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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提要 

 

本研究關注近年來國內東部客家人口返鄉遷移與客庄發展，關注東部客庄

返鄉遷移者的動機？又如何在東部客庄開展與創造他們新的生活方式？花東縱

谷台 9線是東部客家人主要的聚落，過去歷史上客家人曾二次移民由臺灣西部

移居至東部形成客家聚落，根據先前的統計調查花東地區共有 11個鄉鎮市客家

人口達該區人口三分之一。另一方面花東地區的總人口數呈下降趨勢比西部客

庄的危機更為嚴峻，東部客庄返鄉移住者的動機原因，以及如何營生與創生的

實踐歷程值得探究。本研究採用國內遷移與生活風格遷移的理論觀點，主要透

過深入訪談調查近年來東部客庄返鄉與遷移的客家人，瞭解他們移居創生的歷

程以及對客庄的影響，透過本研究得以瞭解特定返鄉遷移者返鄉的原因、他們

個人創生的實踐歷程，並從他們的觀點思考東部客庄的未來。 

 

 

關鍵詞：客家、國內遷移、生活風格遷移、地方創生 

Key words: Hakka, internal migrant, lifestyle migrant, placemak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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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1. 本研究背景或動機 
 

過去已有許多客家的遷移研究歷史調查，從歷史脈絡指出臺灣東部客家聚落

為客家人二次遷移所形成(參見黃學堂、黃宣衛，2010、潘繼道，2017)。本研究

關注客家人遷移與東部客庄發展，研究臺灣東部客家人的返鄉遷移與移居，同時

也關注這些東部客庄目前在支持遷移返鄉與創生的環境。本研究主要的研究問題

如下： 

 

 瞭解東部客庄返鄉遷移者的遷移動機與歷程為何？ 

 探討返鄉遷移者營生與創生的實踐歷程為何？ 

 客庄返鄉者對客家文化的認識認同，以及對客家聚落地方發展的看法為

何？ 

 

簡言之，本研究的重點在於探討與回應當前臺灣東部人口持續萎縮下，特別

是幾個客庄的「滅鄉」面臨人口危機，瞭解返鄉遷移者的歷程與實踐有其重要性；

另一方面本研究也將調查客庄中積極參與營造返鄉移居環境的行動者，部份行動

者有些是更早的客庄返鄉者。 

 

本計畫所關注的研究對象為返鄉遷移的客家人，同時也將收集積極參與推動

營造返鄉環境的客庄行動者。本研究對客家人的定義係根據《客家基本法》定義，

以及客委會公告之「105 年度全國客家人口暨語言調查研究報告」關於客家人的

定義進行討論，此統計調查為目前為止最重要的大型客家人口調查，該調查援引

客家基本法整理之客家人定義為：「『具有客家血緣』或『客家淵源』且『自我認

同為客家人者』，因此除『自我認定為客家人』之外，尚須具備『客家血緣』，如

父親或母親是客家人、祖父或祖母是客家人、外祖父或外祖母是客家人，或是祖

先具有客家血緣，只要具有上述任何一項即認定為具有『客家血緣』。『客家淵源」

以『配偶是客家人』、『主要照顧者是客家人(如養父母等) 』、『住在客家庄且會

說客家話』、『工作關係會說客家話』及『社交或學習會說客家話』，只要民眾認

為自己具有上述任何一項與客家的連結，即認定為具有『客家淵源』。』(客家委

員會，2016：3)。以上為本研究中使用「客家人」一詞以及招募客庄遷移者為受

訪者時的基本定義。 

 

根據105年度全國客家人口暨語言調查研究報告(2016：85)指出該年所推估

花東地區客家人口比例達1/3 以上的鄉鎮市區，花蓮縣包括：鳳林鎮、玉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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鎮、吉安鄉、壽豐鄉、瑞穗鄉、富里鄉、光復鄉、花蓮市；台東縣包括：關山

