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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客家「再移民」的研究者常將重點置於探討移民之推力與拉力、遷徙路徑、族群互動、

變遷適應等議題，然而對於移動者的能動性探討，則往往受限於年代久遠，早期資料的

難以取得，或僅能透過族譜中的記載甚至傳說來進行推敲與重建。本文以 1930 年代自

苗栗公館南遷至屏東市的北客讀書人──邱炳基先生在日治大正初年所書寫的私人筆記

為研究動機，初步探討並思考包括家禮與村落禮儀之各類祭文及藥帖紀錄等，對移居地

的影響，亦藉此延伸思考百年前苗栗公館的客家禮儀社會樣貌與後續研究的可能性。 

 

關鍵字：南遷北客、地方知識、屏東市、苗栗公館、私人筆記 

 

 

一、 研究源起與研究目的 

二十世紀上半葉，從新竹州（今桃竹苗地區）向臺灣各地遷徙的北部客家人

（習稱「北客」），他們的移住路徑、動機、在地適應等，一直是客家研究中討論

「再移民」（二次移民）相當被注意的一塊。客家「再移民」的研究者常將重點

置於探討移民之推力與拉力、遷徙路徑、族群互動、變遷適應等議題，不論是研

究明清時期贛閩粵地區的客家遷徙與在地形成，或探究臺灣自清代以降的島內多

次遷徙，近年頗獲有多篇重要成果。（見莊英章、黃宣衛 2018） 

對於臺灣不同區域成為多批北客們的移住新天地，早期研究透過推拉理論，

提出不少研究結論。例如，屏東平原上的南遷北客，過去學者即曾就傳統六堆區

域內（分布於高雄市部分區域與屏東縣部分鄉鎮）的北客社群，提出數點關於六

堆平原上產生的拉力條件，包括河灘新生地的開墾誘因、擁有水源的耕地增多等。

（吳中杰 2009: 15-17）而城市興起與大型公共工程（如鐵路、糖廠、機場等）的

興築，也釋出了大量對於勞動力的需求，致使產生人地壓力下的「北客」地區，

成為農村剩餘重要的輸出地，其中包括計畫性的農業或林業招佃，如美濃南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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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隆農場的北客聚落（吳秀靜 2006），也有隨著工作機會的口耳相傳與打工機會

的外溢，以自由移民的方式來到屏東地區，例如進入屏東市。（曾純純、黎鴻彥 

2007；洪馨蘭、徐孝晴 2015）。 

上述研究亦不乏關注文化會遇（cultural encounter），即一種或多種文化與另

一種文化的相遇過程，因此會關注這群移住者如何維持一段時期的「方言島」狀

態。換句話說，經由語言或北客既有生活習慣的保溫，呈現某種自我的「北客認

同」。例如，經由一、兩代間的「兩地社會」（bi-local society）模式，維繫著和遷

出地族人的認同，但卻也逐漸發展出在移住地與來自不同原籍卻同為北客的其他

移入家庭，逐漸演變出新的公共面向在地文化（洪馨蘭、徐孝晴 2015）；或以「文

化合成」解釋北客的「在地化」現象（林秀昭 2011）；也有強調原籍地文化悄悄

地透過家庭而形成私人面向的家庭集體記憶（彭巧如 2015）。 

然而，在過去的研究中，這些遷徙的北客較常是以雇工、佃農的身分，出現

在研究者的討論中。他們在原籍地基於不同動機與目的，期待到外尋找「新天地」，

四處打聽工作機會，若能因此累積財富築屋購地，就會變成族人中在一個新地方

的「開基祖」。然而佃農、傭工的形象在部分地區的北客移民史上，確實被常常

提及。例如高雄市的北客社群，以及嘉義縣的北客社群。林秀昭曾以專書指出，

在二十世紀初嘉義地區的木業、林場、鐵道等的開發，「『北客』幾乎都是這些行

業屬中下階層的『苦伕』，是一群只求生活溫飽，默默工作毫無怨言的無名英雄」

（林秀昭 2011: 208），在訪談這些北客耆老時，話題亦多圍繞在開墾時期之艱辛，

以及初到時與周邊族群間的差異甚至自我孤立起來的關係。 

這種將自身「北客」認同和周圍對立起來的樣貌，洪馨蘭與徐孝晴的研究，

曾以現居於屏東市華山里(舊稱頭分埔)的北客社群研究，提出「在邊界上既融入

又獨特」的屏東市北客群情形。東市華山里一帶的北客社群，在日治時期於新興

城市東北隅義塚埔外的竹林地區，形成頭分埔村落，他們和東側的「前堆」客家

人（六堆中的長治鄉）、北側海豐的潮州人、西南側的閩南人等，並非採用孤立

的型態維繫北客認同，反而是透過「創發」（invented）屬於頭分埔──既非西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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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佬文化或東邊的六堆客家文化、也不自源自北客傳統──的信仰文化，從中保

留了客家意識。（洪馨蘭、徐孝晴 2015）也由於這項研究，建立了筆者與華山里

北客社群之間的情誼，直接促成本研究之一手資料的獲得；不僅延續「再移民」

能動性的討論，也能初步見識到再移民社群的「能動者群體」的另一種樣貌，也

讓我們注意到傳統知識如何經由遷徙，加入新居地的地方知識共構系統。 

 

