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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成果全文 

研究計畫摘要： 

根據客家委員會統計，全國一半以上之客家人口，分布於桃園市、新竹縣市、苗栗縣三縣市，

共有 39個客家庄，涵蓋了多元的客家產業經濟、生態及人文地景，本計畫以桃竹苗地區客庄為研

究範圍，運用過去以多時期遙測資料為研究工具之經驗，分析近年來桃竹苗客庄產業經濟自然環

境、政策推動及時代背景下之變遷，做為政府各單位決策客家生活、文化、生態、產業經濟與觀

光各面向課題之根據，以提供營造客家產業升級、文化維護與生態永續之有利環境。 

在過去台灣客家產業文化研究中，多將客家族群劃分為北部客家、南部客家與東部客家三大

區域，而在產業經濟上，北部以茶葉、樟腦及礦業為發展重點，南部則以菸草為傳統客家的產業，

而東部客家族群則都有相當的囊括。本計畫利用政府人口及住宅、農林漁牧業、工商及服務業等

三大普查統計資料為基礎，蒐集桃竹苗地區客家人口、經濟產業、文化及生態等人文資料，佐以

衛星影像及遙測技術，分析桃竹苗地區土地利用與土地覆蓋物、都市化程度、生態環境變遷、地

景現況等科學因子，並將人文及科學因子成果予以量化，運用地理資訊系統（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 GIS）將研究成果分析彙整，提出當前桃竹苗客庄發展優勢與劣勢所在，裨益提升客家族

群之生活福祉。 

關鍵詞：北部客家產業經濟、三大普查資料、遙測技術、地理資訊系統 

 



一、 研究背景及目的 

(一) 研究背景 

不同地區客家族群為了適應居住之（自然）環境，而發展出不同的產業經濟特色。

各縣市政府在推動都市化發展的同時，擠壓了農業土地的使用，台灣許多客家聚落的

發展也因配合區域計畫，使得原有的農業耕作受到影響，改變聚落生活的形態。近年

因大型交通公共建設的建造，如：台灣高速鐵路和桃園機場捷運，不僅大幅改變了人

們生活的習慣，也改變了設站周邊的環境，人們向其遷移並發展成新聚落。 

根據客委會客家文化重點發展區鄉（鎮、市、區）列表，桃園市、新竹縣市和新

竹市都超過或將近三分之二的區鄉（鎮、市、區）被客委會列為「客家文化重點發展

區」，而苗栗縣十八個鄉、鎮、市全被列入。一地之產業經濟會與其自然環境密切相關，

但相同的環境，不同的族群文化，會發展出特屬於該族群文化之產業經濟。研究在當

時環境之下，客家文化所發展出的產業經濟，找出客家文化延續之優勢，以保留珍貴

客家文化資產。 

台灣在十七世紀以後，有大量的移民人口由大陸東南沿海移入，而根據早期有關

文獻，客家族群多為康熙二十年以後大量東移台灣，因客家人在大陸的原居地多屬於

山地、丘陵地，對於農業發展是相當不利的條件，故為了求生存，只好冒險外出謀生，

於是向南洋、台灣地區外移(雨青，1985)。根據鄧迅之分析，客家人因為遷入台灣的

時間較遲，因此所開墾的區域大都集中在地段較惡劣、土壤較為貧脊的丘陵或山區，

多集中在桃園、新竹、苗栗地區臺（鄧迅之，1982: 306-309）。在移民與墾殖的過程中，

不同時期的移民自然佔據著不同的地理區域、從事不同的經濟活動(張翰壁，2000)。

而在探討客家產業經濟的發展，除入墾台灣時的原鄉經驗及移民時間外，仍需要探討

遷入當地後的生活經驗及變遷過程。 

 



(二) 研究目的 

本計畫利用政府開放資料及分析過去研究，蒐集桃竹苗地區客家人口、經濟產業、文

化及生態等人文資料，佐以衛星影像及遙測技術，分析桃竹苗地區土地利用與土地覆蓋

物、生態環境變遷、地景現況等科學因子，並將整合科技與人文資訊予以量化，運用地理

資訊系統（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 GIS）將研究成果分析彙整，提出當前桃竹苗客

