」，如桃園市。 

此外，行政院主計處的《統計地區標準分類》（已於 2010 年 12 月 25 日起停止

適用）就「都市化」9及「都會區」10予以指標化的界定，亦有參考價值。行政院主計

處將我國都會區分為：（1）「大都會區」，包含臺北基隆、高雄、臺中彰化、中壢桃

園、臺南等 5 個；（2）「次都會區」，包含新竹、嘉義等 2 個（行政院主計處，2006）。 

又國外先進國家對於「都會區域」之界定，大多係指人口密度較高之都市與其

周邊人口較少，且在經濟或社會條件上具有高度關聯所組成之地區；都會區域通常

包含多個行政轄區（如：州、縣、直轄市或城鎮），且其核心可能為一個或多個，爰

《國土計畫法》第 3 條第 4 款規定，都會區域，係指由一個以上之中心都市為核心，

及與中心都市在社會、經濟上具有高度關聯之直轄市、縣（市）或鄉（鎮、市、區）

所共同組成之範圍。 

    就上開指標，中壢區人口數已於 2017 年 6 月突破 40 萬人，11為南桃園地區的「中

心都市」；相對地，竹北市與新竹市地理上相連，為新竹市的衛星城市。 

而都市型的客庄可能出現的客家議題為何？都會化的傳統客庄，原居的客家人

基於溝通便利性或閩客通婚等因素，開始使用閩南語或華語與他人溝通，漸漸不使

用客語（桃園市政府客家事務局，2016）。簡顯光（2016:6-28）指出，發生都會客家

隱形化係因「傳統客家聚落被打破」、「大量外來移民」、「弱勢客家傳統印象」、「客

家血緣與認同弱化」、「客家語言流失」、「生活文化改變」等因素。 

客家人離開客庄前往大都市（臺北）生活，為求融入及適應都市生活，而不使

用客語或不彰顯其客家籍身分，從生存需要及環境適應角度，尚可理解。然而，外

來居民遷徙到逐漸都市化的客庄（中壢、竹北），不但無庸學習使用客語，而且原居

的客家人也逐漸不使用客語，顯見客語的弱勢化。 

 

肆、研究方法 

 

    文獻分析是指基於特定的研究目的或議題，透過蒐集有關資訊及文獻資料，俾

以全面且精準地掌握所欲研究問題之途徑。深度訪談則是透過訪談人與受訪者間就

特定議題之對話，以建構對特定議題的想像及觀點。 

                                                      
9
 依《統計地區標準分類》定義，凡在同一區域內，合於下列標準之一者為都市化地區：（1）.一個

具有二萬人以上之聚居地，其人口密度達每平方公里三百人以上者。（2）.不同市、鎮、鄉之二個以

上毗鄰聚居地，其人口數合計達二萬人以上，且平均人口密度達每平方公里三百人以上者。 
10

 按《統計地區標準分類》定義，都會區係指在同一區域內，由一個或一個以上之中心都市為核心，

連結與此中心都市在社會、經濟上合為一體之市、鎮、鄉(稱為衛星市鎮 )所共同組成之地區，且其

區內人口總數達三十萬人以上；而都會區內之中心都市，須具備下列三項條件：（1）人口數達二十

萬人以上，（2）居民百分之七十以上居住在都市化地區內，（3）就業居民百分之七十以上是在本市、

鎮、鄉工作。 
11

 中壢 10 年前的人口數為 35 萬 8656 人，2014 年（升格年）人口急速成長為 38 萬 1449 人，升格後

更以平均每月 600 多人左右人口快速成長，並於昨天確定突破 40 萬人；而鄰近桃園市第 1 大行政區

桃園區則是 98 年 9 月突破 40 萬人，目前為 43 萬 7000 人（自由時報，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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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會客家」的意涵，可分從「都市中的客家人」與「都市化的傳統客庄」兩

個不同的概念來思考，一為從客庄移居至都會區的客家人，如融入臺北市的桃竹苗

客家人；另一為傳統客庄的都會化，如桃園市中壢區吸納外來移民呈現的多元族群

交會（王保鍵，2016）。本計畫運用文獻分析法及深度訪談法，就「傳統客庄之都市

化」相關議題，進行探討。 

 