二、 知識與文化資本的傳播 

筆者對於客家移墾過程中的能動者，過去雖然已有接觸之興趣，但很遺憾基

於手上資料的缺乏，一直未曾開展較具體的研究。例如，曾經思考過高雄美濃客

家人在清乾隆年間建立三大聚落群時，具有地理堪輿知識的讀書人，很可能是當

時建立村莊的重要能動者之一，因此推動了當地禮制土地祭祀體制的建立。該項

研究先是針對美濃特有之三座「里社真官」壇，進行和廣東蕉嶺（舊名鎮平）社

官壇之比較研究，透過歷史文獻爬梳與兩地田野的展開，彙整社官之設置在嶺南

原鄉實具有官（設）的性質，因里甲制度式微而在清代中葉前已混入嶺南「巫」

崇拜的神性轉變，廣東省鎮平縣當時的居民不甚理解，又將之與伯公（土地神）

混淆，使得家鄉出來的舉人在當地的地方文史書寫中，指此混淆社官（社公）現

象甚為荒謬。而在當地並不罕見的社官壇，隨著大量客籍移民在清代時遷臺，不

知何因僅在美濃見到設有三座社官壇（均以「里社真官伯公」登錄為高雄市市定

古蹟），另外就只有在新竹縣北埔鄉的「埔尾社官爺」。1由於社官壇之設置在嶺南

原鄉地區在清代時已帶有某種水神信仰型態，所以常常和水口伯公混淆，同時在

設置時也與聚落地理有關，因此筆者推測美濃在清初三大村落群成形同時，有可

能從嶺南原鄉邀來的移墾族人中，有著具備地理堪輿知識的讀書人或禮生，指導

設置社官壇；甚至也有可能這三個聚落的開基能動者社群中，即有這樣的知識專

                                                      
1  新竹縣北埔鄉埔尾社官爺，原社官爺及水尾伯公以石牌為記，供奉於四片石的小廟祠，於水

磜溪流入北埔溪東南側小山丘上，是開發大隘地區最早建伯公之一，也是北台灣唯一以社官

爺稱的伯公，旁邊有社官爺埤頭以及以社官為名的社官橋。客家委員會客家雲，2016/8/16

更新。搜尋網址：https://cloud.hakka.gov.tw/details?p=%2014703。擷取日期：2020/6/20。 

https://cloud.hakka.gov.tw/details?p=%20147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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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洪馨蘭 2013） 

對於能動者的討論，延伸到筆者過去曾對於屏東市北客社群的探討。在之前，

屏東市的北客隱藏在這個城市中，他們的移入也有許多人提及早先是打聽到在屏

東有糖廠、鐵路、機場等工作機會。2020 年 6 月初，頭分埔北客社群第一代邱氏

之女，享壽 88 歲於屏東市華山里逝世。筆者獲知消息後，憶起她曾表示將父親

所持有的兩冊手寫抄本，數十年來封於木箱之中，在多年前筆者與邱阿婆結識時

曾目睹過。然而，由於當時投注心力在重新爬梳頭分埔北客社群分別在竹苗不同

地區與移住地的實地田野和相關研究，因此對於字跡或整或草的手抄本暗下決心

未來要充實自己的詮釋能力，再來討論。過去五年中，筆者陸續參與高雄市文化

基金會「高雄舊文書彙編：美濃嘗簿、會份簿與族譜」計畫、國史館臺灣文獻館

「族譜與客家家族」計畫，累績閱讀與分析古文獻的經驗。在向邱老太太遺物的

保管者完成徵詢，同意筆者延續多年前對頭分埔北客社群的討論，開展對於這兩

冊邱氏先人的私人筆記進行研究。 

這兩冊私人筆記主要是徐母邱老太太的父親──邱炳基先生所寫。兩冊內容

稍有區分，但字跡齊整亂雜交參。其中一冊就意義上可視為記載下許多婚喪喜慶

神明聖誕等儀禮的祭文或疏文本，共 106 頁；另外一冊則涵蓋藥帖為主、間雜幾

則戲曲段落等，共 130 頁。2其中唯一可以確認年代的是禮書該冊曾出現「大正

三年」註記（1914 年），因此可暫時界定執筆年代寫於日治初期，距今一世紀以

上。做為建構屏東市頭分埔北客社群文化者，邱炳基先生所扮演的角色，過去一

直比較沒有被注意到，通常是較聚焦於頭分埔領袖──其弟邱宏基先生身上。筆

者深覺解讀這兩冊由邱炳基先生所寫的私人筆記，對於理解「南遷北客」能動者

文化性、屏東市北客社群的文化底蘊與文化資本等，具有相當重要意義。 

「家族文書」在臺灣的客家研究中，一直扮演很重要的角色。不僅歷史學家

大力呼籲以家族文書重建家族在當地的發展史（吳學明、黃卓權 2012），人類學

                                                      
2 手記本並未編列頁碼，此頁數為筆者翻閱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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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也透過家族文書，歷史縱深地去看客家「家族主義」（familism）的樣貌。（莊

英章 2004、Cohen 2005）許多研究較多是圍繞在契約、族譜、與嘗會簿等研究，

性質上屬於官方文書、或家族內的「公」文書（族譜、會簿等屬於紀錄公共族內

事務），對於私人筆記的研究相對來說是比較少的。其本身不易取得是一因，另

外要能保存一百年至今亦屬不易。屏東市頭分埔北客邱氏藏於書櫃中的兩冊手抄

本，既非日記也不是往來書信，筆者初步分類應是邱炳基先生的私人知識筆記。

手抄冊裡所記載的禮儀唸本和藥帖知識，從其禮書冊如「應用文」的格式，禮書

所提及之婚喪喜慶、歲時節令等儀俗，應屬苗栗公館即帶來的地方知識，而醫書

的部分則較難判斷，因為缺乏日期註記，但從醫書主要多是藥帖方的紀載，甚有

可能許多是屬於原籍地的知識系統。然而，我們又可以發現在這些文書中還夾雜

著邱先生為其女婿家族徐氏草擬族譜，由此也可以判斷南遷之後再逐漸充實這些

禮書或醫書的可能性亦存在。 

根據本次研究，兩本手抄筆記乃為邱炳基先生繕寫，南遷時隨身攜帶的筆記。

北客移住屏東市大約始於 1930 年代，而邱炳基先生則是在其弟、曾任保正的邱

宏基先生在屏東穩定之後，才舉家南遷，但是筆記上出現「大正三年」，那個年

代就口述資料比對，該年分兩兄弟尚未南遷，所以筆記初期撰寫年代最早可能就

是落在 1914 年時的苗栗公館鄉老家。然而如前所述，筆記中夾雜一頁約五至六

代的〈徐氏家譜〉，這份〈家譜〉中的徐氏是原籍苗栗頭份且同樣南遷至同一聚

落的徐建喜家族，而徐建喜先生的兒子娶了邱炳基先生的女兒，所以意謂在這份

手抄本中，還收錄了邱炳基先生替屏東市頭分埔姻親徐氏家族所編纂的家譜。如

此來說，手抄本的內容並非均寫於仍在苗栗公館的大正年間，還有南遷之後所撰

寫的其他資料。但究竟哪些是寫於苗栗、而哪些是寫於屏東，本文研究尚未能獲

得足夠的證據來確認，須待日後再補齊。 

兩本手抄冊中有一本是相當豐富的禮儀祭文，部分字跡潦草但初步瀏覽可以

大致看到包括還福、聘禮、婚禮、喪禮、天官聖誕等各類儀禮的程序與表章唸文。

筆者大膽推測，邱炳基先生在原籍地苗栗公館時，非常有可能具備擔任「禮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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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能力、或甚至就是禮生，因此將傳統的客家祭儀表章格式抄寫下來，以供彈性