鎮、鹿野鄉、池上鄉。以上11個鄉鎮區域將是本研究所定義的東部客庄研究範

圍，在本研究中將優先調查縱谷地區客庄返鄉遷移者為主。 
 
2. 研究原創性、重要性、預期影響性 
 

本研究從國內遷移與生活形態遷移理論觀點出發，特別關注當前東部客家人

的返鄉遷移，本研究不再重覆從歷史研究著手，關注的是當前國內遷移與東部客

庄的發展。假若客庄若沒有客家人那就將只成為一地名而已，瞭解當前客庄返鄉

遷移者的創生與實踐有其重要。過去東部客庄的遷移研究已有累積並有其歷史貢

獻，指出早期東部客庄遷移源流與聚落形成，但較多關注文獻與歷史研究，為掌

握更動態的東部客庄移住經驗，本研究將從深入訪談著手來瞭解當前的遷移狀況。

雖然已有學者目前正在進行西部例如台三線竹苗地帶的國內遷移研究（如 107 年

客家知識體系補助研究發表會裡台三線青年返鄉的相關研究等，多數仍在正研究

中尚未正式發表），然而東部客庄的遷移研究相對來說較被忽略。 
 
本研究的重點在於探討與回應當前臺灣東部人口持續萎縮下，瞭解東部客庄

返鄉遷移者的歷程與實踐有其重要性。根據遠見雜誌邱莉燕 (2019)的調查與推

估，幾個東部客庄鄉鎮皆面臨「滅村」人口減少危機，根據以年輪組成法進行的

人口變化率推估包括富里、鳳林、瑞穗、關山、池上、光復、鹿野、玉里等 8個
客家人居住達三四成的客庄鄉鎮將在 2050 年人口減少 35％-44％。在人口老化

與減少之下，傳統城鎮地方發展漸趨萎縮的大環境下，政府提出地方創生作為當

前施政重要方向，然而本研究更關注返鄉遷移者個人的創生與營生，認為應從瞭

解個人開始才能談地方創生。 

 
本研究除了調查整理返鄉遷移者的動機與創生，研究也調查在這幾個客庄積

極營造適合返鄉遷移環境的行動者的意見，部份行動者有些是稍早客庄返鄉者或

是留鄉未曾移居外地者，最後探討這些行動者對東部客庄未來發展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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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回顧  

 

本研究東部客庄的國內遷移與營生創生歷程這兩個核心研究議題，在就業機會

相對較少的花東地區，多數返鄉遷移者回到客庄成為自雇者 (self-employed)創造個

人新的生涯，而這些客庄的在地實踐不只是個人追求生活形態的遷移 (life-style seek 
migration)，也呈現了當前台灣經濟與社會再結構下的大環境，都市生活壓力高漲與

東部客庄人口老化的危機。本研究中的研究對象的國內遷移可以被歸類為「反都市

化」(counter-urbanization)與「生活風格」的遷移 (lifestyle migrant) (O’Reilly& 
Benson, 2009; Benson & O’Reilly, 2010)。 
 
1. 遷移與返鄉 

 
遷移、返鄉移民(return migration)、觀光、跨國主義與離散都是當前社會科

學移動研究的重要議題（Hannam et al., 2006）。地理學家特別關注遷移，因為

遷移與地方(place)的發展緊密相關，也牽涉地方與移民之間複雜的關係

（Hiebert, 2009: 462）。遷移與移民研究的重點多注意人們為何要遷移？即本研

究關注瞭解客家人遷移回客庄的推力與拉力、移住地的就業供給與遷移工作者

的勞動實踐為何？即本研究關注返鄉前移者的營生與創生實踐歷程，而地理學

特別關注遷移與移民在空間的實踐(spatial practice)，例如遷移、移民與特定的

地方(place)、結點(node)、領域(territory)、不同空間尺度(scale)的關連，在本研

究中關注點則是返鄉遷移者與地方，以及理解營造返鄉遷移環境的行動者。以

寬鬆的學理分類判準(criteria)遷移與移民地理學可以分為四類：國內與國際遷

移；暫時與永久遷移(temporary versus permanent)；強迫與志願遷移(forced 
versus voluntary)；合法與非法移民(legal versus illegal) (Hivbert, 2009: 462)。遷移

是過去客家研究的常見主題，從中國原鄉遷移至南洋或至臺灣等歷史研究也可

以歸類為客家人跨國遷移的研究，早期的研究多以文獻與族譜材料進行調查，

也已建立寶貴的歷史研究調查。 
 
在本研究中主要關注的遷移類型是東部客庄的國內遷移(intra-national 

migration)，而國內遷移最常見的是城鄉移民(rural–urban migration)從鄉村遷移

到城市(rural to urban)的人口移動與社會過程，而「都市化」(urbanization)是這一

遷移過程的產物與重要趨力(Champion, 1989; Buller and Hoggart, 1994; Mitchell, 
2004; Halfacree, 2012)，這也是東部客庄人口減少的原因之一，另一原因是人口

年輪的老化。本研究中關注的是返鄉遷移至東部客庄者，這種人口移動流向則

是人口從城市移出的現象稱之為「反都市化」或「逆都市化」(counter-
urbanization)，這種遷移係指人們從都市地區移往鄉村地區的人口移動與社會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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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這種人口遷移型態也有學者Halfacree與Rivera (2012)以「親鄉村遷移」(pro-
rural migration)為名，進行探討鄉村的再現與移民的關係。Halfacree (2012)指出

「反都市化」的遷移研究當前關注兩個主要的方向：第一、另類與邊緣的鄉村

定居者(marginal rural settlers)尋求全面或密集回到土地(back-to-the- land)的生活

型態; 第二、經濟的國際農業勞動遷移面向。在本研究所關注的客庄返鄉遷移

者為第一種類型，返鄉遷移至客庄，有些從事農業活動營生，也有些新創生涯

在客庄修繕老宅之後從事觀光、餐飲與文創事業。部份返鄉移民與觀光事業的

連結，也如學者Williams 與Hall(2000)指出返鄉移民因為進入障礙低、文化因素

或擁有一些經濟資本而從事觀光部門。 

 

