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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合計畫一：我國客家族群政經網絡研究： 

民主治理的觀點 

計畫召集人：江明修 

計畫一：桃園縣客家社區公民參與機制與成效之研究 

計畫主持人：江明修 

協同主持人：陳定銘 

研究助理：劉建宏 

壹、 前言：

社區公民參與機制，強調社區自主、自動自發，與政府間建構相互合作的夥伴關

係，本研究透過桃園縣政府推動旗艦社區和社區公民參與個案分析，研究實務上

的運作情形，並進行相關的問題探討。基於上述研究動機，本研究目的為： 

(1)在理論面向，從台灣政治、經濟與社會變遷的系絡觀點，瞭解台灣社區治理

對於「公民參與」的意義、重要性與特質，及其與政策互動之歷程。以及從社區

公民參與之理論與實務角度，分別檢視台灣社區營造政策與社區發展協會推動機

制與成效，以及理論發展之辯證。 

(2)由制度面向，探討台灣社區公民參與的實際運作機制，並觀察桃園縣客家社

區與非客家社區，在地方政府與社區互動，以及社區公民參與，所形成制度性與

非制度性關係。 

(3)從政策面向，析探縣政府主管單位、鄉鎮市公所主管單位、村里長與社區發

展協會等，如何建立政策推動機制，並呈現該機制在公民參與的差異與政策成效。  

(4)從資源面向，論述「桃園縣旗艦社區領航計畫」的資源共享理念，是否使得

社區透過社區治理讓民眾重新關懷地方的事務與傳承，發展具有在地性的文化創

意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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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在社會面向，是否因「桃園縣旗艦社區領航計畫」，社區聯合治理共同解決地

方發展的困境，由此一機制讓地方居民能有效管控自身的事務，社區治理作為一

種賦權的過程，亦即讓個人或團體從弱勢中改變現狀與生活條件的學習過程。 

總之，有鑑於過去社區治理之相關研究當中，在執行操作的步驟乃遵循由下而上

的大眾參與模式，強調社區自主、自動自發，與政府間建構相互合作的夥伴關係。

因此，本文的研究目的，歸納社群主義所建構的社區治理理論，了解台灣本土社

區、民眾、政府與企業，在理論、制度、政策、資源與社會面向上的互動模式，

試圖讓此互動模式符合社區與政府的主要需求與目的，並期待由下到上的互動關

係能成為未來政府的治理模式。透過桃園縣社區的公民參與比較，歸納出客家公

民參與的特色，期盼作為政府機構、非營利組織、社會大眾對客家公民參與實務

推動與學術研究參考。 

貳、執行情形 

一、計畫之執行概況： 

1.第一個月至第三個月 
      1.桃園縣相關社區資料與公民參與文獻資料。 
      2.實地觀察與進行資料收集。 
      3.社區個案資料的整理與系統化建檔處理。 

  4.德菲問卷指標建構 
2.第四個月至第六個月 

      1.桃園縣相關社區資料與公民參與文獻資料。 
      2.實地觀察與進行資料收集。 
      3.社區個案資料的整理與系統化建檔處理。 

  4.德菲問卷指標建構 
3.第七個月至十一個月 

      1.利用德菲問卷建構指標，並且利用 AHP 層級分析方法建構與分析桃園        
縣客家和非客家社區公民參與機制和成效，建構桃園縣社區公民參與指標。 

2.補充更豐富的文獻資料。 

二、預算支用情形： 

請見總計畫支出明細表。 

參、檢討與建議： 



3 
 

一、成果效益： 

重要發現 
(1)深度訪談結果分析 

    桃園縣旗艦社區領航計畫，將部份社區聯結，參與活動的型態亦趨多元。本

研究分別從社區發展協會理事長與義工之互動、社區意識的培育、社區公民參與

行為關係等面向作討論。本研究是以在訪談社區發展協會的總幹事或是理事長為

對象，希望了解他們是如何召募有意願參與之民眾，並且藉由訪談的過程中培育

找尋他們用來培育社區之其他居民使其成為基礎會員。以參與身份檢視參與型

態，有利於瞭解社區的動態結構。 

a.社區公民意識的凝聚：社區發展協會存在的目的是凝聚社區居民的向心與感

情，因而活動並非限制非本社區居民方可參與，甚至會員的召募。在活動上採取

分工、合作的方式讓自己的親朋好友可以加入，是幹部的主要任務之一，亦即除

了活動的舉辦，對於會員的聯繫是不可忽視的工作，因而本研究對於幹部的認知

不只是在執行工作，更可以看見的是社區意識凝聚之骨幹的來源。 

b.社區公民參與行為；c.社區跨部門互動：社區民眾並非單純的參與活動，而甚

至創造活動，端看社區主事者型態，因此，創造性參與則增加了居民的互動。也

因為志工長期性的參加活動，也就可能形成一批創造性參與的民眾，也透過社區

活動與外界連結，並進而創造自己社區之特色活動。 

(2)專家層級分析問卷(AHP) 

本研究經過文獻分析與相關理論之討論後，建構出「桃園縣客家社區公民參

與機制與成效之研究評估指標」，調查結果共有 3大面向與 11 項指標。詳細請參

見下列表，並分述於各面向指標題目表中。本節分析分為三部份，第一部分為主

要構面分析及各面向之整體分析(尚未包括指標)，其中包括社區公民意識面向、

社區公民參與行為面向、社區跨部門互動面向。第二部份則為上述三個面向其中

各指標分析，第三部份則為整體次指標的權重分析。 

表 1 桃園縣客家社區公民參與機制與成效之研究評估指標(AHP 問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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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大面向 縮寫 指標 縮寫 

1-1.對公共事務之程度 公共事務 

1-2.對社會關懷之程度 社會關懷 

1-3.對社會責任之程度 社會責任 

社區公民意識 社區意識 

1-4.對時事關心之程度 時事關心 

2-1.是為希望得到資訊交流的可

能 

資訊交流 

2-2.是為社區活動而参與 社區活動 

2-3.是希望變為社會義工之参與 社會義工 

社區公民參與

行為 

公民參與 

2-4.是為日後政治活動之参與 政治活動 

3-1.與政府機關互動之程度 政府機關 

3-2.與社區組織合作互動之程度 社區組織 

社區跨部門互

動 

組織互動 

3-3.與企業組織互動之程度 企業組織 

資料來源：本研究自行整理 

 

圖 1 公民參與機制與成效整體權重指標 

資料來源：本研究自行整理 

    本研究利用 AHP 層級分析法，首先利用比較三大構面之間的權重，從其數值

當中可以見得公民參與之權重為 0.588；社區意識之權重為 0.248；組織互動

0.164。由此可以得知公民參與機制與成效當中，最重要的是公民參與，其次重

要的是社區意識，再來才是組織互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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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公民參與機制與成效整體權重指標-公民參與 a 

資料來源：本研究自行整理 

 

圖 3 公民參與機制與成效整體權重指標-公民參與 b 

資料來源：本研究自行整理 

    本研究在層級分析法下，將列出三大構面中權重最為重要的公民參與下的四

小指標，從其數值當中可以見得社區義工之權重為 0.424；社區活動之權重為

0.296；資訊交流之權重為 0.193；政治活動之權重為 0.087。由此可以得知公民

參與之成效當中，最重要的是社區義工，其次重要的是社區活動，再次才是資訊

交流，最後才是政治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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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公民參與機制與成效整體權重指標-社區意識 a 

資料來源：本研究自行整理 

 

 

圖 5 公民參與機制與成效整體權重指標-社區意識 b 

資料來源：本研究自行整理 

    在層級分析法下，將列出三大構面中權重次為重要的社區意識下的四小指

標，從其數值當中可以見得社會關懷之權重為 0.384；社會責任之權重為 0.268；

公共事務之權重為 0.197；時事關心之權重為 0.151。由此可以得知社區意識當

中，最重要的是社會關懷，其次重要的是社會責任，再次才是公共事務，最後才

是時事關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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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 公民參與機制與成效整體權重指標-組織互動 a 

資料來源：本研究自行整理 

 

圖 7 公民參與機制與成效整體權重指標-組織互動 b 

資料來源：本研究自行整理 

    在層級分析法下，將列出三大構面中組之互動之指標，從其數值當中可以見

得社區組織之權重為 0.560；政府機關之權重為 0.232；企業組織之權重為

0.208。由此可以得知在組織互動當中，最重要的是社區組織，其次重要的是政

府機關，再次才是企業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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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 公民參與機制與成效整體權重指標-依造權重大小優先順序排列 

資料來源：本研究自行整理 

 

圖 9 民參與機制與成效整體權重指標-依造分類順序排列 

資料來源：本研究自行整理 

    茲利用層級分析法，開列出三大構面中所有指標，並從其數值當中可以見得

社區義工指標之權重為 0.253；社區活動指標之權重為 0.177；資訊交流指標之

權重為 0.115；社區關懷指標為 0.107；社會責任指標為 0.074；社區組織指標

為 0.070；公共事務指標 0.055；政治活動指標則為 0.052；時事關心指標則為

0.042；政府機關指標 0.029；企業組織指標則為 0.026。由此可以得知在組織互

動當中，最重要的是社區組織，其次重要的是政府機關，再次才是企業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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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與原訂計畫之落差及原因分析： 

無 

三、建議事項： 
盡量提供較充足的經費，以利後續問卷實證調查的費用，讓有關調查研究能

順利進行。 
 

四、結論： 
研究發現桃園縣客家公民參與機制與成效中，社區發展協會與民眾互動所形成的

非制度性關係，讓地方居民能夠有效地參與社區內之公共事務。本研究藉三個構

面(公民參與、社區意識、組織互動)為基礎，判斷公民參與機制與成效因子之影

響程度，透過公民參與機制與成效影響因子之權重關係發現，在影響要項中公民

參與對公民參與機制與成效影響最大，其主要係在思想與行動的轉變，並強調由

當地思維為出發之思考模式，透過公民自發性的由下而上的行動，且社區居民的

自願參與性，進而得以營造一個可以永續經營之社區。 

關鍵詞：客家社區、社區非營利組織、公民參與、層級分析(A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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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縣客家社區公民參與機制與成效之研究 

摘  要 

   本研究桃園縣客家社區公民參與機制與成效之研究，透過公民參與理論，析

探桃園縣客家社區公民參與過程中，政府、社區非營利組織(社區發展協會等)，

以及社區民眾，如何在有限的資源（人力和財力）下，產生參與成效。本研究採

取質化研究方法，針對桃園縣政府社會處積極推動旗艦社區計畫之成效與影響作

論述，經由立意抽樣篩選 4個旗艦社區，其中有 3個客家社區發展協會的重要幹

部和 1 個閩南社區發展協會的重要幹部作深度訪談，以及實施層級分析(AHP)問

卷調查，期盼建構有效推動客家社區公民參與活動的機制，以作為未來地方政府

推動客家社區公民參與之參考。 

    研究發現桃園縣客家公民參與機制與成效中，社區發展協會與民眾互動所形

成的非制度性關係，讓地方居民能夠有效地參與社區內之公共事務。本研究藉三

個構面(公民參與、社區意識、組織互動)為基礎，判斷公民參與機制與成效因子

之影響程度，透過公民參與機制與成效影響因子之權重關係發現，在影響要項中

公民參與對公民參與機制與成效影響最大，其主要係在思想與行動的轉變，並強

調由當地思維為出發之思考模式，透過公民自發性的由下而上的行動，且社區居

民的自願參與性，進而得以營造一個可以永續經營之社區。 

關鍵詞：客家社區、社區非營利組織、公民參與、層級分析(A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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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論 

一、研究動機 

    自 1980 年代以來，公共行政的觀點逐漸由「現代理性主義」邁向後現代公 

共行政觀點。於此同時，一種強調「積極參與」、「提升績效」、「創新建構」以及 

「新公民精神的培育」，成為此公共行政理論思潮下的主要典範，且「治理」更 

普遍成地用來取代政府的概念（孫煒，2008：7）。而臺灣社會變遷的進程，已到

全民共同承擔公共決策的時點，由全民參與公共事務的能力，可說是攸關公民社

會能否有效運行，此亦影響到決策品質之良窳。故此，欲進行整體社會的改造，

需從「社區」著手，經由知識的啟蒙與權力的下放是確保民間力量趨於普遍成熟

的必要途徑，尤其解嚴後，社會運動匯集的民間力量已深入地方發展，為長期受

政府部門介入的社區，帶來另一制衡和轉化的力量。社區治理能力的強弱，是社

區成長重要指標，表徵著民主社會的本質。 

    同時，社區治理亦是現代城市社會的基礎資源（林尚立，2003），也是成就

地方政府自治與現代文明的基石。在公民主義逐漸興起後，以社區主義為內涵的

公民社會已經被譽為未來主要的治理模式之一，在政府機構（官僚）與市場機制

之外，成為第三種治理模式。因此社區與社區主義在未來公共事務領域及政策過

程的角色，將是未來治理模式的重點所在（柯于璋，2005）。 

在台灣的五大族群 1中，台灣的客家族群在早期國民黨執政時期，重視大中

國文化與推行國語運動；以及近年來強調台灣主體意識，推行台灣本土化運動，

且在本土化推行過程中，由於閩南族群人數較多，相對壓縮客家族群空間，使得

客家族群在台灣逐漸產生隱形化與福佬化現象。因此，關心客家文化生存發展的

人士，在 1988 年發起客家「還我母語」運動，極力鼓吹政府與民間重視客家文

化的發展，而在 2001 年 6 月 14 日行政院客家委員會成立，其主要在於回應客家

社會各界之深切期盼，更是各黨派的重要共識。因為客家族群在大社會文化的擠

                                                 
1台灣的五大族群泛指閩南、客家、外省、原住民與新移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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壓下，面臨了族群文化快速消失的危機，為了挽救族群危機，客家有識之士強烈

要求在中央機關設立客家專責機構，希望凝聚客家菁英與政府的力量，肩負起延

續客家文化命脈、振興客家傳統文化，以及開創客家新契機的使命 2（陳定銘、

邱秀宇，2007）。 

本研究「桃園縣客家社區公民參與機制與成效之研究」，探討目前全台客家

人口數最多的桃園縣，有關客家社區公民參與之情況，並析探透過客家公民參與

客家公共事務，推動客家文化保存之成效。本研究團隊賡續 2008 年客委會補助

研究計畫「桃園縣客家社區治理之研究」的研究成果，其研究發現桃園縣客家社

區治理的特色，包括：民眾參與社區發展協會活動，已成為現在社區的常態，而

且社區發展協會或社區文史工作社團等常將客家文化保存與發揚的特色，融入活

動之中，開創了許多客家社區特色，例如：平鎮市義民社區發展協會、龍潭鄉三

林社區發展協會、楊梅鎮高原社區發展協會、觀音鄉樹林社區發展協會、中壢市

龍興社區發展協會等，皆是相當具有特色的客家社區發展協會。 

此外，桃園縣政府為了提升社區發展協會的正常化與積極性運作，讓社區民

眾願意參與社區發展協會活動，自 2007 年開始推動旗艦社區領航計畫，藉由政

府、專家學者與實務工作者的力量，相互結合，透過社區間有計畫的觀摩學習，

以及協力互助過程，彼此共同執行方案、分享及交流社區工作經驗，達成自助人

助的社區發展目的，旗艦計畫輔導機制，參閱圖 1。而 2007 年核定之旗艦計畫

共有五項，分別是：觀音鄉的「觀音千手疼惜新牽手—老手帶新手健康向前走—

桃園縣觀音社區關懷網之建置」、龍潭鄉的「有夢最美希望相隨」、大溪鎮的「桃

園縣大溪鎮旗艦社區領航計畫」、桃園市的「旗艦新領航聯合好社區—共創茄苳

溪流域福利社區桃花源」，以及大園鄉的「桃園縣大園鄉旗艦社區領航計畫」等(桃

園縣政府，2008：34)。 

相當多的民間非營利組織也先後投身社區營造的行列，甚至扮演開路先鋒的

                                                 
2 行 政 院 客 家 委 員 會 網 站 ， 2009.06.25 ； http://www.hakka.gov.tw/ ct.asp?xItem=7&Ct 
Node=348&mp=346&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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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色，共同為社區家園美好的未來奮鬥。當「社區發展」再次站上社會舞台後，

各界對社區發展的關注和投入就不曾止息，不同領域的工作者對社區發展（營

造），有著不同的看法和作法，惟有促進公民參與、活化公民社會的理念，得到

學界和實務界其各方之一致支持和認同。因此，鼓勵公民參與、公民社會形塑的

理念也就成為各方社區工作者在經營社區建構活動上重要的參考指標之一。 

 

圖 1 旗艦計畫輔導機制 

資料來源：桃園縣政府(2008：33) 

    總之，台灣在 1987 年解除戒嚴之後，社區與公民社會的生命力逐漸展現，

各種形式的志願結社與非營利組織紛立於社區之中，透過其在地方社區的深耕與

引領，社區意識正逐漸甦醒與凝聚，這對台灣未來的社會脈動與發展將有深遠影

響（官有垣，2005）。台灣雖以「社區」來推動社會發展及社會照顧固然能適時

社會處(社會發

展科、社福中

心與老人福利

科) 

專業顧問團

5 人 

專業輔導團

5 人 
鄉(鎮市)公所 

 

聯合社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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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在地的，就近提供福利服務，也是政府、學者的共識，但成效卻往往不甚理

想，原因在於社區常因腹地狹小又與村里範圍重疊性高，導致常陷於財力、人力

及能力缺乏，村里與社區角色衝突以及民眾感受度與參與度不足等困境。其中社

區發展協會人員認為最迫切需要解決者是資源缺乏的問題，例如，場地缺乏、財

源不足、人才不足和行政支援缺乏都限制了社區工作的推展。是以，本文擬以社

區治理理論作為研究的視野，以桃園縣的社區作為一個研究場域，觀察公私部門

如何互動、協力、參與社區公共事務，藉此呈現出台灣社區自主營造的典範與本

土治理的模式。 

 

二、研究問題與目的 

Osborne 和 Gaebler 在《政府再造》一書中所分析的，政府實現公共服務

的控制權力將從集中走向分散，包括：授權社區居民，其方式將是掌舵，而不是

直接划漿，由政府扮演催化劑之角色，並希望結合公私部門、志願團體或其他非

營利社會組織，一起解決社區的問題（Osborne & Gaebler, 1992:19-20）。由於

台灣進入經濟建設時代，經濟的發展、都會化的生活轉變，加上地方選舉的催化，

各種以宗親會、同鄉會、聯誼會、協會、促進會等為名的組織在全台各地紛紛成

立，此一時期的民間組織雖然都已具有組織架構與規模，但絕大多數由中央或地

方政府主導所成立，或是由政府政令宣導的外圍組織，或是由地方士紳所集資發

起設立，成為地方選舉的可用資源。直到 1980 年代後，台灣經濟發展已具成果，

且人民生活水準大為提升，社會風氣開放，加上政治上的諸多重大變革，促成了

人民自由、平等、權益維護意識的抬頭，也造就了民間社會組織大量設立的因素 

(蕭新煌，2004)。 

國內學者以社區治理為研究單元者甚少，主要以丘昌泰 (2007)鄰避情結與

社區治理台灣環保抗爭的困局與出路；李柏諭 (2005)對於社區大學與政府經

驗；廖石 (2003)則從「地方治理」的思潮變遷探討「社區賦權」在鄉村發展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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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中的地位與課題。史美強、丘昌泰與蔡智雄(2005)指出：地方治理特徵為社區

授能，一般來說網絡成員包含公、私部門與非營利組織，但現今地方治理所呈現

的特徵更加強化社區組織（又稱第四部門）所扮演的角色與功能。其中以丘昌泰 

(2007)對於國內社區治理的闡釋較為詳盡。至於社區公民參與機制，強調社區自

主、自動自發，與政府間建構相互合作的夥伴關係，透過桃園縣政府推動社區發

展協會與社區公民參與個案分析，研究實務上的運作情形，並進行相關的問題探

討。基於上述研究動機，本研究目的為： 

（一）在理論面向，從台灣政治、經濟與社會變遷的系絡觀點，瞭解台灣社區治

理對於「公民參與」的意義、重要性與特質，及其與政策互動之歷程。以

及從社區公民參與之理論與實務角度，分別檢視台灣社區營造政策與社區

發展協會推動機制與成效，以及理論發展之辯證。 

（二）由制度面向，探討台灣社區公民參與的實際運作機制，並觀察桃園縣客家

社區與非客家社區，在地方政府與社區互動，以及社區公民參與，所形成

制度性與非制度性關係。 

（三）而從政策面向，析探桃園縣政府主管單位、鄉鎮市公所主管單位、村里長

與社區發展協會等，如何建立政策推動機制，並呈現該機制在公民參與的

差異與政策成效。  

（四）從資源面向，論述「桃園縣旗艦社區領航計畫」的資源共享理念，是否使

得社區透過社區治理讓民眾重新關懷地方的事務與傳承，發展具有在地性

的文化創意產業。 

（五）在社會面向，是否因「桃園縣旗艦社區領航計畫」，社區聯合治理共同解

決地方發展的困境，由此一機制讓地方居民能有效管控自身的事務，社區

治理作為一種賦權的過程，亦即讓個人或團體從弱勢中改變現狀與生活條

件的學習過程。 

    總之，有鑑於過去社區治理之相關研究當中，在執行操作的步驟乃遵循由下

而上的大眾參與模式，強調社區自主、自動自發，與政府間建構相互合作的夥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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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係。因此，本文的研究目的，歸納社區治理理論，了解台灣本土社區、民眾、

政府與企業，在理論、制度、政策、資源與社會面向上的互動模式，試圖讓此互

動模式符合社區與政府的主要需求與目的，並期待由下到上的互動關係能成為未

來政府的治理模式。透過桃園縣社區的公民參與比較，歸納出客家公民參與的特

色，期盼作為政府機構、非營利組織、社會大眾對客家公民參與實務推動與學術

研究參考。 

 

貳、文獻探討 

    本研究依據Kramer(1987)3對非營利組織於角色與功能之闡述下，本研究得

以將社區型非營利組織於角色及功能分述如下，(1)洞察社區發展需求之角色功

能：因社區型態非營利組織具彈性、功能自發性、民主代表性，得以洞察社區居

民之社會需求，並透過其組織內多樣化人材，發展出應時之策略，並引領社區居

民於規劃執行上之工作方針及與方法。(2)社區公共事務倡議及改革之角色功

能：社區型非營利組織得以引領社區居民積極參與公共事務之討論，作為社區居

民對外發聲之管道，並提供社區居民於公共事務討論之場域，藉以促成社區意識

之凝聚，並引發地方政策與法規之制定與修正。(3)地方文化發揚及維護之角色

功能：社區型非營利組織得以透過自身組織及社區民眾之參與運作下，得以發揚

地方上之特色並維護其社區傳統價值免於遭受外在環境劇烈變遷之影響，有助於

社區保有其傳統特色文化及正面價值之維護。(4)建構公民社會之角色功能：社

區型非營利組織提供社區居民參與公共事務之管道並凝聚社區意識，擴大社區參

與之層面，無論是意見的表達及服務的提供方式，均能使公民社會之構建有著深

刻之影響。 

一、公民社會的意義 

                                                 
3Kramer〈1987〉分析歸納出非營利組織的五種角色功能：開拓與創新、改革與倡導、價值維護、

服務提供、擴大社會參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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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社會，是近年來越來越時興的一個理論概念。它不僅出現在政治、經濟、

外交等領域的爭論中，甚至同改善教育、醫療、保護環境等問題相關聯。這一主

張社會應獨立於國家而存在的思想概念，從古希臘、羅馬時期起，一直發展演變

至今。那麼，它為何同當今世界各地人的生活相關？觀察歐美許多先進國家，其

第三部門已經成為民主與社會價值的守護者，社會大眾也日益重視非營利組織的

績效與課責（accountability）。台灣在第三部門的發展過程中，為確保公眾對

第三部門的捐贈或志願服務能被妥善管理運用而不致浪費，開始出現檢討既存監

督機制之聲浪，以期能建立更完善的監督機制。 

「公民」一詞多使研究者聯想到「國家」，亦即視公民為「國家公民」、「政

治公民」。然而公民一詞在不同歷史階段有不同的涵義，即使在近、現代，公民

也不只是國家公民。中文原無「公民」一詞，係近代始譯自西文。公民在英文中

寫作 citizen，在法文中寫作 citoyen，兩者皆源自拉丁文的 civis。廣義地說，

公民指享有充分權利者，但誰是享有充分權利者，依時代而不同。在古希臘時代，

公民是指古希臘城市中的自由民；到了古羅馬帝國時代，公民的概念從城市公民

擴展為帝國公民（即「羅馬公民」(Civis Romanus)）；中古時代的歐洲，公民

則指介於貴族和農民之間，居住於城市的商人，這在德文中最能看出公民的此種

意義。按，德文「公民」一詞，若根據拉丁文字源，為 Zivilist，但德國人一

般用 Bürger 一詞。Bürger 一詞明顯地源自 Burg，其義為「堡」，即 Bürger 為

居住於設有堡壘的城牆內的市民，則中古時代，公民即市民，其意甚明 (王世宗，

2003)。 

公民社會的概念在當前政治學研究領域中，是與政治民主化浪潮緊密聯繫在

一起的。從理論上講，公民社會作為一個與國家政權相對立的實體，是民主制度

不可或缺的基石，公民社會的發展不但將向專制國家政權提出挑戰，最後瓦解專

制制度，而且是民主政治建立與鞏固的必要條件（童燕齊，1997：435）。因此，

有關公民社會的論述，焦點主要集中在兩項議題：一是探討國家領域之外，是否

可能存在另一個民間組織的社會領域？另一項是有關在民主化浪潮之下，公民資



19 
 

格成為衡量公民社會的重要焦點。顧忠華(1999) 指出，英文 Civil Society 除

了上接希臘城邦的民主政治外，其近代意義來自黑格爾的「市民社會」

（Buergerliche Gesellschaft）概念，黑格爾將市民社會視為滿足慾望需求的

政治經濟體系，其中每個公民為實現自我利益，必須借助於普遍的制度，因而揚

棄了自我的個別性與自然性。「國家」則代表了「普遍意志」的進一步發展，是

公共利益的真正體現。然而市民社會乃是以資產階級為主的社會，他們時常操縱

了國家的政策方向，來遂行自己的目的。 

    賈西津(2006) 則認為黑格爾已經站在國家先於社會的條件下談論公民社會

對公民權利的保障作用，那麼公民社會在西方世界淵源最長、意義最深遠的，就

需要回到社會先於國家的秩序衍生邏輯下，也可以說它是整個自由社會的基本制

度基礎。若將以黑格爾之分析為鏡，去檢察一個未能真正達到政治整合的假性國

家，僅僅是一種「市民社會」(civil society; die bürgerliche Gesellschaft) 

而已，並認為其中最主要的公權力管控機制，就是警察（行政）與司法機關。 

在全球化的趨勢下，非國家行為者的共同參與國際社會，已顯得愈來愈重

要。台灣之非政府組織參與參與經濟和社會的發展，於廿世紀的後半期，已逐漸

在台灣社會形成一股「新勢力」。此外，對台灣而言，由於經濟的快速發展，以

及民主政治的深化，更是促成台灣公民社會的出現和大量民間團體的湧現。在台

灣非政府組織和非營利組織多為主動之角色與多元之功能，且各組織皆有其本身

之特色，但值得注意的是，這些非政府或非營利組織所追求的目標，都代表的是

當代台灣對社會關懷的一種特殊觀點 (林德昌，2004)。 

 

二、社區非營利組織 

「社區」(Community)可以說是整體國家社會最基層之單位，但社區之定義

一直以來難以統一，而一般學界認為社區一詞最早是由德國社會學家 Toennis

於 1887 年所出版之《社區與社會》一書中所提出，Toennis 認為社區是人類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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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生活之表現形式之一，於社區中，人們彼此互動的基礎是由某種自然意願建立

而成的，這種自然的意願包括了感情、傳統和人們之間的共同聯繫，又 Toennis

將社區的特點所作的闡述為人們對於社區將存有強烈認同感、情感，並且對社區

內其他成員有著全面的了解，是故，從上述定義下可得知，社區是建立於人與人

親密互動，不分彼此的私人關係基礎上最基層之社會共同體，因此，若從國家社

會發展而論，此最基層之單位若是欣欣向榮，整體社會自然朝往正面之發展邁

進，在這樣的過程中，社區型第三部門即扮演極為重要之角色，不論於地方經濟

發展，亦或是地方居民生活品質之提升，社區型非營利組織皆能整合地方資源，

並推動各項社區事務，進而達成社區發展之目標，因此，自 1994 年行政院文建

會提出社區總體營造運動並做為施政計劃以來，社區型非營利組織的發展與運作

便倍受關注與重視，再加上文建會於 1999 年度更新推出「地方文化產業振興計

畫」，便開始輔導縣市辦理文化資源的開發與利用、文化風貌的規劃營造及文化

產業的創造與學習等事務，期以落實社區總體營造「產業文化化，文化產業化」

之目標，使得社區組織開始著眼於社區產業之發展，並以自身在地特色文化進行

地方振興及文化產業再造。 

二十世紀來，世界各國之社會發展趨勢可以看到，非營利組織或非政府組織

發展情形，與其國家是否富強，人民生活的品質高低，呈現高度的正相關 (劉承

愚等，2001：67)。在各個先進民主國家中，第三部門發展情況可視為政治自由

化與社會多元化的重要指標之一。其中，社區發展協會可說是目前整個台灣民間

社會組織中最常見的一種型式，更也是非營利組織的重要機構。回顧過去台灣社

會發展的變遷，其實台灣民間社會組織早已存在，五十年前民間的地方慈善會、

行善團、功德會等，一直彙集地方財源，由地方人士自行執行，從事修橋鋪路、

濟老扶弱的善行義舉，其組織性可能不強，但執行力卻不可忽視，當然各地廟宇

的宗教信仰力量及廟宇前廣場的集結功能，也都扮演著重要的推動角色。其後，

台灣所引用非營利組織相關的理論關點，大都將重點置於存在的正當性和其功能

角色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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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lofsky（1979）對非營利組織在社區中論述便較完整，且將社區與非營利