運用。不過，根據筆者田野調查，屏東市頭分埔早期的傳統祭儀都是由當地的劉

氏在執禮，所以這位年紀稍長後才南遷的邱炳基先生，在到達新居地後，有其知

識「傳播」的過程。根據本研究的調查，邱炳基先生的女婿（徐氏）曾與頭分埔

另一個南遷北客劉氏，一起做客家三獻禮，徐氏角色可能是通生或引生，而他們

「非常有可能」是向徐家的姻親請益或習得許多關於客家儀節的細節──也因此

這兩份筆記才會在邱炳基先生過世之後，留存在他的女婿徐氏的家中書櫃。 

不論是家禮還是村落儀禮，客家人透過執禮的媒介，傳播著崇先睦族與教民

化俗的功能，其中客家三獻禮更成為研究者探討的對象。研究指出，客家三獻禮

延續著華人傳統禮制，無論禮儀形式、儀注用詞、行禮內容、表現意涵等，基本

上皆抱持遵循傳統且偏向守成不予改變；而且「吉凶同式」，類似古代貴族之儀、

品官之制的特徵，用於民間喪葬場合時，則表現慎終追遠之孝思，而用於祭孔釋

典時則彰顯尊師重道、褒崇聖賢之教化意義。所以客家三獻禮被認為是客家文化

的精隨之一。（黃純敏 2004）在屏東市頭分埔邱氏私人筆記中，即有關於三獻禮

的紀錄，可以與上述黃純敏以桃竹苗地區當代喪祭三獻禮的田野，進行一個跨世

紀的歷史比較。除此之外，南部六堆地區客家的三獻禮，至今亦仍盛行於廟宇與

民家所舉辦的「還神」儀式中，也就是在行「拜天公」的敬神儀禮之後，加行「三

獻禮」祭典。（謝宜文 2007）南部客家（六堆南部客）與北部客家（桃竹苗當地、

屏東市南遷北客社群）的「三獻禮」基本上差異不大，然而，在婚禮的部分，邱

氏手抄筆記中並沒有南部盛行的「敬外祖」相關儀禮，由此也更可以確認「敬外

祖」並沒有出現在北部客家的習俗中。 

就某個意義上，在過去這種屬於家禮、村落信仰禮儀的執行，多屬「非文本

傳播」，也就並沒有一套放諸四海皆準的制式範例，通常是由「禮生」擔任。本

文初步設定書寫這些儀禮表章筆記的邱氏，很可能在原籍地苗栗公館時曾擔任村

庄禮生，因此手上握有相關儀禮流程的傳統知識。關於村落「禮生」的相關研究，

南部客家六堆地區之禮生與儀式研究成果相當豐富（例見林貴珠 2011、劉怡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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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而客家研究者戴正倫（2006，2019）曾分別針對南客與北客之拜新丁儀

式，間接紀錄到禮生在拜新丁儀式中的角色。客家話稱禮生執禮為「行禮」，通

常這並非單單依靠〈禮書〉或〈禮圖〉進行傳播與個人學習，在書面之外，更有

著儒家禮儀傳習的「身教」傳統，這在明代已有記載，在當時不僅有社學、鄉塾

等地方學校的習禮儒生的演禮觀習，所學禮儀也不僅只在自己身上、用在自家，

而且也會使用在村落鄉人之間。而禮生之所以必要，就在於家禮的禮節繁多，特

別是喪葬禮，若不是平日就有習禮的人來執禮，是很難成禮的。（趙克生 2010: 

136-141）關於「禮生」的相關研究，李豐楙的論文（2001: 331-364）是針對臺灣

禮生的重要研究，指出禮生與道士是 1949年前臺灣最重要的兩個儀式專家群體，

但該文對於禮生的歷史成因並未多所提及。關於禮生在漢人社會自東漢以下的發

展史，劉永華（2004: 55-61，2008，2019）進行了歷史學面向的爬梳，並指出禮

生在民間的流變，應該與士大夫禮儀向民間的滲透有密切關係，而且根據當代包

括在福建汀州客家地區、甚至在 1940 年代前後的北京，都仍有大量「行禮者」

（禮生）唸唱流程，指導著儀禮的進行，而且也多有是請親友或村落聘請熟諳禮

儀的人來擔任，不僅如此，禮生也參加地方神的祭祀、巡遊、神誕慶賀、醮、進

香等崇拜活動，在祖先祭祀的過程中也扮演重要角色，同時贊相婚禮、喪禮、祭

龍頭等禮儀。 

然而，「禮生」未必是一種專門職業，通常在鄉間是由儒生（讀書人）充任，

「也有鄉間儒士、塾師及其知禮者擔任」（趙克生 2010: 138）。有時在鄉間常常

被稱為「先生」。關於這個「先生」，曾以閩東作為考察點的莊孔韶，曾提到當地

的「先生」是指「通曉儒家禮儀者，他們多才多藝，如會書法，粗通詩詞、聯語，

懂相術，為農人以生辰八字合婚，會陰陽，堪輿房屋和墳墓風水，熱心於村公共

事務」（2000: 413）等等。由此看來，本文所分析的邱氏私人筆記，不僅呈現出

邱先生作為撰寫祭文本的地方讀書人的身分，同時也是擁有地方醫藥知識（開藥

帖）、詩詞（戲曲）筆記的「先生」。這種人物，在研究者心目中是一個具有「文

化與人事之媒介或創造人物」（ entrepreneur or broker of culture and hum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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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ionship）（莊孔韶 2000: 413），或曰是一個帶有「文化中介（mediators）」功