根據研究者目前初步瞭解客庄返鄉遷移者的營生與創生經驗，可以用生活

風格形態遷移來描述這些返鄉遷移。研究遷移的社會學學者 Michaela Benson 
與 Karen O’Reilly (2009a, 2009b) 提出「生活風格的遷移」（或生活形態的遷

移） (lifestyle migration)，他們指出一種尋求更好的生活 (better life)的遷移模

式，謂之生活風格的遷移 (lifestyle migrant)，認為生活風格是一種實踐。然而

面對名稱定義的批評，O’Reilly與 Benson (2009a: 609)也承認廣義而言所有的

遷移都在追求更好的生活，然後生活風格的移民在經濟上一般而言與其他移民

相比是相對寬裕地（如相對於跨國婚姻移民）；生活風格的遷移者不同於傳統國

際移民因為勞動市場的吸引力而遷移，如學者 Stone 與 Stubbs（2007: 438）指

出「為他人工作並不是這些移民所追求的新生活」，生活風格的移民是要新的地

方重新開始 (start over)與開創自己的新事業(self-employed)。 
 

社會學者Benson與 O’Reilly (2009a: 611-613) 歸納了三種地方與類型吸引

生活風格的移民：海濱觀光地區的移民 (residential tourism or coastal lifestyle 
migrants)強調逃離、休閒生活、放鬆以及將觀光作為一種生活方式 (‘tourism as 
a way of life’);第二種是農村生活為中產階級嚮往鄉村生活 (the rural idyll)，由都

市向非都會地區的人口遷移與社會過程;第三種是中產階級尋求另類生活方式

(bourgeois bohemians)，探求精神或文化的價值，他們強調特殊地點與地景的價

值。Benson 與 O’Reilly (2009a:621)指出生活風格的移民的特點在於尋求新生

活的實踐 (‘new and more fulfilling ways of living’)。目前生活風格遷移的研究多

關注國際遷移的生活風格遷移(參見 O’Reilly, 2012)，例如從英國或北歐遷移

至南歐溫暖氣候等案例。儘管先前生活風格遷移的主要研究案例為開發國家與

地區，然而此一生活風格移民的研究視角與觀點(O’Reilly & Benson, 2009; 
Benson & O’Reilly, 2009)可以作為本研究的研究分析理論，非常適用於探討當前

東部客庄返鄉遷移歷程與營生創生，提供本研究相對應的理論觀點與經驗研

究。國內採用生活風格遷移的研究相對較少，例如探索性的碩論研究探討移住

宜蘭的生活型態遷移者，遷移宜蘭的動機等(吳宜娟,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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蕭新煌(2018:10-11)指出在過去客家研究常關注移民社會，由原鄉至異鄉的

移民歷史研究，他認為客家研究的新典範應該更關注「在地化」。在地化的客

家遷移研究，如近期林永鈞 (2016)以藝術的在地實踐為角度，討論了桃園地方

青年返鄉組成桃園藝文陣線，該文除了關注藝術、在地行動，也討論了部份返

鄉青年的客家認同。林芷筠 (2017)則以性別的角度探討美濃客家女性的返鄉經

驗，這些女性的行動者的行動與串連，一方面重建自我對地方的認同，另一方

面也挑戰既有父權家族體制。本文將採用O’Reilly 與Benson(2009:621)生活風格

的遷移者的觀點，關注行動者尋求新生活的實踐(‘new and more fulfilling ways of 
living’)，故客庄返鄉遷移者遷移的動機、脈絡與軌跡，以及客庄返鄉遷移者移

居後每日生活的實踐、妥協、衝突、合作、認同與現實將會是研究的重點，所

以在本研究中將關注返鄉者的營生創生與客庄文化認同。 
 
2. 遷移、創生與空間 
 

地方創生是當前政府施政方向與重點，本研究關注的幾個客庄也是行政院

認定優先推展地方創生的地區，然而在本研究中研究者認為地方創生仍需先回

到對個別行動者的瞭解。換言之，個人先於地方，然後是行動者個人的創生與

工作，接著透過合作連結才可能創造街道與城鎮的創生，如此有營生可能的環

境才能更吸引遷移者。地方創生是日本因應東京人口過多以及地方過疏的人口

與地方危機所提出的政策與行動，多位知名倡議地方創生的行動者－包括木下

齊、山崎亮等已有多本通俗著作翻譯為中文，例如木下齊（2017、2018）提出

「地方創生：小型城鎮、商店街、返鄉青年創業的 10 鐵則」、「地方創生：觀

光、特產、地方品牌的二十八則生存智慧」等指南型策略手冊。木下齊的策

略，直指地方尺度政府如城鎮政府的轉型與各種法規的鬆綁，似乎同時也認為

資本、價值與利益在地方活化中的優位思考。然而在本研究中較關注更接近臺

灣東部的現實狀況，從個人返鄉歷程與實踐尺度瞭解創生。 

 
本研究關注的是在東部客庄的脈絡下，生活形態遷移者返鄉後，在客庄中

的營生創生與文化認同歷程。英國農業與農村研究學者 Halfacree (2006)曾建議

應以鄉村空間(rural space)來探討鄉村，他修改自 Henri Lefebvre 空間的三重結

構，也提供本研究思考客庄返鄉遷的實踐、創生與空間。Halfacree 提出從三個

角度來進行討論： (1)鄉村地方(rural localities)：關注空間的實踐，連接生產與

消費活動；(2)鄉村的正式再現(Formal representations of the rural)：這些再現指

向鄉村被框架在資本主義的生產過程，鄉村如何在交換價值的詞彙中被商品

化；(3)鄉村的日常生活(lives of the rural)：如何不一致與斷裂的，這些(日常生

活的經驗)包括個人與社會因素整合進他們的認知詮釋與協商；鄉村的正式再現

支配了這些日常生活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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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上所述，在本研究中結合生活風格遷移與修訂 Halfacree 的分析框架作為