伍、結果與討論 

 

一、中壢區與竹北市之都市化客庄發展模式 

 

傳統客家庄因其工商發展之經濟性誘因，吸引其他地區之居民移入，逐漸都市

化；但桃園市中壢區與新竹縣竹北市有著兩種不同都市化發展成因：（1）中壢區是

自然演進發展，早期為週遭鄉鎮的商業交易中心，如中壢第一市場；後期更成為桃

園中壢都會區的雙核心城市（中心都市）之一。（2）竹北市因重大交通建設（高鐵

新竹站），政府進行都市計畫，打造高鐵特區，誘發大規模的建案，吸引一河之隔（頭

前溪）新竹科學園區的工作者之移入。受兩地發展脈絡影響，呈現出不同的都市化

客庄發展模式。 

事實上，兩地移入居民與原居的在地住民交錯，形成「外來移民之在地客家認

同」及「閩客族群關係」議題：（1）就外來移民生活型態以觀，外來遷入居民，其

住居所多為新建社區大樓，在完善的保全管理系統下，在地鄰里長也不容易進入社

區，與居民直接對話。而日常生活所需，非以傳統市場為購買地，而多於大型量販

店（如家樂福、大潤發等）進行購買。（2）就外來移民族群類屬以觀，移入中壢區

或竹北市之他縣市移民，多數為使用閩南語族群，致使日常生活中逐漸不使用客語。

如同老一輩長者所言「30 年前要會講客家話，才能在中壢市場買到菜；現在市場常

聽到以閩南語叫賣」之憾。 

 

 

 

 

 

 

 

 

 



11 
 

表 2：都市型客庄：中壢與竹北 

 中壢區 竹北市 

人口數 396,453 176,604 

客家人比例 54.15% 55.31% 

城市定位 
為周邊新屋區、觀音區、楊梅區、平

鎮區、龍潭區等的「中心都市」 
為新竹市的「衛星城市」 

族群分布 閩客混居 東客西閩12 

地方治理 區公所為桃園市政府之派出機關 
市公所為地方自治團體公

法人 
註：客家人比例資料引自（客家委員會，2017）。配合客家人口資料，人口數及人口密度為 2016 年

12 月底數據（內政部統計處，2016）。 

 