組織相結合，其認為非營利組織在社區中有三項值得重視的特點：(1)社會力展

現的基點：與社區內各種非營利組織結合起來，形成一股力量，使發展中的社區

顯得更為蓬勃與均衡；(2)社區網絡的整合：在社區裡可凝聚社區成員共同的理

想與需求，並透過彼此的接觸，打破階級社會的隔閡界限，最後形成共識而產生

互助合作的力量，以成就共同的目標。(3)社區的永續發展的推手：當社區有永

續發展的可能性時，生活於其中的人們將有更多的自我實踐的管道，發揮自己的

潛能，實現理想，而感受充沛的成就感，滿足人類高層次需求。而這多重角色的

特性，對於一個具地域社區特質的非營利組織（社區型非營利組織）而言，更是

有特別的意涵。 

因為社區型非營利組織，除了是社區中的一個次體系外，它本身亦是一以致

力推動所屬社區發展及回應社區不斷變化的需求為使命的功能性社區，更需要不

斷地去面對組織內部因與其他地域性團體的合作協力所遭遇各項議題，來培育自

我能力以便能適時支援社區的各項需求和變化，以避免落入地方派系角力和資源

獨佔，自成山頭而不自知的迷思中。換言之，台灣自 1987 年解嚴後，第三部門

蓬勃發展可說是社會力凝聚的展現。就定義而言，所謂第三部門 4係指公部門與

私部門以外的自發性社會組織，以公共利益為組織的首要目標。此一概念的崛

起，象徵大有為政府時代的結束，及對社會競逐私利的反省，為公民參與公共事

務提供一條新的路徑。 

換言之，第三部門的興起，適時彌補了政府與企業力有未逮的缺口，透過民

間社會組織的力量，從事政府力所不及或是私人企業不願意介入的事情，以確保

公眾的利益，如顧忠華(1999：2-3)的研究指出：「台灣在經歷經濟成長、政治民

主化等過程後，有不少因應現代社會問題而興起的團體已轉為『非營利組織』的

                                                 
4第三部門（The third sector），又稱非營利組織（Non-profit organization）、非政府組織

（Non-government organization）、志願部門（Voluntary sector）、獨立部門（Independent sector）
等，皆是泛指一切追求公共利益或從事公共服務的組織或團體，本研究並未對其意涵詳加細辨，

在文中則是視文本脈絡交替使用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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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期經營模式。許多弱勢團體，如勞工、殘障、原住民等，以及新興中產階級支

持的社會運動，如婦女、環保、消費者保護、救援雛妓運動等，都表達了社會多

元化的聲音。以台灣為例，依據內政部統計處內政統計年報中，有關中央政府所

轄人民團體資料，截至 2008 年十二月底為止，其屬於中央內政部直接管轄者數

目總計超過九千個，其中有 90%以上屬於社會團體，6%左右是職業團體，政治團

體僅佔不到 1%。由此一數據不難得知，隨著社會的開放與多元發展，熱心投入

人民團體工作的人士愈來愈多，對社會的貢獻亦日益彰顯。此外，由於近年來人

民團體在數量與業務上均有顯著之增加與充實，對經濟成長與社會建設之均衡發

展，以及配合國家政策，健全社會組織暨團結民眾方面貢獻良多。 

 

三、社會資本理論 

社會資本理論最早出現於 Hanifan 在 1920 年關於社區研究的著作《The 

Community Center》一書中，Hanifan 認為社會資本是社區成員之間信任、合作、

集體行動的基礎，亦可是一種促進個人在社區中發展及強化人際關係網絡的資

源。後續研究者將社會資本的概念廣泛運用在社會學、政治學、經濟學等領域，

因為今日社會學的功能分化，加上不同領域的學者因為所受的訓練及關注的焦點

不同，又經驗主義已成為研究方法的主流，因此傾向從符合其研究主題和易於觀

察的角度去理解社會資本，導致社會資本的概念難以獲得共識，因此，到目前為

止仍沒有一個可為眾人所接受的定義(王中天，2003)。 

法國社會學者 Bourdieu 最早將社會資本引進社會學的領域，成為與經濟資

本、文化資本相並立的三種基本資本型態之一，並以經濟的角度來看社會資本，

認為社會資本是「實際或潛在的資源集合體，而該等資源是與佔有一種相互取得

或認知的制度化關係組成的持久性網絡相連結。又 Coleman(1988)依據社會資本

的功能，認為社會資本是一種存在於社會結構中的資源，透過人與人之間的信

任、互動，進行資源與資訊的交換，其有助於社群成員達成期望的目標。社會資

本有三種形式：義務與期待(obligations and expectations)，立基於對社會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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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的信任；資訊管道(information channels)提供行動基礎資訊所流經社會結構

的容量；伴隨著有效制約存在的社會規範(social norms)。 

    Burt(1992)認為社會資本主要是從人際網絡結構而來，若個人在網絡上佔有

通路(access)、中心點(centrality)、中介點(betweenness)等，則能有更多控

制資訊與接受訊息的機會，因此能夠獲得夠多的社會資本。Nahapiet & 

Ghoshal(1998)對社會資本的定義為個體或社會單位(social unit)取得或轉換

鑲嵌於網絡關係中現有或潛在的資源。因此包含網絡及可以在此網絡中流動的資

產(assets)。Lin 認為社會資本是一種鑲嵌於社會網絡的資源，行動者透過行動

予以取得或使用。也就是說，社會資本是透過社會關係所取得的資本，此資本是

存在於個人的社會關係中的一種財富，而影響這種社會關係的因素則有關係結

構、人際互動及關係結構中個體所擁有的共同系絡(context)及語言(林祐聖、葉

欣怡譯，2005)。Adler & Kwon(2002)認為社會資本是個體或團體能夠從其社會

關係的架構和內涵中取得能夠影響他人的善意(goodwill)。社會資本的來源是鑲

嵌在行動者社會關係中的結構及內涵， 其作用是透過資訊(information)、影響

(influence)及團結(solidarity)對行動者產生效益。 

    因此，從上述社會資本定義了解到社會關係網絡並不是自然形成的，必須透

過投入資源於關係的建構上才能形成，也就是說個人藉著群體的參與而獲得資

源。由於社會資本的建構必須透過信任、關係的聯結，因此，若要更深入探討客

家社區社會網絡，必須了解信任及關係的定義及其形成條件。 

 

四、社區公民參與的意涵、階梯與重要性 

（一）社區公民參與的意涵 

    台灣近年來，公民參與逐漸和社區營造相互結合，公民參與將會成為社區的

重要課題，因為地方性的議題相較於全國性的議題，透過公民參與的可行性更

高。我們必須要發展出一種融入公民日常生活的、能夠持久進行的公共參與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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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公民非但有意願接受這種參與模式，而且能夠非常自然的參與公共事務，審

議式民主的公共參與，尤其是社區據點的參與式一個可能的選擇方案（陳東升，

2006）。透過公民參與，讓一般民眾參與公共議題的討論的公民會議，適當地運

用於政策形成階段時，用積極參與、理性對話來提升對公共議題的成效。首先，

在政府主管機關方面在社區的公民參與中，提出充分的理由辯護其政策方案。另

一方面，則是加強民主的正當性。在討論過程中，公民們透過相互說理和聆聽來

構成集體意見。經由這兩方面，可使公民的意見比較可能得到融和，政府對其政

策的公開說明，讓民眾能夠建立對公共機構的信任，這些公共討論通常會讓公民

們瞭解政策議題，更加關注公共利益，甚至公民參與者能夠超越自利的觀點。 

    而公民參與可以將地方的生活智慧與經驗，使政府機關在制定決策不會有閉

門造車的缺失，政策無法貼切的反映民眾實際所需，造成政策無法執行。雖然社

區團體最終的意見，不一定能夠直接影響決策，但卻對參與的公民們因為參加這

些討論而產生轉化的效果。但要如何落實公民參與？許文傑(2000）認為必須從

兩個面向作起。第一面向在於經由建構一個現代化的公民社會，培育現代化的積

極公民。首先，透過教育途徑喚起公民意識及培養公民能力；其次，以社區改造

運動深化社區意識；最後，透過非營利組織的普遍發展，培養公民參與公共事務

的能力，更可以公民組織性的力量，發揮更大的效果，進行社會改革工作。第二

個面向是建構「公民參與」的組織與制度環境，首先，公民參與的進行要從最基

層，與人民最密切相關的事務開始，再慢慢發酵與擴散到範圍較廣的全國性議

題；其次，公民參與活動需要一個無障礙且積極的運作環境，所以從法制面的建

立，才能具體落實公民參與，實現民主政治的理想。 

Denhardt(2007)在新公共服務一書中，更提出新公共服務的七項理念：(1)

服務於公民，而不是服務於顧客；(2)追求公共利益；(3)重視公民權勝過重視企

業家精神；(4)思考要具有戰略性，行動要具有民主性；(5)重視課責(責信)；(6)

強調服務，而不是掌舵；(7)公共服務重視人性，而不只是重視效率。由此可知，

社區公民參與公共事務，已經成為廿一世紀政府、企業與民間非營利組織的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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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趨勢，也是建構成熟公民社會的要素。 

（二）社區公民參與階梯 

    領導者和一般民眾透過公民階梯的協商、資訊反饋、教育，作為推動公民參

與議題的平台或策略。Connor（1998）以公民參與的途徑與策略，是因特定情境

而有所不同程度的運用，所以他採取針對公共議題處理的情形，提出新的公民參

與階梯，依他的公民參與階梯所表示的內容而言，最基本的公民參與： (1)是「教

育」（education），這是使公民獲致健全知識的基礎。(2)是「資訊反饋」

（information feedback），著重在相互教育的過程中，使公民在資訊的交流是

普及通暢的。(3)是「諮商」（consultation），認為這是一種倡導的過程，透

過許多途徑與策略，如研討會、座談會等，使資訊與意見有正式溝通與協商的管

道。(4)是「參與規劃」（joint planning），類同於合產策略，這是政府的層

次，使公民得以直接進入政策過程中，參與公共問題的界定、規劃或評估等決策

活動。(5)是「調停」（mediation）可由民間技術專家質疑公共政策方案，或由

組織的領導者涉入公共問題的妥協過程。(6)是「訴訟」（litigation），針對

一些議題或事件，因無法透過協商過程得到共事的情形下，則透過法律專家或領

導者以法律訴訟方式，爭取合理的解決。(7)最上一格是「解決/預防衝突」

（resolution/prevention controversy），這也是公民參與的行動宗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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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公民參與的階梯 

資料來源：Connor(1988) 

    綜言之，Connor 所提出的公民參與階梯，是最為學者與研究所採用，本研

究探討客家社區公民參與成效(合作機制與影響)。擬採取公民參與階梯理論，分

別從社區民眾，以及領導者(社區發展協會或地方政府官員)兩個面向，析探其社

區公民參與的教育、資訊、政策倡導、政策規劃、公共問題調停、協商與解決等，

期盼真正落實桃園縣社區公民參與，厚植成熟的公民社會基石。 

（三）社區公民參與的重要性 

    公民參與是民主行政的核心，而公民參與社區公共事務，是一種由下而上涉

入生活公共領域的方式，在導入政策制定的過程中，透過社區內的公民自發性的

參與將使公民對政策具有認同感；社區的治理意味著結構的轉變，地方政府角色

的重新塑造從提供服務到社區治理，應在國家最少介入的情況下，由地域、共同

利益、問題、目標等而結合在一起的成員，自發性或自主性地，在相互依賴與夥

伴關係的互惠信任下，透過集體行動解決共同問題，使公共政策更具有正當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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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於台灣於 1965 年將社區發展納入國家發展的重點政策，以及 1994 年政府

大力推動社區總體營造政策，使得社區做為生活共同體的概念逐漸被重視，將公

民與公共空間連結，落實個人與土地的關懷，以展現民主治理、實現公民社會，

因而社區治理能力的強弱，是社區成長重要指標，表徵著民主社會的本質；進而

言之，社區治理亦是現代城市社會的基礎資源，也是成就地方自治與現代文明的

基石。因此，如何透過社區治理與社區公民參與，實現公民社會的願景，是本研

究的目標。而桃園縣以地理方式可分為北桃園與南桃園，北桃園以閩南人居多，

南桃園以客家人居多，桃園縣不但客家人口占全國第一位，而且南北桃園兩者人

口比例相當，向來具有閩客輪流執政的傳統，客家地區所發揮之政治經濟影響力

實不容忽視，因此，桃園縣社區公民參與的機制與實際運作，值得深入而系統的

探討。 

     

參、研究架構與方法 

一、 研究架構 

由相關文獻之搜集、深度訪談學者及從事社區營造之實務工作者，探討構思

及歸納整理桃園縣客家社區公民參與機制與成效的面向與指標，包括(1)社區公

民意識面向：主要了解社區居民對公共事務之程度、社區居民對社會關懷之程

度；社區居民對社會責任認知的程度；及社區居民對時事關心之程度，其目的在

於檢視社區居民是否具有自主性的社區意識進而得以去獲取更大之資源整合，以

提升社區居民精神層面。(2)社區公民參與行為面向：目的在於去了解到社居居

民是為希望得到資訊交流的可能；社居居民是為社區活動而参與；社居居民是希

望變為社會義工之参與；社居居民是為日後政治活動之参與，及其產業化的過

程。(3)社區跨部門互動面向：主要探討社區與其他部門之互動情況為何，其中

包括與政府機關互動之程度；與社區組織合作互動之程度；與企業組織互動之程

度等。依照上述三大主要面向，繪製出層級架構圖，並將桃園縣客家社區公民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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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機制與成效之評估面向指標彙總如圖 3。 

 

圖 3 桃園縣客家社區公民參與機制與成效之研究評估指標研究架構圖 

資料來源：本研究自行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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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研究方法 

本研究聚焦在社區公民參與機制的建構，除了文獻與理論的參考之外，本研

究透過 Connor 所提出的公民參與階梯，以及社區公民參與的機制與策略，從理

論面、制度面、政策面、資源面，以及社會面，論述桃園縣客家社區公民參與機

制的成效與影響。後續擬透過層級分析(AHP)方法針對桃園縣政府積極推動旗艦

社區計畫之社區公民參與，並析探桃園縣社區組織互動、客家地區(南桃園)與非

客家地區(北桃園)之公民參與的政策推動成效，以及利用深度訪談方法，對於政

府決策者和執行者、社區發展協會與社團領導者等進行深度訪談，期盼建構有效

推動客家社區公民參與活動的合作機制，以作為未來地方政府推動客家社區公民

參與之參考，茲將本研究資料蒐集方法敘述如下。 

（一）文獻分析法 

本研究首先對資料先進行蒐集，因文獻資料之分析是最傳統、最普遍、也是

最常被使用的研究方法之一。其做法是透過各種關聯性資料的蒐集、檢索、歸納

與分析，藉以釐清相關資料間共通的邏輯與命題，論證其間的因果關係。本研究

之重點在於透過社區意識去評估社區總體營造方案之執行成效，故最主要的資料

來源大致如下：（1）公部門的出版品以及社區總體營造計畫方案之申請書。（2）

各社區提案之核定計畫書以及社區刊物。（3）有關社區總體營造之期刊、報紙等

相關報導或相關網路資訊。（4）有關社區意識之期刊、報紙等相關報導或相關

網路資訊。（5）國內相關社區總體營造、社區意識之相關論文。 

（二）AHP 層級分析法 

AHP 乃是由 Saaty 於 1971 年所發展出來的一個實用的多屬性評估方法。當

一個多屬性決策問題要考慮很多的決策元素，包括目標、方案、決策者等，且決

策元素具有複雜的關係時，層級分析法的目的在於利用一個層級的結構將複雜問

題系統化，並將問題加以層級分解和架構，然後根據 AHP 的步驟分別作比較評估

再整合，如此可使複雜的問題變得比較容易做決策(鄧振鴻、曾國雄，1989；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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禎富，2005)。AHP 已有許多相關研究與實務，應用於經濟、社會及管理等領域

的決策問題，依 Saaty(1980；鄧振鴻、曾國雄，1989；簡禎富，2005)整理可以

運用 AHP 的問題類型和範圍，如下：(1)決定優先順序；(2)產生一組方案；(3)

選擇最佳的政策；(4)決定需求；(5)分配資源；(6)預測結果；(7)評估績效；(8)

設計系；(9)確保系統穩定性；(10)最佳化；(11)規劃；(12)解決衝突與矛盾；

(13)風險評估。 

此外，利用文獻與相關討論後使其得以建立層級結構，並彙集各學者專家的

意見，利用腦力激盪法找出影響問題行為的評估準則，將各項評估要素，依各要

素之相互關係與獨立性程度劃分層級，層級劃分多寡視分析問題之複雜度而定，

但每一層級之要素至多七個以內，各層級之要素彼此間應獨立。層級之結構則可

以從整體目標、子目標等，最後至決策之結果，進而形成多重層級。層級之種類

又可分成完整層級與不完整層級，完整層級是指每上下層級間之要素彼此間都有

所相連如教育均等之分析層級結構，不完整層級則是指上下層級間並非全部都有

聯結。本研究所歸納的桃園縣客家社區公民參與機制與成效之指標制度設計，透

過問卷調查實證的方法，建構出可以評鑑桃園縣客家社區公民參與機制與成效之

指標。(1)問卷設計：根據本研究所建立之成效評鑑指標構面，邀集專家學者討

論具體的指標內容，並與專家學者研商後定稿。(2)調查對象：本研究是以桃園

縣直接管轄的旗艦社區為研究對象，藉以建立桃園縣客家社區公民參與機制與成

效評鑑之研究。(3)執行方式：利用面對面方式調查，由研究者親自拜訪受訪團

體，由其秘書長、執行長或資深幹部協助填答問卷。(4)資料處理：將回收之有

效問卷編碼登錄後，利用層級分析之軟體分析各項指標之分布狀態。並將分析結

果提供與會專家學者討論，建立桃園縣客家社區公民參與機制與成效指標。 

（三）深度訪談法 

深度訪談係質化研究中蒐集資料的一種基本方法，不若量化研究所強調的驗

證假設、找出因果關係及建立通則，而是希望在實際的場域中發現事實真相（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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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修，1994）。本研究在進行社區訪談之過程中，也運用質性研究中的觀察法，

來觀察受訪社區的居民互動狀況、營造過程的問題點以及現階段執行的狀況。藉

由參與文建會社區評估的機會，可以利用「多看」、「多聽」的方式，來發掘更多

實地的資料，以彌補文獻之不足 (潘淑滿，2003)。 

至於深度訪談的實施乃指訪談者透過開放式問題，以詢問受訪者，傾聽並記

錄他們的回答，並且就所回答的內容繼續追問其他相關的問題，以探索受訪者深

層的內心世界，故深度訪談可謂是有目的之會談。潘淑滿(2003)認為深度訪談是

一種交談行動，是受訪者與訪談者共同建構意義的過程。受訪者並不是將已經存

在腦中的記憶如實呈現，而是認為訪員可採用敘說故事的方式，來重構受訪者的

經驗和歷史，並共同創建一個彼此都能理解的資訊。所以深度訪談係透過受訪者

與訪談者之間主觀意識流動，建構出最貼近真實生活情境。基此，本研究利用深

度訪談方法，對於社區發展協會與社團領導者等進行深度訪談，期盼建構有效推

動客家社區公民參與機制與政策影響。 

 

肆、研究結果與討論 

一、研究場域 

    本研究之研究對象為桃園縣數個社區以結盟、協力或夥伴的方式，共同參與

地方發展及推動福利社區化，以求資源、人才、資訊等資源整合共享，並與周邊

非營利組織、學校、公部門建構支持網路，使其更具有社區發展的優勢及力量。

本研究所選之社區乃是依據桃園縣 2007 年「桃園縣旗艦社區領航計畫」之規定

及定義：旗艦社區：發展較為良好的社區，其能力與經驗值得其他社區學習。協

力社區：具有發展潛力及學習意願的社區。聯合社區：旗艦社區與 3-5 個協力

社區的組合。 

    桃園縣十三鄉鎮市總共有 471 個村里，之下共有 11,056 個鄰，至 2007 年

十二月底全縣已立案的社區發展協會共 230 個，因此，並非一里一社區發展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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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而是一社區發展協會下擁有至少一里的行政轄區，里長承擔政務的推行，協

會理事長負責社區活動的推行，然而各個社區之間所具有資源並不相稱，使得每

個社區往往劃地自限，桃園縣政府社會處辦理桃園縣旗艦社區領航計畫，提供評

鑑為優質社區與其他社區結合，共同申請旗艦社區計畫辦理社區活動，期望打破

各個社區各自為政的僵局，建立「資源共享、福利再創」（桃園縣政府，2008：1）。 

 

二、桃園縣四個社區發展協會個案析探 

  本研究範圍涵括桃園縣四個社區，以下個案簡介資料參考行政院文建會台灣

社區通網站 5、文建會網站 6、桃園縣文化局網站 7資料，依次為：（1）觀音鄉保

生社區發展協會；（2）龍潭鄉高原社區發展協會；（3）平鎮市義民社區發展協會；

〈4〉大溪鎮月眉社區發展協會，每一旗艦社區發展協會，作為社區凝聚的中心。

其簡介如下： 

 

（一） 觀音鄉保生社區發展協會 8 

    觀音鄉面積為 87.98 平方公里，在全縣位居第 4位，為沿海鄉鎮面積最大之

一鄉。保生社區共 18 鄰，632 戶，人口為 2210 人，其中男性較多。 保生社區

區位關係交通動線北臨觀音鄉大潭村、武威村、三和村；東臨新屋鄉；南臨新屋

鄉以新屋溪為界；西臨台灣海峽海岸線。東西向快速道路大溪至觀音連接西濱快

速道路與台 15 號線串連、桃 94 號線串連、桃 89 號線串連。保生社區發展協會

自 2003 年改選社區理監事後，由新任理事長葉運興先生帶領社區居民，積極參

與推動保生社區總體營造。凝聚社區居民對家鄉的認同，推動民眾參與執行各項

                                                 
5行政院文建會台灣社區通。http://www.hometown.org.tw/；2009年10月20日檢索。 
6行政院文建會，http://sixstar.cca.gov.tw/community/newpage/aboutus.php?CommID =2794；2009 年

10 月 15 日檢索 
7資料來源：桃園縣政府文化局。http://www.tyccc.gov.tw/W_Community/info3/list.asp?city=1 
8資料來源：http://www.tyccc.gov.tw/W_Community/info3/upt.asp?pageno=&uid=&con=&cid= 
&year=&month=&day=&key=&city=1&p0=66；2009/10/20 檢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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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造工作，並鼓勵居民參與公共事務。社區組織化的運作，成立環保志工隊目前

成員三十七人，設隊長一人；分成五組設組長五人，推動社區綠美化與環境維護，

2004 年石觀音文化節創意花車評選比賽得到第二名。客家歌謠班成立設班長一

人，推動居民健康休閒健康娛樂，學員參與歌唱比賽得到長青組第二名。以及成

立醒獅隊由社區青少年組成設隊長與副隊長各一人；推動民俗技藝傳承。並積極

參與推動保生社區總體營造，挖掘培訓社區人才；為社區未來發展注入新生命力。 

（二） 龍潭鄉高原社區發展協會 9 

    桃園縣高原社區，該協會所在位置於桃園縣的 龍潭鄉，其社區人口數約 

4751 人，經常參與社區工作人數約有 100 人。該社區位處銅鑼圈台地，海拔高

度為 300 公尺。於 1984 年間敦請當時省主席李登輝先生蒞臨本地，並為本地所

產之包種茶。命名為龍泉茶，廣為號召。現有高原村社區照顧日間關懷中心及高

原村長壽俱樂部，服務對象為高原社區內之老人，提供關懷、轉介、急難救助、

發現問題之服務，同時亦有送餐、集中用餐送餐之服務提供，集中用餐服務在本

社區之活動中心進行，目前約有 70-80 名長者接受此項服務。配合每年油桐花

祭，打響社區知名度，並結合社區志工及各方人才，推出社區創意環保產品，為

社區經費創造來源。社區重點項目有小志工培訓，讓高原社區志工力量代代承傳。 

（三） 平鎮市義民社區發展協會 10 

    義民社區原為純樸之農鄉地區，居民大多為客家人，承襲傳統儒家文化，長

久以來將義民廟視為生活、精神中心。近年來境區內住宅大廈，如雨後春筍急速

成長，外縣市人口大量遷入，社區內的褒忠祠為宗教攸仰及民俗文化之勝地。褒

忠祠（義民廟）義民爺源於清乾隆五十一年(1786) 林爽文之亂，各地天地會會

黨響應，攻陷中南部各要隘城堡，並向北攻擊竹塹地區，當時桃園新竹一帶的粵

籍居民，紛紛組織民兵，以保護地方安寧，次年清廷派福康安來臺剿亂，並利用

                                                 
9資料來源：http://sixstar.cca.gov.tw/blog/a4717452/communityAction.do?method=doCommunity 
View；2009/10/20 檢索。 
10資料來源：http://sixstar.cca.gov.tw/blog/a4912374；2009/10/20 檢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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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兵助戰，夾攻林爽文，至乾隆五十三年(1788)始平。戰亂期間士紳林先坤、劉

朝珍等人，目睹各地死傷慘重，於是撿集遺骸準備運葬中壢，但車至新埔枋寮時，

牛車拒不前進，於是將骨骸葬於新埔，並於平亂後(1788 年)集資建祠於墓前，

並合祀三山國王等神，以慰亡靈，而後在今義民里再建一廟亭，初稱義民亭，1949

年八月，十三莊人士見祠宇腐將圯，不忍前人之功傾於一旦，乃重建，歷時二年，

方告完成。1972 年，正殿屋頂以蛀爛不堪，復由中壢、平鎮、楊梅等三十九村

里人士捐款重修，至 1973 年竣工，至今成為社區活動之中心。 

（四） 大溪鎮月眉社區發展協會 11 

桃園縣大溪鎮月眉社區發展協會。其成立時間：2002 年 10 月 4 日。該社區

基本資料社區名稱：桃園縣大溪鎮月眉社區。社區人口數約有 1509 人。經常參

與社區工作人數：100 人。主要族群：閩南人。發展重點：產業發展、社福醫療、

人文教育、環境景觀、環保生態、綜合類。工作重點與發展困境：社區經營策略

及概要內容說明：月眉社區以『推動地方產業觀光休閒農村概念』、『推動社區觀

光文化導覽』、『提升地方傳統藝術文化』等主題進行社區環境改善以來，僅僅短

期內已見明顯成效，社區環境成果如下：由大溪鎮月眉里之多數熱心地方事務里

民共同籌組，由於月眉社區地處大溪農漁業園區，社區居民平日白天忙於農務，

夜間生活十分單純，所以社區發展協會成立以來，組織烹飪班、安親班、媽媽廚

房、舞蹈班、氣功班、北管組、陀螺隊樣樣都有豐富的成果，更使協會與社區緊

緊結合；近來農村產業逐漸轉型，月眉社區不可避免面臨衝擊，目前已有許多轉

型成功案例,未來大溪月眉社區將搭配鄰近大溪老街成為老城與鄉村共同促成大

溪老城區觀光發展計畫，作為桃園縣觀光典範(參閱表 1)。 

表 1 桃園縣四個客家社區發展協會歸納表 

社區 主 要

族群 

成 立 時

間 

發展重點 社 區 人

口 

組織人

數 

經常參與

活動人數

保生社區 客家 1995 年 社福醫療、環保 2210 人 70 人 100 人 

                                                 
11資料來源：http://oldstreet.com.tw/moon/eyebrow.htm；2009/10/20 檢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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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態 

高原社區 客家 1994 年 社福醫療、社區

治 安 、 人 文 教

育、環境景觀、

環保生態 

4751 人 170 人 100 人 

義民社區 客家 1992 年 社福醫療、社區

治安、環保生態 

13230 370 人 100 人 

月眉社區 閩南 2002 年 地方產業觀光休

閒 

1509 人 103 人 100 人 

資料來源：本研究自行整理 

    本研究團隊走訪桃園縣 4個社區發展協會，經由每個社區發展協會理事長或

協會內重要幹部的訪談，茲將深度訪談之對象歸納如表 2。 

 

 

表 2 深度訪談對象一覽表 

受訪單位 訪談對象 編號代碼 訪談日期 

A 社區發展協會 理事長 A 2009.09.12 

B 社區發展協會 理事長 B 2009.09.15 

C 社區發展協會 理事長 C 2009.09.19 

D 社區發展協會 總幹事 D 2009.09.29 

資料來源：本研究自行整理 

 

三、深度訪談結果分析 

    桃園縣旗艦社區領航計畫，將部份社區聯結，參與活動的型態亦趨多元。本

研究分別從社區發展協會理事長與義工之互動、社區意識的培育、社區公民參與

行為關係等面向作討論。本研究是以在訪談社區發展協會的總幹事或是理事長為

對象，希望了解他們是如何召募有意願參與之民眾，並且藉由訪談的過程中培育

找尋他們用來培育社區之其他居民使其成為基礎會員。以參與身份檢視參與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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態，有利於瞭解社區的動態結構。以下將把參與活動的民眾從密切性較高之社區

發展協會理事長或總幹事之訪談內容做以下整理 12。 

(一)社區公民意識的凝聚 

社區意識和公民參與，還是有些差別，社區意識一開始只是想要凝聚社區的

人，只要有共識就可以，可是有共識，不一定會來參加，可能很關心，那有

一些可能是因為你邀請，他來參與這個活動，你覺得是參加比較重要呢？還

是參與社區公民行為比較重要？還是說要有意識是比較重要的？搞不好都沒

人來參加阿！那光有社區意識有什麼用？沒用阿！所以應該就是一層一層

的，比如說社區意識跟組織的互動，那這些人有了社區意識之後，那我們總

是有核心幹部嘛！那一個一個去做比較，然後最後一個比較像公民組織

或互動或參與，公民的參與就是說他願意來參與社區，跟我們組織之間

的互動，總之，要有人出來參與才是重要的阿！（A，2009/09/12） 

為什麼社區願意參加比賽，比賽的時候會有成就感，而且很大的鼓勵會有獎

金阿！像我們下禮拜二三，一個是環保志工的比賽，一個是清潔競賽（B，

2009/09/15） 

1996 年社區總體營造的意識抬頭，就有專家學者來這邊看，這裡有希

望，開始跟地方上的首長，就是鎮長協調說我們來辦一個活動，尋找大

溪之寶，這時候就是要凝聚社區的共識，就辦活動，票選前三名有獎金，

要不要拆等比賽完了再說，結果這一次的活動進行了一兩個月，大家開

始很仔細的看自己的房子，看不到，招牌在那邊就拆掉阿就看的到，招

牌拆掉要錢阿，鎮公所負責幫你拆、幫你運走，招牌拆了做生意沒有招

牌阿，我們再來辦一個活動，大家社區開會，無意間大家有一個目標就

來看看到底是怎麼回事，他不跟你講社區現在做的這些事情，一個東西

塞進去大家就會定在那邊，乾脆不要。大家來了，招牌要怎麼做，很簡

單阿，你們自己決定，你要作超大的、你要作超小的，大家來票選；再

                                                 
12詳細訪談逐字稿請洽研究者索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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來是說模式、花樣，上面有一個鐵塊這是大家票選我們自己畫，大家投