本研究的理論框架：(1) 客庄的在地性，即返鄉與創生的環境：關注客庄裡對

返鄉營生創生的支持與行動(例如生產、消費與社會支持等)；(2) 客庄遷移與地

方創生的再現：關注客庄返鄉遷移意義的再生產；(3) 返鄉遷移者的營生、創

生與文化認同：關注遷移者個人的遷移動機與脈絡，其營生創生的實踐，例如

各種自營(slef-employed)事業如農業轉型、老屋營造與利用、文創事業的開拓；

同時關注返鄉遷移者對客庄的文化與地方認同。 

 
 
 

 

 
圖一：分析架構示意圖 

  

東部客庄空間 國內返鄉遷移 

客庄的在地性、返鄉與創生的環境: 

再生 

客庄遷移的

再現 

返鄉遷移者的營生創

生，及文化與地方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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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設計 

 
本研究採用半結構深入訪談為主要研究方法，並搭配田野參與觀察與二手文

本資料分析進行。首先依據過去客家人口調查資料客家人主要居住的東部客庄為

區域，且面臨人口減少危機較嚴重的 8 個鄉鎮，花蓮縣包括：鳳林鎮、玉里鎮、

瑞穗鄉、富里鄉、光復鄉；台東縣包括：關山鎮、鹿野鄉、池上鄉；人口危機相

對較不嚴重的壽豐鄉，以及人口較稠密的花蓮市、吉安鄉列為研究次要地區。 
 
研究對象招募 10 位大約 10 年左右返回客庄的移居者，年齡約在 22-65 歲之

間，性別上未做特別設限制，研究對象從事營生創生事業而非返鄉退休者，這些

事業因東部的特殊性可能包括農業、觀光、餐飲旅宿與文創事業，或公教事業等。

研究對象的招募將透過研究者先前教學與研究建立的社會網絡，尋求介紹客庄返

鄉者，進而滾雪球擴大招募研究對象。深入訪談將關注研究對象返鄉的動機、先

前的工作與累積的經驗、客庄與其他的社會網絡，以及對客庄的認同及地方發展

的看法等主要題項。田野參與觀察則提供研究直接親自拜訪返鄉者的創生事業，

瞭解與尋求訪談的機會，同時也透過近期二手資料搜尋客庄的返鄉者以及這些客

庄積極參與營造返鄉創生環境的行動者。 
 
本研究 10 位受訪者包括台東客庄 4 位花蓮客庄 6 位，男性 6 位女性 4 位。受

訪者受訪時年齡 25-45 歲之間的青壯年，多數已遷移移居 5 年以上，已歷經遷移

初期的困難與調適，他們多數以農業相關事業營生，少數經營民宿或其他加工或

文創事業。在本研究中有兩位受訪者 C 與 E，在嚴格定義上不能完全稱為返鄉

者，因這兩位受訪者皆為客家人在花東客庄從事個人創生事業，並參與客家文化

的推廣延續相關，受訪者 C 為西部移居台東，受訪者 E 是所謂「留鄉」青壯年，

曾在北花蓮就學後返回南花蓮的故鄉，並未如期他受訪者從北部西部或南部返回

客庄發展。 
 

    下表一為本研究 10 位受訪者一覽表，因部分受訪者匿名需求，部分受訪者

資訊有做些微更動，但不影響研究資料的分析與結論。 
 

表 1:受訪者資料一覽表 

 

編號 地區 年齡 
區間 

返鄉移

居時間 
性別 營生創生 備註 

A 台東關山 35-45 歲  約 10 年 男 農業 核心家庭一起

遷移 
B 台東關山 35-45 歲 約 2.5 年 女 旅宿 與孩子遷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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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台東鹿野 35-45 歲 約 2.5 年 女 農產加工 核心家庭一起

遷移 
D 台東鹿野 35-45 歲 約 5 年 女 文創 個人 
E 花蓮富里 25-35 歲 - 女 旅宿、農業 個人 
F 花蓮玉里 25-35 歲 約 10 年 男 農 個人 
G 花蓮瑞穗 25-35 歲 約 10 年 男 農 個人 
H 花蓮瑞穗 35-45 歲 約 10 年 男 農 個人 
I 花蓮吉安 35-45 歲 約 8 年 男 農 個人 
J 花蓮吉安 25-35 歲 約 8 年 男 農 個人 

 