又因外來移民缺乏在地認同，致使都市化的傳統客庄在地方公共事務參與上，

呈現與鄰近傳統客庄不同的風貌。以新竹縣選舉實作為例，長期以來，一般認為「宗

親」因素，為重要變數。如蕭新煌與黃世明（2001：506）指出，1982 年新竹縣遷治

竹北後，客家重視宗親因素，反映在地方選舉上；在政治生態在重新組構中，宗親

力量掛帥，13派系其次，個人形象魅力再其次，政黨力量居末。然而，觀察 2020 年

立法委員新竹縣第 1 選區，國民黨所提名的林為洲，14較接近傳統宗親政治系統之政

                                                      
12

 依新竹縣志所載 1920 年（日大正 9 年）調查，當時竹北舊港庄有閩籍住民 1 萬 1 千人，客籍住民

2 千 6 百人；六家庄則有閩籍住民 1 千 3 百人，客籍住民 4 千 4 百人；舊港庄位在竹北市西部沿海地

區，居民以閩南籍為主，六家庄居東，居民以客家籍為多（新竹縣竹北市公所，無日期）。國民政

府治臺，戶籍登記以「省籍」為人群類屬標準，未有客家人口統計。客家委員會成立後，為政策規

劃所需基礎資料，進行客家人口推估調查，但人口推估統計僅調查到鄉（鎮、市、區）層級；依客

家委員會 2016 年客家人口統計調查推估資料顯示，竹北市客家人口比例為 55.31%。目前雖無竹北

市各次分區或各里之族群人口統計資料，但竹北市仍存有「東客西閩」族群分佈，可從以下兩個面

向觀察，（1）地理環境：按竹北市劃分為 5 個次分區，分別為六家區 10 里、竹北區 9 里、豐田區 5

里、新社區 3 里、鳳岡區 4 里（彭瑞金，2019：216），東邊的六家區（亦為市民代表第 1 選區）多

為客家族群，與客家人口比例高的新埔鎮（87.81%）、芎林鄉（88.28%）、竹東鎮（90.24%）接壤。

西邊的豐田區及鳳岡區（兩個次分區合為市民代表第 4 選區）為閩客混合聚居，與客家人口比例較

低的新豐鄉（69.1%）、新竹市北區（28%）接壤。（2）客家宗教、文化活動：東邊六家區迄今仍保

有豐富的客家活動，如新埔褒忠亭義民廟 15 大庄祭祀圈（六家為第 1 庄），或農曆 8 月 15 日客庄

平安戲（2017 年六家區有 5 場），或犁頭山蓮華寺農曆 8 月 14 日當調及 8 月 16 日平安祭典等（彭

瑞金，2019：270-284）。 
13

 新竹縣的宗親組織，以陳、范、林、劉等全縣性的大家族對政治有較大的影響力（蕭新煌與黃世

明  2001：519）。 
14

 林為洲，1961 年生，竹北人，閩南族裔（會說客語），1998 年以無黨籍身分當選新竹縣議員（竹

北市選區），隨後加入民進黨，2004 年以民進黨身分當選第 6 屆立法委員，2006 年退出民進黨。

2009 年以無黨籍身分再度當選新竹縣議員（竹北市選區），隨後加入國民黨，2016 年以國民黨身分

當選第 9 屆立法委員。2018 年因擬參選新竹縣長，原被國民黨新竹縣黨部提報開除黨籍，但林為洲

最後選擇退出縣長選舉，並以國民黨身分參選第 10 屆立法委員。值得注意的是，林為洲在堅持參選

縣長時表示：宗親的支持，是他決定參選的關鍵（劉冠廷，2018）。林為洲所稱宗親的支持，是新

竹縣林氏宗親會決議支持其參選縣長，包含民進黨籍前縣長林光華表達，縱使民進黨祭出黨紀處

分，林光華仍會支持林為洲參選縣長（周毓翔等，2018）。 

https://db.cec.gov.tw/histQuery.jsp?voteCode=20160101T1A2&qryType=ctks&prvCode=10&cityCode=004&areaCode=01&candNo=1
https://db.cec.gov.tw/histQuery.jsp?voteCode=20160101T1A2&qryType=ctks&prvCode=10&cityCode=004&areaCode=01&candNo=1
https://db.cec.gov.tw/histQuery.jsp?voteCode=20160101T1A2&qryType=ctks&prvCode=10&cityCode=004&areaCode=01&candNo=1
https://www.chinatimes.com/reporter/15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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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人物；相對地，民進黨提名的周江杰，則以政黨支持為主，非屬傳統宗親政治、

地方派系之系統。進一步檢視兩黨候選人在各鄉（鎮、市）得票率，在第 1 選區之

竹北市（西部），林為洲得票率為 40.97%，敗給周江杰的 41.09%（中央選舉委員會，

2020）。發生此情況之可能原因，或許是竹北市都會區之人口結構不同於鄉村地區，

選民投票行為較不易受宗親、派系影響。 

 

二、新竹縣立法委員選區劃分對閩客關係影響 

 