票看是誰家的中獎最高票，所以大家就決定做一個小招牌。你想想看在

十多年前，大家招牌都做很大。（D，2009/09/29） 

社區發展協會存在的目的是凝聚社區居民的向心與感情，因而活動並非限制

非本社區居民方可參與，甚至會員的召募。在活動上採取分工、合作的方式讓自

己的親朋好友可以加入，是幹部的主要任務之一，亦即除了活動的舉辦，對於會

員的聯繫是不可忽視的工作，因而本研究對於幹部的認知不只是在執行工作，更

可以看見的是社區意識凝聚之骨幹的來源。 

(二)社區公民參與行為 

我們推動這個社區活動喔，主要會是針對社區居民他想學什麼東西，基

本上先從這個爭取，爭取就是讓居民有機會參與社區活動，在會員大會

或是有時候聊天的時候會問一下居民，想要學一些什麼啊，或是你覺得

社區可以辦哪一些活動啊，就用這種活動開始，就針對他們少部分人的

需要去辦一些活動，那在少部分人的需要去辦活動當中又在去詢問一些

不一樣的意見，不一樣的意見又再制訂為明年的方向，所以我們社區用

這種方式辦活動，以及爭取經費辦活動、辦研習課程，因為研習課程跟

活動是不一樣的，研習他是一個時段，活動是只有一天或是兩天，所以

都要兼顧到，在這活動當中找尋一些人來參與社區（B，2009/09/15） 

小孩子就是要用遊戲去吸引他，利用遊戲在活動當中，教他一些母語、

客家文化，這樣他吸收也必較快。我曾經有一年是辦小朋友的挑戰營，

小朋友一開始說我參加一天就好，但是參加一天之後就回去跟媽媽說要

繼續參加。（C，2009/09/15） 

大溪名氣可用，它的社區結構非常好，你只要給它一個機會，他就會一

直跑下去。像有一些地方你社區總體營造，一個農村，什麼都沒有也沒

有什麼凝聚，一把錢砸下去辦幾個活動，辦完之後走人，那個農村再回

到原來的落寞。但是大溪不會，因為社區如果說夠穩定的話，政府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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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長換人它就是活得下去，這個很重要，甚至是它可以教別人，台灣現

在有很多社區都搞得很好，只是又怎麼樣，你們寫的時候要注意，那些

都是用錢堆出來的，錢不在來的時候，它就是零，就歸零了。（D，

2009/09/29） 

社區一個很重要的就是社區參與，別人的社區參與是為了一天的節目，

或是一個月四天的節目，他們說一個月就是四個假日嘛。我們不是，社

區參與就是要這張圖做出來，慢慢要去介紹大溪，這樣的後續是要做輕

便車道，輕便台車就是我們大溪以前的交通工具（D，2009/09/29） 

(三)社區跨部門互動 

我跟你講大溪怎麼拼旗艦社區，旗艦社區的意義我在這裡簡單講一遍，一般

一個社區公部門給它的經費，一年大概兩萬塊、四萬塊要你活一年，那我們

三四個社區集合起來，我們拿一百萬的計畫，就像是很多的小船集合在一個

艦隊上。（D，2009/09/29） 

旗艦社區嗎?我就根據各社區的特色，比如說今天有考核委員來考核我們旗艦

社區，很簡單，這裡面社區最會導覽的就是老街的新埔社區，新埔社區導覽

出來就幫我們三個社區處理，就不用說你去找一個、你去找一個，不用。有

一個農村的社區，就是月眉社區，然後我們裡面有一個親子菜園，很簡單，

月眉社區你處理了，菜園那邊，大家就去你那邊種菜，就是資源這樣弄來弄

去的。那別人可能是各社區做成績出來，負責項目，然後在匯在一起，我們

是重重疊疊的。就是已經打破了社區居民那個社區觀念。像剛才兩個，一個

是住在老街上、另外一個是住在中山老街，他們不一樣的社區、不一樣的里，

一起做事情，已經到這種程度了。（D，2009/09/29） 

甚至我們說我只要三十萬就好了，我告訴你我三十萬做出一百萬的事情給你

看。也不會犧牲到民眾的利益，這就是為什麼我們照顧老人兩個月一直到現

在，兩個月變到八個月，這是真的。我們社區跟其他單位接觸的像，看看自

己社區的屬性，我們這邊的屬性是客家地區，所以我們跟客委會爭取經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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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一些客家文化的活動，然後我們這邊是鄉村型的社區，所以我們會找農委

會申請一些農村新風貌阿！來做一些社區閒置空間阿！還有一個環境，環境

最大的經費來源，合作的就是環保署、環保局，所以社區你要看你要走的哪

一方向，像我們明年要出版今年做的一些文史資料的調查，我們要出版成冊，

我們要找文建會。所以社區裡面看你要辦什麼活動，不同的窗口有不同的活

動拉，你不要說只找一個，像說現在當然說社會福利最大的錢就是內政部跟

社會處，所以你自己看你社區屬性，以及你社區居民需要走的方向在哪裡？

我們社區合作的單位就有這一些農委會、客委會、還有環保署。（B，

2009/09/15） 

從上述當中，可以社區民眾並非單純的參與活動，而甚至創造活動，端看社

區主事者型態，因此，綜合上述，參與者單向活動的參與，而創造性參與則增加

了居民的互動。也因為志工長期性的參加活動，也就可能形成一批創造性參與的

民眾，也透過社區活動與外界連結，並進而創造自己社區之特色活動。 

 

四、專家層級分析問卷(AHP) 

本研究經過文獻分析與相關理論之討論後，建構出「桃園縣客家社區公民參

與機制與成效之研究評估指標」，調查結果共有 3大面向與 11 項指標。詳細請參

見下列表 3，並分述於各面向指標題目表中。本節分析分為三部份，第一部分為

主要構面分析及各面向之整體分析(尚未包括指標)，其中包括社區公民意識面

向、社區公民參與行為面向、社區跨部門互動面向。第二部份則為上述三個面向

其中各指標分析，第三部份則為整體次指標的權重分析。 

表 3 桃園縣客家社區公民參與機制與成效之研究評估指標(AHP 問卷) 

三大面向 縮寫 指標 縮寫 

1-1.對公共事務之程度 公共事務 

1-2.對社會關懷之程度 社會關懷 

1-3.對社會責任之程度 社會責任 

社區公民意識 社區意識 

1-4.對時事關心之程度 時事關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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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是為希望得到資訊交流的可

能 

資訊交流 

2-2.是為社區活動而参與 社區活動 

2-3.是希望變為社會義工之参與 社會義工 

社區公民參與

行為 

公民參與 

2-4.是為日後政治活動之参與 政治活動 

3-1.與政府機關互動之程度 政府機關 

3-2.與社區組織合作互動之程度 社區組織 

社區跨部門互

動 

組織互動 

3-3.與企業組織互動之程度 企業組織 

資料來源：本研究自行整理 

1 表 4 AHP 填答問卷對象ㄧ覽表 

填答問卷單位 對象職稱 問卷編號 填答日期 

A社區發展協會 A理事長 1 2009.10.20 

A社區發展協會 A義工 2 2009.10.21 

B社區發展協會 B理事長 3 2009.10.22 

B社區發展協會 B總幹事 4 2009.10.23 

B社區發展協會 B義工 5 2009.10.24 

C社區發展協會 C理事長 6 2009.10.24 

C社區發展協會 C義工 7 2009.10.27 

D社區發展協會 D總幹事 8 2009.10.28 

D社區發展協會 D社區規劃師 9 2009.10.30 

資料來源：本研究自行整理 

 

 

圖 4 公民參與機制與成效整體權重指標 

資料來源：本研究自行整理 



41 
 

    本研究利用 AHP 層級分析法，首先利用比較三大構面之間的權重，從其數值

當中可以見得公民參與之權重為 0.588；社區意識之權重為 0.248；組織互動

0.164。由此可以得知公民參與機制與成效當中，最重要的是公民參與，其次重

要的是社區意識，再來才是組織互動。 

 

圖 5 公民參與機制與成效整體權重指標-公民參與 a 

資料來源：本研究自行整理 

 

 

圖 6 公民參與機制與成效整體權重指標-公民參與 b 

資料來源：本研究自行整理 

    本研究在層級分析法下，將列出三大構面中權重最為重要的公民參與下的四

小指標，從其數值當中可以見得社區義工之權重為 0.424；社區活動之權重為

0.296；資訊交流之權重為 0.193；政治活動之權重為 0.087。由此可以得知公民

參與之成效當中，最重要的是社區義工，其次重要的是社區活動，再次才是資訊

交流，最後才是政治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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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 公民參與機制與成效整體權重指標-社區意識 a 

資料來源：本研究自行整理 

 

 

圖 8 公民參與機制與成效整體權重指標-社區意識 b 

資料來源：本研究自行整理 

    在層級分析法下，將列出三大構面中權重次為重要的社區意識下的四小指

標，從其數值當中可以見得社會關懷之權重為 0.384；社會責任之權重為 0.268；

公共事務之權重為 0.197；時事關心之權重為 0.151。由此可以得知社區意識當

中，最重要的是社會關懷，其次重要的是社會責任，再次才是公共事務，最後才

是時事關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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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9 公民參與機制與成效整體權重指標-組織互動 a 

資料來源：本研究自行整理 

 

 

圖 10 公民參與機制與成效整體權重指標-組織互動 b 

資料來源：本研究自行整理 

    在層級分析法下，將列出三大構面中組之互動之指標，從其數值當中可以見

得社區組織之權重為 0.560；政府機關之權重為 0.232；企業組織之權重為

0.208。由此可以得知在組織互動當中，最重要的是社區組織，其次重要的是政

府機關，再次才是企業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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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 公民參與機制與成效整體權重指標-依造權重大小優先順序排列 

資料來源：本研究自行整理 

 

 

圖 12 民參與機制與成效整體權重指標-依造分類順序排列 

資料來源：本研究自行整理 

    茲利用層級分析法，開列出三大構面中所有指標，並從其數值當中可以見得

社區義工指標之權重為 0.253；社區活動指標之權重為 0.177；資訊交流指標之

權重為 0.115；社區關懷指標為 0.107；社會責任指標為 0.074；社區組織指標

為 0.070；公共事務指標 0.055；政治活動指標則為 0.052；時事關心指標則為

0.042；政府機關指標 0.029；企業組織指標則為 0.026。由此可以得知在組織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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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當中，最重要的是社區組織，其次重要的是政府機關，再次才是企業組織。 

 

伍、結論 

本研究雖以桃園客家社區公民參與機制與成效為研究重點，經由立意抽樣篩

選 4個旗艦社區，其中有 3個客家社區發展協會的重要幹部和 1個閩南社區發展

協會的重要幹部作深度訪談，探析桃園縣客家公民參與機制與成效中社區發展協

會與民眾互動所形成的非制度性關係，藉著公民參與機制與成效一同解決地方上

之問題，該機制期望讓地方居民能夠有效地參與社區內之公共事務之研究目的。

藉由分析階層程序法之決策方法，已被廣泛運用在公共政策、計畫評選、方案選

擇等相關領域，係應用在不確定情形及具有多數個評估準則的決策問題上。層級

架構與權重關係之建構，得以提供政府機關或單位去強化公民參與機制與成效評

估施作重點之依據。 

公民參與機制與成效其本質乃是一種認知與行動之結合，許多學者多將認知

與行動視為一種假設性的概念。本研究藉此三個構面(公民參與、社區意識、組

織互動)為基礎，所建構之架構將可有效判斷公民參與機制與成效因子之影響程

度，透過公民參與機制與成效影響因子之權重關係發現，在影響要項中公民參與

對公民參與機制與成效影響最大。也因為本次的調查研究當中發現社區間的公民

參與機制與成效，其主要反應在一種思想與行動模式上的轉變，並強調由當地思

維為出發之思考模式，透過公民自發性的由下而上的行動，且社區居民的自願參

與性，進而得以去營造一個可以永續經營之生活場域。建構之公民參與機制與成

效評估指標其優點於，兼具質量評估準則之客觀方式進行研究，除可避免過度主

觀的評估外，更可藉由探討各社區於號招參與社區活動之操作方式，並藉由分析

其並提出對策及可能面臨之課題，將可提供作為公民參與之參考方針透過評估模

型之應用，可分析出公民參與較佳之社區其所使用之操作方式，以及公民參與較

差社區的課題，將可提供其它性質較為相似之社區，作一明確之參考與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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諸位專家您們好： 

    本研究是接受行政院客委會委託研究計畫，而「桃園縣客家社區公民參與機制與

成效」問卷指標根據過去所研究之相關成果與目前最新之理論編制而成。本問卷採用

層級分析法（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 AHP），旨在建構桃園縣客家社區公民參

與機制與成效研究指標相對權重。希望能借重您的專業知識與經驗，給予專業判斷，

協助建立各項指標之相對權重。您的寶貴意見將對本研究結果有實質幫助，您的參與

也使桃園縣客家社區公民參與機制與成效之研究指標相對權重之建構更具宏觀性與價

值，研究結果將成為桃園縣客家社區公民參與機制與成效之研究參考依據，敬請您不

吝賜教。 

    本問卷純粹為學術研究之用，懇請您能鼎力相助。茲呈奉問卷如後，也煩請將填

答完畢之問卷於 10 月 20 日（星期二）前寄回，若因研究時間緊迫造成不便與困擾，

懇請見諒。麻煩您利用電子郵件信箱或傳真至陳定銘副教授收。如您對本問卷尚有其

他 疑 問 與 指 正 或 須 進 一 步 說 明 ， 煩 請 與 陳 定 銘 副 教 授 聯 繫

（e-mail:；聯絡電話：）。衷心感謝您的協助與不吝賜教，恭候您的回函。敬祝 

萬事如意！ 

    計畫主持人：江明修 教授（國立政治大學教授兼國立中央大學客家學院院長）

協同主持人：陳定銘 副教授（國立中央大學客家政治經濟研究所） 

研究助理：劉建宏（國立中央大學客家政治經濟研究所碩士研究生） 

中華民國 98 年 11 月 10 日 

壹、填答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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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縣客家社區公民參與機制與成效指標」問卷題目總表 

三大面向 縮寫 指標 縮寫 

1-1.對公共事務之程度 公共事務 

1-2.對社會關懷之程度 社會關懷 

1-3.對社會責任之程度 社會責任 

社區公民意識 社區意識 

1-4.對時事關心之程度 時事關心 

1.本研究經過文獻分析與相關理論之討論後，建構出「桃園縣客家社區公民參與機制

與成效之研究評估指標」，調查結果共有 3大面向與 11 項指標。詳細請參見下列總表，

並分述於各面向指標題目表中。 

2.本問卷採用「層級分析法」設計題目表。將藉由各面向指標之間兩兩進行重要性的

比較，給予分數比重，以決定其相對權重與重要性。 

3.為使本問卷更為簡潔明瞭，並考量填答者的方便性，題目表中各面向指標將由「縮

寫方式」呈現，完整指標內容敬請參閱各對照表。 

4.本問卷填答關鍵在於邏輯的一致性，評定標準與重要性關係須滿足「遞移性」（即填

答結果需符合 「A＞B，B＞C，則 A＞C」，「A 是 B 的兩倍，B 是 C 的三倍，則 A 是 C 的

六倍」)，反之將導致填答內容失敗。 

5.請您就問卷各面向指標，兩兩比較分別評定其相對重要性，評估分數由 1 分至 9 分，

分數越高表示該項指標重要性越高；反之表示重要性越低，評定標準完全依據您的主

觀認定即可。詳細說明如下表： 

評估尺度 定義相對重要性 說明 

1 相等重要 兩指標的重要程度具相等重要性 

3 稍微重要 經驗與判斷稍微傾向喜好某一指標 

5 重要 經驗與判斷強烈傾向喜好某一指標 

7 很重要 實際顯示非常強烈傾向喜好某一指標 

9 絕對重要 有足夠證據肯定絕對喜好某一指標 

2、4、6、8 相鄰尺度之中間值 需要選擇折衷值時 

 

★請根據您真實感受在適當分數比重□內打「ˇ」（單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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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是為希望得到資訊交流的可

能 

資訊交流 

2-2.是為社區活動而参與 社區活動 

2-3.是希望變為社會義工之参與 社會義工 

社區公民參與

行為 

公民參與 

2-4.是為日後政治活動之参與 政治活動 

3-1.與政府機關互動之程度 政府機關 

3-2.與社區組織合作互動之程度 社區組織 

社區跨部門互

動 

組織互動 

3-3.與企業組織互動之程度 企業組織 

 

貳、開始填答：  

第一部分：指標建構（三個面向） 

表 1：「桃園縣客家社區公民參與機制與成效整體性指標」指標面向 

指標（三面向） 縮寫 

社區意識：社區公民意識 社區意識

公民參與：社區公民參與行為 公民參與

組織互動：不同組織之互動 組織互動

＊「桃園縣社區公民參與機制與成效整體性指標」各面向與縮寫對照表 

 

表 1-1：「桃園縣客家社區公民參與機制與成效整體性指標」相對重要程度 

左邊指標重要性大於右邊指標 ⇔右邊指標重要性大於左邊指標 

絕

對

重

要 

 很

重

要

 重

要 

 稍

微

重

要

 相

等

重

要

 稍

微

重

要

 重

要

 很

重

要 

 絕

對

重

要 

指  
標  
左 

9 8 7 6 5 4 3 2 1 2 3 4 5 6 7 8 9 

指  

標  

右 

社 區

意識 

                 公 民

參與

社 區

意識 

                 組 織

互動

公 民

參與 

                 組 織

互動

 

第二部分：各面向之指標 

 

表 2：「社區公民意識」指標 

指標（四構面） 縮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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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對公共事務之程度 公共事務

1-2.對社會關懷之程度 社會關懷

1-3.對社會責任之程度 社會責任

1-4.對時事關心之程度 時事關心

＊「社區公民意識」各面向與縮寫對照表＊ 

 

表 2-1：「社區公民意識」指標相對重要程度 

左邊指標重要性大於右邊指標 ⇔右邊指標重要性大於左邊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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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 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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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 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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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 會

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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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社區公民參與行為」指標 

指標（三構面） 縮寫 

2-1.是為希望得到資訊交流的可能 資訊交流

2-2.是為社區活動而参與 社區活動

2-3.是希望變為社區義工而参與 社區義工

2-4.是為日後政治活動而参與 政治活動

＊「社區公民參與行為」各面向與縮寫對照表＊ 

 

表 3-1：「社區公民參與行為」各面向相對重要程度 

指

 

標

 

左 左邊指標重要性大於右邊指標 ⇔右邊指標重要性大於左邊指標 指

 

標

 

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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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社區跨部門互動」指標 

指標（三構面） 縮寫 

3-1.與政府機關互動之程度 政府機關

3-2. 與社區組織合作互動之程度 社區組織

3-3. 與企業組織互動之程度 企業組織

＊「社區跨部門互動」各面向與縮寫對照表＊ 

表 4-1：「社區跨部門互動」各面向相對重要程度 

左邊指標重要性大於右邊指標 ⇔右邊指標重要性大於左邊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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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二：族群政治、文官價值與制度選擇： 

行政院客家委員會的個案分析 

計畫主持人：孫煒 

兼任助理：陳銘泰 

 

行政院客家委員會2009年補助大學校院

發展客家學術計畫成果報告 
 

 
 
 
 
 

 

 族群政治、文官價值與制度選擇： 

行政院客家委員會的個案分析 
  
 
 
 
 
 

執行單位：國立中央大學客家學院 

計畫主持人：孫煒 

研究助理：陳銘泰 

* 國立中央大學法律與政府研究所、客家政治經濟研究所教授  

如果一個國家的歷史與制度之中原本就存在著族群、宗教或其他問

題，民主轉型可為具有判斷能力的領導人以及具備包容性的政治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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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制度選擇，提供了一個可能和平轉化衝突之體系的機會之窗。13 

 

Luckham et al., 2003: 40 

壹、 前言 

由於特殊的歷史背景與政經社文結構，台灣的族群議題在民主化的過程之

中，成為一個極為敏感又至關重要的因素。主要族群之間各有文化、語言、風俗

習慣等差異與認同，卻又在以台灣為核心的共同體意識之下，維繫著微妙的競合

關係，可以說形成一個溫和的分歧社會（mildly divided society）（Hsieh, 

2006）。族群政治是否良性發展，攸關台灣民主政治的前景，也決定了台灣未來

在全球化趨勢中是否維持競爭的優勢。Larry Diamond（1996）曾表示，部分第

三波新興民主體制無法鞏固民主成果，最後以崩潰告終，主要是因為民主政治存

在諸多內在矛盾，可能帶來種種治理問題。其中一項便是民主的代表性

（representativeness）與治理能力（governability）之間的矛盾。政府欲達

成政策目標，必須要有充分的公權力來制定與執行政策，這無可避免地與民主政

治強調課責（accountability），也就是政府要受社會上各種利害關係人之代表

的監督，存在著內部矛盾。固然課責有助強化政府的治理能力，但課責也可能限

制或分散政府的公權力。由代表性的角度而言，社會上各種利害關係人均有代表

參與議會的運作，較為符合民主的原則，但這也可能造成議會之內派系林立，黨

同伐異，反而使政府難以在議會之內尋求穩定的夥伴關係，而影響其治理能力。 

 

將此一論述置入族群政治之中予以分析，當代民主政治的必要條件，諸如對

於政治權力的競爭，包容性的參與以及確保競爭與參與的公民與政治自由，可能

使民主政治在一個具有族群潛在衝突與爭議的分歧社會中運作更加困難，此因民

主競爭將導致族群需求的政治化，可能形成某一優勢族群贏者全拿，而其他弱勢

族群一無所有的零合結果。在選戰之中高度的族群參與及動員，更可能激化了競

爭程度，而在公民與政治自由的保護傘下，政治人物也更有誘因打「族群牌」，

游走於狹隘的族群限界上（Reilly, 2001: 3-5）。Arend Lijphart 指出在 1990

年代中期第三波民主的倒退的主因之一，就是許多新興民主體制存在著嚴重的族

群衝突，使得政治情勢無法穩定，以致形成民粹政治甚至引發暴力衝突（2002: 

37）。 

 

事實上，當代民主政治基本上就是通過普選之中的多數票決，而將權力集中

                                                 
13 本句原文為：If ethnic, religious and other faultiness tend to become embedded in the history and 

institutions of the state, transitions to democracy provide windows of opportunity when wise 
leadership, inclusive forms of politics and institutional choices can realize democracy’s potential as a 
system for the peaceful transformation of confli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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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民選官員的一種制度形式。然而，此種民主制度的擴張是否意味著民主政治的

必要條件的落實值得存疑，特別是在民主制度的多數決特徵下，使得民主制度在

處理資源分配或紛爭時，未必保障及表達社會中少數、弱勢、非主流等被邊緣化

團體（marginalized groups）的利益與價值（Luckham et al., 2003: 14-15），

也由於此種基於多數決的民主制度較為傾向忽視，甚至排除少數族群的利益與價

值，容易滋生政治動盪、族群激化（ethnic polarization），甚至發生暴力衝突

等加深社會分歧，妨害有效治理的負面影響。因此，如何在新興民主國家的分歧

社會之中，採用與設計特殊的制度與政策，保障在多數治理（majority rule）

原則下的被邊緣化團體，特別是少數族群的代表性，以維護其利益與價值，這是

當代民主政治的研究者與實踐者必需面對的重要議題。 

 

以往政治學者大多由憲政體制角度，來討論如何緩解分歧社會中的族群潛在

衝突與爭議問題。憲政體制的角度又可區分為選舉制度、政府體制以及分權三個

層面。選舉制度層面著眼能夠鼓勵族群和諧的選舉制度的設計與改良，例如單一

選區下的替代式投票制（Alternative Vote, AV）與複數選區下的單記可讓渡投

票制（Single Transferable Vote, STV），能使候選人的勝選或連任機率從根本

上受到各族群的制約，進而不得不照顧各族群的福祉，從而慢慢地拉近族群間的

鴻溝或隔閡，最後促進族群和諧（Reilly, 2001；吳親恩，2007）。政府體制層

面針對總統制或內閣制在不同政治情境下有利（或不利）於族群和諧的條件，例

如總統制較內閣制不利於族群融合，因為在總統制下，行政權為總統（及其所代

表的政黨與族群）所有，而在內閣制下，由於有聯合內閣的可能，各個族群、政

黨可以分享行政權，因此比較有利於族群和諧（Horowitz, 2002；吳親恩、李鳳

玉，2004）。分權層面探討各種分權形式的意義及對於族群的影響，例如地區性

分權是指在國家內部劃分不同區域，推動區域之中的族群自治；團體性分權指是

賦予某種族群在文化上或政治上的權利，或實質性的資格權益支出（substantive 

entitlement），甚至賦予其可對於不利族群之政策的否決權；強化行政機關對於

立法機關的水平課責（horizontal accountability），使立法機關可有效地抑阻

行政機關訴諸多數主導，而不利少數族群的作為（Luckham et al., 2003）。然

而，長久以來無論是國內外政治學界，卻鮮少由公共行政的角度，探討文官體制

的設計與族群潛在衝突與爭議的調和兩者之間的關係（Esman, 1997: 527）。 

 

在我國民主化歷程之中，除了為促進族群和諧，進行上述憲政體制中分權制

度設計或調整，更強調在文官體制中設置以族群為基礎的代表性行政機關

（representative bureaucracy）（以下簡稱族群型代表性行政機關），14執行相

                                                 
14 公共行政學界在探究行政體系與民主政治之間相容性的議題上，「代表性文官體系理論」（the 

theory of representative bureaucracy）占有重要的地位。該理論指出文官體系的人力組成

結構（如政治、經濟、社會等特徵）應該具備社會人口的組成特性，如此才能充分地代表社會

上各類人員的利益，反應出各類人員的偏好與意見。在本文中，延伸應用此一理論，所謂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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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政策來緩解族群政治中的潛在衝突與爭議，例如立法院在 1996 年審議通過行

政院原住民委員會組織條例，行政院並在同年正式成立行政院原住民委員會（簡

稱原民會），專責統籌規劃原住民事務，成為我國第一個中央政府層級的族群型

代表性行政機關（2002 年立法院審議通過行政院原住民委員會組織條例部分條

文修正案，將原委會名稱更改行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賦予此代表性行政機關更

為特殊的使命）。2000 年政黨輪替之後，立法院在 2001 年審議通過行政院客家

委員會組織條例，行政院也在同年正式成立行政院客家委員會（簡稱客委會），

成為我國第二個中央政府層級的族群型代表性行政機關。其間雖歷次多次組織精

簡方案的檢討，此種族群型代表性行政機關卻由中央政府至地方政府，一再設置

且持續存在，其理由與影響值得深入研究。 

 本文的研究目的是分析：一、我國政治決策者為何會使用族群型代表性行政

機關，作為解決族群政治之潛在衝突與爭議的制度選擇？二、此種制度選擇將對

於我國的文官體制產生何種影響？前者的研究重心是解釋在台灣溫和分歧社會

之中，為何在中央政府設置族群型代表性行政機關，如客委會與原民會來緩解族

群潛在衝突與爭議，保障少數族群的理由，也進一步思索即便此種代表性行政機

關受到輿論與學術的負面批評，為何還是被採用並持續存在的原因。後者的研究

焦點是我國中央政府設置此種族群型代表性行政機關，如客委會與原民會如何影

響文官體制的核心價值的競逐與平衡，並進而影響文官體制的政策制定及執行。

第一個研究問題假定有關設置或調整文官體制的制度選擇，乃是反映外在環境因

素的壓力。因此，文官體制是「受造物」。本文運用新制度論的理性抉擇研究途

徑（rational choice approach）來建立論述體系，認為我國中央政府中客委會

與原民會的設置，乃是在特殊的制度安排與時空背景之下，由立法委員、政務官

員以及族群菁英，仔細盤算自身的利弊得失之後理性抉擇的結果。第二個研究問

題假定文官體制擁有一定程度的裁量權力（discretion），文官體制本身的價值

                                                                                                                                            
性行政機關乃指行政機關的組成，乃依據社會中某些代表人群特色之部門（sector）的價值與

利益，而具有政策制定與政策執行的功能。廣義而言，現今我國中央政府層級的代表性行政機

關，可依部門的價值與益大致區分為四種類型：一、以性別為基礎的代表性行政機關，例如行

政院婦女權益促進委員會；二、以職業為基礎的代表性行政機關，例如行政院農業委員會；三、

以特殊工作經驗為基礎的代表性行政機關，例如行政院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四、以族

群為基礎的代表性行政機關，例如原民會與客委會等四類。四者之設立與運作皆反映不同的意

識型態以及價值功能取向，本文聚焦探討最後一種類型。典型的族群型代表性行政機關是為了

擴大族群的政治參與，以及提昇社會對於少數族群的包容力而設立，這是一種需求導向的

（demand-driven）族群型代表性行政機關，例如加拿大魁北克省的法語族群（Francophone）

的代表性行政機關。然而，也有些國家在某些政策領域或地區，設立族群型代表性行政機關的

主要原因是避免少數族群的政治參與威脅國家或現存政體，這些制度的設置往往較少有少數族

群涉入，少數族群也在相當有限的範疇之內表達政治價值或利益。在這些政策領域或地區之

中，少數族群雖擁有某些特權，但政府並不鼓勵培養族群認同，國家只有在認定為「安全」範

疇之內容許少數族群進行參與。這是一種供給導向的（supply-driven）政治制度。參見Joireman, 

2007: 252-261；余致力，2007；孫煒，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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便可以影響其決策。因此，文官體制也是「行動者」。本文運用官僚政治研究途