庄目前產業發展，藉以瞭解優勢與劣勢所在，期望發展客家在地產業，創造休閒觀光人口，

重建客家聚落社會經濟，並對桃竹苗客庄未來永續經營、文化維護與生態保存提出政策建

言。 

 

 



二、 研究方法 

本計畫利用政府統計資料及公開環境資料為基礎，分析桃竹苗地區土地覆蓋物、都市化

程度、生態環境變遷、地景現況等科學因子，並將整合科技與人文資訊予以量化，運用 GIS

將研究成果分析彙整，提出當前桃竹苗客庄發展優勢與劣勢所在，以下分別敘述各研究方法： 

(一) 文獻分析法 

文獻分析法(Document Analysis)是根據研究目的或課題，透過文獻的蒐集、歸納、研究來

提取所需資料，並對文獻做客觀而有系統地描述的一種研究方法。文獻分析在方法上是注重

客觀、系統及量化的一種研究方法；在範圍上，不僅分析文獻內容作敘述性的解說，並且是

在推動文獻內容對整個學術傳播過程所發生的影響 (Ranjit Kumar，2000) 。換言之，文獻分

析可以幫助研究者釐清研究的背景事實、理論的發展狀況、研究的具體方向、適當的研究設

計方式及研究工具的使用方式。它可以幫助我們了解過去、重建過去、檢視現在及推測將來(葉

至誠等，1999)。 

本計畫蒐集過去有關台灣客家產業相關研究，客家先民來台入墾並無詳細的時間，但綜

觀各史料，客家先民來台較大規模的時間約為清康熙年間，至今已經超過三百年，在現今台

灣北部(桃園、新竹、苗栗一帶)、南部(美濃、甲仙等地)及東部(花蓮、台東等)，均有大規模

客家聚落先民移墾的足跡。 

在產業經濟上，張維安在研究中，進行田野調查發現，早期北部客家經濟產業以茶葉、

樟腦及礦業為主，南部美濃則為菸草的重鎮，而東部客家族群，基本上與西部開發史不同，

但當地客家傳統經濟產業卻與西部客家聚落都有相當的相同(張維安，2015)。以此歸納結果，

本研究針對北部地區客家產業進行桃園新竹苗栗地區茶葉、菸草及礦業產業進行分析。 

(二) 遙測技術 

遙測技術是指不接觸物體而取得物體、地區或現象之技術，19世紀初以熱氣球登高望遠，

使用照相機記錄大地影像，20世紀後以飛機、衛星及太空站作為基礎，可以觀測到範圍更大

的地區，近年來隨著現代物理學、空間技術、電子技術、電腦技術、資訊科學與環境科學等

的發展，已成為一種先進與實用之綜合性探測方法（劉說安，2017），具有五項優點：（1）

廣域性：大尺度衛星一次取像可以涵蓋數千平方公里之範圍；（2）多波譜性：擁有多個波段

之衛星，能使影像能更準確地把地面上各種物質分類；（3）視覺性：以影像的方法呈現，而



非以許多符號或電腦代碼呈現，增加研究的方便性；（4）先驅性：可拍攝到許多人類無法到

達的地方；（5）快速性：衛星不是只有定期規律性的執行地表觀測（王泰盛，2016）。 

目前可經由預約的方式，配合使用需求於特定時間拍攝指定區域，使研究者能有系統的

配合實驗設計蒐集資料，同時在發生特殊環境變化或災害的時候可迅速了解現地的狀況，以

方便調查及救援工作（劉說安，2017），已被廣泛應用於農林業、地質、地理、海洋、水文

與氣象等環境監測，以及地球資源探勘與軍事偵察等各個領域上。遙測衛星因偵測範圍較廣，

運轉週期較固定，其系統參數設定易掌握等因素而運用廣泛，因此利用衛星感測器所收集的

資料中，可以抽取有關不同資源的型式、內容、位置及情況等資訊，然後將此項資訊以地圖、

表格及書面報告型式展示（王泰盛，2016），通常把一接收、傳輸、處理、分析判讀與應用

遙測資訊的全部過程稱之為遙測技術。其中，遙測資料的要素主要有三，即空間解析度（Spatial 