能的人。歷史學者曾以在閩西四保民間所蒐集到的祭文本進行討論，得出「禮生

很可能是溝通士大夫文化與地方文化、王朝禮儀與鄉村習俗之間的文化中介」（劉

永華 2004:79）。 

對於一個這樣具備文化中介功能的角色，之前筆者在屏東市南遷北客研究中，

並沒有特別注意到，也許能夠讓這群北客社群維繫其客家意識，非常有可能並非

僅是來自於之前所討論的廟神祭祀（包括土地伯公信仰與當地奉祀並建造的聚落

廟萬福宮）（洪馨蘭、徐孝晴 2015），而是與當地有著「行禮知識」有關（本文

之問題意識）。除此之外，如前所述，筆者在美濃「社官壇」的研究中，指出知

曉「官方里社壇祭祀」的「讀書人」，應曾在建莊過程中扮演重要角色（洪馨蘭 

2013: 125），然而，過去筆者都沒有針對可能存在的讀書人再多所著墨。這也顯

示出在筆者長期關懷且進行的客家研究中，仍十分缺乏對儒生、禮生、「先生」

等地方讀書人的深入探討，本研究第一手材料的出現，是一個重要的機緣與啟動。 

筆者基於上述資料的解讀，我們發現：這兩本手抄筆記的書寫者在有生之年

時，分別在苗栗公館與屏東頭分埔扮演著知識與文化資本的傳播(傳遞者)，筆記

中的祭文本若與六堆客家祭文（例如謝宜文 2007）、苗栗客家儀禮祭文（例見黃

純敏 2004）、臺灣饒平客家祭文（例見新竹周三合家族）、臺灣喪葬儀禮研究（例

見徐福全 2008[1983]）、甚至明清客家中心地（例見劉永華 2004）基本上有其地

方性的些微差異，藥帖則反映出早期的鄉間藥草知識，且由邱先生所代表的「文

化中介者」，對於我們理解日治時期南遷的北客群或北客家族，有特殊的認識。 

 

三、 研究思考 

在理論取向上，本文實踐「在歷史的文件（一百年前的私人筆記）中進行田

野」，透過重建文件的歷史脈絡與社會脈絡，同時面對二次移民及其原籍地，不

僅從歷史文獻中去找出這兩個地點的地方社會性質，探索「拉力與推力」的關係，



9 

同時也把同樣的一個人物（書生／禮生）的「過去」，和「現在」的屏東市南遷

北客社群的客家意識展現，融通起來。或許也可以說是「在田野工作中做歷史研

究」。前者模式為「歷史民族誌」（ethnography of history），基本上仍然屬於歷史

研究，而後者則可被稱為「歷史的民族誌」（historical ethnography）（張佩國 2015: 

15）──也是本文希望呈現的「歷史活在當下」。 

相對於「歷史民族誌」是使用檔案資料與當地相關的口述歷史資料，來描寫

和分析某個固定且可是別地點的人群一段過往的歲月（Silverman & Gulliver 1999: 

25-26），「歷史的民族誌」雖然也是要運用地方歷史文獻、檔案文件和口述歷史等

資料，但所面對的是「當下」，因為歷史活在當下，所以當下也富有歷史的厚重

感，「歷史」正透過儀式、事件、地景、記憶與物的生命史等眾多平台，活在「當

下」（Hobsbawn 2002），即便是「地景」（landscape）也僅只是自然景觀，而是一

個歷史過程、蘊含了一個地方社會的形成過程，更富含著意識形態的歷史意義。

（Hirsch & O’Hanlon eds. 1995: 23）因此，在「歷史的民族誌」的書寫中，任何

事件、儀式、地景、記憶、文件、物的生命史等，均不能被碎片化地處理，而是

必須放在整體存在論的視野下進行詮釋，且強調具有在田野工作中發現（看見）

歷史的能力，並且也看到在當下人們是如何「製作歷史」的。 

邱炳基先生在苗栗公館的原籍地為館中村，即清道光年間（1830 年代）神農

廟（五穀宮）所在聚落。據 1994 年出版的《公館鄉誌》第三篇第二章「氏族」

內容所載，戰後的人口資料中，根據 1987 年苗栗縣史蹟源流研究會的調查，邱

氏戶數與人口在公館鄉中僅次於劉氏，為鄉中大姓，而館中村也是公館鄉境內人

口最多的聚落（黃鼎松等 1994: 154-158），可說是公館鄉的中心聚落。 

然而，苗栗公館鄉本身並沒有火車站，館中村位於台鐵南勢站的東南方約六

公里，位於台鐵銅鑼站東北方約六公里，和縱貫線鐵路隔著後龍溪，要搭上火車

往北或往南最近的路都是要橫跨這條溪流。後龍溪對於公館的對「外」交通影響

甚大，整個公館鄉被後龍溪三面環繞，東面鄰接丘陵山區，使得公館鄉作為溪埔

地的地理條件，時常必須面對水患的威脅。根據《公館鄉誌》記載，清代時對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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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必須解決橫過溪流的方式，因此採用渡船，包括乾隆年間由庄民集資捐設的