徑（bureaucratic politics approach）來建立論述體系，認為我國中央政府內

部客委會與原民會的設置之後，將改變現行文官體制的價值的平衡，使得族群型

代表性行政機關具有實質的制定政策，甚至執行政策的權力。 

 為了回答本文的研究問題，達成研究目的，本文將以下列各節依序進行分

析：第貳節建立一個概念分析架構，用以指出我國影響文官體制緩解族群潛在衝

突與爭議的各種外在因素與內部價值，並探討如何以理性選擇研究途徑來解釋文

官體制的制度選擇，以及由官僚政治研究途徑來分析文官制度選擇。第参節討論

我國文官體制進行制度選擇的系絡因素，由我國族群政治，憲政改革以及政府改

造的意義與發展，思考在民主化中政治決策者在諸多緩解族群潛在衝突與爭議的

制度選項之中，選擇設置族群型代表性行政機關的理由，並討論我國族群政治的

性質，以及原民會與客委會的設置背景。第肆節討論文官體制核心價值的意義，

並分析設置族群型代表性行政機關所引發的價值變遷以及產生的實質影響。第陸

結為結語，依據上述各節的論述，本文提出對於我國文官體制中族群型代表性行

政機關的政策建言，並對台灣族群政治中的爭議進一步深入思考。 

一、計畫之執行概況： 

1.第一個月至第三個月 
本計畫從四月一日起正式執行，一至三月的工作為撰寫修訂計畫內容。 
2.第四個月至第六個月 
1.文獻資料蒐集 。 
2.相關理論文獻之建檔。 
3.深入訪談對象之調查與聯繫。  
4.訪談題綱製作 
3.第七個月至十一個月 
1.調查台灣族群政治形成與文官價值及制度選擇的發展狀況。 
2.實地觀察與進行資料收集。 
3.資料的整理與閱讀。 
4.訪談行政院客家委員會的相關人士。 
二、預算支用情形： 
請見總計畫支出明細表。 

 

貳、分析架構與理論基礎 

 

為了達成研究目的，本文首先建立一個分析台灣族群政治中文官體制進行制

度選擇的概念架構。此一分析架構植基於以下三個基本假定：一、在民主政治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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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種文官價值的競逐與平衡乃是回應治理問題的結果，而一個分歧社會主要治理

問題來自於族群政治的潛在衝突與爭議；二、民主政治中族群政治的潛在衝突與

爭議反映在憲政體制的改革，而憲法中權力配置規則的改變，將導致政府組織結

構的調整，進一步改變文官體制的價值；三、在民主政治中文官體制的價值變遷，

將影響相關政策的制定與執行。 

 

以下進一步解析這三項基本假定的意涵。善治（good governance）是當代

民主政治追求的理想治理狀態。善治的規範性意涵隨著每一個國家特殊的歷史脈

絡以及政經社文結構而有不同的詮釋，但普世的善治意義不外乎是指使公共利益

最大化的社會管理過程，具體要素包含合法性、法治、透明性、責任性、回應、

效率、參與、穩定、廉潔、公正等等社會價值（關健編，2006：46-47）。然而，

一個具備專業能力的、反映多元需求的以及回應民意政治的文官體制，確實是當

代民主國家達成善治的必要條件。實際上，當代民主國家都面臨或多或少的治理

問題，特別是民族國家（nation-state）內部族群政治的潛在衝突與爭議，往往

成為攸關國家安全、社會和諧以及人民福祉的關鍵因素。若政府決策當局處理失

當，不但無法達成善治的理想，基至可能遭致統治正當性的存亡危機。文官體制

便是政府決策當局處理有關族群政治的治理問題的機制。然而，另一方面，文官

體制也具備本身固有的價值體系。雖然文官價值可能隨著外在主要的治理因素的

變遷有所調整，但只有符合文官體制的核心價值的決策，才可能被文官體制確實

地執行（Mengistu & Vogel, 2006: 207）。 

 

民主政治的文官體制隸屬於國家決策機構（例如美國的總統、國會與司法三

權）之下，運用裁量權，遵循憲政原則，以實現公共利益為目標（Rohr, 1998: 

87-89）。就此一意義而言，文官體制的核心價值可以區分為中立性、代表性以及

政務領導三者，15
亦即一個理念型的文官體制應當基於專業能力的中立地位追求

公共利益，也能反映社會中各種部的價值與利益，還應服從民主政治運作下，具

備多數正當性之政府決策當局的政務領導。文官體制必須因應來自外部系絡在常

態中的各種壓力，方能平衡這三種本質上即存在著衝突的核心價值。族群政治的

壓力經常是透過憲法的安排，調和各個族群的價值與利益上的要求，由於憲法的

安排涉及國家資源的配置規則的設立與更動，將表現在與族群相關制度的選擇之

上，成為改造政府組織的依據。一旦基於族群政治的政府改造完成，文官體制的

核心價值也就隨之變遷，由衝突中取得平衡，而在新的政府組織之下，文官體制

將經由新的制度運作，執行符合族群政治規範的相關政策，以新的利益與價值的

配置規則，追求民主政治的善治理想。本文將以上論述設計為一個分析在族群政

治、憲政改革與政府改造的系絡因素之下，文官體制平衡中立性、代表性以及政

務領導三項核心價值，所作制度選擇的架構。如圖一： 

                                                 
15 文官體制的三項核心價值及其間的關係，最早由 Herbert Kaufman（1956）提出，本文於第肆

節之中將深入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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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料來源：作者自製 

 

在此一分析架構的論述中，本文採取新制度論的理性抉擇研究途徑，強調只

有深入了解政治決策者的理性計算，才能較為完整地理解在我國民主化之中，經

由憲政改革與政府改造，解決族群政治潛在衝突與爭議的制度選擇。理性抉擇研

究途徑一般多用於解釋經濟現象，用來研究族群現象則起步較晚，研究成果也不

多見。採用此種研究研究途徑解釋族群政治的時候，偏重於特殊族群在政治、經

濟等各方面處於劣勢，強調為了爭取政治和經濟上的權利，所表現出來的選擇行

為。它的特色是雖然源自「個體」的選擇，但是最後的行為表現，卻是一種強調

「集體」的選擇，而且所著重的與在經濟學領域所顯示的一樣，是人們為了自身

的「最大化利益」所做出的選擇（巫達，2006：114-115）。 

 

深入言之，以新制度論的理性抉擇研究途徑，分析政治決策者對於文官體制

的制度選擇，包含「制度」與「理性」兩個層面。就制度層面而言，制度論在社

會科學中起源甚早，而近年再度被廣泛運用。制度論的基本假定是「制度」可以

透過強化各種「誘因」影響「行為」；不同的制度提供不同的誘因，因而導致了

不同的行為選擇。在當前新制度論的研究領域之中，對於制度影響行為的觀點存

有不同的看法，而形成不同的次級研究途徑。例如，強調理性的個人會根據自身

之目的，而設計制度的誘因機制，進而改變其他人行為的理性新制度研究途徑

（rational new institutional approach）；相對地，強調歷史路徑侷限了制度

     
 
     制度選擇 

 立法者 
 政務官員 
 選民 

中立性 政務領導 

代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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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發展，因而誘因機制少有調整空間的歷史新制度研究途徑（historical new 

institutional approach）等等。調和這些基於不同假定的新制度論研究途徑的

看法是：理性的個人固然可以設計制度來影響他人的行為，但也有一定的限制

（Shih, 2007: 267）。運用此一觀點至本文的研究之中，可知政治決策者在針對

文官體制進行制度選擇，以解決族群政治的潛在衝突與爭議之時，固然可以根據

自身的價值與利益進行決策，但也必須考量外在的系絡因素，特別是一國的歷史

脈絡與社會文化中發展出的憲政體制以及政府改造的經驗。 

 

根據理性抉擇研究途徑，文官體制是由一群理性的政治決策者有目的行動之

下的產物，這群影響文官體制的決策者包括經由選舉產生的立法者（即我國的立

法委員）、經由政治任命的行政者（即我國的政務官員）以及擁有投票權與可能

採取集體行動影響立法者與行政者之決策的選民（Horn, 1995: 7-39）。深入言

之，理性決策者在斟酌調整文官體制，來解決族群政治的潛在衝突與爭議時的「利

益最大化」，即是在進行制度選擇時，考量四種交易成本：一、決策成本：在設

立制度之時，立法者達成協議所花費的時間與努力，以及受此制度影響的選民利

益在之後的執行或行政上所需投注的時間與努力。二、承諾成本：在設立制度之

後，立法者是否有能力修訂或廢止制度，來影響制度利益的持久性。三、代理成

本：在設立制度之後，行政者服從立法者的原來意旨，以實現立法者預期利益的

能力。四、不確定成本：在設立制度之後，受到此制度所影響的選民確定其真正

受到影響的程度。若選民難以確定制度的影響程度，則對立法者而言，不確定的

成本就較高。16調整文官體制的決策者所採用的決策標準，是在各種制度安排的

選項之中，選擇交易成本較低者，亦即決策者以個人自利為考量，權衡制度選擇

的利弊得失，而作出理性的判斷。進一步而言，調整文官體制的各種決策者彼此

之間從事著「交易」活動：立法者希望獲得選民的支持繼續連任；行政者希望獲

得立法者的支持以達成政策目標；選民則希望透政策的制定與執行而獲得利益以

及反映價值。因此，理性抉擇的制度選擇觀點的討論重心就是影響誰在制度選擇

之中，獲得利益或付出成本（總體而言即是交易成本）的因素。  

 

 總結言之，文官體制的調整與設置，都可以被解釋為由立法者、行政者與選

民等政治決策者所形成的行動聯盟（enacting coalition），在權力競逐的情境

之下，調和並壓低各種交易成本的結果（Horn, 1995: 5）。當然，由立法者、行

政者與選民形成的行動聯盟，並非是在孤立隔絕地在純粹理性考量之下，進行文

官體制的制度選擇，而是鑲嵌在一個國家特殊歷史脈絡與政治、經濟、社會、文

化所形成的外在系絡之中從事決策。更重要的是文官體制的制度選擇還與一國的

                                                 
16 基本上，這四種成本皆是以立法者的利害為考量重心，此因當代民主政治大都採用代議政體，

即選民經普選選出立法者代表其價值與利益，並監督行政者履行政見。因此，立法者的利害是

理性抉擇的制度選擇觀點的計算基準，可知此一研究途徑也特別適用於由立法者構成的國會所

主導的制度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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憲政體制的類型及其運作，以及政府為提升國家競爭力從事的政府改造工程有

關。就更深層的意涵而言，憲政改革是對於國家定位重新思考之後，所進行的整

體政經資源分配規則的變遷，主要目的是與外在的社會文化因素相互調適，增進

代表國家的統治結構，也就是政府的統治正當性，以積累持續執政的能量。政府

改造則是依據憲政改革之後新的政經資源分配規則，調整國家統治結構的相關組

織制度，主要目的是設置新的或調整既存的文官體制，以配合社會文化因素的變

化。然就理性選擇的角度來看，政府改造不僅是一項實質性的行政工作，也是一

種象徵性的政治宣示，政治決策者以及利害相關係人可由政府改造中得到利益：

民選首長可由此獲得革新的美名；政務官員可由此攫取額外的政治任命職位（當

然也可以失去職位，端視政治角力的結果）；文官體制可由此擴充管轄領域與相

關資源（這也涉及文官體制本身的實力與官僚政治的運作）；國會議員可由此取

得制衡行政權的機會；社會菁英與利益團體可由此取得涉入相關政策制定與執行

過程的契機。因此，當代各國推動政府改造往往表現成長時期、大規模、多層面

的過程，而非階段性的個案。職是之故，新興民主國家的民主化的憲政改革是

「體」，政府改造是「用」，兩者互為表裡，共同回應來自社會文化的需求。在具

有族群潛在衝突與爭議的分歧社會中，族群的需求將以族群政治的形式展現。族

群政治是將族群特質（ethnicity）予以政治化的現象，包括在多元族群社會中，

族群身分的界定、族群意識的產生與發展以及族群身分和族群意識的政治表現

（陳文俊，1997：14）。由此可知，文官體制之制度選擇的因素極為複雜，乃是

揉合理性與感性、法制與規範、當代與歷史、實質與象徵、衝突與吸納等諸多層

面交互辯證中形成，實在無法歸因於單一（或特定）模式所能完整解釋。 

 

理性抉擇研究途徑提供了一個有用的視角，來解釋一群政治決策者針對文官

體制進行的制度選擇，但也可能過於簡化了實際的政府決策。當代文官體制因擁

有大量的專業、資訊、裁量空間以及社會地位等種種資源，其權力逐漸擴充，而

出現了實際從事權威性價值分配的官僚政治（bureaucratic politics）的現象，

甚至發展成為行政國家（administrative state）。相較於其他國家機關如立法、

司法，文官體制擁有的大量資源，使其漸成為政權穩定的中堅力量，進而擁有更

為獨立的政治權力。一般民主國家的民選官員以及民選機關，對於文官體制由上

而下的政治控制愈來愈不容易落實。根據官僚政治理論，政府決策固然是各種決

策者之間拔河（pulling and hauling）及議價的副產品（byproduct）（Allison, 

1971: 6）。然而，大多數政府決策主要是在文官體制中進行，主要決策者所掌握

的資訊、所考量的選項以及政策執行的效率，都受到文官體制的巨大影響。由於

決策者進行議價所依據的資訊，大多由文官體制來蒐集與分析，因此決策者考量

的選項就受到了文官體制的侷限。此外，選項也是文官體制既有文化

（established culture）的產物，通常反映文官體制本身的目標與標準，更重

要的是在政府決策制定之後，執行政策的也是文官體制。因此，文官體制因時、

因地制宜的裁量權限，也導致文官體制擁有實際的制定政策權力。這種官僚支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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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reaucratic dominance）的現象可能偏離，甚至扭曲了決策者的始意，有違

民主政治的精神。現代社會容易形成官僚支配現象的理由如下（Huber & Shipan, 

2002: 19-20）：一為文官體制擁有的專業知識，特別是技術能力，使得民選官員

無力完全監督，而予以文官可能背離民選官員偏好的機會；二為現代政府管轄範

圍過大，且社會事務過於複雜，民選官員面對大量的公共資訊產生政府超載

（government overload）現象，也不得不將政策制定權力委由文官體制代理；

三為由於文官相較於民選官員更為了解服務（管制）對象的特性，更能因地制宜

地採取有效手段實際解決公共問題，自然文官體制就逐漸掌握了制定政策權力；

四為某些國家的文化氛圍之中就有賦予文官體制實際政策制定權力的傳統，如法

國，或是特殊的文官體制內部產生制定政策的需求，以解決外在利益團體的衝

突，也是造成官僚支配的因素。 

 

一般而言，常任文官「相信組織的健全攸關國家的利益，而健全的組織則有

賴於該組織維持影響力、履行組織的任務、並確保該組職所必要的能力。基於履

行任務與確保能力兩項因素，會驅使組織盡力維護自主性及士氣，並維護組織的

本質，維持或進一步擴充該組織的角色與任務，並且全力維護或爭取增加預算」

（Allison & Halperin, 1972: 48）。因此，文官體制將不斷地擴大其勢力範圍。

文官體制欲擴大勢力範圍，不僅在具體有形的預算、人事、管轄等方面，文官價

值（意識型態）也是官僚政治的核心要素，文官體制中不同的行政機關具有不同

的觀點，就有不同的處理議題的優先順序（Wu, 2005: 15）。特別是文官體制一

經設置之後，即在文官價值的趨使之下，傾向持續擴大資源規模與管理範疇，與

服務（管制）對象形成夥伴關係，聯手解決公共問題，甚至共謀互惠。文官體制

試圖擴大其管轄範疇，穩定其資源基礎，強化其網絡關係，落實其核心價值的最

適方法，就是將文官體制的組成結構重新調整，將範疇、資源、關係與價值予以

制度化，賦予其正當性。更值得注意的是：在此制度化的過程中，形成文官體制

中組織型態分殊化的現象，即行政機關強調不同的文官價值而形成不同的組織型

態（Meier & O＇Toole，2006：122）。總結言之，近年全球性政府改造可由兩方

面加以觀察：政府改造固然是文官體制因應外部環境壓的調適過程，但另一方

面，政府改造也是文官體制持續制度化自身政經價值與利益的結果。職是之故，

民主國家的文官體制不僅是外在政治決策者的理性「受造物」，文官體制本身也

是主動追求價值，爭取資源的「行動者」。 

 

參、我國族群政治下文官制度選擇的系絡因素及其過程 

 

 一般而言，在族群身分界定之後，意識到本身所屬的族群與其他族群的關

係，以及自身所認同的族群在社會和政治結構中的地位；繼而產生的族群意識將

影響政黨支持、國家認同等政治態度與行為（吳乃德，1993：28）。當此族群的

政治表現足以引起政治決策者的關注，也可能經由設置新的或調整既存的文官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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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制定與執行代表族群價值與利益的政策，以緩解可能發生的族群潛在衝突與

爭議。 

 

在 1980 年代與 1990 年代前期，全球發生民主化的第三波潮流，趨使許多威

權獨裁國家面對來自國內與國際的壓力，必須接受民主政治的價值，採用民主政

治的制度。此種民主化運動對於原來具有族群潛在衝突與爭議的分歧社會具有深

刻的影響，可以分為三個層面討論：一是強化族群意識：民主化促使族群成員發

展出集體歷史、相同命運的利害與共感受，這種想像共同體的感受一方面可以發

展出國族認同（national identity），進而形塑新的民族主義。但另一方面，它

也可能引發族群消失的恐懼（fear of extinction），特別是在政治上或經濟上

較為弱勢的族群，憂心自身的文化特色無法在多元族群競爭的社會中獲得彰顯，

甚至逐漸消失（Horowitz, 1985: 175-182）。二是產生本土化（indigenousness）：

民主化採用了擴大人民參與的各種機制，也使社會中基層民眾的價值、意見與利

益獲得較大的表述空間。此點表現在族群層面，就是社會中人數較多，社經地位

較優勢的族群，往往被賦予了推動民主化的使命，此族群的領導可能也根據此使

命，宣稱此族群在本土社會中的主體性與支配性，並以此爭取更多政治資源

（Shoup, 2008: 33-34）。三是形成族群菁英：在分歧社會的民主化中，政府必

須要面對如何去界定族群邊界、區隔族群類型的問題，政府處理這個具有高度政

治色彩的問題：究竟是那些人因其族群身分，得以在社會價值的權威性分配中得

到更多的資源？因此，在族群政治的運作中，可能產生一個代表族群的團體即族

群菁英，與政府之間進行議價（brokerage），經由制定相關政策，確立制度化的

族群界限，更賦予族群菁英一定程度的政經利益。對於族群菁英而言，一方面要

堅持族群文化的獨特性，並宣稱族群政經地位的傳承不可侵犯，另一方面也要建

立政治聯盟關係，以鞏固本身的政治優勢立場，籍以改善以往所屬族群的弱勢地

位。因此，族群政治往往造就了新的政經與文官菁英（Rata, 2006）。 

 

以上所述民主化對於原來存在多元族群的分歧社會，可能將成為族群衝突的來

源，亦即如果優勢族群在國族建立的過程中，展現出排他性的企圖或作

為，相對弱勢的族群自然地將產生疑慮，進而更強化本身的族群意識，此

舉勢將激化族群之間的緊張關係，反而不利於國族目標的達成。就實際經

驗而言，一個多元族群的國家，在從威權體制過渡到民主體制的轉型中，

也往往比穩定的威權體制國家或自由民主國家更容易爆發暴力衝突，這是

因為在缺乏自由民主傳統的社會中，貿然引進言論自由或選舉競爭等制

度，反而會誘使政治人物動員族群，激化族群之間的矛盾對立。很多轉型

國家往往在經歷族群騷亂之後，不再往自由民主的方向發展，而是倒退一

步成為一個結合民主與威權的混合政體，諸如馬來西亞、新加坡、印尼等

國，表面上都持續遵行西方的民主制度，採納西方流行的多元文化主義

（multiculturalism）政策。不過在實際操作上，政府總是有辦法使選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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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果有利於優勢族群，或以各種方法排除少數族群於政治決策過程之外。

因此，這些國家採取的所謂的「多元文化族群政策」，也與西方為促進族

群平等和諧的精神大異其趣（孫采薇，2004：59-60）。職是之故，如何

透過民主制度的設計，落實在民主化過程中多元族群的價值與益，這一個

分歧社會的新興民主國家必須解決的問題。 

 

一般咸認台灣的民主化，是由 1987 年解嚴前後開始啟動，歷經自由化、民主轉

型，以及民主鞏固各個階段，迄今仍然持續深化中。其中最主要的特徵之

一就是植基於台灣基層的社會力，由下而上地經由民主制度，諸如普遍公

平的選舉、代表性較高的國會、言論自由的媒體等等，影響了從事社會價

值權威性分配的政治機構，促成了國民黨威權體制的轉型。而在社會力之

中，存在已久卻又刻意隱諱壓抑的族群政治也逐漸浮上檯面，成為民主化

之中一項不應忽視因素。當代台灣族群研究者引入了西方研究文獻ethnic 

group概念中的人群分類觀點，「包含族群分類的標準及意識、理想的族

群關係，而逐漸產生一種性質迥異的新人群分類想像」（王甫昌，2008：

91）。依據此一概念，當代台灣社會中的族群具有「可變」、「流動」的

性質，其特色如下：一、族群並非等同於原初性（primordial）集團，而

是社會變遷過程的產物。二、族群認同的強化是一種維持其界限之現象，

同時也具有鞏固其界限之功能。三、族群的形成是人為的建構，所以傳統

族群在近代社會變遷與競爭之下經常會被重新界定（何義麟，2006：195）。

由此一意涵可知台灣多元族群社會是在特殊的歷史脈絡之中，由競爭、對

立的社會關係中建構出的身分認同，現今台灣族群分類依據人口多寡依序

分為閩南人、客家人、外省人以及原住民族等四大族群，
17各具有可以彼

此區隔的族群身分、族群意識與政治表現，展現出台灣族群政治的特色。

目前在台灣民主化的學術研究中，大多認為民主化是族群政治的系絡因

素，亦即「民主化是因，族群政治是果」。18根據前節本文設計的分析架

構，解釋在台灣族群政治中緩解族群潛在衝突與爭議的文官體制的制度選

擇，應置於憲政改革與政府改造所構成的民主化系絡之中進行探討。 

                                                 
17 事實上，這個「四大族群說」尚有斟酌的空間，因為從血緣及文化傳統而言，所謂閩南人、外

省人、客家人都出自同一個民族，原住民族則是另外一個民族。從日常使用語言及生活習慣來

看，雖彷彿有四種不同的群體，但是群體與群體之間的滲透性極高，語言及生活習慣似乎都不

足以成為區隔族群的最終根據。因此，這個台灣族群間的差異，可以說是「部分根據客觀基礎，

部分出於主觀想像」的結果。不過由於目前這個分法已廣為社會接受，並且也還具備一定程度

的辨識力，因此在可見的未來台灣社會還可能會繼續採用。此外，台灣近年有大量的婚姻移民

（marriage migrant），但不在本文探討之列。本文對於台灣各族群之稱謂皆依現今習俗，並

無價值取向。參見江宜樺，1997。 
18 另有學者認為族群概念所帶來的觀念轉化也是台灣民主化能夠發生的重要原因之一，不過主

要影響較為侷限於民主化的若干層面，如國會全面改選。參見王甫昌，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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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憲政改革的角度而言，在民主轉型階段，國民黨當局在面臨國內外對其威

權統治的壓力時，也同時面臨了黨內保守勢力的反彈。國民黨以增修條文的方式

修憲，試圖調整社會價值權威性分配的基本規則，來擴大國民黨當局的社會基

礎。為了尋求反對黨及一般大眾的支持，族群議題也成為了歷次修憲的一個環

節。在憲法的本文之中，缺乏當代族群的概念，且與台灣的現況背離，而以是保

障邊疆地區各民族的政府代表、地位與基本福祉權益為主。19在歷次修憲中，除

了國民大會代表與立法委員，涉及台灣少數族群名額的規定外，有關少數族群的

定位、權益與政策的部分如下： 

 

一、第二次中華民國憲法增修條文（1992）第十八條第六項 

 

國家對於自由地區山胞之地位及政治參與，應予保障；對其教育文化、社會

福利及經濟事業，應予扶助並促其發展。對於金門、馬祖地區人民亦同。 

 

此次修憲修文不但以偏差字眼稱呼少數族群，不脫傳統社會的刻版印象，忽視了

台灣多元族群共存的社會現實。此外，也將少數族群視為偏遠地區相似的議題處

理，也無視於台灣族群政治的特殊性質。 

 

二、第三次中華民國憲法增修條文（1994）第九條第七項 

 

國家對於自由地區原住民之地位及政治參與，應予保障；對其教育文化、社

會福利及經濟事業，應予扶助並促其發展。對於金門、馬祖地區人民亦同。 

 

此次修憲修文反映原住民族運動成功發展出「泛台灣原住民族」的族群意識，並

獲得憲法層次的回應，首度將「原住民」的名稱置於憲法增修條文之中（張嘉尹，

2005：25）。 

 

三、第四次中華民國憲法增修條文（1997）第十條第九項、第十項 

 

國家肯定多元文化，並積極維護發展原住民族語言及文化。 

 

國家應依民族意願，保障原住民族之地位及政治參與，並對其教育文化、交

通水利、衛生醫療、經濟土地及社會福利事業予以保障扶助並促其發展，

其辦法另以法律定之。對於金門、馬祖地區人民亦同。 

 

                                                 
19 在憲法本文中，第5條（總綱）、第7條（人民之權利與義務）、第26、64、91條（參政權）、

第168、169條（基本國策－邊疆地區）含有民族平等的宣示性意義。參見張國聖，2005：100。 

http://zh.wikisource.org/w/index.php?title=%E4%B8%AD%E8%8F%AF%E6%B0%91%E5%9C%8B%E6%86%B2%E6%B3%95%E5%A2%9E%E4%BF%AE%E6%A2%9D%E6%96%87&variant=zh-tw�
http://zh.wikisource.org/w/index.php?title=%E4%B8%AD%E8%8F%AF%E6%B0%91%E5%9C%8B%E6%86%B2%E6%B3%95%E5%A2%9E%E4%BF%AE%E6%A2%9D%E6%96%87&variant=zh-tw�
http://zh.wikisource.org/w/index.php?title=%E4%B8%AD%E8%8F%AF%E6%B0%91%E5%9C%8B%E6%86%B2%E6%B3%95%E5%A2%9E%E4%BF%AE%E6%A2%9D%E6%96%87&variant=zh-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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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次修憲在 1997 年由第三屆國民大會通過，由於國民黨得票率只有 55%，喪

失了過去三次修憲所擁有的主控權，必須與其他政黨合作，方能超越修憲的四分

之三門檻。此次修憲是國民黨與民進黨首次合作修憲（張嘉尹，2006：9），因此

將當時台灣在野勢力的觀點與價值，部分地反映在此次修憲條文之中，特別是少

數族群的地位終獲憲法承認，對於台灣族群政治的發展深具意義。首先、在國家

根本大法之中，強調國家接受了多元文化論的基本精神，也就是國家肯認

（recognize）不同族群之間的差異性，並賦予一定的政治地位，來表達其價值

或代表其利益。這意味著當一個群體被認定為族群之後，國家就面對如何將此一

群體的價值與利益包含在國家的政治功能之內，其中設立代表族群的行政機關及

相關政治制度，就成為一項制度選擇。現今回顧我國整體的修憲過程，雖然族群

議題並非占有關鍵地位，仍不絕於縷地出現在歷次的修憲條文之中，突顯了族群

議題在民主化中的重要性。此次修憲條文中對於台灣少數族群權利與地位的確認

與保障，成為其後在政府改造中設置族群型代表性行政機關，以及制定相關公共

政策的正當性依據。 

 

值得注意的是：在一九九七年第四次修憲之後，確立我國總統、行政院與立

法院三個機關各自獨立具有實質權力而又彼此影響，中央政府體制朝向半總統制

（semi-presidentialism）方向發展（鍾國允，2006）。半總統制是「一種擁有

著普選產生任期固定的總統，且總理及其內閣向立法機關負責的政體」（Elgie, 

2007: 10）。基於半總統制是總統、總理與國會共享憲政權力的特徵下，兩種典

型民主政體的弱點：總統制的「分立政府」與「強勢總統」或內閤制的「少數政

府」都有可能在半總統制中出現（沈有忠，2004：124）。我國 2000 年政權輪替

之後，總統有權任命行政院長，而不需立法院同意，也間接地經由行政院長控制

了行政權，如此一來，總統已經成為權力核心。另一方面，立法院雖遭修憲弱化

但尚有一定的權限。然而，總統與立法院的多數席次政黨並不一致，而且在 2001

年立法院改選之後出現四個主要政黨皆無法過半的國會生態（其中國民黨與親民

黨，以及民進黨與台聯雖經常依政策議題形成策略同盟，但互信基礎似乎不足），

其代價是行政與立法兩權關係的高度緊張，引發了政治僵局與政策停滯。因為行

政院長的任命並無需立法院同意，且總統所任命的行政院長的所屬政黨或政治聯

盟，在立法院中無法佔有實質多數，使得占有立法院實質多數的在野黨認為無法

有效地制定對其有利的公共政策（孫煒，2008：135-139）。在這種政治情勢下，

族群型代表性行政機關就成為主導立法院的在野黨，以族群議題向行政院「爭

權」，發揮政策影響力的方式。 

 

就政府改造的角度而言，在 1980 年代之後，為了改進文官體制的缺陷、面

對全球化與資訊化的挑戰、迎接知識經濟時代的來臨、以及擺脫財政困境與提高

政府效率，西方民主國家相繼採取了政府改造運動。此一運動以改革傳統文官體

制為基礎的政府運作模式作為主軸，引入市場競爭機制，來提高政府治理的水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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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強化公共服務的品質。這場各國改造形式雖有不同，但本質上仍有共通之處的

潮流，稱之為新公共管理（New Public Management）（Hood, 1991；陳振明，2003：

3），在我國也成為公共行政的實務界與學術界的取法典範以及研究標的。近年我

國政府改造的發紉，當是依據 1996 年國發會的結論，對於中央政府的組織與體

制進行改革，以解決行政院組織法的缺失，接下來 1998 年由行政院推動的「政

府再造運動」，以及 2002 年由總統府改造委員會通過的「行政院組織改造的目標

與原則」，在廣度及深度上，超過我國行政革新史上任何一次的的政府改造運動 

（朱愛群，2005）。在這場橫跨 2000 年政黨輪替的政府改造運動中，調整中央行

政機關的規模，也就是精簡行政院暨所屬機關組織始終是首要目標（行政院研究

發展考核委員會，2000：3）。然而，由於台灣歷史傳統、憲政傳統、以及政經社

文化系絡的特殊性，我國的政府改造運動，相較根源於英、美、澳、紐等西方民

主國家的新公共管理，更有著民主轉型的意涵。在我國民主轉型的系絡之中，存

在著一項至關重要卻又極其敏感的議題：族群意識，深刻地影響政府改造的實際

運作。因此，一種以反映族群價值與利益的代表性行政機關如原委會與客委會，

在行政院組織再造總量管制策略之中創置。20 

 