Resolution）、時間解析度（Temporal Resolution）與光譜解析度（Spectral Resolution）等，

另其他相關要素，有角解析度與方位解析度等。 

本計畫下載中央大學提供之 SPOT衛星影像，以分析桃竹苗地區客庄地景變遷等分析。 

(三) 地理空間統計 

近年來時空資料分析的需求增加，時空模型之建構因而成為空間統計的一個主要發展方

向。如何結合空間統計與時間序列方法以描述大氣資料、衛星資料與環境監測等資料所呈現

複雜的時間與空間關係，及如何分析由衛星或其他自動監測方式所帶來極大量時空資料，並

從中發掘出有用的資訊，皆將對空間統計之理論及應用方面帶來新的發展（黃信誠，2000）。 

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 (GIS)是常見空間統計之工具，因由「地理」、「資訊」與「系

統」三者結合而成。凡是與相對位置或空間分布有關的知識都是地理的範疇，將空間資料經

數位化處理後，儲存於電腦資料庫中，即是資訊，將電腦硬體、操作軟體、空間資料與使用

人員連結起來，即為系統。GIS 經由軟硬體的整合，可同時解決圖面資料及屬性資料之輸入、

儲存、取用、分析與展現等問題，以提供全方位之決策重要資訊。地理資訊系統之定義可分

三部分，如下： 

1. 以處理對象而言：空間資訊及其相關連之屬性。 

2. 以處理方式而言：電腦化之輸入、處理、分析、輸出與電腦化。 

3. 以運用功能而言：決策、管理與支援。 



因此，GIS 是一電腦化系統，針對空間及其屬性資訊建立資料庫，並以輸入、處理、分

析與輸出四大部分功能，來做為決策及管理支援。應用層面而言，它所涉及的領域更為廣泛，

如環境影響評估、資源管理、國土規劃、都市和區域計畫、交通管理、森林經營、運輸規劃、

生態保育與考古調查等，舉凡需要涉及地理因子或空間資料的問題，都可以利用他來輔助作

業，GIS 是決策支援上的重要工具。 

(四) 內插法-克利金(Kriging) 

克利金法指在特定區域內對區域內的變化量，進行最佳化估計的一種方法，在估計未知樣點

數值時，考慮落在該樣點的數據，且評估鄰近樣點的數值；此外，其不只考慮待估樣點與鄰

近已知樣點的空間位置，也考慮到各鄰近樣點彼此間的位置關係，並利用已知觀測值空間分

佈的結構特徵，使得其最後求得的估計比其他傳統的估計方法更為精確，也更符合實際環境。

在實務操作中，常將離散的點資料以內插法取得面資料。在統計資料取得上，許多自然因子

皆為連續不間斷的，如是海拔、土壤、溫度、雨量等等，本計畫在取得雨量圖時，蒐集桃園、

新竹、苗栗及周圍五公里有的中央氣象局 75個氣象測站，以 2015 年至 2019 年年雨量為蒐集

樣本，在使用克利金內插法，獲得降雨量圖。  



三、 研究範圍 

本計畫研究範圍為客委會於 2017 年公布之桃園、新竹、苗栗客家文化發展區，共計 36

個鄉鎮市區，桃園市有 8 個區，新竹縣市有 13 個區，苗栗縣則是全縣 18 個鄉鎮市皆為客家

文化發展區，如圖 1及圖 2所示。 

   

圖 1桃竹苗客家文化重點發展區    

表一 桃竹苗客家文化重點發展區 

桃園市 中壢區、楊梅區、龍潭區、平鎮區、新屋區、觀音區、大園區、大溪區 

新竹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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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東區、香山區 