收費民渡，以及道光年間同樣由庄民集資捐設的義渡。（黃鼎松等 1944: 432）雖

然縱貫線鐵路並沒有經過公館鄉，然而二十世紀上半葉南遷的北客群，仍有許多

子弟表示長輩曾提及之前是沿著鐵軌南下的。但公館鄉居民早在明治 42 年（1909）

時即曾迎來「鐵軌」的設置，這是當時由苗栗輕鐵株式會社經營的輕便車軌道，

行駛苗栗－南湖之間，以載運出磺坑所出產的原油。另外在民國 36 年（1947）

也有由苗栗糖廠設置經營的苗栗大湖線糖鐵，載運大湖公館甘蔗。（黃鼎松等 

1944: 433）輕便車也有較小型者。可以用來載運客人或較輕的物品。 

從地形來看，公館鄉屬於近山溪谷平原，可耕腹地相當有限，基本上相當容

易產生人地緊張的生計壓力。除此之外，公館鄉的人口推力還包括鄰近南島語族

群的傳統領域，族群關係對居民或近或遠帶來生存緊張，從公館早期有「隘寮下」

名稱也可看到隘丁駐紮的歷史痕跡。昭和 10 年（1935）中部發生關刀山大地震，

公館鄉全鄉損失慘重，「建築物都夷為平地」（黃鼎松等 1944: 282），但根據公館

鄉五穀宮的〈廟誌〉提及此地「非常幸運地」在地震發生時，「雖位於震央北方

僅 30 公里外，『但有神明保佑受損甚微』」，然而屋舍倒塌加上物價波動與糧食短

缺，人地壓力在新竹州和台中州地區都形成相當程度的緊張，甚至地震之後造成

外移潮。這個推力是否直接成為邱炳基先生南遷的動力，根據本文研究，他其實

是屬於後一批才南下的邱氏族人，他的弟弟是開先鋒。當他的弟弟在屏東市東北

角從商進而建立了政經地位之後，其聲望的建立開始需要擴及文化資本的累績，

這時候他的讀書人兄長，將可為他帶來更高的地方聲望。 

這時候我們就要將視野來看到這個讓他們尋找到的「新天地」，透過政經地

位的穩定之後，如何「複製」一個知書達禮的鄉民社會，邱炳基的到來對於這一

批北客社群來說，意義不可謂不大。屏東市頭分埔，即今屏東市華山里，位於屏

東市的東北方，與屏東縣長治鄉相鄰，其西側與南側分別與屏東市城區相接。原

本這個地區屬於「海豐庄」，在日治時期的水源均來自海豐圳，而且主要是一個

沙質丘陵（地形為「崙」），為長治鄉和屏東市的接鄰地帶，曾經有很長一段時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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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地形較高遍地為墓塚。即便在 1920、1930 年代北客進入此居覓地搭寮而居時，

竹林就成為這批北客相當隱蔽的空間。這片區域在 1980 年代因屏東市公所擴大

徵收公園用地，整理這片區域，加上城市經濟機能向東北方發展，所以現在反而

是屏東市非常熱鬧的廣東路商圈。華山里的新興住商建築如雨後春筍般拔地而起，

原本由北客與屏東福佬人共同出錢出力捐建的「華山萬福宮」，在都市人口大量

湧進之下，至今仍是由會說客語的北客長者擔任神明乩身，且延續以「伯公」稱

其重建之福德正神廟。（洪馨蘭、徐孝晴 2015）北客在這個區域逐漸隱形，但是

客家意識仍有一定程度地用不同方式展現，而且廟宇儀式長期邀請來自美濃的客

家禮儀專家協助安排。「客家」正以一種方式活在當下，其中包含著許多關於這

些北客的歷史積累。邱炳基所帶來的儀禮和醫藥知識，讓北客在這個小地方強化

了他們的北客認同。 

 

四、 延伸討論 

延伸來說，這個課題的重要還包括這類知識體系如何成為一種載體，讓我們

看到過去的客家社會是怎麼運作的。作為長期以人類學觀點關注並投入「客家研

究」的研究者，筆者主張未來若能結合經濟人類學中關於文化經濟學、事物（things）

的文化生命史等思路，分析來自客家移民家族所留存的家族文書與私人筆記，將

會有更多的收穫。 

臺灣的「客家研究」發展至今，其「跨學科」或「跨領域」的特性一直存在，

事實上從此「學科」的名稱「客家研究」（Hakka Studies），即可見得其類同於「文

化研究」（Culture Studies）或「亞洲研究」（Asia Studies）等研究精神，相當程度

地鼓勵與支持跨學科、跨領域的討論。然而，雖然如此，目前大部分的客家研究

成果，基本上仍然仰賴著既有之學科研究法，「以客家為內容」進行討論。但在

人類學學科上，由於早期即有漢學研究、漢人人類學等基於對「漢人家族（家庭）」

的研究興趣，進行著「在客家村落裡做研究」所完成的成果（例如 Cohen 19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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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研究在當代都被視為是「客家研究的先驅」，所以關於何謂「客家研究」──

究竟是客家人做的研究、以客家為內容的研究、在客家村落裡做研究等──的定

義，至今仍在學界存在諸多討論。 

不論客家研究的的範疇與定義是否已經完成確立，甚至客家研究是否尤其特

殊的研究法以達成其在客家運動時所寄望的目標，建立「客家學」（Hakkaology），

採用多學科的方式來研究客家，甚至在一個研究中同時使用多學科的分析方法，

基本上是相當可被接受的。人類學者認為，面對興起中的客家研究，不僅要檢討

過去客家研究中關於漢族本位或客家中心的意識型態，而且要強調由族群互動的

視野從事客家研究；同時也認為客家社會文化的研究，除了要考慮族群互動、認

同與文化實作的貫時性及同時性的探討，還應從事區域性的比較研究，如此才能

建構所謂的「客家學」。（莊英章 2002：40-43）其中，過去較偏向歷史學的素材，

包括族譜、家族契約、家族古文書等，也成為人類學者、社會學者使用本身的學

科方法，提供多面向的解讀嘗試。 

做為全球客家研究的先驅，羅香林（1975、1989）所撰寫的《客家研究導論》、

《客家源流考》本身就是比較研究的成果。之後越來越多的學者，加入更多的系

譜及方志資料，甚至投入人類學的族群研究，開始對羅香林的客家源流及分佈研

究提出修正或補充。（房學嘉 1996；謝重光 1995；陳支平 1997；王東 1998；劉

正剛 1997）臺灣的歷史學者則從「移民拓墾史」的角度，探討臺灣客家移民的拓

墾過程及社會組織的建立。（尹章義 1989；石萬壽 1985；莊英章、周靈芝 1984；

莊英章、陳運棟 1981、1986；施添福 1987）部分學者也注意到，客家移民在遷

徙定居過程中與移居地其他族群的互動，以及在密切互動過程中對彼此文化產生

的影響。（蔣炳釗 1998）其中，人類學者從村落民族誌的方法開始，希望從案例

中去比較閩南與客家方言群的社會文化差異。（莊英章 1994；羅烈師 1997；洪馨

蘭 1999）大量的村落民族誌資料，不僅在當代成為區域研究與比較研究的基礎，

在過去數十年區域研究的範式也有多樣發展。（洪馨蘭 2012：131-160）十多年前

曾經在臺灣北部的鳳山、頭前、中港、後龍四流域為範圍的跨學科研究，稱為「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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溪計畫」，挹注包括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客家委員會的研究經費，以這四條