本研究進行訪談前皆提供訪談資訊告知書與同意書，並經受訪者同意錄音

或未能錄音時以筆記紀錄訪內容，每位受訪訪談時間長度大約為 45-90 分鐘，

訪談地點多數為受訪者方便或指定之場所，部分訪談因受 2020 Covid-19 疫情影

響改以通訊軟體訪談。接著進行錄音逐字稿謄錄，而後進行研究分析與綜合比

較。本研究深度訪談的主要提綱簡述如下： 

 

 返鄉的歷程 

 請問您何時返鄉的？原因與動機？ 

 家人與重要他人的看法？ 

 目前您返鄉後從事哪些工作？中間轉變 

 如何看待這幾年的返鄉經驗？ 

 給其他返鄉的青壯年有何建議？ 

 

 請您目前的工作事業，最大的挑戰是什麼？ 

 

 您對於返鄉與遷移者的看法如何？(或返鄉與留鄉者之間的差異為何?) 

 

 你們有團體討論或一起進行的計畫嗎？ 

 

 請問您對於客庄﹍﹍﹍節慶、活動、市集、建物保存活化、農業的看

法（視受訪者職業或角色） 

 

 請問您對於您所居住的客庄與創生未來發展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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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結果與討論 

 

1.東部客庄返鄉遷移者的遷移動機與歷程 
 

本研究中多數受訪者提到，在這些人口衰退較明顯的客庄，他們同齡同儕陸

續前往外地就學或就業工作成家後，就離鄉較少回來。本調查中的研究對象返鄉

的主因，多半因原生家庭需要、期待更適合自己或家庭的生活形態或是人生或工

作階段的轉換階段，而後返鄉定居。 
 
受訪者 A、B、G、D 等四位則是指出因為父母長輩年邁需要有人陪伴照顧，

這是本研究中受訪者提到典型返鄉的原因之一，而返鄉從事的工作有半數受訪者

是回鄉從事農業相關工作。這些返回客庄從事農業者，多數是承繼家庭事業，因

原先從事農業耕種的長輩退休而家族農業需要有人承繼或者將農地租賃他人耕

種。或者在北部西部工作未如預期，決定返鄉參與家中農業，在花蓮客庄幾位受

訪者 E、F、G、H、I 皆是類似的返鄉背景。受訪者 J 家中並非傳統務農家庭，他

則是喜歡故鄉花蓮的環境與，並對從事有機農業感受興趣。 
 

受訪者 A 返鄉回到台東關山客庄，他提到舉家返鄉的主因是為了孩子的教

育以及塑造家庭親子對同一個土地「故鄉」的連結，他說： 
 

我希望我的小孩子，…他有故鄉可以回去，…我的故鄉在關山，那我如 

果在高雄養小孩的話，我的小孩他們的故鄉就變成在高雄這樣子，所以 

那時候想法是這個樣子，那太太跟我小時候都是三代同堂，所以我就覺得 

說，我小孩子應該也是要這個樣子去教育、去養育這樣子。 

 
受訪者 A 的返鄉動機，包括期待返鄉後為家庭與孩子營造的更緊密的三代

家庭與客庄故鄉，也可歸類為生活型態的遷移。受訪者 E 居住於花蓮的南端富里

客庄，曾前往北花蓮的花蓮市讀書，一直有感於客家聚落的人口衰退以及客庄老

屋日漸傾頹，她除了加入家族的農業種植行列與學習農漁產品生產技術，近年來

她主導修復了富里的菸樓，並善用她留鄉的角色有較多資訊與人際網絡，成功匯

聚一些返鄉青年一同討論在地農業與發展課題。她修復的菸樓在民宿營業時間以

外，也成了鄉村青年討論與聚會交流地方事務的空間。 
 

在本研究中受訪者 C 原為北部客家人，過去在西部工作，他們一家人為尋求

更適合生活與教養子女的鄉村生活型態，而從西部遷移至台東客庄，將過去工作

經驗歸零重新開始在東部客庄生活，他們關心農業環境與食物安全，從事友善農

法耕種的食物加工，是慢食的實踐者並且在移居客庄後重拾幼時曾學習過的客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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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 
 