總結言之，台灣在 1990 年代啟動的憲政改革與政府改造，提供了設立族群

型代表性行政機關的制度系絡，也就是說，原民會與客委會是在我國憲政改革提

供的國家定位變遷之中，取得政府承認多元文化的正當性，並在政府改造提供的

行政組織調整之中，獲取政府設立族群型代表性行政機關的機會。根據上述我國

修憲修文，此種族群型代表性行政機關在法律上的正當性上固無疑問，但就政府

改造的實質精神而言，卻有違於行政組織的精簡原則。因此，其社會正當性偶遭

質疑，若干批評觀點質疑此種族群型代表性行政機關是否因政治目的（選票）而

設立？此種作法是否象徵少數族群的政策「特惠」？甚至認為此種代表性行政機

關的設立與運作可能加深台灣內部的族群意識甚至衝突（楊泰順，2005）。另一

方面，卻也有意見認為此種行政機關對於少數族群的保障還「明顯不夠周延」（施

正鋒，1998）。無論如何，此種族群型代表性行政機關雖歷經多次行政組織精簡

方案的討論，卻一再出現且持續存在，始終巍然穩立。 

 

在現階段我國憲政體制與政府改造的系絡之中，為了解決族群政治的潛在衝

突與爭議，政治決策者調整文官體制的制度選擇的選項可能有以下三項：一、改

組蒙藏委員會為少數民族委員會。二、設置新的少數民族委員會。三、設置族群

型代表性行政機關。就表面來看，在既存行政結構中改組蒙藏委員會為少數民族

委員會似乎可行性較高，此因蒙藏委員會的社會正當性，因我國國家認同的改變

而遭到質疑，正可藉此改組重新取得適當的機關定位。然而，行政結構的改組牽

                                                 
20 事實上，早在1996 年的國家發展會議總結報告的共識中，就可以看出我國政府改造走向「總

量管制」的改造策略（cap strategy），甚至後來在1997 年的第四次修憲當中，將這總量管

制的概念，明定在憲法增修條文之中。參見陳敦源、林靜玟，200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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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到文官體制內部資源的重新分配，既存行政機關的價值與利益早已根深蒂固，

難以撼動，而且改組並不意味擴大文官體制的管轄範圍，財務預算與人事職缺也

不必然增加，現有政務官員的利益反而可能受損。因此，改組蒙藏委員會經常為

學術界或輿論所討論，但仍無法為政治決策者接受。其次，設置少數民族委員會

雖然符合文官體制的利益，但以具有過去「法統」傳承意涵的蒙藏委員會，與具

有當代本土意識的少數民族委員會並存，可能觸及敏感的國家認同議題。最重要

的是：設置少數民族委員會意味著原住民族與客家族群牽涉之公共問題與政策方

案的性質相似。然而，這並不符合原住民族與客家族群的認知，在政治上也無法

賦予原住民族與客家族群獨特的代表性，原住民族與客家族群的菁英分子也無法

對支持者交待。因此，設置少數族民族委員會也無法成為最後的制度選擇。近年

台灣政治情勢變遷相當快速，立法院中政黨聯盟彼此合縱連橫，固然令人目不暇

給，行政院的執政團隊的穩定性，也在政權輪替的可能性升高下充滿變數，我國

族群政治下的決策者可能認為在快速的政治變遷下，依賴既存的文官體制並不保

證達成預期的目標，不如另闢蹊徑。因此，設置族群型代表性行政機關就成為在

政權更迭機會升高下可行的制度選擇。然而，我國族群型代表性行政機關的設置

理由，還牽涉到台灣社會中原住民族與客家族群的族群意識的訴求，以及設置時

期的政治情勢。 

 

 台灣原住民族與客家族群雖同為少數族群，但自覺的族群危機意識卻不盡相

同。原住民族自認原本占有台灣歷史與社會的主體地位，但卻在外來漢人的墾殖

過程中被邊陲化，成為政治、經濟、社會以及文化上的被支配者。相對於漢人而

言，原住民族的處境不僅是少數、非主流，更是弱勢，需要而理應接受多方面的

政策支持，以取得台灣歷史與社會的主體性，恢復原住民族的信心與自尊。另一

方面，客家族群自認為少數但非弱勢族群，在全球多元族群的社會中均有相當強

的適應能力，也在各個階層與領域具備高度活動能力。因此，客家族群並不需要

救濟性質的政府作為（瞿文芳，2001）。現今台灣客家族群面臨的危機，可以歸

結兩大方面：一、政經地位不符合族群人數的比例原則，主要表現在政府部會首

長之中客家人數過少，國家大政方針並沒有適當地反映客家族群的價值與利益。

二、客語快速消失，文化傳承中落，危及了客家族群的自我認同與凝聚意識，恐

有族群消失的隱憂（江彥震：2003）。因此，相較於原住民族的具體政策訴求與

實質行動目標，台灣客家族群是以較為軟性的母語搶救，復興客家文化作為族群

運動的主軸。 

 

原民會與客委會設置的關鍵場域皆是在立法院，與一般行政組織法由行政院

主導大異其趣。1995 年第三屆立法院中執政的國民黨僅取得略過半數的席次

（164 席中佔 85 席，僅較半數多 3席），顯示過去國民黨一黨獨大的政治版圖已

然鬆動，也給予了少數原住民族立法委員發揮關鍵少數，以小博大的契機。由

1996 年 2 月起，原住民族立委把握其時政治的混沌不明，不同政黨間既合作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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競爭的氛圍，經由將原委會的設置，與立法院正、副院長改選，以及其後對行政

院同意權的行使等重大政治決策結合一起，進行議價，在同年 12 月原民會即正

式掛牌運作，而「原住民委員會組織條例」也成為多年來第一個由立法委員主導

審議通過的法律（朱鎮明等，1998：48）。21類似於原民會的設立背景，客委會也

是在複雜脫序的政治情勢下取得設置的機會。2000 年 5 月 18 日，就是在國民黨

交出執政權的前兩天，由行政院正式發布「行政院客家事務委員會籌備處暫行組

織規程」，奠定了後來成立客委會的基礎。政黨輪替之後，國民黨仍然掌握立法

院多數席次，2001 年 5 月由國民黨籍立法院副院長主導，在各黨派客籍立法委

員以及國民黨黨團的支持之下，立法院三讀通過「行政院客家委員會組織條例」，

同年 6 月正式掛牌運作（瞿文芳，2001）。分析原民會與客委會的設置背景，這

兩個族群型代表性行政機關都是主要由立法院主導，在特定的政治情勢之下，立

法院強勢制衡行政院。以下本文運用前述交易成本與理性選擇中的觀點，進一步

分析原委會與客委會的設置理由。 

 

就立法委員的理性抉擇而言，在台灣的選舉文化之中，訴求族群認同作為動

員選民，區隔立場甚至製造對立的情況是我國民主化的特徵，特別是在少數族群

較為集中的地方縣市，族群動員更是各級選舉的普遍現象，例如在客家籍縣市首

長執政的地區，客家族群的政治信任愈強，而且其投票參與程度愈高（吳重禮、

李世宏，2005）。客家族群的政治信任與投票參與，自然可能對於立法委員的選

舉結果具有相當程度的影響力。另一方面，在立法院有原住民族的保障席位，而

立法委員又可以說是原住民族裡最重要的政治人物（海樹兒·犮剌拉菲，2006）。

對於少數族群的立法委員而言，設置族群型代表性行政機關的決策成本表面上固

然較高，但 2000 年政黨輪替前後，立法院執政黨與在野黨議員的席次比例相當

接近，在多數決的原則下朝野勢力消長就可能取決於少數族群立法委員的表態，

再加上 1997 年第四次修憲之後確立了我國雙元首長制的憲政格局，迫使行政院

必須正視立法院的意志，此種政治情勢無疑地給予少數族群立法委員的縱橫捭闔

的運作空間。設置族群型代表性行政機關的法律一旦通過，日後廢止的機會可以

說是微乎其微（承諾成本較低），而且族群型代表性行政機關可以在文官體制之

內形成獨特的管轄領域，擁有制定與執行優惠少數族群相關政策的行政體系（代

理成本較低），加以近年來台灣政治情勢瞬息萬變，執政地位可能瓦解於一夕之

間，設立族群型代表性行政機關可使少數族群立法委員向其選民交待，即使政權

易手，仍可穩定地持續推動相關的優惠政策（不確定成本較低）。 

  

就政務官員的理性抉擇而言，在台灣民主化中一項顯著的特色就是閩南族群

                                                 
21 在原民會醞釀設立的過程中，最重要的事件應為 1996 年 2 月，國民黨籍原住民立法委員違反

黨紀，與在野的民進黨搭檔競選立法院正副院長，並幾乎當選。此舉震驚了執政黨當局，並迫

使他們正視原住民立委所屬少數關鍵的優勢地位。參閱朱鎮明等，1998：34-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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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步取代了外省族群，成為政治上的優勢者。民主政治的正當性是根源於張張選

票的積累，在台灣擁有人口（選票）比例最高的閩南族群，也就在民主轉型之中，

逐漸地掌握了權威性分配社會資源的機制與地位。然而，此種趨勢也可能引發其

他族群的相對剝奪感，姑且不論原來處於政經優勢地位的外省族群，原住民族對

於自身實際權益的保障主張，以及客家族群對於文化語言的危機意識，也在民主

化中隨著族群意識的強化與本土化的落實中逐步深化。對於投身於執政團隊的少

數族群政務官員而言，設置族群型代表性行政機關可以減少以往在不同部會（如

內政部、文建會等）之間協調折衝的付出（決策成本較低），而且在族群型代表

性行政機關中幾乎可以確定是由少數族群背景的政務官員所主導，可以在行政院

之中確立因族群背景的保障職位（承諾成本較低），何況主要此機關的政務官員

可與立法院的少數族群立法委員形成行動聯盟，跨黨派地推動優惠少數族群的公

共政策，保證立法旨意的達成（代理成本較低）。另一方面，設置族群型代表性

行政機關不僅可以擴大少數族群政務官員的勢力範圍，還可以增加少數族群在政

府中的議價籌碼，使少數族群政務官員得以安於其位（不確定成本較低）。 

 

 就少數族群菁英的理性抉擇而言，在民主政治中，代表少數族群菁英除了投

身爭取少數族群利益與價值的社會運動之外，也致力於水平地建立與其他族群菁

英、文化菁英、經濟菁英等之間的關係，以及垂直地建立與立法者、民選首長、

政務官員以及族群社團、社區、地方政治勢力等之間的聯結，形成網絡以發揮影

響力（Fennema, 2004）。對於台灣的少數族群菁英而言，設置族群型代表性行政

機關，將可使與政府對口的管道更加明確，減少原來相關部會因本位主義而造成

的不便（決策成本較低）。而且由於負責制定與執行政策的行政機關明確，少數

族群菁英壓力施加也愈有着力點，對於政策目標的課責也就愈易達成（承諾成本

較低）。此外，少數族群菁英也有了參與政府決策，甚至成為政務官員的機會，

自身角色轉型致力於追求少數族群的利益與價值（代理成本較低）。另一方面，

少數族群菁英也可與族群型代表性行政機關建立夥伴關係，爭取少數族群的基層

民眾的支持，確保其族群菁英的地位，持續發揮影響力（不確定成本較低）。 

 

肆、我國族群政治下文官制度選擇的價值變遷及其影響 

 

文官體制是由 Max Weber 所提出的一種組織型態。由於它具有高度分工、權

威層級、正式遴選、正式法規與規範、不徇私以及專業導向等結構特徵，使得文

官體制具有控制、協調及效率極大化的理性與技術優越性。因之 Max Weber 認為

文官體制是最有效率的組織形式（吳定等，2006：47-49）。然而，長久以來 

在公共行政學領域之中族群議題遭到忽視，主因是假定文官體制僅是政治決定的

工具，一旦經由政治運作決定了解決族群潛在衝突與爭議的方式，則待由文官體

制單純地執行政策。然而，此種「政治」與「行政」的截然兩分，並無法準確反

映多元社會之內，特別是具有族群潛在衝突與爭議的分歧社會之中文官體制的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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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實情。當前全球 90%以上的主權國家之內，或多或少都具有相當數量的少數族

群（Gurr, 1993），但其中大多數國家的文官體制，均是由某一族群（有的甚至

不是多數族群）佔據了多數重要的政府職位。由於文官體制的職位不但是權力的

來源，也帶來穩定的收入、工作保障以及社會地位，佔據文官體制的族群往往成

為支配性族群，進而主導了與族群相關政策的制定與執行。也就是說，文官體制

之中位階較高的文官負責詮釋相關政策的意旨，形成行政指示與管制命令；位階

較低的文官則依據各種實際情境，權宜地應用行政指示與管制命令（Esman, 1997: 

527-529）。 

 

大多數分歧社會的新興民主國家，大都是由三種模式處理公共行政中的族群

議題（Esman, 1997: 530-531）：一、由支配性族群獨佔文官體制之中各種行政

機關的職位，並透過文官體制分配公共資源與服務。當然，支配性族群也可能釋

出若干行政職位，藉以攏絡吸引少數族群，但其目的只是降低不滿、軟化反彈，

象徵性地分享行政權威而已。在這種模式下，與族群相關的政策制定與執行可能

傾向於支配性族群的利益與價值，往往引起受到歧視或排擠的少數族群的怨懟及

不滿，而提高了族群潛在衝突與爭議的可能性，甚至爆發族群暴力，嚴重傷害民

主政治的正當性。二、支配性族群訴諸市場法則與功績原則，主要是以個人擁有

的能力與競爭力，來決定文官體制的晉用與升遷，並服膺普遍性平等的標準。然

而，由於支配性族群原來具備的優勢與機會，能夠經由「親緣」、「學緣」等管道，

獲取大部分的行政職位與資源，其他少數族群則了解唯有靠自己的實力與努力，

方能在文官體制之中保有一席之地。在這種模式下，在文官體制中的少數族群可

能產生「隱形化」的現象，刻意掩藏自身少數族群的背景以求自保。三、支配性

族群採用權力分享（power-sharing）原則，也就是以族群人數的比例應用於制

定政府機關的決策，分配政府資源與公共服務，以及文官體制的職位與升遷等層

面。權力分享原則鼓勵族群之間在和諧共存的條件之下自由競爭，並鼓勵文官體

制重視族群之間的差異性，並致於調和社會中各種族群的利益與價值。22由上述

三種新興民主國家處理公共行政中族群議題的模式，證諸現今我國以設置族群型

代表性行政機關來緩解族群潛在衝突與爭議的作法，大抵是符合權力分享原則。

然而，在我國憲政改革、政府改造與族群政治等外在因素多重交錯之下形成的制

度選擇，究竟可能對於文官體制產生何種意義？本文將就官僚體制的價值及其角

色的轉變，予以深入分析。 

                                                 
22 事實上，早在 1970 年代中期，Arend Lijphart 就提出了協和式民主（consociational 

democracy）的理念模型，其中以比例性（proportionality）原則作為解決民主政治之多數治

理所衍生的問題。比例性原則的意義之一，就是以不同的主要社會部門（segment）為準據，

針對公務人力的任命以及政府財政資源進行配置。具體而言，政府中的內閣及決策體制的席位

依據社會部門（如族群）的比例進行分配。Arend Lijphart 認為這種比例性原則的制度設計，

可將政府的決策權力授權予（delegate）主要社會部門的領導者，可以延緩（postpone）民主

政治中多數治理原則的決策運作，進而有利於主要社會部門領導者彼此之間的妥協調和，達成

社會共識。參見 Lijphart, 1997: 38-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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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公共行政的學術研究中，Herbert Kaufman（1957）最早提一組文官價值，

以及來自政府（國家）內部與外部的各項壓力，作為解析官僚行為以及改革文官

體制的分析架構。Kaufman開宗明義地指出在公共行政研究中長久被忽視的現

象：行政制度的組成決定了行政實務的運作，而行政制度的組成則取決於文官體

制奠基的三種價值：代表性（representativeness）、中立性（neutrality）以

及政務領導（executive leadership）（1957: 1057）。23詳言之，在當代民主政

治中，文官體制為了緩和族群潛在衝突與爭議，促進族群和諧並履行國家的治理

功能，應表現出兩種角色：文官體制既是民選官員達成政策目標的統治工具，也

是多元社會中各種選民（包括族群）價值與利益的承載體。前者表現在民選官員

制定明確的政策指示，文官體制執行政策並賦予其實際與社會的效果；後者表現

在文官體制回應選民的意願，以具體的行動直接促進選民的福祉（Goodsell, 

2005）。因此，文官體制的統治工具角色體現了政務領導的價值；承載體角色體

現了代表性的價值，兩者都是民主治理（democratic governance）不可或缺的

功能，前者使民主政治的運作成為可能；後者保證民主政治隨著民意持續地調

適。然而，以上將文官體制視為「受造物」的觀點，可能忽略了另一個角色：文

官體制還是擁有專業能力、可觀資源、嚴密層級以及獨特立場的行動者。文官體

制以專業知識為後盾，伴隨職業利益的誘導、社會需求的增加、公共權力的膨脹、

專業分工的深入等因素，不斷地追求自主地位與規模擴張（朱立言、孫健，2007：

37-41）。因此，文官體制的行動者角色體現了中立性的價值，亦即文官體制運用

自己中立地位的優勢，達到自保的目的，甚至在與民選官員的利益計算以及與選

民（包括族群）的密切互動之中，極大化文官體制本身的管轄範圍、預算額度與

人事員額等等（陳敦元、林靜玟，2006：25）。 

 

文官體制的中立性是以政治與行政分離，以及公共服務（public service）

的去政治化為前題。具體而言，文官體制的中立性具有下列意涵（Caiden, 1996: 

22-23）：一、政治及政策與行政分離。因此，政治人物作政策決定；文官執行政

策決定。二、文官的任用與升遷乃基於功績表現，而非政治關係。三、文官不涉

入黨派的政治活動。四、文官不在公共場合表達自身對於政府政策或行政的看

法。五、文官可以私下向領導的政務官員提供意見與客觀的建議，但如果政務官

員接受，需公開以機關決策擔負政治責任，以保護文官的匿名立場。六、文官不

                                                 
23 Kaufman 的提出文官價值論雖然是以美國行政制度的歷史演進作為立論根據。大致上，殖民

時代較強調文官體制的代表性；19 世紀中期之後較強調文官體制的中立能力；20 世紀之後較

強調文官體制的政務領導。然而，綜觀美國長期的歷史脈絡，三種文官體制所追求的價值均有

呈現，只是在不同時期各有強調的價值，並無彼此取代的情形。現今國內外公共行政學術研究

中，有關文官價值的論著頗多，依據不同的研究主題強調各種價值的重要性，並無定論。本文

認為代表性、中立性以及政務領導三種價值之間的互動與消長，適可提供當代新興民主國家，

企圖利用公共行政的制度選擇，來緩解國內族群潛在衝突與爭議的分析方法。參見 Kaufman, 
1957: 10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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論個人的政治立場與意見，需忠誠地執行政策決策，因此文官得因其良好行為與

表現，享有職務上繼聘的保障（security of tenure）。文官體制的中立性的正

當性基礎，是它在若干政策領域之內擁有的專業能力，特別是在強調高度技術

性、客觀性與去政治性的公共議題上，文官體制的專業能力往往能提高行政效

率，有效達成政策目標。相對而言，民選官員著重議價妥協的政治技巧，反而無

法真正解決此類議題的癥結。然而，民主國家文官體制的中立性也應有限制，即

使文官體制在特殊政策領域具有中立性，也就是擁有實質地制定與執行政策的權

力，但絕不得脫逸民選官員與機關的政治領導與控制，以免背離民主政治的基本

精神與特質。 

 

文官體制的代表性是指文官體制應該反映它所服務的部門（團體、階級、族

群等等）的價值與利益（Kingsley，1944: 305），以強化文官體制的政策制定與

執行的效能，並進而提升以代議政體為主之民主政治的正當性（Dolan & 

Rosenbloom, 2003: xi）。在實務上，代表性行可區分為消極代表性（passive 

representation）與積極代表性（active representation）兩種意義：前者是

指文官的人口背景特徵，應該反映整體社會的人口背景特徵；後者是指文官應該

確實反映服務部門的需求，並以專業知識與實際行動爭取服務部門的利益，而是

否與服務對象具有相同社會背景或人口特徵在所不論（Mosher, 1968）。重視文

官體制代表性的主要理由是當代公共政策特別需要社會的支持方能達成治理的

目標，而獲得社會支持的最佳方法就是將特定服務部門的代表直接納入文官體制

之中，藉以溝通及行銷政策，或是由代表性行政機關代表特定服務部門的價值與

利益（Krislov, 1974: 4-5）。然而，民主國家文官體制的代表性也應有限度，

因為民主政治的多數治理原則上是代表大多數人的價值，並追求大多數人的利

益，但是文官體制的代表性是反映特定部門的價值與利益，不論是以團體、階級

或族群等形式表現，雖然可能是少數、弱勢、非主流，但大多能因為認同意識，

而加以組織化，甚至制度化以爭取自身的權益。反觀社會中無能力或機會的組織

化或制度化的部門，或是缺乏認同意識的人們，即可能遭致資源排擠，權益受損。

況且，若過於強調文官體系代表性，也可能導致加遽社會分歧，社會中有組織能

力的部門都期盼文官體制反映其需求，反而可能成為社會衝突的主要來源。 

 

 最後一項文官價值便是政務領導，所謂政務機關（the executive）是負有

指示與協調公共政策完全責任的政府決策者，此乃是相對於立法機關（the 

legislative）而言，後者是制定法律，提供正當性，並監督檢查政務機關作為

的代議團體（Baldwin, 2006: 1）。在當代民主政體之中，政務領導包含兩個層

面：一為有關於公共政策之實質內容的政策領導（policy leadership）；二為動

員支持特定政策的政治領導（political leadership）（Helms, 2005: 4）。依據

民主政治的意涵，由於政治領導者經由民選產生或由民選官員任命，並具備負有

政治責任的權力與職位。因此，由負政策領導之責的文官所組成的文官體制，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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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服從前者。然而，政務機關中政治領導者的特質便是其決策具有政黨色彩。詳

言之，文官體制服膺政務領導乃是代議民主的規範價值，政治人物在選舉中向選

民作出政黨主張的政策承諾，贏得選舉的政治人物賦予權力制定法律，並領導文

官體制執行法律履行先前的政策承諾，之後法律將影響選民，選民依據此影響來

決定下次選舉是否再度支持政治人物。因此，文官體制的政策必須遵循帶有政黨

色彩的政治領導的指示與協調，否則文官體制可能背離民主政治中主權在民的核

心精神。 

 

在民主政治中，文官體制的中立性、代表性與政務領導三項核心價值之間存

在固有的（inherent）衝突。首先中立性乃是基於文官的專業能力與資訊，追求

整體社會的最大利益，目標是提高政府效率、促進國家發展，但是無論積極的或

消極的代表性，乃是基於國家社會之中某一個團體（族群）的利益與價值，追求

增加此團體（族群）的有形與無形的資源，目標是提高政府的統治正當性。其次，

文官體制的中立性主要是在防止政治力的不當介入，免於因選舉競爭或政治鬥

爭，阻礙文官基於專業能力與資訊執行公共政策，但是在民主政治中具有政治色

彩與政黨取向的政務官員，擁有控制文官體制的正當性與權力，即政務官員制定

政策，文官體制執行政策。兩者如產生扞格，則有違民主政治的基本原則；但如

政務官員完全控制文官體制，又難保不將政治考量涉入文官體制的運作，而減損

文官基於專業的中立性。最後，民主政治的主要特徵之一就是多數治理，即在常

態之下由社會之中的多數、優勢、主流的團體（族群）掌控制定政策，以及領導

文官體制執行政策的權力。因此，一般而言執政當局的政務官員也具有多數治理

的傾向，但是文官體制的代表性往往是回應被邊緣化團體（族群）的要求，進而

代表它們的價值與利益。職是之故，民主政治中文官體制的三項核心價值互為犄

角，隨著社會文化的氛圍、政黨勢力的興衰、國際政經的影響等因素，此消彼長，

呈現動態的相生相剋的關係。前述當代文官體制扮演了「統治工具」、「承載體」

以及「有機體」三種角色，這三種角色也分別體現了服從「政務領導」，反映「代

表性」以及追求「中立性」三種價值。 

 

我國在威權時代，文官體制在科技官僚（technocracy bureaucracy）領導

之下，以專業能力致力提升行政效率與國家發展，國民黨長期的連續執政並未根

本改變政務領導的結構，文官體制也習於服從國民黨籍政務官員的領導。在 2000

年政黨輪替之前，台灣文官體制的核心價值是以政務領導價值為主，政務領導價

值在國民黨長期執政下成為一個行政常數，而中立性與代表性則在國家發展與追

求安定的原則之下遭到忽視，即使在外在制度環境的逐漸改變之下，在二十一世

紀之前，台灣文官體制的核心價值的結構並未發生明顯改變，並以此價值結構，

確實落實了大多數的政策目標。2000 年政黨輪替對於文官體制是一重大衝擊，

國民黨在掌握文官體制超過半世紀之後一夕下台，所型塑多年的核心價值體系也

面臨調整。在政黨輪替之後，頻繁發生的政治任命，執政當局指派政黨認同程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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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高的政務官員，領導文官體制的現象，逐漸改變了傳統的文官價值結構。文官

價值中的中立性與代表性逐漸在政府改造中獲得重視，前者表現在文官體制能否

在政黨輪替中謹守行政中立的原則？後者顯現在文官體制的政策制定與執行是

否能滿足民主社會的多元需求？這兩個公共議題深刻地影響了政府改造對於文

官體制的組織調整，並反映了文官價值的變遷。設置族群型代表性行政機關如原

民會及客委會的作法，就是文官體制價值變遷的結果。 

 

具體言之，我國文官體制因應外在政經社文系絡的劇烈變遷，以及內部核心

價值的改變，表現在 2004 年 6 月經總統公布的中央行政機關組織基準法（以下

簡稱組織基準法）。24組織基準法是我國啟動政府組織改造工程後，首部針對中央

政府組織改造而完成三讀的重要法律，攸關未來中央政府各機關組織設立之原

則、規模與程序，可謂是組織的基準大法，至為重要（劉昊洲，2007：3）。然而，

自從立法院通過組織基準法以來，學術界討論之聲不斷，咸認該法雖是我國近年

推動政府改造的重要成果，卻也質疑其中特殊組織型態的設置理由與區別，例如

「行政院下所設之各機關部與附屬機關委員會，雖然在基準法第三條對附屬機關

設有立法定義規定，但其與一般機關間究竟性質上之差異何在？實則不易索解…

其次為何採取委員會之組織型態？亦須有一合理之說明，凡此亦付闕如，令人懷

疑機關部與附屬機關委員會是否真有分立之必要？」（蔡茂寅，2005：121）。尤

其是基準法的精神必須落實於行政院組織法修正草案之上。此草案第五條規定

「行政院設下列附屬機關委員會：一、行政院國家發展及科技委員會。二、行政

院海洋委員會。三、行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四、行政院客家委員會。」，其設

置的理由竟是「為了強化國家發展策略管理機制，尊重族群及文化多元發展，邁

向海洋國家，發揮政策協調統合功能。」（葉俊榮，2005：29）。其邏輯不僅無法

完備，反而令人引發此「設計是否僅為政治考量之產物」（蔡茂寅，2005：121）。 

 

事實上，誠如時任考選部長表示：組織基準法的首要目標就是「限縮立法院

組織審議權的範圍（林嘉誠，2005：6-7）。這顯示文官體制雖在代表主流民意與

社會利益匯集的立法院的約制下進行調整、設置、裁撤或改組了若干行政機關。

然而，一經調整文官體制的共識達成，並形成具有規範性法律之時，文官體制即

欲擺脫民意機關對其組織結構的掌握。此時文官體制的各種價值即予以制度化，

以特殊的組織型態突顯其價值。具體作法就是行政機關強調不同的官僚價值而形

成不同的組織與決策型態（Meier & O＇Toole，2006：122）。此點在組織基準法

中得以展現，例如強調政務領導價值的行政機關，由於重視政治色彩與政黨取

向，傾向設置首長制的行政機關（如我國組織基準法中的「部」）。由此種行政機

                                                 
24 1997 年 7 月 21 日通過第四次憲法增修條文第三條第三項及第四項規定：「國家機關之職權、

設立程序及總員額，得以法律為準則性之規定。」及「各機關之組織、編制及員額，應依前項

法律，基於政策或業務需要決定之。」以上規定為組織基準法之憲法法源，亦為我國行政組織

法之最高指導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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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擔任綜合性、統合性之政策業務，以貫徹民主政治選舉中所表達的民意。強調

代表性價值的行政機關，由於重視特殊團體（族群）或事務的價值與利益，傾向

設置合議制的行政機關（如前法中的「委員會」），由此種行政機關擔任政策統合

的功能，以回應多元社會的需求。強調中立性價值的行政機關，由於重視官僚體

制的專業能力與資訊，傾向設置基於專業分工原則的行政機關（如前法中的「獨

立機關」，以及「部」的附屬機關「署」、「局」）。由此種行政機關擔任需要專業

化、去政治化的管制性或調查性之公共事務的決策與執行，或是處理技術性、專

門性的業務，以提升處理公共事務，解決公共問題的效率。 

 

申言之，由現今組織基準法中組織與決策型態的設計，探究我國文官制的價

值定位，可以得到以下的啟示：一、在我國民主化中確立「政務領導」、「代表性」

與中立性，為文官體制的核心價值。二、以「部」實現「政務領導」價值，但其

下可設置「署」、「局」，顯示文官體制專業能力仍須回應（服從）民主政治基於

多數統治原則的主流民意。三、以「委員會」實現「代表性」價值，顯示現代社

會多元部門的價值與利益，應被反映至文官體制的組成。在現今我國現代國家發

展過程中族群意識與認同是極為關鍵的因素，反映至文官體制之中，可以調和民

主政治的固有偏差（inherent bias），但其功能應限定在「政治統合」，而非「政

策執行」，且應採取合議制，其決策成員來自該部門（族群）中具有代表性的團

體。四、以「獨立機關」實現「中立性」價值，顯示現代政府若干管制，甚至分

配性職能，須要由專業性、多元性與去政治性人士以合議制進行決策，不應由民

主政治中的政治議價完全決定政策制定與執行，但是獨立機關的管轄範疇與組成

原則，尚須斟酌。縇合上述啟示，組織基準法的立法目的不僅誠如該法第一條所

言：「建立中央行政機關組織共同規範」，並且預設了反映當代各種文官價值的組

織與決策型態，其中原民會以及客委會的設置，當是影響形成此一「共同規範」

的重要元素。 

 