流域上的客家村落進行不同研究方法的資料蒐集、彙整和分析。從其中可以看到，

選擇採用不同的切入觀點、角度與理論，所進行的分析比較，往往會得到許多意

想不到的結果。 

如前所述，「禮儀化」過程有時可以重建遷徙史或信仰發展史。再舉洪馨蘭

針對高雄美濃擁有全臺僅有的三座「里社真官壇」（社官壇）的研究，注意到其

十分稀有與特殊，但碑文上雖寫「里社真官」但地方居民卻稱「社官伯公」（也

就是福德正神），一般人並未考究其因，甚至亦對「社官伯公」為何具有「水神」

性格亦不清楚。研究者透過與當地客家居民祖先在粵東北的祖籍地進行比較，不

僅修正「里社真官壇」實際上並非狹義上的福德正神，而且臺灣南部的里社真官

實際上已經是從嶺南地區「公王化」納入巫信仰元素的里社真官再「伯公化」的

結果；除此之外，從祖籍地「公王化」的里社真官「起源傳說」來看，在臺灣美

濃偏向水神性格的里社真官，從官設社稷神到公王化，使得祂在美濃當地的設置

地點，直接反映了地方上對低窪水患或水流危險等地的地理判讀，因此我們也可

以從設置地點窺探早期在清代時期當地的古地理樣貌。（洪馨蘭 2013：83-130）

經由有意識、有意義且有針對性的區域比較，研究者往往有機會經由特定文化特

徵，去探索某些普同的概念或是區域發展差異的背後原因，並提供修正的建議和

新的發現。 

本文翻閱屏東市邱氏禮書與醫書手抄本的過程中，似乎也隱約看到屏東市頭

分埔北客社群在移居之後「禮儀化」的這個過程，其中的重要的能動者就在於移

民群體中有「讀書人」，或說傳統定義下的「仕紳」。具有文字與紀錄能力的家族，

往往可能比別的家族具有更多累積家族文書的機會與能力，也就更有機會呈現出

宗族發展的過程。很可惜，雖然邱氏有從苗栗帶下來的禮書和醫書，然而，他很

可能因為年紀較長才南下，而其知識系統並未透過私塾或其他方式被妥善地、完

整地在屏東新居地社群傳承，或說由於受到周圍福佬文化的影響，北客社群對於

「禮」的依據，逐漸從客庄的禮儀轉變為民間信仰或道教系統的禮儀，所以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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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禮儀化」的時間不夠長就受到移居地其他族群文化的差異性影響。而或也因為

家族的規模不大、家業累積年代不久，所以既使有讀書人的挹注，也缺乏其他多

樣性的北客家族文書的累積。 

本文在延伸思考這邊希望提出的是，不論是禮書還是醫書，都可以說是一種

「知識經濟」。除了苗栗個案的研究成果以及過去研究中可能尚未觸及到的曆書、

卜卦、醫書、禮書內容外，許多福建客家遷臺移民家族、粵東北客家遷臺的「南

客」家族，以及較晚在二十世紀中葉從新竹州南遷到屏東市地客家家族等，其實

都保有了一些關於「知識經濟」的表現。例如從客家「四溪計畫」中關於苗栗三

灣陳氏宗族的各項研究。我們可以發現除族譜與世系表外，主要的古文書可分為

以土地房產為主的買賣租賃契約、鬮分契約、收據，以及官方發給的丈單、憑單，

年代從嘉慶二年至民國 38 年。這些資料主要可以反映出陳氏宗族的發展經過，

以及宗族對於族產的析分與處理方式。另一筆重要的資料為陳氏十四世祖寶源公

的原鄉家書。寶源公的父親為乙士公，大約在嘉慶、道光年間至三灣定居。從寶

源公的原鄉家書可以發現，至遲在光緒年間，他與松口的叔嬸或子姪輩親屬還有

密切往訪，在生活物資方面亦經常互通有無。 

又如洪馨蘭(2021)所完成的福建武平遷台客家家族的個案。位於新北市石門

區汀州客家移民練氏家族的族譜和家族文書。該家族在移民之初即選擇在北海岸

狹小溪谷台階地中進行墾拓，並在漳州移民圍繞的生存環境下，一方面透過事業

經營和捐資信仰活動，持續進行商業網絡的擴大，另一方面也透過族中讀書人在

義葬、與義舉等投入鄉里教育、漢醫治療等增加社會與文化資本，不僅強化作為

知識家族的象徵資本，同時也穩固著這個稀少姓氏的內聚文化認同。目前本研究

掌握的資料包括該家族的族譜、分家書、帳簿、族人紀錄等。 

如果看到高樹劉家個案也相當有趣。屏東高樹劉氏祖籍在梅縣，除了族譜之

外，家族中亦保留契約文書，同時也有足以呈現他們投入地方公益事業的財富累

積過程。一如在四溪計畫時，主張應該將客家移民家族的原鄉與移入地「當作一

個區域來思考，有助於我們思考原鄉與臺灣社會往返關係下其網絡的形成」（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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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枝 2010：341），高樹劉氏家族的家族文書，同樣也展現出這種往返關係底下，