苗栗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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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霄鎮、苑裡鎮、後龍鎮 

資料來源：客委會網站 

 

 

 

 



 

圖 2 本計畫之研究範圍 

 

 

 



四、 研究流程 

 

圖 3 研究流程圖 

資料庫建置 

成果之探討與修正 

計畫之結論與建議 

選取適合之衛星影像 

數據資料擷取 

GIS 分析及空間統計 

 

開放資料庫 

資料蒐集及擷取 

蒐集現地調查相關資料 整理相關研究文獻 



五、 結果討論 

(一) 桃竹苗地區客家聚落產業經濟 

在張維安的台灣客家族群史一書中提到，在閩客經濟背景的分析中，我們發現客家族

群從入墾至今，多從事農牧獵業、林業或是礦業，而閩南族群多從事漁業或是商業(張維

安，2015)。而在農業中，以茶及樟腦為主要的經濟收入，以下針對兩著作物分述之： 

1. 樟腦業 

在教育營網站上說明，樟樹為常綠喬木，以熱帶、亞熱帶為主要產地，在臺灣，適合

生長的自然環境，北部在海拔 1200 公尺以下，尤其在桃竹苗山區多有樟樹的蹤跡，其早

期在台灣具有相當重要的價值。因樟樹木材堅硬可以做為家具、軍艦原料，甚至在中醫西

醫皆有治療之用。而在日治時期，台灣總督府官員調查發現，擔任樟腦製造工作者皆為客

家人，而從相關文獻顯示，台灣客家先民在入墾前以懂得刨木熬腦，而入墾台灣後，部分

客家人的分布接近於樟腦密集的高山地區，兩者有相當的關連性，馮建彰在 2000 年研究

報告中的訪談資料中指出 過去客家人的內聚力非常強，他們在製腦時，一個拉一個，所

以外人介入不了，使得樟腦業里隱隱約約存在著某種關係網絡，亦成為當時客家人代表之

產業（馮建彰，2000）。探究早期台灣社會之歷史背景，海外市場對於台灣樟腦的需求量

大，早期台灣樟腦因而快速發展，惟快速的砍伐樟木，為有永續經營的總量管制，目前台

灣也缺乏樟木資源，故近年來客家人亦不再以此為重要經濟產業。 

2. 茶葉 

茶葉的生長環境，根據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茶業改良場茶樹的分布主要受雨量、光照、

風力與土壤等自然環境的支配。茶樹性喜溼潤，年降雨量 1,800~3,000 公釐，海拔自 100

公尺至 1800 公尺。土壤需要排水良好且富含腐植及礦物質之砂石壤土或砂質黏土為佳。

根據潘美玲資料顯示，在光緒年間，桃竹苗地區的膨風茶暢銷國內外，為客家族群帶來許

多財富資源(潘美玲，2013)。黃鼎松的研究中發現，民國 86 年期間，光是苗栗地區大小

製茶廠近兩百家，全年製茶量更高達兩千八百公噸少(周錦宏總編輯，黃鼎松等撰，1999)。

張翰璧認為，客家族群因多居住在丘陵地及近山區，才逐漸發展茶、糖及樟腦為主要經濟

農作物(張翰璧，2005)，因這三種作物能充分發揮丘陵地及近山區的經濟效益，引此普遍

種茶，才成為當地客家族群的經濟產業。 



由以上結論，因目前樟腦較不興盛於客家聚落，故以茶為本計畫探討對象，以下利用

地理資訊系統及蒐集之政府開放資料作分析。 

(二) 客家人口分布及環境 

客家人口目前僅用推估方式，行政院客家委員會在 2004 年、2008 年及 2012 年三個年度

委託執行「全國客家人口基礎資料調查研究」，報告書之統計數據，藉由科學的調查方法

蒐集資訊，推估全國客家人口數，下圖 4 為 2012 年鄉鎮市區《客家基本法》定義客家人

口分布圖，由圖中可以瞭解到，本計畫研究(紅框處)的區域為客家人口分布較密集的鄉

鎮，甚至高於台灣其他鄉鎮。 

 