伍、結語 

 

一個組織在歷史流變、全球趨勢以及政經社文結構交互影響之下，追求特定

的公共價值作為凝聚組織有形資源與無形心理，如政治力、經濟力與社會力的主

軸，但同時也可能排擠了其他公共價值，而產生了原先意想不到的結果，例如國

家追求獨立與自由的同時，也可能失去了安全與秩序。文官體制亦復如此。獨裁

政治下，文官體制成為獨裁者「惟以一人治天下」的工具，並無追求特定價值的

餘地。但在民主政治中，文官體制乃是民選政府實現主權在民的主體之一，自可

依據外在環境與內部條件，權衡不同價值予以實現。在我國歷史脈絡以及政經社

文結構之中，文官體制也在特定的歷史階段，基於特定的文官價值，制定與執行

公共政策，扮演了特定的角色，履行了特定的職能，其間也無法避免地在時空氛

圍的約制下，忽視了某些文官價值，也間接地減損了當代民主政治追求的善治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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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然而，近年我國推動的系列憲政改革與政府改造，帶給文官體制因應結構系

絡變遷、正視核心價值並進行組織調整的契機，特別是在全球化的衝擊之下，許

多公共政策，如環保、人權、族群等的制定與執行已超越傳統國家的能力所及。

國家必須向外與其他國家，與國際公民社會，向內與企業，非營利組織及社區等

等協力解決公共問題。我國的統治型態由基於權威的垂直式政府，逐漸轉型成為

基於協調合作的網絡式治理，文官體系的價值需要重新定位，同時官僚體制的結

構也須重新調整。 

  

 我國近年推動民主化的重要意義就在於產生更高包容力與多元性的文化變

遷與規範建立，使各種制度設計必須鑲嵌於較具包含性與多元性的民主政治系絡

之中。在此系絡之中，族群政治由隱約曖昧而逐漸彰顯其關鍵地位，我國政治決

策者能夠肯認在台灣民主化中族群多元文化的正當性，就是尊重文官體系中的代

表性價值，不會為中立性與政務領導等其他價值所排擠、所取代。具體作法之一

就是設置族群型代表性行政機關，賦予此機關統合族群相關政策的權力，並作為

促進族群參與的制度界面，以及落實立法院課責的職權。因此，族群型代表性行

政機關的價值在於經由族群價值與利益的表達與追求，加強族群之間的相互理

解，其設置的願景是促進族群和諧，並非形成政策特惠，反而導致族群關係的裂

解。 

 

無可諱言，族群型代表性行政機關的設置，雖係政治妥協折衷後的產物，兼

顧了現實面與理想面，但是其後影響了組織基準法的制定，正是因應我國政府角

色與職能之重大轉變的政府改造成就。組織基準法雖是因勢利導，提供了不少前

瞻性的制度設計與規範，但卻也衍生了不少質疑，諸多負面意見之中與本文主

題：族群型代表性行政機關相關者，便是對於委員會組織型態之功能與決策的疑

義。本文由族群政治的角度，論證委員會採用合議制的決策型態，可以適度地發

揮文官體制反映台灣多元社會的代表性價值，甚至可能超越族群特色（原民會與

客委會），將當代台灣社會中更多代表群體特色的部門，如性別、職業、工作經

驗等等率皆納入委員會組織型態，成立或納入如兩性平權委員會、勞工委員會、

農業委員會、退伍軍人委員會等等，使其設置更具備社會正當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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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研究目的 

 

    從人類社會的歷史事實與當代的人類社會事實，我們不難發現，所謂「人」，

必然具有生存需求、生活需求與存在需求的三種基本需求。為了滿足它，分別展

開了人與自然、人與人、人與觀念等三大面相的互動，進而分別創造了相關性與

對待性的物質文化、規範文化與精神文化，最後才彼此結合成所謂社會制度或組

織（陳秉璋、陳信木，1993）。其中，物質文化這個名詞最早被人類學者創用，

就是用以說明人類生產、製造或使用的器物，背後具有複雜而豐沛的文化訊息。

Pitt-Rivers 在《文化的演化》（On the Evolution of Culture）一文中提到：

「物質文化是人類心靈中特定的想法，所呈現在外的符號與象徵」（引自胡家瑜，

1996）。因此，研究物質文化，不但要掌握每一項器物的物性特徵，重要的是要

能掌握該社會文化體系的基本性質。因為在社會文化脈絡之的物質成品，可能在

不同的制度中具備器用功能；或作為社會的特定表徵，用來彼此溝通、表達某種

訊息與經驗；或作為教育與傳遞經驗的角色等某種或多種功能與象徵。所以，社

會文化體系的不同發展，決定物質文化存在性格特徵（王嵩山，1999）。簡言之，

物質文化可視為文化表現中具體可見的物證，它所呈現出的訊息不僅只是物質本

身的特性而已，更能深層地反映特定族群抽象文化觀念與思考模式。 

 

    「工藝」（Craft）是物質文化的一環，其生產方式（工具製作、工具操作的

技術）和生活方式（工藝產品的應用）的關係密不可分，更涉及它的生產、使用

觀念、知識、方法的傳遞傳播等層面（徐瀛洲、徐韶仁，1998：246）。莊伯和（1998：

332）亦指出，工藝是指生活、生產技術，也用來表示手工業生產者與技藝，例

如附著於人類食衣住行等生活所需，而有日用工藝之生產，反映生活經驗、生活

智慧。換言之，工藝源自於人類生活上的實務需要，擷取自然與人造各種的可用

物料，運用人類的加工技藝，製作滿足人類生活需要的工藝作品，並經不間斷的

改良改善，加入人類的美學修養，結合物料材質之美與人類的巧手技藝和創意，

且時常隱喻民族的生活態度、解厄祈福、理想願景等心理意識（李堅萍，2000）；

是人類為了生存而調適或控制環境的產物，是表現知識與信仰體系或價值觀的象

徵符碼，或是文化塑模的藍圖。 

 

    工藝必須具有「用」與「美」的功能，既能反映居民生活型態、且能呈現出

一時一地的信仰與價值觀，亦尚具有產業的特性在裡面，成為地方上居民營生獲

利的生計來源，成為供需交易的地方產業（江韶瑩，2000：11）。也就是說，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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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不僅體現常民生活形式與美感，成為地方文化的表徵，它亦維繫著地方居民的

生計與產業發展，也因此驅使它必須因應社會環境的變遷，以謀求生存與發展的

空間，反映出在地的社群網絡的關係。 

 

張維安（2000：12-15）在〈台灣客家族群的產經特質〉一文中指出，客家

族群所從事的產業，與其說是客家人選擇了他，不如說是他選擇了客家人；他表

示從台灣樟腦製造、桃竹苗的茶葉生產、美濃的菸業等何以與客家發生密切關

係，除了與客家族群分布有相當程度的重疊外，地理環境的配合、市場需求、國

家支持與客家文化或特質等均有所關聯。當特定地理區域居民配合自然環境與社

會資源，從事特定的農業或其他產業生產，若外在資源為當地特有而具有獨特

性，或從事該產業居民達到所有居民若干比例以上，使人自然而然將該地理區域

和該產業畫上等號，稱之為「象徵性產業」（symbolic product）；若居民多屬同

一族群，進而形成某一族群在某一地理區域內從事相同經濟生產活動，族群與產

業間劃上了等號，則稱之為族群的象徵性產業（張翰璧，2000：118、黃基鴻，

2002）。換言之，竹苗地區的陶瓷工藝產業何嘗不也是客家的象徵性產業。 

 

    從族群網絡做為一種經濟網絡的基礎來看，族群關係、族群資源有益於經濟

的結盟與效益。藉著社會網絡的整合，族群成員之間的連帶（ties），有助於企

業資源的運用（張維安、黃毅志，2000：26）。又工藝不僅只是物質技術的文化，

也反應精神表達的藝術活動，甚至隱含生產製作的人際網絡、秩序和互惠對應的

社群倫理關係（江韶瑩，1992：22-43）。也因此，竹苗地區的陶瓷工藝產業因為

先天具有優良礦土與燃料吸引日本技師與大陸福州師傅紛紛到這些地方設立窯

場，但窯場設立之後如何能持續經營，最重要的就是要與在地社群互動。不論是

在地客家人的勞動人力供需；與在地客家人共同合資設置窯場或工廠；所生產的

產品如何吸引當地客家族群所使用，產品渾厚、釉色與紋飾能否呈現客家意象，

能否反映客家文化與特質；外地人或非客家族群要在客家族群佔多數的地區謀生

立足，尤其是做生意，如何融入客家族群的生活、能講客家話、善待客家顧客、

和贏得他們的信任；以及將技術傳授給在地的客家學徒，讓本地陶師的得以養成

與接棒等（陳新上，1999a、簡榮聰，1999：16-38、洪敦光 1999：16-38、朱陳

耀，2006）。這些都體現出陶瓷工藝產業得以生根於竹苗地區的要件，也呈現出

不同於其他地區的產品形式與經營模式。 

 

    綜言之，從日本、大陸福州製陶師傅與在地人的技術與資金交流，生產以當

地客家族群使用的生活陶器，以及外銷歐美、日本的陶瓷商品，它所呈現的文化

對話，不論是在原料取得、生產技術、資金來源、產業經營與產品表現上，都能

體現族群間的互動與在地客家社群的網絡關係。因此，研究竹苗地區的陶瓷工藝

產業，不僅是在於了解區域發展、產業政策、市場需求對陶瓷工藝產業的影響，

更重要的是希望能了解客家族群在這項產業發展中所扮演的角色，以及與其他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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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間的互動關係。 

 

    具體而言本研究之目的為： 

 

一、透過竹苗地區陶瓷工藝產業相關文獻的蒐集、整理與分析，以了解竹苗地區

的陶瓷工藝產業變遷的脈絡，及其與地方文化生態間所存在的動態互動關

係。 

 

二、透過竹苗地區陶瓷工藝產業相關業者與文史工作者的深度訪談，進行不同時

期不同產業類型的竹苗地區陶瓷工藝產業，在物理環境、政經制度、人力資

源、財務資源、社會網絡、客家文化與特質之族群互動與文化生態分析。 

 

三、建置一個以竹苗地區為主體的陶瓷工藝產業地圖，以地理資訊系統的「數位

化社會地圖」（digital social maps）的繪製，透過圖層的分析與解釋，以

了解陶瓷工藝產業在竹苗地區空間分布的意義與差異。 

 

貳、研究方法 

 

一、研究觀點 

 

（一）文化變遷觀點 

 

    Karl H. Marx 在《哲學的貧乏》（The Poverty of Philosophy）一書中提

出交換價值的三階段系譜；第一階段，是部份剩餘的工藝品與農產品在市場上買

賣與交換，物品需求是為了滿足生活的基本需求，強調的是物品的使用價值；第

二階段，則是進入工業生產時期，物品是藉由工業生產形式製造，做為市場交易

的商品，物品的交換價值凌駕於使用價值；第三階段，是精神的或物質的文化都

可能（以）成為買賣與交換的對象，強調市場穿透力浸滲至文化與表意的層面。 

 

    工藝是體現常民生活美學、信仰、價值觀與社會網絡的物質文化，更關係著

常民生計的發展。因此，工藝可視為一地區社會、經濟與文化發展的載體。當工

藝從自己自足的生活器物到做為商品進行交換時，也就驅動工藝朝向產業化的發

展模式，這時工藝產業的發展邏輯就指涉生產與消費兩個層面的關係。也就說工

藝產業的一邊是供應者，另一邊則是使用者，由於供應者與使用者間的互動，讓

產業發展方向符應著兩者之間的共同利益與默契，使產銷雙方各取所需，並決定

了工藝產業的發展路徑（黃基鴻，2002）。 

 



88 
 

本研究計畫乃從文化變遷的觀點，來探討竹苗地區的陶瓷工藝產業的發展。

Julian H. Steward 於 1960 年代提出「文化生態學」（cultural ecology）的概

念，他認為文化生態學是分析生產技術與環境間的相互關係、是分析特定技術與

特定區域間的行為模式、是分析行為模式影響文化或其他層面的程度。然而，生

產技術與環境間是動態的關係，會因不同互動關係的發展而有不同的演變，進而

帶動文化變遷（張啟恭譯，1998）。 

 

  人類與其生活的環境間是一生態系，它不是靜態的、機械化的，它是人與環

境交互作用下，經過時間的投入，不斷組織與變動的。人類為求生存，在不同的

時間，會以不同的生活方式來適應不斷變化的環境，這個環境包括自然環境、社

會環境及人類本身的觀念技術。其中自然環境包括人類生存空間內的氣候、地

形、自然植被、動物等；社會環境則是指一個有組織的社會集團，其所使用的政

策制度，以及展現的經濟組織和社會組織；而人類本身的觀念、技術，會受自然

環境和社會環境等外在因素所影響，進而改變其內在的價值觀，這三者在一生態

系內彼此不斷交互作用下，展現出來的適應行為便是生活方式（石井素介等，

1980）。這也表示，陶瓷工藝產業與地方文化生態間存在著動態的關係，會因不

同時期有不同的演變，進而呈現不同的形制與內容，亦會體現出不同時期竹苗地

區的陶瓷工藝產業政治、經濟、社會與文化生態的變遷特徵。 

 

基此，本研究以歷史時間為經軸，竹苗地區社會生活結構為緯軸；探討竹苗

地區陶瓷工藝產業所歷經產業發韌、發展停滯、工業生產、產業外移、創新轉型

等變遷的脈絡，並分析在不同的發展階段從生活之需的民生用陶、量產外銷的裝

飾陶瓷到文化創意的生活陶藝等，竹苗地區陶瓷工藝產業在物理環境（如土礦分

布、燃料取得、土地面積、交通設施…）、政經制度（如國家政權、產業政策…）、

人力資源（如生產技術的移轉與融合、技術與勞動人口的移動…）、財務資源（如

資金、銷售通路…）、社會網絡（如人際網絡、產業分工、族群互動…）、客家文

化與特質（如產品形制、經營文化、信仰與習俗…）等面向，是如何體現族群間

的互動與在地客家社群的網絡關係。 

 

（二）地理資訊系統（Geography Information System，GIS）建置 

 

    地理資訊系統是一種利用空間與非空間的資料，採用特殊的資訊科科技，將

複雜的地理對象資訊加以協調與整合的資料儲存、蒐集與運用系統。近年來，地

理資訊系統的應用逐漸受到各界的重視，結合電腦硬體、軟體與各種地理資料，

以作為描繪、管理、分析與展示各種與地理空間相關的資訊，儘管 GIS 所需要的

資料來源不一，但在 GIS 技術的整合下，可以展現不同的空間分佈資訊。GIS 最

常被運用於「地點」（location）與「狀況」（condition）有關的查詢、「趨勢」

（trend）的探討、「最佳路線」（routing）的安排，以及進行「模式分析」（patter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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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虛擬模型」（modeling）推演（李文堯、林心雅，2007）。 

 

    一套完整的 GIS 運作系統，不但能呈現電子地圖，且具有詳細屬性資料以備

查詢，並讓人在電腦螢幕上操作、疊合、重組、抽離、分析各種空間資訊。這種

結合地圖處理、資料庫與空間分析的三項功能，正是 GIS 不同於其他資訊系統的

地方，尤其是空間分析（或模型分析）最與眾不同（李文堯、林心雅，2007）。

Richard L. Morrill 在其《The Spatial Organization of Society－社會的空

間組織》（1985）一書中提出，人類利用空間的三個原則：以最小努力（efforts）

獲得地區和地方之最大淨利用，亦即最大生產力；以最小努力（或費用）取得最

大之空間相互作用（spatial interaction）；在競爭目標許可下，儘可能的把

相關的經濟活動靠攏在一起。他並進一步指出，空間分析的目標是在了解一地方

或區域之特性、是在尋找人與其環境之相關性、是在有系統的解釋區位和空間相

互作用之型態。 

 

    基此，本研究擬運用 GIS 建置竹苗地區陶瓷工藝產業的空間資料，經數位化

後，透過 GIS 圖層的分析和繪製主題地圖，以了解竹苗地區陶瓷工藝產業空間分

布的情形，如位置、人與環境互動、產業移動…等，並分析與解釋不同時期竹苗

地區陶瓷工藝產業的時空變化，及其所呈現的空間資訊。 

 

二、研究方法 

 

（一）文獻分析法 

 

蒐集竹苗地區陶瓷工藝產業相關的史料文獻、產業檔案資料（如工場名

簿…）、地方志書、書籍、期刊、論文、研究報告、政府出版品等文獻資料，進

行整理、分析、比較與歸納，以建立竹苗地區陶瓷工藝產業的產業分布、發展過

程、社群互動網絡。所蒐集資料有： 

 

表 1 日治時期統計資料 

資料項目 統計時期 備註 

工場名簿 

(臺灣總督府殖產局) 

昭和 4年~昭和 7年(1929~1932) 

昭和 9年~昭和 15 年(1934~1940) 

分年記載 

台灣總督府統計書 

(陶瓷產值資料) 

明治 31 年~昭和 17 年(1898~1942) 1.分年記載 

2.各年調查項目不一 

國勢調查結果表 

(職業別人口) 

 

大正 9年(1920) 

昭和 5年(1930) 

昭和 10 年(1935) 

 

台灣商工統計  大正 13 年~大正 14 年(1924~1925) 戶數、窯數、使用職工、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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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窯業) 昭和 1年~昭和 16 年(1926~1941) 額與價額 

台灣慣習記事 明治 34 年 僅有記載土器 

台灣日日新報 明治 38 年~明治 44 年(1905~1911) 關於陶的報導 

EX 貿易情形、行情 

大正 2年(1913 年 11 月) 本島經濟概況 台灣時報 日治時期 

昭和 5年(1930) 台灣的陶器業 

新竹廳統計摘要 大正 1年~大正 7年(1912~1918) 1.分年記載 

2.向下細分至「堡」 

3.戶數、窯數、使用職工、

  產額與價額 

新竹州統計書 大正 10 年~昭和 19 年(1921~1941) 1.分年記載 

2.缺昭和 14 年(1939) 

3.向下細分至「街庄」 

4.戶數、窯數、使用職工、

  產額與價額 

桃園廳統計書 大正 6年~大正 7年(1917~1918) 1.分年記載 

2.向下細分至「堡」 

3.戶數、窯數、使用職工、

  產額與價額 

台灣事情 大正 5年(1916) 

大正 8年~大正 9年(1918~1919) 

大正 14 年(1925) 

昭和 1年~昭和 9年(1926~1934) 

昭和 11 年~昭和 13 年(1936~1938)

昭和 17 年(1942) 

1.記載窯業相關事項 

2.年份為出版年 

新竹州苗栗郡陶土及

陶業調查 

昭和 12 年(1937) 年份為出版年 

 

表 2 光復後統計資料 

資料項目 出版時期 備註 

中華民國工商名錄 

(中國生產力中心) 

民 47、民 51、民 55、民 63~70 

民 73~76、民 79~80 

 

台灣地區各業工廠名錄

(經濟部) 

民 70~71、民 73、民 78~80、民

82~85、民 87~90、民 92~95、民

97 

 

台閩地區工商業普查報

告(陶瓷器製造業) 

民 51、民 57、民 60、民 65、民

70、民 80、民 85、民 90、民 95

民 65、民 70、民 75、民 80、

民 85 有桃竹苗的統計資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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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產業之動向 

產業調查資料 

(第一銀行) 

民 79~92 1.分年記載 

2.陶瓷工業之產銷、供需、

收益、問題與展望 

 

 

（二）深度訪談法 

 

深度訪談係質化研究中蒐集資料的方法之一，訪問者透過運用口語敍述的形

式與較不具結構和開放式的問題，來引導受訪者有更大的自由談話方向的訪問方

式。深度訪談是一個面對面的社會互動過程，訪問者與被訪問者的相互影響，彼

此間的互動貫穿調查過程的始終，並共同創建一彼此能相互理解的資訊，建構出

貼近真實生活的情境。因此，本研究擬選取過去和現在從事陶瓷工藝產業相關業

者或其後代，以及台灣陶瓷工藝產業的研究者與地方文史工作者等進行深度訪

談。受訪人員名單如下： 

 

表 3 受訪者名單 

編號 姓名 服務單位 職稱 備註 

1 徐永奐 五穀文化村 總經理 裝飾陶瓷轉型 

2 羅美雪 福興窯 老闆娘 傳統窯業 

3 彭秀梅 銅鑼窯 總經理 傳統窯業 

4 張世浩 銅鑼窯 董事長 
曾經營銅寶藝品股份有限公司

（裝飾陶瓷） 

5 林中馨 公館窯 負責人 

為公館窯業組合之第三代，曾

擔任精華藝術陶瓷三年半總經

理，爾後自行創立了幾家裝飾

陶瓷公司， 

6 南賢天 力馬工坊 老闆 裝飾陶瓷轉型 

7 洪敦光 
臺灣客家文物研

究會 
會長 新竹陶主編 

8 謝正雄 向泉窯 窯主 柴燒先驅 

9 林中光 
苗栗客家文化電

台 
主持人 

公館窯之第三代，曾為精華陶

之經營者 

10 林天雲 廣興窯 窯主 柴燒(做過裝飾原型) 

11 邱建清 峨眉窯 窯主 柴燒創作協會創會理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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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謝煥雄 
東福實業股份有

限公司 
董事長 裝飾陶瓷(目前仍有經營) 

13 鄧淑慧 竹南蛇窯 藝術總監 傳統窯轉型 

14 李錦明 金龍窯 負責人 傳統窯轉型 

15 林中光 
苗栗客家文化電

台 
主持人 

公館窯之第三代，曾為精華陶

之經營者 

16 陳俊光 
甕之鄉陶瓷教育

文化館 
教師 曾待過新竹東方 

17 廖增春 春田窯 園主 裝飾->柴燒+觀光休閒 

18 吳慶杰 
金山面文史工作

室 
負責人 新竹金山面窯業 

19 朱錦城 竹塹年畫社 負責人 新埔灣潭裕和窯 

20 林中馨 公館窯 負責人 裝飾轉型 

 

 

參、竹苗地區的陶瓷工藝產業變遷 

 

一、陶瓷技術近代化時期(西元 1895~1945 年) 

    1894 年中日爆發甲午戰爭，隔年台灣與澎湖被割讓給日本。日本對臺灣的

統治大致可分為三個時期：1.始政時期（1895-1915）；2.同化時期（1915-1937）；

3.皇民化運動時期（1937-1945）。依行政區域劃分，可分為：1.縣制時期

（1895/05-1901/11）；2.廢縣置廳（1901/11-1920/08）；3.廢廳置州

（1920/09-1945）。 

    西元 1895 年~1898 年，臺灣行政區域劃分的變化相當頻繁。日治初期，日

本政府有計畫的積極開發島內資源，在黏土礦部份，發現以北投、苗栗、魚池三

地土源最質優，耐高溫，可製作較細緻的硬陶器。在 1897 年（明治 30 年），日

本人岩本東作首先在苗栗西山設立窯場（使用的是登窯），促使苗栗陶瓷產業的

新發展。後因土質不佳，1900 年（明治 33 年）岩本將窯廠遷到大坑庄，設立公

館第一家陶器廠。 

    後來由苗栗街長－石山丹吾協助整合當地陶業資源，1918 年（大正 7年）

成立「苗栗窯業株式會社」，將日本式的轆轤拉坏和中國福州式的土條盤築法引

入苗栗。1919 年（大正 8年），石山募集資金，成立「新竹窯業株式會社」，總

社設在新竹，並將大坑、頭份、北埔設有分工廠，員工有二十多人（鄧淑慧，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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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1913 年（大正 2年），日本政府在苗栗設煉油廠，專煉出礦坑與錦水兩地所

產之原油。但 1928 年（昭和 3年）無新油層發現，油量日漸涸竭，但天然氣存

量甚豐，當時的苗栗窯業社，因地利之便及與官方關係密切，試驗利用天然瓦斯

燒窯（朱陳耀撰述；桃園縣文物協會編輯，2006：10-11），在 1927 年（昭和 2

年）研發以天然瓦斯為燃料成功，使苗栗社寮岡的「苗栗窯業社」是首先使用天

然瓦斯製陶的工廠，以天然瓦斯燒窯的優點多，最重要的是燃料成本大幅降低，

且不需日夜守於窯前不斷投柴，這奠定苗栗窯業現代化的第一步。 

    1927 年（昭和 2年），石山丹吾將苗栗窯業社遷移到苗栗社寮岡，當時在窯

廠一同工作的師傅、雜工有十人，由江萬木提議，十人結拜為異性兄弟，將窯廠

頂下來經營。十個結拜兄弟中，四個是福州師傅，六個是苗栗人。除了李依細、

林烏妹因中日戰爭回大陸外，其他的人日後對於苗栗陶瓷的發展影響相當深遠

（鄧淑慧，2003：67）。 

1930 年代，苗栗窯業株式會社中的日本陶師佐佐木丈一與大陸來台的匠師

林依黎等人陸續獨立經營窯場，奠定了苗栗陶瓷產業的發展基礎。1932 年（昭

和 7年），謝阿盛、林添喜在公館成立「公館窯業組合」，實際經營者是林添喜的

夫人－林雷阿粉。1933（昭和 8年），佐佐木丈一在社寮岡成立「佐佐木製陶工

廠」。1937（昭和 12 年），邱鼎輝創立「鑾峰窯業所」。顯示出苗栗的窯廠後期以

當地人開設的居多。而 1942 年，拓南窯業株式會社 引進「四角窯」，生產高級

陶瓷，使陶瓷產業又邁入另一階段。 

苗栗地區擁有優良的黏土和天然瓦斯，這些先天的資源，使日本人開始在苗

栗地區發展日用陶瓷。苗栗一帶黏土礦分佈在八角崠山脈西坡，黏土主產於南

庄、公館福基、大坑一帶，1908 年（明治 41 年），臺灣縱貫鐵路全線通車，使

陶瓷產品可接受全省的訂單，1927 年（昭和 2年）又成功以天然瓦斯為燃料燒

製陶器，這些再再的顯示出苗栗地區的得天獨厚。 

  雖日治初期的產業調查給予的評價不高，認為臺灣的陶瓷器為「土器」而已，

《台灣慣習記事》即有一段詳細的敘述： 

    台灣的窯業，極為幼稚，僅較手捏工夫進一步的素燒土器生產而

已，即掘起適合於土器的黏土，混合少量水，捏軟，掛於轆轤，以腳踩

盤使其回轉，而以兩手製作，形成後，先予晾乾，再日曬，至完全乾固，

入窯，密閉而生火，由此作成之土器，大部分為粗什的土鍋土瓶水缸等

素燒的土器，其中有在乾固時，以丹（朱沙）作釉藥塗上後，入窯者，

但為數甚少。 

    因此其他一般的日用品及作者精緻的裝飾品陶磁器類，悉為中國產

的輸入品，其中大半以中國形船隻搭載，普通日用品主要自泉州地方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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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其他自福州、甯波、鎮海、溫州、石碼等亦有少數輸入，裝飾品主

要由福州輸入而且每年輸入的原價，至少不下於十萬元。 

但 1939 年（昭和 14 年），日本人在《新竹州物產案內》提及： 

  州下的陶器產業盛行於新竹市、苗栗、桃園郡這一帶地區，主要製

造包含水甕、壺、研磨用的陶缽、花盆、餐具等製品，不脫離島內消費

的範圍，陶土被視為質地良好、且又有取之不盡的埋藏量，特別是苗栗

街附近的陶土不僅在島內無其他陶土可與之比擬，即使與內地的各個良

質陶器原料相比也絲毫不遜色，關於分布量上，以苗栗街為中心其面積

高達 77 平方公里的巨大埋藏量，同時對於苗栗街同業者來說，製陶產

業上最為重要的燃料，以使用日本石油公司所供給的天然氣， 

因，一、燃料費的低廉 

    二、不需投炭作業 

    三、自由調節火侯 

    四、火焰純淨(無硫磺成分) 

    五、不需高溫燒烤即可完成 

  等的結合如此良好的條件，未來的發展被寄予厚望，待州當於局積

極的指導，振興產業，未來的成果值得期許。 

在三十幾年後，日本人對臺灣的陶瓷產業有了很大的改觀。 

日治時期在陶瓷產量與產額的記載，1910~1919 年是將「陶磁器」歸類於「磚

瓦類及陶磁器」下做統計，以下為新竹廳陶磁器之價額與「磚瓦類及陶磁器」的

窯場數和員工數。 

 

表 4 西元 1910~1919 年，新竹廳和全台陶磁器之價額統計表（單位：元）25 

西元  新竹廳 全台 百分比 

1910 明治四十三年 1,590 15,179 10.47% 

1911 明治四十四年 2,070 31,897 6.49% 

1912 大正元年 1,300 24,062 5.40% 

1913 大正二年 1,960 33,830 5.79% 

1914 大正三年 6,145 37,742 16.28% 

1915 大正四年 7,564 46,128 16.40% 

1916 大正五年 9,380 51,168 18.33% 

1917 大正六年 12,154 55,087 22.06% 

1918 大正七年 12,414 65,274 19.02% 

1919 大正八年 28,277 127,823 22.12% 

                                                 
25資料來源：臺灣總督府統計書，歷年資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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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西元 1910-1919 年，新竹廳和全台陶磁器之價額曲線圖 

 

    由表 4、圖 1可知，1914 年（大正 3年）新竹廳的陶磁器價額明顯攀升，至

1919 年（大正 8年），新竹廳陶磁器的價額佔了全台的 2成左右。由表 5得知，

陶磁器的製造戶數也在大正 3年有增加的趨勢，而職工人數相對也增加，員工仍

以男性居多。 

表 5 西元 1910~1919 年，新竹廳「磚瓦類及陶磁器」之製造戶數及職工人數 26 

職工人數 
西元  製造戶數 窯數 

男 女 計 

1910 明治四十三年 104 114 341 24 445 

1911 明治四十四年 110 125 344 40 454 

1912 大正元年 109 128 327 29 436 

1913 大正二年 128 156 422 62 550 

1914 大正三年 149 175 470 74 619 

1915 大正四年 158 185 479 53 637 

1916 大正五年 157 177 450 36 607 

1917 大正六年 144 201 409 41 553 

1918 大正七年 134 186 401 39 535 

1919 大正八年 148 200 450 49 598 

                                                 
26資料來源：臺灣總督府統計書，歷年資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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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0 年（大正 9年），行政區域劃分不同-廢廳置州。由表 6和圖 2發現，