2.返鄉遷移者營生與創生的實踐歷程 
 
農業場域與價值實踐 
 

本研究中返鄉從農者皆面臨一些共同的問題，人力不足、耕地面積不足或

是因租地購買農機的財源問題，另一個問題是對農法的差異、溝通與實踐。這

些客庄返鄉者也置疑過去長輩採用的慣行農法對自身健康與農產品的負面影

像，而開始採行有機或其他對環境較友善的農法或是減少化肥與農業施作，它

們經歷了與家族長輩的溝通妥協，在返鄉的這幾年不斷的試驗與挑戰，其中有

好幾位受訪者都已取得有機驗證標章，例如受訪者 A 歷經十年的嘗試與努力，

近期終於將農田轉型取得有機驗證合格標章。 
 
客庄的工作機會較少，返鄉從事農業生產是多數返鄉者的工作，然而農業

的辛苦也讓他提醒其他想要返鄉從農的人應該多加思考，從農不是只有耕種還

有產銷的問題需要克服。銷售過去受限於農會或大糧商收購，部分小農認為收

購標準不合理，以受訪者 A 為例他返鄉從農之後，他逐步將稻米的種植轉型，

並開始思索如何銷售自己的農作而非依靠過去的管道，進而建立自己小型的農

企品牌。受訪者 A 說： 
 

[我]反而刺激了我附近的年輕人，有人在開始賣米，以前可能只有 

兩、三家在賣米，現在變成還滿多人在賣米的，然後他們在做包裝米的 

時候，也慢慢覺得說，他應該自己有品牌，自己有自己的銷售方式。 
 

他提到他的自行包裝網路銷售米，影響了客庄其他年輕小農。近期他與妻子在省

道旁租下一間空置的店面，以複合式方式經營一間結合銷售自家米與優選農產品，

並且提供手作相關課程與餐點，在這裡他種的米開始有銷售門市。 
 
空間的復活與活用 

 
同樣是返鄉的關山客庄人，受訪者 B 與孩子從西部遷移回到故鄉，因母親年

邁且對家中閒置空間活化的想法，幾經朋友詢問借宿而思考不如回鄉經營民宿，

家人也得以團聚。她返鄉前後就開始與家人構思如何活用在舊車站附近的老家，

她曾思考過經營書局與咖啡館等，目前以經營民宿為主。在整修的過程中，她重

新認識了這棟老房子的格局與建材，也開始重新認識關山，並且慢慢開始試著與

其他返鄉或移居關山的青壯年聯繫與合作。這棟原本是五金雜貨行的老屋，現在

是一間民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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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位受訪者 E 成功地將過去花東客庄傳統菸樓修復活化，受訪者 E 是花

蓮縣富里人，家中曾經營過民宿她又對富里客庄的老房子有深厚感情，特別是人

口外流嚴重下，只能看著這些老建物慢慢衰頹。在一個機會下她得知富里明里一

座已移居外地的菸樓主人願意出租菸樓與老宅，開啟了她整修活化老建物，經營

民宿。她整修的菸樓民宿位在富里明里村是典型客家人聚集村落，這裡曾經菸葉

種植達七十年，最興盛時期村落裡的菸樓高達近 40 棟之多。 
 
她提到蓋一棟民宿造價昂貴，但修復一棟老建物為民宿，它會具有獨特性與

歷史價值。受訪者 E 提到菸樓與老建物的意義與以設備取勝的民宿不同。她認為

每多民宿有個問題遊客若只是來住民宿一晚隔天回去，卻完全不知道這個地方有

什麼，只能花錢提升設備去吸引人，而具有文化意涵的房子則不同。她說： 
 

[菸樓]對老一輩來講，它是一種回憶。菸樓的東西，那對年輕人，他會覺

得很新奇，我想要去看看到底是什麼，對！你把這種東西導進來的時候，你

就可以開始做一個介紹，就是說這個菸樓為什麼在這邊，一定是跟當時的時

空背景環境有關，跟產業，地方產業有關，才會有這個東西，我就可以開始

講。……文化的東西…是很多人沒有辦法取代的，你今天就算複製，你也不

見得可以做的一模一樣。但是這種東西跟地方有連結，我就覺得它[菸樓民

宿]在整個文化面，我就很好去跟客人講這個東西。 

 
這位受訪者透過修復的菸樓與老宅經營民宿與食農手作活動，並且成功地將客庄

傳統的建物與過去的菸葉文化介紹給遊客。 

 
市集成為創造交流的空間 
 

關山小鎮市集是約 5 年前開始的，最早是受訪者 A 曾受公部門與協會組織

委託舉辦關市集，而後因為美學與理念的差異而自行招募未接受公部門補助。

他認為客庄公部門的美學略嫌「傳統」，多將資源放在意象宣傳展品上，然而這

些廣宣品多半只能使用一次，造成資源配置的問題；或是客庄傳統的造節活動

內容多半受眾是年長者，而較難吸引年輕人與孩子參與。 
之後他開始自行籌組關身小鎮市集，一方面是迫切感，這產生於有感於鄰

近客庄鹿野與池上的市集，以及池上諸多活動帶來的遊客，另一個背景是受訪

者銷售自己農作米糧的經驗，有感於農民市集能協助銷售，而開始籌組市集來

參加的攤主大致是縱谷附近鄉鎮，例如本研究中的受訪者 C 也在這個市集擺攤

銷售食物與農產加工品。他提到透過這個市集能讓價值接近的中輕生代「彼此

交流，或者說我們關山能夠被看見」，這個市集是先服務於縱谷周邊的在地青壯

家庭，而後慢慢吸引一些人前往成為關山一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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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客庄返鄉者對對客家聚落地方發展的看法 
 