圖 4 客家人口分布圖 

由以上結果，我們進一步分析客家人分布的地形，依照目前台灣地形分類，將所下載

的台灣 30 米數值地形模型資料，匯入 GIS，將桃竹苗地區分為三種不同地形，分別為海

拔 100公尺以下的平原盆地區，海拔 100公尺至 1000公尺的淺山丘陵區，以及海拔 1000

公尺以上的高山林地區，如下圖 5所示，本計畫研究範圍內除苗栗部分地區外，幾乎都位

於淺山丘陵區，由此可以定義，桃竹苗客家聚落幾乎落於淺山丘陵區。 

 

 

 

 

 



 

 

圖 5 桃竹苗地區地形圖 

早期台灣以農立國，在農業發展自然條件上，土壤肥沃度也會影響到農業之發展，由

上述得知，在由茶業改良場提供茶葉種植的土壤需要富含腐植質及礦物質之砂石壤土或砂

質黏土為佳，本計畫使用客委會提供之全台土壤資料，將適合茶葉耕種的砂石壤土或是砂

質黏土與其他類別加以分類，如下圖 6所示，由圖可以得知，苗栗部分山區資料有缺漏，

惟其他研究範圍內之地區皆是屬於適合種植茶葉的土壤。 

 

圖 6 桃竹苗地區土壤圖 

最後分析雨量，在茶葉種植上，雨量的多寡也是一項重要指標，根據茶業改良場提供

之資料，長期乾旱或年降雨量少於 1,500公釐的地區，多不適於茶樹的經濟栽培，年降雨



量在 1,800~3,000 公釐，且年中雨量分佈均勻之地區較適於茶樹生長，本計畫使用中央氣

象局觀測資料，下載 2015年至 2019年，桃竹苗地區共 75個測站資料(下圖 7)，逐一彙整

年度資料後，匯入 GIS，以克利金內差法計算出桃竹苗地區近年來平均年雨量圖，如下圖

8所示，計算結果顯示，桃竹苗地區沿海之年降雨量低於 1300公釐，較不適合茶葉種植，

其餘地區之雨量是適合茶葉種植之環境。 

 

圖 7 桃竹苗地區測站位置 

 

圖 8 桃竹苗地區雨量圖 

由以上推論可以得知，客家人聚落之自然環境與條件，是適合茶葉生長，惟亦可能適

合其他作物生長，礙於時間，本計畫並未研究此自然環境與條件適合何種農作物生長。綜

合這些科學因子，以及過去客家人在原鄉地區開墾經驗，客家人會在此地區種植茶葉，除



原鄉經驗外，入墾時間較晚，故多座落於淺山丘陵的，也是桃竹苗地區客家先民以茶葉為

主要經濟作物的重要原因。 

(三) 探究茶葉種植區 

本計畫在執行中，由農委會提供桃竹苗地區茶葉種植區塊圖，農委會提供之資料，係由

衛星影像判釋出，故本計畫未再針對茶葉種植區製作影像分類，本計畫針對農委會提供資料，

與研究範圍內的地形與降雨量圖匯入 GIS 作分析，分析中可以瞭解到，在非研究範圍區內，

亦有茶葉種植的情形，但根據張維安在台灣客家族群史中提到，並非所有製茶的頭家都會雇

用客家人，故也有可能在此區域有非客家人種植茶的情形(張維安，2015)。另外由上述客家

人口調查中可以得到，目前客家人界定，僅有統計資料，非指在客家發展區以外的地方就沒

有客家族群，惟在圖中可以瞭解到，大部分的茶葉種植區仍位於本計畫之研究範圍內。 

   

圖 9 地形圖與茶葉種植圖分布   圖 10 雨量圖與茶葉種植圖分布 

本研究另外針對農委會提供檔案，匯入 Google Earth 中，檢視 2018 年 10 月的衛星影像

與圖檔做疊合，可以發現，在農委會提供的圖檔中，有多處地方已經不再是茶葉種植區，礙

於計畫時程及經費，本計畫未就每一區塊進行田野調查及訪談，瞭解變遷原因，但期望此發

現可以讓有關單位在執行客家茶業文化保存之參考。 



 