其知識經濟的兩地網絡。 

回過頭來看屏東市頭分埔北客社群，同樣具有這種兩地社會特性；而臺灣客

家移民研究中的二次移民，也是一種知識經濟的網絡關係。就時間點來說，屏東

市華山里（舊地名「頭分埔」）在二十世紀上半葉的南遷北客社群，是本文希望

用一個時間點比較近的個案，來看客家家族知識經濟擴展網絡的另一種版本。本

文目前掌握到該區北客移民在屏東市東北郊早期的竹林塚埔一帶落居謀生的同

時，他們很早就懂得運用信仰知識，凝聚當地北客社群和周邊閩南社群，以村落

建立的伯公（土地公）和鄰近平埔部落移民帶來的信仰──元帥爺，形成一個既

非屏東市閩南人既有、也非北客原籍地信仰的「新」角頭廟，不僅如此，北客社

群自始至今都扮演著相當重要的神明乩身以及儀式進行的知識擁有者角色，始得

以在身處閩南人與南部六堆客家人的「夾縫」之中，保溫著他們的文化自覺與北

客身分認同。本文注意到這與他們擁有關於信仰禮儀知識、族譜知識、甚至醫學

知識息息相關，顯然他們的社會資本是他們得以如此保有自信心與社群意識的重

要因素。 

透過家族文書來探討地方家族活動，除了是歷史學者非常重視的研究題材，

在過去也已有許多人類學者，加入探討此類材料，從家族文書中關注移民生計的

活動，從分家文書中探討早期拓墾時期的族產是如何利用與分配。例如人類學家

莊英章與地方知識長者陳運棟合作，在 1980 之後陸續發表相關的研究，針對苗

栗中港溪流域靠山區的頭份鎮、三灣與南庄兩鄉的客家宗族與開發史，進行這方

面的研究，（莊英章、陳運棟 1981：333-370）也曾以頭份陳家的糖廍經營做個案

分析。（莊英章、陳運棟 1984：59-110）。歷史學者對於臺灣漢人家族發展的研究，

著實貢獻良多，也提供後續人類學領域在這方面的許多想法啟發。例如黃朝進在

研究竹塹地區的兩個重要家族時，就已經指出不論是地域或地方社會的望族，實

際上都必須是在當地的經濟力量、政治公共事務、與文化等，這三個面向上取得

優勢或優越的條件甚至地位，才得以被視為「地方望族」，這三個條件或面向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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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上是缺一不可的。（黃朝進 1995） 

上述這個區域在國立交通大學執行多年的整合型「四溪計畫」中，有相當多

人陸續展開這方面的研究課題。以連瑞枝及其團隊為例，他們透過 2008-2010 年

的「從粵莊到客莊，1800-1950：社會秩序與商品經濟的思考」研究計畫，透過較

大範圍的家族文書蒐集、搜尋閱讀淡新檔案、土地申告書等，對苗栗三灣地區的

聚落形成有一些研究思考。他們發現三灣聚落的形成乃是建立在官方衙門與墾戶，

一起持分土地進行開墾的合作模式下，所形成的地方社會，這樣的聚落也因此負

擔有收繳屯租與衙門固定規費的責任，其中村廟更是扮演著收租的角色。（連瑞

枝 2008、2009、2010）而該計畫另外意識到，當從聚落形成逐漸關注特定的客

家家族史時，是必須要關注一個移民的「家庭」，究竟是「如何形成」的。研究

團隊注意到，與移民者攸關的不僅僅是財產分配的問題，而且還有「協調移民的

風險與確保更多的利益與資源」，他們透過三灣陳氏家庭的個案研究，團隊注意

到像是陳家就有著濃厚的讀書與求取功名的傳統，並成為核心價值，若能獲致公

職，則為家族期待，若一時未能順遂，則選擇在原鄉開設私塾，增強族人來台經

營臺灣事業的意願。團隊認為，陳家長期視「讀書」為一種生存和文化策略，並

因此成為取得政治身分的管道，是理解這個客家家族的形成與發展，一個重要的

觀察點。（連瑞枝 2010：344-345） 

人類學者簡美玲、劉塗中（2011）在四溪計畫中也展開客家家族發展的研究。

他們針對苗栗頭份陳春龍家族進行的分析與研究成果，同樣提供了本文在研究取

徑與方法論上的參考。在該研究中，陳春龍家族留下了許多家族成員所寫作的詩

文與過去經營書院、擇日館等學習過程中所抄寫的文本，研究團隊透過文獻、家

譜、古文書還有地方志，努力重新建構這個家族的發展經歷。其中，關鍵人物陳

春龍本人身分上的多樣性（農人、地主、商人、書院創立者、堪輿師），讓團隊

發現這些都為家族的興起帶來「相對穩健的文化與物質層面的經濟資本」（同上

引：185），也與頭份地區的地方社會，相互深化著陳家的理想人格。在結論中，

研究援引黃富三的研究，同意家族性格對家族的發展，可能帶有某種關鍵性的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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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而頭份陳家的例子，就是「書香世家」的家族性格，為他們類積了「一定的

社會和象徵資本」（同上引：212），同時也因為開辦書院與擇日館，所以讓該家

族「介入頭份街庄之地域社會」（同上引：213），因此形成了和當地形成維繫的

積極力量。這個結論與上述苗栗三灣陳家的例子，都有相近似的分析與發現。 

人類學者莊英章、趙樹岡（2012）曾經針對屏東高樹客家家族劉家，以其家

族文書探討臺灣契約婚的財產和物權觀念。他們利用劉家保留的人身權利轉移契

約，探討招夫養子習俗涉及的財產分配，以及贖母契約的意涵。在此類家族文書

中，涉及的不僅僅是有形的土地、房產，還有那些在契約中註明買賣、贖回的自

然人。在該篇論文中，雖然主要在分析自然人「買賣」的課題，但也留下了一些

尚待釐清的伏筆，即是本文將納入進行的部分。作者指出，高樹劉氏的關鍵家族

人物劉懷郎從劉家保留的文書中可以看到，是一名相當擅長於土地投資以及以利

滾利的致富商人性格，但相當令人好奇的是，他如何從二十歲開始迅速累積財富，

以及未來各項土地投資的資本？劉家目前留存的手抄卜卦、醫藥、風水資料，似

乎呈現一種可能，像是這些資料中，有部分顯示出是劉懷郎的孫子劉文和，對於

占卜十分虔信，從新建屋舍的上樑日課、到妻子的健康等，都留下來的占卜紀錄

底稿，而且劉家二十世孫，對於祖母經常為鄰人占卜等事情，也都仍然能夠清晰

地回憶。（同上引：10-11）這些民間信仰的「知識資本」或許是劉家另一種用來

「轉換財富」的方式之一，而且根據資料顯示，這類「不經意流傳」的知識資本，

應該至少延續到二十世紀的 6、70 年代。雖然屏東市頭分埔北客社群的例子相對

於劉家在規模上小非常多，仍然可以嗅得屏東市邱氏曾經透過知識資本「轉換財

富」的過去進行式樣貌。 

這種無形的文化資產轉化成為知識經濟，洪馨蘭新北市石門區客家家族練氏、

屏東市南遷北客家族邱氏等相關留存的筆記文件中，都發現有相當類同的發展軌

跡。若將這些案例放在一起進行比較討論，對於客家的「知識經濟學」提供更多

有趣的的思考。究竟這種類型的家族，在臺灣其他地區的客家移民家庭（家族）

中，是否有許多類似的個案？除了地方望族，交互運用各類經濟、文化、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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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象徵資本，以取得生存優勢的小型移民家族，所呈現的樣貌又是如何？在不