多數受訪者對客庄未來的地方發展，有些擔憂人口減少或是醫療教育資源不

均，儘管受訪者 B 經營民宿，但她並不期待或希望天天客滿，加上鄉下地方固定

的房務助手不易尋得，這會造她每天忙於房務而沒有生活可言，她也不希望關山

變成像池上一般太觀光、太商業。她提到她對關山未來的想像，她說喜歡關山現

在的樣子，也許不是更多的建設，而是讓來關山的人能對關山有更多認識。她說： 
 
該有田的地方有田，然後老房子留住，不要因為我要要蓋什麼新的設 

施拆掉，...但是我希望是老房子還在。然後就是可以...就是多一點比 

如說導覽的工作。 
 
文化資源與刺激也是部分養育孩子的受訪者提到的問題，舉家從南部城市遷回台

東關山客庄的受訪者 A 指出台東客庄文化資源與刺激較少， 對養育孩子產生隱

憂。他提到這些問題： 

 

整個台東，文化沙漠這件事情，就是會覺得，那這個就是推動你離開的 

原因，這是推動你離開的原因。 

 

他提到他過去在南部城市生活工作多年，你以為外地城市有你缺少的東西，其

實根本不是，你去外面找找不到，反而是在家裡。他思考到底缺的是什麼東

西。他舉家返鄉奠基在強烈的地方歸屬與認同，他認為文化刺激可能是這些東

部客庄缺乏的。他說到他的心路歷程： 

 

我帶孩子回來，我一開始覺得說，…[回台東]應該是對他們好的，後 

來發現，欸，好像又不是，…你會發現到，對小孩子刺激太少！  

 

他開始定期帶孩子到南部或北部城市參與活動，彌補在鄉下小鎮的文化刺激不

足。受訪者 A 提到傳統客家文化的推展與形式需要年輕化，目前的客家文化下

鄉推廣，例如客語歌唱比賽很難吸引小孩，客語比賽又過於形式僵硬非生活

化，以致目前客語教學的困境是小孩學習的意願較低。 
 

另一受訪者 D 出生於台東傳統客庄，她在國中畢業後即到南部學校繼續就

讀，提到他的客語其實是在高雄美濃學的，因為在美濃工作與生活的需求重新

開始學習客語。她因為父母年邁而決定返鄉，先在台東市區工作一陣子後，目

前經營文化相關產業的個人工作室，她提到某些傳統台東客庄的社會與權力結

構穩定不易翻動，甚至因為較為保守，房舍寧可空置也不出租，故較少有從西

部移居者遷入這些客庄。返鄉之後受訪者 D 發現幾位台東的朋友都是客籍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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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但都有同樣客語因未使用而逐漸淡忘的問題，以受訪者 D 為首以及她的一

些台東客籍友人，近期開始重新學習與實踐客家文化，透過邀請有經驗的客家

長輩教授如何製作客家菜，從備料、烹煮到交換這些料理在家庭的故事，在這

過程中他們規定只能使用客語或外語交談溝通，在吃吃喝喝的日常生活形式學

習客家菜，也實踐了客語文化。 
 
4.結語 
 

過去東部客庄的遷移研究在客家族群的二次遷移與聚落形成的歷史，本研

究關注近年來因老化及少子女化下客庄人口的減少浪潮下，探討客庄返鄉遷移

者的歷程與實踐，然而本研究並未包含返鄉後又再度離鄉遷移者的經驗。在本

研究中指出返鄉留鄉移居者的個人創生與行動， 
 

(1) 客庄的在地性，即返鄉與創生的環境：關注客庄裡對返鄉營生創生的支持

與行動(例如生產、消費與社會支持等)；在本研究中返鄉從農的受訪者，多

半曾受惠家族資源的協助例如土地與農業知識資源等，然而多數也努力調

整修正過去對農民與環境較不利的農法，而改採行有機或其他友善農法，這

些小農也在耕種農法與銷售方式上影響彼此。從事旅宿業的受訪者得到家庭或

屋主的支持，得以修復老舊空間與建築物，這些空間成為提供自我營生與

款待他人的空間。 
 
(2) 客庄遷移與地方創生的再現：關注客庄返鄉遷移意義的再生產。返鄉的青

壯年為客庄帶來新的意義，客庄不是停留在祖或父母輩的故鄉，青年人只

能離去前往外地工作，這些返鄉者再形塑客庄地方為可居、可創生、可養

育孩子的故鄉。通過空間修復與活化、農地農法的調整、構築不同於都市

的空間與社會人際連結。 
 
(3) 返鄉遷移者的營生、創生與文化認同：關注遷移者個人的遷移動機與脈 

絡，其營生創生的實踐。本研究中的研究對象全非典型受雇者，而是透過

各種自營(slef-employed)事業如農業轉型、老屋營造與利用、文創事業的開

拓。這些自營的微經濟提供他們營生的物質基礎，他們反思地方文化與自

己的認同，從外地返回客庄，有些受訪者提到客家文化推廣方式需要調整

才能對下一代有吸引力與認同，也有部分研究對象則以自己與團體的方

式，積極地重新實踐客家文化。 
 

 

 