1923 年（大正 12 年），全台的陶磁器價額為最低點，但新竹州所產之價額佔其

中比例 65%以上。而 1927 年使用瓦斯當燃料，使新竹州陶磁器的價額又突然增

加，但與全台比較，卻只佔了 10%左右。 

表 6 西元 1920~1928 年新竹州陶磁器和全台之價額統計表（單位：元）27 

西元  新竹州 全台 百分比 

1920 大正九年 28,388 124,696 22.77% 

1921 大正十年 10,520 50,168 20.97% 

1922 大正十一年 5,200 32,638 15.93% 

1923 大正十二年 6,346 9,696 65.45% 

1924 大正十三年 5,100 17,643 28.91% 

1925 大正十四年 8,800 52,412 16.79% 

1926 昭和元年 15,197 118,805 12.79% 

1927 昭和二年 24,860 233,506 10.65% 

1928 昭和三年 20,597 163,003 12.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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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西元 1920~1928 年新竹州和全台陶磁器之價額曲線圖 

 

    西元 1929-1941 年，統計資料中將陶磁器從磚瓦類抽離，獨自統計，代表日

本政府對此之重視。台灣商工統計書更詳載了陶磁器類別各自的價額，在此僅提

及「飲食用器物」和「家具及裝飾品」之統計資料。 

 

                                                 
27資料來源：臺灣總督府統計書，歷年資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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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西元 1929~1941 年新竹州陶磁器與全台之製造場數與窯數統計表 28 

製造場數 窯數 
西元   

新竹州 全台 百分比 新竹州 全台 百分比 

1929 昭和四年 13  55 23.64% 13 94 13.83% 

1930 昭和五年 11  53 20.75% 14 77 18.18% 

1931 昭和六年 11  58 18.97% 15 64 23.44% 

1932 昭和七年 15  69 21.74% 20 82 24.39% 

1933 昭和八年 17  67 25.37% 22 84 26.19% 

1934 昭和九年 16  68 23.53% 20 90 22.22% 

1935 昭和十年 16  66 24.24% 20 93 21.51% 

1936 昭和十一年 14  62 22.58% 19 92 20.65% 

1937 昭和十二年 14  68 20.59% 19 98 19.39% 

1938 昭和十三年 11  69 15.94% 17 81 20.99% 

1939 昭和十四年 15  75 20.00% 25 95 26.32% 

1940 昭和十五年 13  78 16.67% 18 99 18.18% 

1941 昭和十六年 14  94 14.89% 18 122 14.75% 

  

    由表 7、圖 3 和圖 4 可知，全台陶磁器之製造場數和窯數，1929~1941 年間，

有增加的趨勢，但以新竹州而言，卻沒有大幅度的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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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西元 1929~1941 年新竹州和全台陶磁器之製造場數曲線圖 

 

                                                 
28資料來源：臺灣商工統計，歷年資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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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西元 1929~1941 年新竹州和全台陶磁器之窯數曲線圖 

 

    從表 7、表 8可知，陶磁器的製造戶數並無明顯增多，但在職工人數卻日漸

增多，在男女比例上，女性比例明顯增加許多。 

表 8 西元 1929~1941 年新竹州陶磁器之職工人數 29 

職工數  
西元  

男 女 計 百分比（女/計） 

1929 昭和四年 51 6 57 10.53% 

1930 昭和五年 50 6 56 10.71% 

1931 昭和六年 45 4 49 8.16% 

1932 昭和七年 66 5 71 7.04% 

1933 昭和八年 64 6 70 8.57% 

1934 昭和九年 63 6 69 8.70% 

1935 昭和十年 70 8 78 10.26% 

1936 昭和十一年 78 7 85 8.24% 

1937 昭和十二年 87 16 103 15.53% 

1938 昭和十三年 62 17 79 21.52% 

1939 昭和十四年 78 33 111 29.73% 

1940 昭和十五年 64 19 83 22.89% 

1941 昭和十六年 91 25 116 21.55% 

 

 

 

 

 

 

                                                 
29資料來源：臺灣商工統計，歷年資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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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 西元 1929~1942 年新竹州和全台陶磁器之「飲食用器物」及「家具及裝飾

品」各自價額統計表 30 

 

飲食用器物 家具及裝飾品 
西元   

小計 全台 百分比 小計 全台 百分比

1929 昭和四年 13,129 99,055 13.25% 8,694 37,286 23.32%

1930 昭和五年 12,070 81,865 14.74% 9,622 33,182 29.00%

1931 昭和六年 11,092 78,813 14.07% 10,375 24,393 42.53%

1932 昭和七年 12,039 91,410 13.17% 7,078 27,065 26.15%

1933 昭和八年 18,778 104,284 18.01% 5,239 18,854 27.79%

1934 昭和九年 20,595 140,413 14.67% 11,022 31,551 34.93%

1935 昭和十年 18,163 143,567 12.65% 9,895 28,987 34.14%

1936 昭和十一年 9,400 73,319 12.82% 22,570 72,625 31.08%

1937 昭和十二年 13,366 115,641 11.56% 15,099 71,625 21.08%

1938 昭和十三年 14,541 139,333 10.44% 13,754 67,218 20.46%

1939 昭和十四年 48,505 187,737 25.84% 14,490 87,793 16.50%

1940 昭和十五年 24,159 261,311 9.25% 19,717 53,579 36.80%

1941 昭和十六年 29,266 284,449 10.29% 19,105 85,481 22.35%

1942 昭和 17 年 * 325,903 * 105,359 424,723 24.81%

  

    依表 9得知，1929~1932 年間，新竹州在「飲食用器物」類別的陶磁器價額，

與全台比較，皆維持於 13~14%左右，但在 1933 年和 1939 年，分別都爬升，可

能與當時的政治或經濟有關，而 1936 年其價額卻到達最低點。在「家具及裝飾

品」類別中，1931 年和 1940 年，其價額皆有突然爬升之現象。 

 

 

 

 

 

 

 

 

 

 

 

 

                                                 
30資料來源：臺灣商工統計，歷年資料；「﹡」代表「資料從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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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0 西元 1929~1942 年新竹州和全台陶磁器之「飲食用器物」及「家具及裝飾

品」價額統計表 31 

西元   新竹州 全台 百分比 

1929 昭和四年 21,823 136,341 16.01% 

1930 昭和五年 21,692 115,047 18.85% 

1931 昭和六年 21,467 103,206 20.80% 

1932 昭和七年 19,117 118,475 16.14% 

1933 昭和八年 24,017 123,138 19.50% 

1934 昭和九年 31,617 171,964 18.39% 

1935 昭和十年 28,058 172,554 16.26% 

1936 昭和十一年 31,970 145,944 21.91% 

1937 昭和十二年 28,465 187,266 15.20% 

1938 昭和十三年 28,295 206,551 13.70% 

1939 昭和十四年 62,995 275,530 22.86% 

1940 昭和十五年 43,876 314,890 13.93% 

1941 昭和十六年 48,371 369,930 13.08% 

1942 昭和十七年 105,359 750,626 14.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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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西元 1929~1942 年新竹州和全台陶磁器之 

「飲食用器物」及「家具及裝飾品」價額曲線圖 

 

 

 

 

                                                 
31資料來源：臺灣商工統計，歷年資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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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苗栗地區八角崠山脈一直往北走，至獅頭山，到新竹地區的北埔、竹東，

都有礦土可燒製陶器，礦場主要分布在北埔小南坑、竹東郡下員山、紅毛庄員山

一帶。 

    首先來到新竹設窯廠的是日本人－富山清太郎，1902 年（明治 35 年）帶著

家人來到北埔的南坑庄（土名小南坑），開始經營製陶工廠，請日本陶師－加藤

信次郎共同製造生活用陶，後因 1907（明治 40 年）的北埔事件，而結束經營。

但北埔的陶器並沒有從此消失，1919 年（大正 8年），新竹窯業株式會社正式成

立，在北埔地區設窯生產日用陶器，這是第二座由日本人設置的陶窯。至昭和時

期（1930 年代末），福州師傅林木金及其兄林象棉，來到北埔設立「林益興陶器

窯」，生產日用陶器，銷售地以竹東、北埔、峨眉為主。 

    1910 年代，福州馬尾地區的李厚官來到關西下三屯開設禾興窯，後轉讓給

場師陳泉興，改名為新禾興窯。1916 年（大正 5年），董陳氏氆在埔頂設立「金

鍊成窯場」，生產甕、缸、盆等日用陶製品，由其女婿汪其輝經營，且會將成品

運至董家位於新竹市東門城的五金行銷售。1943 年（昭和 18 年）因日本人徵收

土地，被迫遷到柴梳山與金勝興窯為臨，和由林景振所創設的林振興陶器場僅一

牆之隔，使柴梳山成為新竹陶最重要的窯區。此時窯場運用天然瓦斯、柴燒來燒

製陶器，並聘有多位福州師傅。 

    1920 年代末，林景振設立林振興窯業公司，運用高溫燒製硬度高的陶器，

產品最遠可銷到彰化、宜蘭。1935 年（昭和 10 年），林景振以「陳春風陶器工

場」辦理工廠登記。其間，1927 年（昭和 2年），金山面有一客家人設立窯場－

建興陶器工場，以燒製金斗甕、水缸、缽、甕為主，但因資金短絀，未聘請福州

師傅，經營困難。 

    1913 年（大正 2年），黃阿華於今新竹市柴梳山設置金勝興窯初期是生產建

築用的磚、瓦等，1936 年（昭和 11 年），黃阿華與其孩子組成家族企業，以「新

復興陶器工場」為名辦理工廠登記，聘請許多福州師傅，主要產品是缸、盆、水

管、涵管等。 

  新竹地區的陶器多以日常生活用，產品多趨向高溫燒、硬度密實、厚重耐用、

內裡上釉的特色，身受客家地區的歡迎。且注重產品之品質，除此之外，亦重視

釉色，並會打印窯名或特殊圖記，例如：「金煉成窯」、「林振興窯」。新竹地區和

苗栗地區的福州師傅，其實是互通，兩地區的陶器因陶土、民俗風情而有所不同。 

 

二、陶瓷產業停滯轉盛時期(西元 1946~1965 年) 

1945 年二次大戰結束後，日本退出對台灣的統治，兩岸貿易活動復甦，中

國製製品再度湧入。到 1949 年，國民政府撤退來台，兩岸貿易隨之中斷，此為

陶瓷產業復興的一轉捩點，主要以生產日常生活用的粗陶雜器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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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地區的陶瓷產業，六個窯場(林振興窯、金煉成窯、金勝興窯、林益興

窯、裕和窯以及新禾興窯)的創立皆由福州師傅來台創設，或獨立門戶經營。也

以新竹附近的泥土做為陶器的胎土，如竹東郡下員山的田土或是新豐鄉員山、山

崎的紅土，窯場附近也都林木叢生，燃料取得容易。產品多為日常生活用品，以

高溫燒製，厚重耐用，符合當地客家婦女使用的需求。但因為限制於人力、資金

與規模不大，這些窯場經營的年份都不長。 

1964 年金煉成負責人汪其輝先生在自家窯場前遭計程車撞死，隔年金鍊成

陶器工廠遭轉賣。1959 年林振興第二代分家，由林象文接手，1972 年結束營業。

新復興窯業也因為磚瓦生意不敵後來自動生產的設備加上陶製品製銷，也面臨歇

業。1946 年李厚官於新埔鎮設置裕和窯，1978 年結束營業。1983 年新禾興窯業

結束營運。窯場的相繼結束營運，也宣告的新竹傳統陶瓷工業走入歷史。 

苗栗地區的陶瓷產業，從日治時代日本人發現粘土，設立窯場，燒製陶器開

始。直到光復後，苗栗當地人率續開始接收日本人出資的工廠繼續經營，約 1959

年，日本在台所創設的陶瓷工廠已全由台灣人承接下來，結束了長達五十幾年來

的主導地位，整個日本式移植的技術產業從此畫下句點，但苗栗地區的陶產業也

從這裡開始了新風貌，在這個時期苗栗當地從事陶瓷業的陶工與大陸福州來的陶

工，前仆後繼紛紛設立陶瓷工廠，使得苗栗地區陶瓷產業蓬勃發展，從光復前僅

六家，逐年增加至 1956 年約有十八家之多。這個時期的陶瓷業仍延續傳統的製

作方法，產業在穩定中成長，使用的為窯種多為登窯，燃料為相思木或天然瓦斯

及液化瓦斯，所生產的產品有甕、缸、花缽、盆、酒金斗等。傳統陶器工業，利

用當地盛產的粘土，生產日用陶器，以內銷為主，市場規模變動不大，所以投入

的業者較為固定，大多承襲家族的傳衍。 

三、裝飾陶瓷工業外銷時期(西元 1966~1990 年) 

六十年代末期，由於受到經濟發展影響，在日本盛行一時的裝飾陶瓷，因工

資上揚不符合成本效益，於是一些業者便轉向台灣尋求合作。由於竹苗地區有下

列三項優勢：(1)客家籍的勞工素質高、勤奮及工資便宜。(2)盛產天然瓦斯，燃

料取得容易。(3)對外交通方便，利於運輸。所以選在竹苗地區發展此項工業。

1967 年台商與日本山國株式會社在新竹香山成立「東方藝術陶器股份有限公

司」，為台灣最早生產裝飾陶瓷的廠商。 

1970 年，苗栗頭份「聯美藝術陶器股份有限公司」成立，也是由中日合資；

另外，因為經營傳統陶器廠面臨了瓶頸，公館窯業工廠第二代林培麟認為裝飾陶

瓷不失為一個很好的轉型機會，於是和江瀾和先生等人在苗栗公館成立了「精華

藝術陶瓷股份有限公司」，請了日本師傅與進口日本原物料，開始生產裝飾陶瓷。

1971 年，「丸利陶器股份公司」由中日合資，設廠在苗栗市。這四家的裝飾陶瓷

公司聯合帶動起了台灣的裝飾陶瓷產業，裝飾陶瓷的興起，也讓傳統陶器業者，

紛紛兼製造裝飾陶瓷，專營傳統陶瓷業者已不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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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4 年，貿易公司開始尋找陶瓷技術人員配合成立新工廠，於是裝飾陶瓷

工廠如雨後春筍般成立，有登記的業者達八十幾家之多，在短短三~四年間約有

三百家之多，可說是裝飾陶瓷產業最鼎盛的時期(翁徐得，1996)。此時台灣裝飾

陶瓷的技術水準提昇，也有專門生產瓷土和石膏的工廠，原料已能自給自足，不

需仰賴日本進口。 

 

表 11 竹苗地區陶瓷工廠家數 32 

年份 新竹市 新竹縣 苗栗 總計

1980 32*(市：12；縣：20) 125 157 

1983 11 13 139 163 

1987 29 28 205 262 

1988 20 30 199 249 

1990 18 23 177 218 

 

新竹地區裝飾陶瓷的興起，始自 1967 年東方藝術陶瓷公司，因為外銷利潤

豐厚，其員工往往自立門戶設廠生產，七十年代中期至八十年代末期，其外銷金

額曾高達六千萬美元。由於裝飾陶瓷的大興，除了新竹市外，竹北、竹東等地也

有工廠在生產，也有以家庭代工的方式進行。從表可看出新竹地區 1987 年以前

陶瓷工廠數數量呈上升趨勢，直到 1987 年為陶瓷廠數量最多之際，往後數量則

開始漸漸下降。下表為 1976~1990 年間新竹地區各鄉鎮登記陶瓷廠的數量。 

 

表 12 陶瓷器製造業場所單位數─按業別與鄉鎮市區分 33 

年份 新

竹

市 

關

西

鎮 

新

埔

鎮 

竹

東

鎮 

香

山

鄉 

竹

北

鄉

湖

口

鄉

橫

山

鄉

新

豐

鄉

芎

林

鄉

寶

山

鄉

北

埔

鄉 

峨

眉

鄉 

尖

石

鄉 

五

峰

鄉

總

計

1976 3 2 1 8 8 - 1 - 1 - - - - - - 24

1981 8 5 4 16 14 2 1 1 3 - - - - - - 54

1988 * 8 6 16 * 4 3 1 - - - - - - - 38

1989 * 7 5 13 * 4 3 1 - - - 1 - - - 34

1990 * 7 5 9 * 4 4 - - - - 1 - - - 30

苗栗地區的裝飾陶瓷則是經中日雙方業者商定投資條件後，由雙方合資的頭

份聯美陶藝、苗栗丸利陶藝以及由本地人出資成立的公館精華陶藝等三家公司，

先後設立，為苗栗地區裝飾陶瓷工業發展之開端。 

                                                 
32資料來源：「台灣地區各業工廠名錄」，僅選生產日用陶瓷、裝飾陶瓷與藝術陶瓷的廠商。 
  1982 年 7 月 7 日，省轄巿新竹巿政府正式成立。 
33資料來源：台閩地區工商業普查報告、新竹縣工業統計調查報告。 
  1982 年 7 月 7 日，省轄巿新竹巿政府正式成立，所以 1988、1989、1990 年新竹市與香山鄉無    
  資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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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栗鎮公館鄉為國內首屈一指的裝飾陶瓷工業重鎮。公館鄉最早的陶瓷藝品

工廠創設於 1970 年，「精華陶藝品股份有限公司」，由江瀾和先生與林培麟先生

合夥投資，製造裝飾陶瓷藝品，因其產品品質優良，受外國客戶稱讚，訂單日增，

獲利極豐，經過二、三年後，為擴展經營增加生產，原來合夥之江、林二位即各

自設廠經營。因外銷業績良好，帶動鄉民投資意願，原有的傳統陶器工廠，也改

變經營方式，也加入裝飾陶瓷行列。裝飾陶瓷在業者努力之下，外銷金額屢創佳

績，從 1970 年一千多萬美元外銷實績，經十多年的持續成長，至 1981 年達年銷

二億七千多萬美元。 

依據經濟部調查，1987 年底，公館鄉專營或兼營裝飾陶瓷，登記有案的工

廠，有八十二家，約佔全國同類瓷業的五分之二。民國八十一年底有五十六家。

至民國七十年後期，受美元貶值，國內工資高漲，勞基法的實施及經濟環境不景

氣等因素之影響，經營更加困難。不少業者被迫縮小營業規模，甚至歇業。部分

業者或外移大陸，東南亞投資設廠、或轉業另謀投資途徑。能繼續經營者，則停

滯在勉力維持的階段，或是面臨轉型。從表可看出苗栗地區 1987 年以前陶瓷工

廠數數量呈上升趨勢，直到 1987 年為陶瓷廠數量最多之際，往後數量則開始漸

漸下降。下表為 1976~1990 年間新竹地區各鄉鎮登記陶瓷廠的數量。 

 

表 13 陶瓷器製造業場所單位數─按業別與鄉鎮市區分 34 

年份 苗栗

鎮

(市) 

苑

裡

鎮 

通

霄

鎮 

竹

南

鎮 

頭

份

鎮 

後

龍

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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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

計 

1976 8 - 1 8 12 3 - - 24 1 - 2 - - 1 - - - 60

1981 30 - 2 17 29 6 - 1 31 11 - 6 4 1 8 1 3 - 150

1988 46 1 4 28 39 7 - 3 68 18 - 9 3 3 10 1 2 - 242

1989 53 1 3 25 36 8 - 3 72 15 - 10 3 2 12 2 2 - 247

1990 45 1 3 26 30 6 - 3 69 17 - 10 2 2 10 2 2 - 228

四、陶瓷產業轉型時期(西元 1991~至今) 

為突破經營的困境，陶藝業者紛紛從提升產品級著手，研究開發有創意的精

緻陶藝品，提高附加價值，以拓展內外銷市場，冀望藉此，創造「陶藝王國」的

第二春。 

表 14 竹苗地區陶瓷工廠家數 35 

年份 新竹市 新竹縣 苗栗 總計

1992 12 16 151 179

                                                 
34資料來源：台閩地區工商業普查報告、苗栗縣工業統計調查報告。 
35資料來源：台灣地區各業工廠名錄，僅選生產日用陶瓷、裝飾陶瓷與藝術陶瓷的廠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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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 11 9 99 119

1999 4 2 38 44 

 

由於周休二日的實行(2001 年)以及文化創意產業概念的出現(2002 年)， 

2003 年經濟部工業局開始協助傳統製造業轉型為觀光工廠。竹苗地區的陶瓷工

廠有些經過整體的規劃、設計，利用工廠的地修建成園區，以前的產品與設備變

成展示品，企圖結合休閒、體驗及當地文化內涵，形成觀光工廠，帶來收益。 

 

 

 

表 15 竹苗地區陶瓷工廠家數 36 

年份 新竹市 新竹縣 苗栗 總計

2000 4 3 26 33 

2002 4 3 19 26 

2005 6 2 23 31 

2007 5 1 16 22 

 

 

肆、竹苗地區陶瓷工藝產業與客家  

 

一、 得天獨厚之自然資源 

一條富含矽砂、高溫土礦與低溫土礦的八角崠山脈，從三義、大湖、福基、 

大坑、石觀音、獅頭山一直向北延伸到新竹北埔、竹東，加上有豐沛的水源及燃

料，合力孕育出優良的竹苗陶瓷產業，也成為了竹苗客家族群的象徵性產業之一。 

1897 年，日人岩本東作在苗栗西山設立小規模的陶器工場，生產日用粗陶，

三年後在後公館庄大坑發現質地好的粘土，所以將工廠遷移到大坑，設立公館第

一家陶器廠。苗栗一帶黏土礦分佈在八角崠山脈西坡，產於南庄、公館福基、大

坑一帶。1908 年，臺灣縱貫鐵路全線通車，使陶瓷產品可接受全省的訂單。起

初以薪材為燃料，直到 1927 年研發以天然瓦斯為燃料試驗成功，使得苗栗社寮

岡的「苗栗窯業社」是最先使用天然瓦斯製陶的工廠。以天然瓦斯燒窯的優點眾

多，最重要的是燃料成本大幅降低、採集使用方便和火焰的特性適合相當長時間

的燒窯，這奠定苗栗窯業現代化的第一步。 

沿著八角崠山脈一直向北走，至獅頭山，到新竹地區的北埔、竹東，都有礦

                                                 
36資料來源：台灣地區各業工廠名錄，僅選生產日用陶瓷、裝飾陶瓷與藝術陶瓷的廠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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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可燒製陶器，礦場主要分布在北埔小南坑、竹東郡下員山、紅毛庄員山一帶。

首先來到新竹設窯廠的是日本人－富山清太郎，1902 年到北埔的南坑庄經營製

陶工廠，並請日本陶師－加藤信次郎共同製造生活用陶，後因 1907 年的北埔事

件，而結束經營。但北埔的陶器並沒有從此消失，1919 年新竹窯業株式會社正

式成立，在北埔地區設窯生產日用陶器，這是第二座由日本人設置的陶窯。 

盛行的竹苗陶瓷產業，直到 60 年代傳統陶器逐漸被其它材料所取代，而遭

受到重大考驗，所幸由日日本引進的裝飾陶瓷產業，帶領竹苗地區陶瓷工藝產業

走出困境。裝飾陶瓷所使用的原料為瓷土，發展初期台灣並未生產，所以須仰賴

國外進口，但在製成產品的過程中也是需要窯爐與燃料去燒製它，為許多陶瓷業

者也搭上裝飾陶瓷產業的順風車，有些以兼職方式生產裝飾陶瓷，有些則全面轉

型，所以這也是後來經營裝飾陶瓷的地區與經營傳統陶瓷地區有聚集在類似的地

方。 

二、 技術並存與傳承 

    客家族群，本性質樸，對於工作非常執著，早期從中國大陸移民至臺灣時，

即靠著硬頸的精神，在臺灣這片土地開墾。在未工業化之前，陶器在生活中是十

分常見，從筷子桶、凳子、碗、水缸…等等容器，生活無不處處有陶器的蹤跡，

這時的陶器多是以較粗糙的技術在製作。 

  爾後，臺灣割讓日本後，日本政府極力扶持日人在臺的企業，開始有計畫地

從日本派遣技師來臺訓練臺灣的員工，而台灣當地的企業家亦會派遣員工至日本

學習技術，因而引進日本的製陶技術與觀念。日治時期五十年以來，日本式製陶

技術與大陸福州式製陶技術並存，客籍陶瓷師傅，為求生存，除了原習得之福州

式技術，並加以學習日本式製陶技術，其中需花多年的苦練與精神，才能將兩者

自由運用，達到爐火純青的境界。此外，竹苗地區自然資源豐富，使得燒窯的窯

種變得更現代化，也使得產品更耐用、堅固。隨著二次大戰與七七事變，日本與

福州師傅回國，在地製陶的小工也需將平日所學加以發揮、應用。 

  60 年代，政府以密集勞工為主要經濟政策，裝飾陶瓷也在此時傳入，其技

術來自日本，所使用的「瓷土」也係由國外進口，但苗栗早期已有許多窯場，以

外銷為主的裝飾陶瓷，為臺灣帶來新的經濟奇蹟，許多傳統窯廠即紛紛加入裝飾

陶瓷的行列。初期日本技師來臺，僅會為一家工廠服務，技術是不易外傳，但隨

著做裝飾陶瓷的工廠越來越多，其他家工廠就會以「高薪」聘請這些日本技師，

或日本技師另自行籌措資金開業，使得技術逐漸擴展出去。而裝飾陶瓷會集中在

竹苗地區，另一個原因也是因為客家族群的勞工，工資便宜且腳踏實地、勤儉耐

勞的特性，不論在工作方面或是趕工的要求都很配合，品質也較為穩定。 

三、 財務結構 

  竹苗地區的窯廠，早期是以獨資為主，例如日治時期，習得技術的陶師或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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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中國大陸過來的福州師傅，在臺灣存夠了資金，就另外獨立經營窯廠，當時，

師傅的工資是論件計酬，每一塊錢都是辛苦流下血汗所賺取的，而這也影響了日

後他們的經營理念，如有合資的情形，多是以親戚合股為主，甚少會向外界借錢。

例如，新竹早期的建興陶器工廠，因資金短缺無法聘請福州師父，執意自行研發

製陶技術，表現出客家人的勤儉、務實的做事風格。  

    窯廠的土地，大多是自己所有，面積至少都在兩百坪以上，裝飾陶瓷時期，

工廠規模甚至有達千坪以上。而傳統陶瓷方面，其產品購買者以當地居民為主，

很少銷至外地，通常居民會前往自行選購。後因交通發達，可藉由輕軌、鐵路運

送外地銷售。 

四、 產品-文化資本的展現 

文化是為一群體長期的生活方式累積所形成的，應用於語言、建築、器物等

生活環境場域之中。 

客家族群因為長期遷徙，所以造就了勤儉、務實、打拼等這些特質，也直接

的反應在飲食上。客家人不講求珍貴的食材，而是以最普通的食物加以變化出不

同口味，喜歡以曬乾或醃漬的方式儲藏食物，延長食用期限，所以耐酸鹼的陶製

容器(如：甕、缽、壺、罐等等)成為不可缺少的日常用品。竹苗地區的土礦，適

合高溫燒製，所以質地硬、不滲水且耐酸、耐腐蝕。要在客家族群占多數的竹苗

地區中，發展出銷路好的陶瓷器皿，講求的不是外觀的華麗而是要有品質保證，

保證產品的耐用、保證工廠的信譽優良，才能讓工廠繼續經營下去。 

新竹地區的陶器多以日常生活用，產品多趨向高溫燒、硬度密實、厚重耐用、

內裡上釉的特色，身受客家地區的歡迎。注重產品之品質、重視釉色，並會打印

窯名或特殊圖記作為品質保證的印記，例如：「金煉成窯」、「林振興窯」皆有專

屬的打樣印記。 

苗栗地區的陶器也生產日常生活用品，但由於苗栗陶土黏性強，使得質地更

緻密堅硬且不吸水，很適合生產釀酒的酒甕。從 1922 年日本政府開始實施酒類

專賣制度，到 1993 年的七十年間，苗栗的酒甕產業在「專賣局」到「公賣局」

全面壟斷的制度下，因為得天獨厚的自然資源、技術條件等原因，使得苗栗成為

了數百萬個酒甕的故鄉。 

五、 社會結構之特殊性 

    客家人早期為了生活，可以四處為家，適應力很強，有較強烈的「我群」意

識，發展出「念祖」以及「凝聚力強」的特性，所以特別重視宗族及朋友的關係。

窯廠經營多屬家族式企業，而製陶師傅之間常有來往，早期竹苗地區的陶師為了

生計或是為了趕工交貨是互相流通的，一位陶師可在這個窯廠工作幾天後，又至

另一窯廠工作，所以廠與廠之間關係密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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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窯廠坐落在客家地區，陶瓷產業提供的竹苗地區不少就業機會，在地的客家

人當然不會捨近求遠，所以多在自家附近工作，而經營者與員工之間的溝通，自

然而然也很少因語言不通而發生溝通不良的情形。 

 

伍、結論 

 

竹苗地區陶瓷工藝產業所生產的產品，初期是以日用陶器為主，除了日本式

的摺缽、火爐外，更有因應在地人生活上需要的產品，像水缸、陶甕，被用來醃

製客家人「福菜」、「豆腐乳」，以及做為釀酒用的「酒甕」等，還有日常用的碗、

罐、宗教禮器等，為因應在地人的使用習慣，在胚體與釉色上都比其他地區為厚

實、深暗；到工業化時期，主要是生產外銷的西洋玩偶與裝飾陶瓷產品，以及代

工生產日用瓷器等，在當時這類產品的工廠多聚集於竹苗地區，鶯歌地區雖有少

數幾家，但他們則是以生產花瓶、仿古青瓷為主的藝術瓷器；之後經過歇業與再

轉型，形成強調生活美學的生活陶藝和結合觀光休閒的地方產業，以及作為科技

工業使用的精密陶瓷。再就上述文獻資料不難發現，從日治時期到 1990 年代間

竹苗地區的陶瓷工藝產業相當興盛，這些地區包括苗栗的公館鄉、苗栗市、造橋

鄉、後龍鎮、三灣鄉、頭份鎮、竹南鎮，以及新竹的北埔鄉、竹東鎮、關西鎮、

新埔鎮、竹北市、新竹市等地，而它的發展過程影響著竹苗地區在地族群的生活

型態與產業經濟。經數位化後，透過 GIS 圖層的分析和繪製主題地圖，了解竹苗

地區陶瓷工藝產業空間分布的情形，在不同時期竹苗地區陶瓷工藝產業的時空變

化，從傳統的「自然資源」群聚到工業化的「技術密集」群聚，乃至現今強調文

化體驗的「文化氛圍」群聚之空間資訊。 

 