同地區面對不一樣的周遭族群、生態環境，「家族性格」會產生甚麼樣的變遷適

應？又或是類似的家族性格會產生不同的作用？這些作用性在不同祖籍來源、不

同家族規模、不同時代遷住等，經過比較之後是否可以看出哪些同中有異、異中

有同？這些對於我們認識臺灣早期客家移民社會，是否有什麼幫助？ 

關於資本累積、傳承、轉化等的研究概念，法國社會學者 Pierre Bourdieu 認

為「資本」並非只有實質可被理性計算的經濟資源，還包括著帶有象徵意義的名

聲等，這個概念主要立基於他認為社會空間是透過許多的場域所共同組成，而這

些「場域」就跟「市場」類同，都是不斷地上演著多重的與多樣特殊資本的競逐，

而為了分析起見，Bourdieu 更將這些競爭中的資本，分別成經濟資本、文化資本、

社會資本、與象徵資本，前面的這三種列屬具體事物、與可見行動的表現，但象

徵資本則是上述多種資本的相互作用所形成的。這幾種資本產生的相互作用與影

響，相當多元且複雜，包括生存生態、社會結構、權力結構、場域互動等等，而

經由各種因子所交互影響所產生的「概念性」或者「信念式」想像資本，又會反

過來影響包括經濟的、文化的、社會的資本。Bourdieu 認為，如果我們以「文化

再生產」的概念出發，就會發現社會上所存在的各種「資本」，其實都不可能會

是單獨存在的，它們彼此之間相互形構與牽連影響，而且也融入了歷史與空間等

多元的因素，必須視為一種多向度、複雜的運作機制。（高宣揚 2002：249-251） 

如果把上述各種資本同樣視為一種財產、商品，就會發現在不同的社會，對

於這些有形與無形的「財產」的態度，都具有顯著的文化和歷史差異，同時也牽

涉社會文化的道德信念以及對價值觀的評價問題，漢人人類學研究對自身所處社

會的財產或商品範疇，以及背後蘊含的象徵與神聖性有必要進一步分析與瞭解，

透過以財產或商品為核心的民族誌研究，未來才有可能開啟探討漢人社會文化的

產權、權利、義務的重要分析工具與新視野。（趙樹岡 2013）這種以經濟人類學

角度來做的思考，是否同樣具有文化經濟學的意義？ 

人類學家黃應貴針對「經濟人類學」，曾經提出長期以來經濟人類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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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建構出來的理論思考，並不是一種經濟理論面向的思路，反而是社會理論（2008：

261），透過「文化」探討「經濟」，最後能夠處理的其實還是文化，並非經濟。

（同上引：281）所以他認為以「文化經濟學」（Cultural Economy）來取代「經濟

人類學」，並從 Mauss 的民族誌開始發展，到了 Taussig 的 The Devil and Comodity 

Fetishism in South America 時，已經可以算是文化經濟學的開端。（同上引：263-

264，268）。針對經濟人類學，到文化經濟學、新文化經濟學的研究要旨，人類

學者張育銓（2014）發表了一篇〈對文化與經濟的思索：經濟人類學與文化經濟

學的跨學科對話〉，分析經濟人類學與文化經濟學在 1980 年代之後，相互地對著

對方的學科界線和研究成果靠攏。（同上引：75）並以跨學科的視野，提出對於

這種「趨近」但似乎在議題上並沒有展開對話深度的現況，提出兩個學科可能共

同有興趣的交集，也就是「遺產經濟」（heritage economy）。他認為遺產本身具有

保留人們歸屬感與認同感的文化特質，同時又是一個具有商業目的的產業，也因

為不同的理解面向會使得遺產本身產生多樣的價值變化，所以遺產是一項特殊資

源，「可以依據不同社會和群體的需要，進行發掘、開發、利用、交換和交易」

（同上引：89），因此是經濟載體、文化象徵，更是可交易的商品，同時為人類

學與經濟學的關懷點。 

從本研究提到的客家家族文書裡所呈現出來的各類資本，這些「知識」就某

種意義上，確實成為家族在當地發展與壯大的遺產（或曰襲產），而這些知識的

來源，有些看起來是延伸至家族性格（例如苗栗三灣陳氏），而更重要的是這些

知識本身對於協助家族內、外的村內與村際生活，包括信仰、經濟等層面，產生

了某種經濟效應，使得這種知識遺產本身同樣具有某些商品性與政治性。 

經濟人類學家 Arjun Appadurai 受到 Bordieu 的啟發，開始注意到「事物」

（things）的生命史中，應該還有許多面向值得關注，像是事物生命史中的具有

交換特性的商品階段、事物成為商品的可能資格、與事物具備商品性與成為商品

的脈絡。這裡面其實很重要的，就是指出事物是可以在是不是、成為商品的過程

中「進出」，也就一種意義的流動，換句話說事物可以隨時轉化成為商品又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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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時變回為非商品，而這就是它的「生命史」過程之一。（Appadurai 1986：13-

14）。另外，Igor Kopytoff 提出的事物的文化生命史，則是反省了經濟學家眼中

單一的商品，其實有其多元性，也就是說，這些事物會在不同的文化之下，被賦

予不同的意義。某件事物被創造生產出來時，很可能是商品或被視為商品，但在

傳遞過程中或之後，成為非商品。也就是在可見的經濟交換體制下，有不可見的

「道德經濟」。沒有甚麼事物是絕對的商品性或個別性化（singularization單數化

狀態），事物的特性一直都是在這兩種狀態之間來回移動。Kopytoff 舉了原始社

會中的醫藥和當代社會二手市場中的物品，說明事物最終的象徵意義，以及可被

不斷再創造價值的意義延續性。（Kopytoff 1986：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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