14 
 

參考文獻 

 
木下齊 張佩瑩譯 2017。地方創生：小型城鎮、商店街、返鄉青年創業的 10 鐵

則。新北市：不二家出版。 

木下齊 張佩瑩譯 2018。地方創生：觀光、特產、地方品牌的二十八則生存智慧。

新北市：不二家出版。 

邱莉燕 2019。你的家鄉會消失嗎？遠見雜誌，2019 年 2 月

https://www.gvm.com.tw/article.html?id=55785 [查詢日期：2019 年 3 月 1 日] 
林永鈞 2016。青年返鄉與在地實踐：以桃園藝文陣線為例，國立中央大學客家社

會文化研究所碩士論文。 
林芷筠 2017。妹仔如何歸來？美濃女兒的返鄉流動與地方重塑，國立臺灣大學

建築與城鄉研究所碩士論文。 
吳宜娟 2011。創造宜蘭新故鄉: 生活風格移居類型研究，國立交通大學人文

社會學系族群與文化碩士論文。 
黃學堂、黃宣衛 2010。台東縣客家族群之分布及其社會文化特色。東台灣研

究 14: 89-150。 
潘繼道 2017。從文獻資料論1945年之前的臺東地區客家移民。東台灣研究 24: 

3-42。 
蕭新煌 2018。臺灣客家研究的典範移轉。全球客家研究 10: 1-26。 
Benson, M., & O'Reilly, K. (2009a). Migration and the search for a better way of life: 

a critical exploration of lifestyle migration. The Sociological Review, 57(4), 608-
625. 

Benson, M., & O'reilly, K. (Eds.). (2009b). Lifestyle migration: Expectations, 
aspirations and experiences. Ashgate Publishing. 

Benson, M. (2010). The context and trajectory of Lifestyle Migration. European 
Societies, 12(1), 45-64. 

Buller, H., & Hoggart, K. (1994). International counterurbanization: British migrants 
in rural France. Aldershot: Avebury. 

Champion, A. G. (1989). Counterurbanization: the changing pace and nature of 
population deconcentration. 

Halfacree, K. (2006). Rural space: constructing a three-fold architecture.Handbook of 
rural studies, 44-62. 

Halfacree, K. (2012). Heterolocal Identities? Counter‐Urbanisation, Second Homes, 
and Rural Consumption in the Era of Mobilities. Population, Space and Place, 
18(2), 209-224. 

Halfacree, K. H., & Rivera, M. J. (2012). Moving to the Countryside... and Staying: 

https://www.gvm.com.tw/article.html?id=55785
https://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6acT43/search?q=auc=%22%E6%9E%97%E6%B0%B8%E9%88%9E%22.&searchmode=basic
https://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6acT43/search?q=sc=%22%E5%9C%8B%E7%AB%8B%E4%B8%AD%E5%A4%AE%E5%A4%A7%E5%AD%B8%22.&searchmode=basic
https://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6acT43/search?q=sc=%22%E5%9C%8B%E7%AB%8B%E4%B8%AD%E5%A4%AE%E5%A4%A7%E5%AD%B8%22.&searchmode=basic
https://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6acT43/search?q=dp=%22%E5%AE%A2%E5%AE%B6%E7%A4%BE%E6%9C%83%E6%96%87%E5%8C%96%E7%A0%94%E7%A9%B6%E6%89%80%22.&searchmode=basic
https://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2XI043/search?q=auc=%22%E6%9E%97%E8%8A%B7%E7%AD%A0%22.&searchmode=basic
https://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2XI043/search?q=sc=%22%E5%9C%8B%E7%AB%8B%E8%87%BA%E7%81%A3%E5%A4%A7%E5%AD%B8%22.&searchmode=basic
https://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2XI043/search?q=sc=%22%E5%9C%8B%E7%AB%8B%E8%87%BA%E7%81%A3%E5%A4%A7%E5%AD%B8%22.&searchmode=basic
https://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2XI043/search?q=dp=%22%E5%BB%BA%E7%AF%89%E8%88%87%E5%9F%8E%E9%84%89%E7%A0%94%E7%A9%B6%E6%89%80%22.&searchmode=basic


15 
 

Lives beyond Representations. Sociologia Ruralis. 
Hiebert, D. 2009. “Migration”. In The Dictionary of Human Geography, 5th ed, Edited 

by: Gregory, D., Johnston, R., Pratt, G., Watts, M.J. and Whatmore, S. 462–464.  
Chichester: Wiley-Blackwell. 

Mitchell, C. J. (2004). Making sense of counterurbanization. Journal of rural studies, 
20(1), 15-34.  

O’Reilly, K. (2012).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and social theory. Basingstoke: 
Palgrave. 

'Reilly, K., & Benson, M. (2009). ‘Lifestyle migration: escaping to the good life?’ in 
Benson, M. and O’Reilly, K. (eds). Lifestyle migration: Expectations, 
aspirations and  
experiences, pp. 1-13. Aldershot: Ashgate. 

Stone, I., & Stubbs, C. (2007). Enterprising expatriates: lifestyle migr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in rural southern Europe. Entrepreneurship and Regional 
Development, 19(5), 433-450. 

Williams, A. M., & Hall, C. M. (2000). Tourism and migration: new relationships 
between  

production and consumption. Tourism geographies, 2(1), 5-2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