選舉制度之設計，涉及應選名額、投票制度、選區劃分等面向。選區劃分與族

群治理高度牽連。我國立法委員自第 7 屆起改採單一選區兩票制，依《公職人員選

舉罷免法》第 35 條所定「每 10 年重新檢討一次」，第 10 屆區域立法委員新竹縣應

選名額由 1 席增加為 2 席，並劃分選區為「閩客混合選區」、「客家選區」。 

就投票行為理論，Campbell 等人 1954 年的《選民決定》（The Voter Decides）及

1960 年的《美國選民》（The American Voter）指出，政黨、候選人及議題都佔有重要

的地位，尤其將政黨認同認為是最主要影響選民投票決定的因素（鄭夙芬，2014；

蕭怡靖與蔡佳泓，2010）。然而，受臺灣族群人口結構及民主化發展影響，族群因素

也被認為是影響選民投票取向的重要變數。如吳重禮與李世宏（2005）認為，族群

認同輔以省籍因素、統獨議題的交互影響，為影響投票行為的重要因素。或如邵宗

海與唐玉禮（2005）指出，族群意識認同程度越高，對特定支持候選人之支持就越

加明顯。甚至，族群因素可能導致選民對特定政黨之敵視，而影響選民投票選擇；

如莊淑媚與洪永泰（2011）指出國家認同、族群意識、政黨形象所形成的「特定政

黨不認同」。 

新竹縣立法委員選區劃分變更，劃分版本的變化，除「行政區域完整性」與「票

票等值」（特定選區人口數與平均人口數差距）兩者間之衡平性議題外，更涉及客家

族群政治代表性及閩客族群關係議題。 

 

 

 

 

 

 

 

 

 

 

 

http://lawdata.com.tw/tw/search_list.aspx?SearchKey=37788&type=AC&show_name=%e8%8e%8a%e6%b7%91%e5%aa%9a
http://lawdata.com.tw/tw/search_list.aspx?SearchKey=11240&type=AC&show_name=%e6%b4%aa%e6%b0%b8%e6%b3%b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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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新竹縣立法委員選區劃分三階段版本 

 新竹縣選舉委員會 中央選舉委員會 兩院院長協商 

第

1

選

區 

新豐鄉、湖口鄉、

竹北市 

同新竹縣選舉委

員會 

新豐鄉、湖口鄉、新埔鎮、芎林鄉、關西

鎮、尖石鄉，及竹北市（尚義里、崇義里、

大義里、大眉里、新港里、白地里、麻園

里、聯興里、新庄里、溪州里、新國里、

新社里）12 里 

第

2

選

區 

新埔鎮、關西鎮、

芎林鄉、竹東鎮、

橫山鄉、寶山鄉、

北埔鄉、峨眉鄉、

尖石鄉、五峰鄉 

同新竹縣選舉委

員會 

竹東鎮、橫山鄉、寶山鄉、北埔鄉、峨眉

鄉、五峰鄉，及竹北市（泰和里、竹北里、

竹義里、新崙里、福德里、竹仁里、文化

里、北崙里、興安里、北興里、十興里、

中崙里、斗崙里、鹿場里、東興里、東海

里、中興里、隘口里、東平里）19 里 

 

 
 

資料來源：整理自中央選舉委員會 2018 年 5 月 31 日中選務字第 1073150166 號函、2019 年

1 月 11 日中選務字第 1080000091 號公告。 

 

經行政、立法兩院協商後的新竹縣選區劃分，分割了竹北市，雖較符合票票等

值原則，但也易招致傑利蠑螈（gerrymandering）爭議；15然而，分割竹北市係以將市

民代表第 3 選區及第 4 選區劃為立法委員第 1 選區，市民代表第 1 選區及第 2 選區

劃為立法委員第 2 選區，尚屬有據。進一步檢視人口結構，竹北市人口分布，存有

客家族群聚居於東部，閩南族群聚居於西部之情況，竹北市分割為立法委員兩個選

                                                      
15

 美國許多州之選區劃分係由州議會為之，若特定政黨掌握議會多數席次，選區劃分常出現保障特

定群體或利益之傑利蠑螈，不論是種族（族群）性傑利蠑螈（racial gerrymandering）或政黨性傑利蠑

螈（partisan gerrymandering）之選區劃分（Cox and Holden  2011），多滋生重大政治爭議。第 7 屆

區域立法委員選區劃分，與平均人口數差距 15%規定，造成部分行政區被機械性切割，產生爭議，

如臺中市大里區的西湖里、東湖里劃入第 2 選區，被稱為「臺版傑利蠑螈」（黃鐘山，2019；周志豪

等，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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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寓有「閩客分治」之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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