圖 11 茶葉種植圖與 Google Earth 套疊 

(四) 茶產業統計資料分析 

本計畫由農委會提供及農委會農情資訊網下載茶業產量統計，以下針對近年來茶葉產

量進行分析。 

     

     

圖 12 各年度茶葉產量統計圖 

在民國 88 年統計資料中，桃竹苗地區種植面積最多者為新竹縣新埔鎮，其種植面積

達到 937公頃，接著為桃園市龍潭區，種植面積達到 907.37公頃，至 91年後，新埔鎮減

少至 350公頃，龍潭則為 868公頃的種植面積，至近年 103年度後，龍潭區的種質量僅存

441.65公頃，由這些統計資料顯示，桃竹苗地區的茶葉種植近年來是大幅的減少。 



在農業科技平台上說明，因近年來，隨著土地與勞力成本的關係，台灣茶市場已由外

銷轉為滿足內需，惟近年來國人飲茶習慣改變，從傳統的泡茶文化轉變為手搖式飲料，此

類飲料之茶業原料，多由進口東南亞地區，因成本較為低廉，故在傳統客家茶的產業文化

保存上，是我們需要努力的課題。 

六、 結論與建議 

由以上討論，可窺知客家人在桃竹苗地區的產業經濟活動，因入墾時間較晚，故多位於

淺丘陵及山坡上，對於一般糧食農作發展不易，受到自然環境之限制，客家先民延續入墾前

的原鄉經驗，以樟樹及茶為主要經濟作物，惟受到國際情勢及政府政策下，樟腦已逐漸沒落

甚至被取代，而茶業種植面積也日益下降，需要將產業轉型，以永續發展客家茶之精神及生

活脈絡。 

台灣屬於多元族群融合，對於客家人定義仍有其執行上之難度，對於客家人口成長率之

討論，也無實質上之意義，故本計畫僅針對被劃定為客家研究區的範圍做研究，無法有明確

之客家聚落範圍。另外在產業經濟上，由分析結果可得，並非所有茶葉產區皆在客家重點發

展區內，在文獻中亦指出，現今客家茶或樟腦之頭家在雇用員工時，並非以是否為客家人作

為雇用指標，故在客家產業文化發展上，因歷史發展與社會變遷下，茶作為桃竹苗地區客家

族群的象徵性產業，亦逐漸改變。 

七、 遭遇之困難 

本計畫於執行期間，遇到以下問題與困難，為確保計畫順利進行，藉由以往研究之經驗

加以解決，其說明如下： 

(一) 因應政府政策，客委會近年來，積極推展客家文化發展及永續保存，但對於客家人統計

及詳細範圍，皆未有詳細記載，本計畫推究因台灣多元文化融合之關係，對於客家人及傳

統聚落定義僅能以文獻或是長者界定，在科學研究及因子取得上增加其困難度。 

(二) 政府在開放資源提供下，多數資料未能順利獲得，僅提供統計資料或是年代較久遠之資

料，本計畫在蒐集許多客家文化的詳細資料，惟資料內容皆不提供下載使用，造成研究成

果上之受限。 

(三) 因經費限制下，高解析度衛星資料取得成本過高，故計畫採用中央大學太空及遙測研究

中心提供之 SPOT衛星影像資料，期望有助於提供其他研究之參考價值。 



八、 具體完成之工作項目及成果貢獻 

1. 完成現地調查資料與相關研究文獻 

2. 完成選取合宜之航空與衛星影像  

3. 完成執行影像前處理與數據擷取  

4. 完成桃竹苗地區客家族群衛星影像分類。 

5. 完成資料分析與結果檢核  

6. 完成成果之探討與修正  

7. 完成提出結論與建議  

8. 完成期末報告撰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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