關鍵字：陶瓷產業、客家文化產業、地理資訊系統 

 

 

 

 

計畫四：近代客家族群金融網絡之研究－以新竹國際

商銀的發展為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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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客家族群金融網絡之研究－以新竹國際商

銀的發展為例 

 

 

 

    執行單位：國立中央大學客家學院 

計畫主持人：李世暉 

研究助理：古佳惠 

  中華民國 98 年 11 月 30 日 

近代客家族群金融網絡之研究－以新竹國際商銀的發展為例 ∗ 

                                                 
∗ 不同國家、地區的研究學者對於「近代」一詞的劃分，各有不同的依據與標準。不論各地的分

期標準為何，都有一共同的特徵，即該時期的經濟社會，必定面臨重大改變；這種改變包含社

會現象、意識型態、精神、價值觀及其體系（戴國煇文集 7，2002）。作者以為，資本主義的擴

張，以及隨之而來的各項經濟社會變遷，才是各國邁向近代時期的關鍵因素。而各種型態的資

本主義都取決於：該社會是否存在於「可記算性」的貨幣，以及以貨幣為計算標準的「金融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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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中央大學客家政治經濟研究所  助理教授  李世暉 

摘要 

 

客家族群因為特定的歷史與環境因素，經常歷經各種遷移，也形成客家族群

的刻苦耐勞、勤奮節儉的生活習慣。為適應艱困的生存環境，相對弱勢的客家族

群多從事貿易、流通等事業，但經常面臨籌措資金的困難。部份客家商人省吃儉

用，發揮客家精神累積創業資金；部分則是倚靠親族與宗族的力量。基此，本研

究將分析近代台灣客家族群藉由宗族與親族關係所鋪陳的金融網絡歷史，並以

「新竹區合會儲蓄股份有限公司」（即「新竹區中小企業銀行」，日後再更名為「新

竹國際商業銀行」）的發跡過程，釐清客家族群在台灣金融網絡上所扮演的角色。 

在近代台灣貨幣制度創建的過程中，社會資本中的信任因素一度扮演關鍵的

角色，除了直接影響台灣社會的貨幣網絡之外，也成為台灣客家族群金融網絡形

成的重要背景。本研究將以新竹國際商業銀行在客家族群地區實際經營業務的田

野調查，以及銀行高階管理者的深度訪談資料，分析台灣近代客家族群的金融網

絡與生活結構；並透過貨幣交換與金融網絡的角度，觀察近代客家族群在台灣社

會的生存發展過程。 

 

關鍵詞：客家族群、金融網絡、貨幣制度、社會資本 

 

 

    一、前言 

 

貨幣長期以來被視為人類經濟生活中必要的交換工具與支付工具。然而，隨

著貨幣經濟的發展，貨幣逐漸介入人類的社會生活，成為人類社會價值判斷的重

要依據之一（Nigel Dodd，1994）。對此，Fernand Braudel（1985）認為：「無

論何地，貨幣莫不介入全部經濟關係與社會關係，因此它是極為靈敏的指示器。

根據貨幣的行市起落與盈餘短缺，我們可以相當有把握地判斷人的全部經濟活

動，直至他們生活中最不起眼的角落」。近現代社會中，貨幣對於經濟關係與社

會關係的介入，說明了貨幣本身所具有之社會印記。 

另一方面，Viviana A. Zelizer（1994）主張，貨幣的社會關係網絡乃是根

據下述途徑所塑造和重新塑造的。首先，貨幣不僅是現代經濟市場關鍵的理性工

具，但貨幣也存在於市場範疇之外，深受文化與社會結構所影響。其次，貨幣可

視為在不同社會環境下所創造的互異語言，受到特定的社會關係網絡以及本身的

價值規範所左右。最後，貨幣雖具有自由流通的權力，但文化結構與社會結構會

對貨幣流通過程設限。因此，若無貨幣網絡作為社會結構的依託，社會經濟的節

                                                                                                                                            
算」制度（Max Weber，1978）。有鑑於此，本研究所指稱之近代時期，乃是以資本主義的導入

與否作為衡量之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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奏、體系與形勢建構就無法正確反映社會中經濟行動者的行為舉止。因於我們若

要釐清近代台灣社會實際的人際互動關係，特別是必須對近代客家族群在台灣經

濟社會的發展，以台灣社會貨幣金融網絡的形成與變遷作為研究途徑，可以提供

吾人另一項詮釋觀點。 

本研究將分析近代客家族群藉由宗族與親族關係所鋪陳的金融網絡歷史，參

酌「新竹區合會儲蓄股份有限公司」（新竹國際商銀）的發跡過程，利用各種次

級資料與訪談手稿，釐清客家族群在台灣金融網絡上所扮演的角色。本研究著重

於貨幣的社會意義研究，主要是體認到近代台灣貨幣體系所具備的錯綜複雜的社

會關係網絡。 

計畫之執行概況： 

1.第一個月至第三個月 
本計畫從四月一日起正式執行，一至三月的工作為撰寫修訂計畫內容。 
2.第四個月至第六個月 
1.文獻資料蒐集 。 
2.相關理論文獻之建檔。 
3.深入訪談對象之調查與聯繫。  
4.訪談題綱製作 
3.第七個月至十一個月 
1.調查戰後初期台灣金融網絡之形成與發展狀況。 
2.實地觀察與進行資料收集。 
3.資料的整理與閱讀。 
4.訪談客籍金融人士。 
預算支用情形： 
請見總計畫支出明細表。 

 

 

二、近代台灣貨幣制度與金融體制的形成 

 

自西元 1624 年荷蘭在台灣確立殖民統治權以來，300 年間台灣歷經了荷

蘭、鄭氏政權、清朝以及日本等不同政權的支配統治。各政權將台灣劃歸自國版

圖或勢力範圍之際，各政權的貨幣也隨之流入台灣。而近代台灣的貨幣流通，亦

因統治者的頻繁交替而隨之變遷。因此，當時台灣島內貨幣的流通情形，可說是

各種勢力相互競爭的一個縮影。換句話說，不同的貨幣以自國代言者的身分，在

名為台灣的舞台上競相爭奪主角的地位。而東亞地區也捲入了這場競爭中。19 世

紀中葉之後，台灣島內複雜、混亂的貨幣流通情形，正說明了這場競爭的激烈程

度。 

    當時的台灣在名義上隸屬清朝，卻因清朝的消極統治以及外國勢力的入侵，

導致各種官鑄、私鑄及外國鑄的貨幣都在島內混合使用。而台灣島內各種不同的

貨幣中，墨西哥銀元、香港圓銀、西班牙銀元、美國貿易銀、日本圓銀以及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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貿易銀等外國鑄造銀幣的流通量居所有貨幣之冠（袁穎生，2001）。在諸多外國

銀幣中，墨西哥銀元長期以來不僅在台灣，同時也在東亞地區享有流通上的優

勢，可說是當時東亞地區共通的國際貨幣（北山富久二郎，1935）。各種貨幣之

所以能肆無忌憚地在台灣流通，其中一個重要的原因是清朝對台灣的散漫統治，

使得國家權力對此混亂現象無能為力。因此，在國家無法統一貨幣或總理兌換業

務之下，為使得各種不同的貨幣能夠相互流通，台灣民間開始自行成立貨幣兌換

機構。其中，台灣的地主及資本家商人結合高利貸金融業務與匯兌館的貨幣兌換

業務，在歐美資本主義入侵之時，也趁機擴大了本地資本的勢力。到了 1895 年，

本地商人已取代經營「媽振館」的中國商人，具備了自行經營茶行以及獨立對茶

農融資的能力。綜上所述，可以了解此時的台灣經濟社會，主要是處於外國資本

與台灣本地資本的控制之下。 

    對準備完全控制台灣的日本而言，這兩股的勢力必須加以削弱與排除。日本

首先開始進行的是改革台灣的幣制。因此，日治時代初期由日本主導進行的幣制

改革，不僅僅是促進台灣資本主義化的基礎工程，更是日本國家權力滲透到台灣

經濟社會的手段與工具（矢內原忠雄，1929）。在這種狀況下，隨著台灣資本主

義工程的展開，圍繞著幣制改革，日系資本與本地資本、資本主義與前資本主義

的對立與衝突是不可避免的。日本佔領台灣初期，以台灣民主國的成立為代表，

台灣島內的抗日運動四處蜂起。這一時期的抗日運動，絕大部分是因為痛恨被「異

族」─日本所統治，對抗日本官憲的反抗運動。 

然而，邁入 20 世紀之後，大型的武裝抗日運動仍持續不斷。這種頑強的反

日勢力，若是沒有本地經濟勢力的支持，是不可能存在的。換言之，因為依靠本

地資本的支持，反日勢力才得以擁有強固的基礎。我們在分析這些抗日運動時，

總是把焦點放在民族意識的原因上，往往忽略其中的經濟要素。台灣的本地勢

力，傳統上是以土地生產為經濟基礎，一方面組成莊堡共同生活，一方面組織郊

商（商人公會）以獨占貿易利益。特別是清朝時代，島內各地區土地、水權及貿

易權的衝突糾紛不斷，為了防止外來勢力的入侵，保衛自身親族的安全，各莊堡

均帶有防衛組織的色彩。這些本地資本與抗日勢力的結合，形成日本統治台灣的

一大困難。為了有效統治台灣，日本政府領悟到，必須先對抵抗勢力的經濟基礎

作徹底的改編（李世暉，2008）。 

    如前所述，日本在台灣推行幣制改革所面對的主要課題之一，是處理「銀銅

複本位」的問題。當時台灣的社會，因為使用貨幣的不同，可粗略區分為農村的

銅錢經濟與都市的銀元經濟。37台灣農村多屬於低收入戶，日常生活交易是以銅

錢為主；都市地區則因貨幣經濟的發達，流通及使用的貨幣以銀元為主。因為使

                                                 
37 自漢代的五銖錢，唐代的開元通寶發行以來，銅錢一直是中國主要的流通貨幣。到了明朝中

期，貨幣經濟日趨發達，貴金屬白銀開始成為普遍通用的貨幣。1463 年，明英宗解除用銀的禁

令後，白銀成為合法貨幣，並在貨幣流通中開始取得支配的地位。自此，中國貨幣制度形成銅

錢、白銀併用的「銅銀複本位制」。然而，自 19 世紀中葉以後，各種外國鑄造的，中央鑄造的，

各省鑄造的，成色重量互異的銀元與銅錢，開始大量流通於中國各地，形成「多元本位制」：即

各種各樣的貨幣之間，並無固定的關係，其交換價值是隨時在變動的狀態中（李世暉，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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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貨幣的不同，使得同一種商品的表示價格分為「銅錢價格」(商人與農民交易

的價格)與「銀元價格」（商人之間交易的價格）。 

由於「銀貴錢賤」現象，使得商人與農民之間的交易明顯地對農民不利。再

加上隨著海外貿易的發達與市場的擴大，資本家商人壟斷原料市場、決定市場價

格，一手包辦生產與販賣的現象變成常態。這使得自耕農的利潤被極度壓縮，為

支付較高的生產成本而不得不向高利貸借貸。藉此，本地的資本家商人以借貸的

形式將銀元帶進農村，結果使得以銀元為主、都市為中心的貨幣經濟開始滲透到

農村經濟之中。在銀元為主的貨幣經濟逐漸滲透到農村之際，台灣農民只能靠販

賣農產品才能得到貨幣（銀元）。就這樣，台灣本地的資本商人靠著茶葉、蔗糖

的生產與交易為經濟基礎，獨占交易貨幣，以地主、商人、高利貸三位一體的並

存型態，支配台灣的農村經濟（凃照彥，1975）。 

    對日本而言，除了本地資本家商人對農村的支配問題之外，歐美資本主義勢

力的排除，也是應該要即刻解決的問題。當時不僅只有台灣，整個東亞地區都是

處於「番銀」的勢力範圍之下，即歐美資本主義的支配之下。而日本在台灣推行

的幣制改革，就是為了解決上述問題而提出的方策。在幣制改革實施之前，台灣

社會中，貨幣的主要提供者是本地商人與外國企業。隨著幣制改革的進行，日本

逐漸成為貨幣的主要提供者；而在幣制改革完成後，日本成為唯一的貨幣提供

者。日本獨占貨幣的結果，使得在台灣的市場交易中，本地資本商人與外國勢力

的影響力逐漸下降。再加上自 1905 年台銀發行金券之後，開始提供長期低利貸

款與匯兌業務，一方面可贏得台灣人的信賴，另一方面可打破洋行、媽振館及匯

兌館對貸款與匯兌的長期壟斷（李世暉，2006）。 

    日本試圖經由幣制改革，取代本地資本商人與外國勢力在台灣社會經濟上的

優勢地位，進而完成對台灣的直接支配。當日本以國家權力介入台灣幣制改革之

際，日本政府成為貨幣唯一的提供者，也使得台灣的貨幣流通，首度邁向近代的

信用貨幣制度。面對權力明顯介入的幣制改革，台灣人的態度從初期的懷疑、抵

抗，轉為後來的接受、信賴。日本在台灣實行的這種新的統治權力，藉由信用貨

幣制度的建立為媒介，逐漸獲得台灣人民的認同。台灣人民這種意識的轉變，可

說是認同國家意志、屈從國家權力的一種結果，這種結果同時也改變了台灣社會

中的權力關係。而正是這種歷史背景下，形成台灣貨幣制度與金融體制的雛形。 

根據 Georg Simmel（1920）的理論，在近代社會中，隨著貨幣經濟的發達，

個人將從傳統的、密接型的人際關係中解放。在傳統物物交換與貢品獻納的實物

經濟之下，個人的交易對象與交易區域是侷限的。但是，貨幣經濟的發達，使得

個人的經濟生活得以超越狹隘的、自給自足式的集團，非特定的交易關係於焉成

形。從經濟發展歷史上來看，這可說是個人經濟關係的解放與獨立。 

幣制改革以前的台灣人，特別是台灣的農民，通常只與自己有固定關係的人

保有經濟上的依存關係。這是因為，在混亂的貨幣流通環境與傳統的金融體制

下，台灣人的交易、借貸行為的對象是受到制約的。因此，當時的台灣人，經由

傳統的貨幣交易行為，形成強固且相互信賴的社會關係。隨著近代台灣幣制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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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進行，台灣人首度接觸信用貨幣與近代金融機關。信用貨幣的使用與近代金融

機關的利用，一方面打破了台灣人傳統的、緊密的相互關係；另一方面卻也促成

台灣貨幣經濟的發達以及獨占的金融業的出現，對台灣人形成新的制度性束縛。

在此束縛之下，處於政治經濟弱勢的族群，必須以另一種形式來營造自身的貨幣

網絡。而此一貨幣網絡的形成，則涉及該族群、團體或組織之社會資本運作。 

 

三、社會資本與金融體系 

 

    （一）定義社會資本 

     

1980 年，法國社會學家布迪厄（Pierre Bourdieu）在《社會科學研究》

（Recherche in Sciences Sociales）雜誌上發表題為〈社會資本隨筆〉（Le 

Capital Social: Notes Provisoires）一文後，社會資本（social capital）

的概念開始成為社會學家關注的焦點。38之後，經過James Coleman（1988）、Robert 

D. Putnam（1993， 2000）Alejandro Portes（1998）與Nan Lin（2001）等學

者的演繹，其內涵從菁英份子用以維繫社會地位的關係資產，逐漸轉化成社會各

個團體、組織乃至於個人的網絡、規範、信用與信賴。雖然社會資本在過去二十

年間受到社會科學的普遍關注，但也有不少學者認為社會資本缺乏獨立的概念基

礎，其在論題（thesis）上是有價值的，在意義上卻是不完善的（Krishna，2002）。 

舉例來說，歷史學的社會資本在廣義上是指「強化市民社會的社會實作、風

俗、群體、制度」，可將其擴充用來涵蓋文化資本的概念（Grew，1999）；青少

年心理學的社會資本則用以指涉父母與子女互動、居民對居住地的主觀感受、個

人的社會圈與網絡、對政治人物的信任等現象（Morrow 1999）。對此， Portes

（1998）指出，社會資本一詞被大量應用在社會科學領域中，但大多使用社會資

本概念者，均未詳盡地闡述過社會資本的理論細節，致使其社會資本逐漸失去確

切的意義。若以學者的研究與討論來區分，社會資本概念可分為三個階段：初創

階段、發展階段與擴展階段。布迪厄對社會資本的研究屬於初創階段；Coleman

對社會資本的宏觀研究，以及社會網絡研究途徑對社會資本的微觀研究屬於發展

階段；1990 年代之後，社會資本在政治、經濟、文化領域的推廣運用則是屬於

擴展階段（卜長莉，2005）。 

即便社會資本的概念如此紛雜，從前述學者對於理論概念的論述中，我們可

以對社會資本作初步的概念界定。首先，社會資本的擁有與群體中的社會成員身

份有關，它是為社會成員提供支持、獲得信用的信任狀（Buridieu，1986）。其

                                                 
38 Robert D. Putnam (2000)主張，Lyda J. Hanifan (1916)早在”The Rural School Community Center”
一文中，就已觸及社會資本的概念。Nan Marie Astone 等人強調，社會資本一詞的用法及具體

論述，至少可以追溯到 George Homans（1961）的社會交換論（Astone et al.，1999）。James Coleman 
(1990)則認為，美國經濟學家 Glenn C. Loury (1977)率先應用社會資本概念探討種族之間的不平

等，將存在於家庭關係與社區社會組織中的資源，視為影響兒童與青少年的心理以及社會化發

展的重要因素，說明黑人孩子與其他孩子在社區與社會資源上的差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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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社會資本是資本的一種表現形式，與其他資本一樣的是，它具有生產性；與

其他資本不一樣的是，它存在於人際關係的結構中，既不依附獨立的個人，也不

存於物質的生產過程（Coleman，1990）。再次，社會資本與物質資本、人力資

本相比，是指社會組織的特徵，例如信任、規範與網絡；透過社會資本的協調行

動，可提高投資於物質資本與人力資本的收益（Putnam，1993）。最後，社會資

本是個人通過他們成員的身份在網絡或社會結構中獲取稀少資源的能力，這種能

並非個人所固有，而是鑲嵌（embeddedness）的結果（Portes，1995）。 

不管社會資本的定義如何地多樣，其概念階段如何劃分，比較有共識的社會

資本概念總是不脫下列三項指涉：一是便於實現目標的社會資源，二是鑲嵌於社

會關係中的無形資產，三是基於信任的社會網絡關係（燕繼榮，2006）。上述學

者的研究成果，為社會科學領域中的社會資本概念，指出了具體的研究途徑與方

向。 

另一方面，由於社會資本概念所呈現的多樣性，很難論斷何種定義較為正

確，何種解釋較為合理，其概念的適用性完全取決於分析的內容而定。此一工具

性的思維，與青木昌彥（Masahiko Aoki）的「制度工具論」類似。青木昌彥檢

視各種學派的制度定義之後，主張制度的概念不涉及誰對誰錯的問題，其定義取

決於分析的目的（Aoki，1998）。因此，不論是 Bourdieu、Coleman、Putnam、

Portes 還是 Nan Lin，都以自己所處的學門領域與研究角度賦予社會資本一種定

義，而這些定義也都揭示了社會資本概念的部分內容。 

在上述思維脈絡下，社會資本的概念出現兩種發展。一種是前述的工具途徑

概念，以分析的目的來決定概念的內容；另一種則是內容指涉的概念，將社會資

本視為「社會性、社會網絡，以及社會支持、信任、互惠、社區和市民參與」等

概念的結合（傅仰止，2005）。有鑑於此，不論是在任何領域，當我們提到社會

資本的概念時，首先必須確認此項資本的由來，其次則可比較社會資本與其他資

本的關係，最後再對社會資本的功能作完整界定。 

 

    （二）金融體系的運作與社會資本 

 

一般而言，金融體系源自於資金移轉的機制，是一種資金剩餘者對資金不足

者的資金融通。在金融體系下的資金流動，可分為時間的流動（如存放款行為、

延期支付行為）與空間的流動（如匯兌行為）。而執行資金融通的機關如銀行、

信用金庫、證券公司與保險公司等，則稱之為金融機構。金融機關的成立與發展，

受到各地歷史文化的影響以及金融法規的制約，呈現出各種不同的風貌。另一方

面，隨著金融服務的多元發展，現代的金融體系不單只是資金移轉的機制，其涉

及的業務也包含金融商品的設計與販售，形成由資金借貸關係與金融商品買賣關

係所主導的金融市場。 

現代金融體系的架構，從表面上來看是由金融法規、金融機關、金融市場與

金融業務等四個概念所組成的金字塔。金融機關依循金融法規設立、運作，並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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金融市場上進行借貸、金融商品販售等金融業務。然而，在表面之下，各國與各

地不同的宗教信仰、社會習慣、倫理道德與價值觀，建構了不同的信賴與信任的

社會網絡關係，制約了人民對社會經濟基礎服務的認知與要求（如圖 1 所示）。

其中，同一國家或地區的人民，擁有相同的信仰與習慣，共同分享道德信念與價

值觀念，形成信任與信賴的關係網絡，構築出金融體制的基礎。而這種基於信任

的社會網絡關係，在金融體系運作的過程中，可消除不確定因素，降低市場交易

成本，為社會資本概念的一種表現形式（井戶佳奈子，2006）。 

進一步地說，社會資本與金融體系在概念上的連結，是基於金融體系在運作

過程中所顯現的信任與信賴關係網絡。兩者之間的關連，隨著社會資本概念的廣

泛應用，開始受到經濟學家的注目。例如，Guiso 等人著眼於社會資本與金融手

段以及金融商品應用之間的關係，透過對義大利金融習慣的研究，主張擁有高社

會資本的社會成員，傾向利用正式的金融管道進行多樣化的金融行為；而低社會

資本的社會成員，其金融習慣反而受到非正式規約，亦即社會資本的嚴重影響

（Guiso et al.，2004）。 

Karlan（2001）則將社會資本視為形成社會基礎的信賴關係，透過對秘魯地

區借貸行為的實證分析結果，指出社會成員所擁有之社會資本的多寡與高低，直

接影響其儲蓄比率與還款比率。此外，齊藤壽彥（2003）則認為，社會資本中的

信賴與信任關係，建構了近代的信用制度，實為金融體系的核心。井戶佳奈子

（2006）則以社會資本的概念，剖析現代日本的金融變革，主張政府（企業）應

透過積極的賦權（empowerment）形式，賦予社會成員（消費者）權力、資訊與

知識，以提高彼此之間的信賴與信任關係（即社會資本），進而建構安定的金融

體系。 

因此，在金融體系下的社會資本，其概念意義與運作方式不離下列指涉：基

於信任的社會網絡關係是有價值的資產，與人力資本、金融資本等其他經濟學形

式的資本一樣，可以換算成貨幣價值以進行投入與產出、投資與回收等經濟行

為。也就是說，透過社會信任關係下社會經濟基礎服務的提供，社會資本所代表

的利益，既是社會網絡運作的結果，也是促成社會成員彼此合作的動機。綜上所

述，當我們論及金融體系與社會資本之間的關係時，可以從下列兩個層面探討。

第一，可以藉由社會資本的概念，對特定金融體系進行評量，提供降低交易成本、

提高營運效益的改進措施。第二，可以透過分析特定金融體下的金融交易行為，

描繪出社會成員之間的互動關係與社會網絡。 

 

  

 

 

 

 

 

金融

業務

 
 

金融市場 



117 
 

 

 

 

 

 

 

 

 

 

 

 

 

 

 

 

 

圖 1 社會資本與金融體制 

 

四、近代台灣客家族群的金融網絡 

 

（一）新竹國際商業銀行簡史 

 

合會為民間流傳久遠之金融互助方式，即所謂的「標會」或「互助會」。民

間合會在中國盛行有悠久之歷史，是一種「緩急相濟，有無相通」的私會組織。

合會的發起人稱為會首，參加者為會腳。在大多數的場合，首期會款由會首無息

取得，次期按月用抽籤卜彩之法，以點數最多者得標（潘國正，1995）。這種相

促資助融通資金之法，是自古流行於民間的經濟行為，也是將「對人信用」轉換

為資本利益的社會現象。日本則在 20 世紀初期開始將此一互助會模式加以企業

化，並以「合會」、「無盡」之名稱之。台灣在日治時期，由日本引進的金融業

中，除了一般銀行之外，也包括合會儲蓄公司（亦即「無盡會社」）。 

新竹國際商業銀行的前身是「新竹區合會儲蓄股份有限公司」，由出身新竹

的客家人詹紹華、姜振驤等人在 1948 年所創立，當時資本額為 500 元，員工只

有 38 人。新竹商銀從創設開始，就以台北至新竹一帶的客家族群為主要客戶。

新竹商銀在 1973 年上市，也是台灣第一家股票公開上市的民營銀行， 1978 年

改制為「新竹區中小企業銀行」（竹企），隨業務擴張， 1999 年再改制為「新竹

國際商業銀行」。 

    如前所述，日治時期的台灣金融體系，完全由日本所壟斷操控。直到日本戰

敗之後，台灣人才藉由「合會」（互助會）的形式，在當時缺乏法令約束的時空

金融體制 

社會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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縫隙中，奠定台灣人的金融網絡基礎。在新竹地區，則由兩家規模較大的地下合

會公司，「互正公司」與「竹連公司」主導該區的地下金融網絡。然而，由於地

下合會不受法令規範，易誘發惡性倒閉；同時，台灣民間缺乏金融專業人才，也

導致合會經營不善。當時，面臨倒閉的竹連公司負責人何心甫，向明德耳鼻喉科

醫院院長何乾欽求援。何乾欽找上了新竹客家望族姜振驤，與具備金融長才的詹

紹華（曾於台灣勸業無盡會社，即日後的台灣中小企業銀行服務），決意接手經

營不善的竹連公司。為尋求資金與合夥人，姜振驤利用其客家士紳的人脈網絡，

邀請苗栗縣議會議長林為恭參與。與林為恭同屬郎舅關係的吳鴻麟，以及好友兼

大地主的謝恩祥也加入投資。 

    從募股到成立，新竹區合會儲蓄股份有限公司就充滿了姻親、宗族、同鄉等

客家族群人際網絡的色彩。1948 年 9 月 15 日，新竹區合會儲蓄股份有限公司正

式在新竹市成立。雖然創設成員為客家族群，但開業的地點在閩南人居多的新竹

市中心，因此在詹紹華的推薦下，由閩南族群的陳添登（時任新竹市議會議員）

出任總經理，負責對外公關；而詹紹華則擔任副總經理，主導公司內部的營運。

由於早期戰後初期的台灣農業社會，很少有房產、地契之類的有價擔保，大多是

由會員找保人擔保，因此，社會資本中的「信任」因素，在此發揮關鍵作用；也

導致徵信調查工作，成為合會公司發展的關鍵業務。對新竹區合會儲蓄股份有限

公司而言，透過客家族群之間的交流網絡，在資訊蒐集上擁有其他合會公司所沒

有的競爭優勢。對於竹企的內部網絡關係，從發起、籌備到經營過程全程參與的

詹紹華曾表示：「竹企成立以來，董監事的產生，從來沒有動用投票選舉。都是

用講的，說了就算」（潘國正，1995）。 

    新竹合會以資本額 2000 萬舊台幣（折合新台幣 500 元）開始營運，初期會

員人數有 1666 人。開張的第一年虧損了 154 餘萬舊台幣。隔年（1949 年），在

主要股東的支持下，資本額增加十倍，並開始其他客家族群聚集之地如中壢、苗

栗、竹南、竹東、新埔等地設立分公司或辦事處（新竹企銀四十年誌編輯委員會，

1988）。根據曾經擔任竹企常務監察人的黃澎錟的回憶，當時新竹合會開辦的都

是投標式的合會業務，由會員投標競價，底標為會金的的百分之五十至九十不

等。新竹合會從中取得手續費，為其主要的利潤來源。對會員來說，參與合會的

最大保障，即是由合會公司負擔倒會風險（潘國正，1995）。另一方面，新竹合

會的會員對象，主要以小戶、散戶的基層群眾為主，屬於平民式的國民銀行。曾

經擔任收取會金的外務員賴森煌表示，無論是合會時期還是竹企時期，銀行與客

戶之間的感情深厚，不僅存在借貸之間的經濟交易關係，也參雜了許多社會關係

的互動（潘國正，1995）。 

    1954 年 4 月，新竹合會再度增資，並同時開辦會員寄託金業務（活期寄託

金與定期寄託金），增加合會公司的可運用資金；同一時期，新竹合會的人事、

會計業務亦逐步建立，奠定現代化經營管理之基礎（新竹企銀四十年誌編輯委員

會，1988）。1977 年，新竹合會改制為「新竹區中小企業銀行」，資本額增加至 2

億元。新竹區合會儲蓄股份有限公司在銀行化的過程中，服務的對象逐漸由合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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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員擴大到一般的地區性中小企業。除了積極爭取大客戶的業務之外，也協助需

要銀行輔導與支援的小企業。在業務往來的過程中，讓客家族群擁有的社會資

本，透過特定之金融網絡，轉化成金融資本；也讓相對弱勢的客家的中小企業，

得以取得發展所需的資金，爭取市場的機會。 

     

（二）客家族群的金融網絡分析 

 

    張維安（2006）在研究台灣客家企業家的族群因素與金錢應用的關係時，認

為在金錢的運用上，客家族群的因素不如企業家本身建立的資源來得重要。換言

之，無論是創業或企業周轉所需的資金籌措，企業盈餘的利用，以及借錢作保時

的考量，都沒有具體證據顯示客家因素的重要性。然而，以社會資本為基礎而形

成的金融網絡關係中，地區性與族群性因素的重要性不容忽視。特別在戰後初

期，台灣中小企業的創業貸款與一般民眾的投資借貸，主要受到貨幣網絡的團體

化與階層化（陳介玄，2003）。舉例來說，地方合會、信用合作社與農會信用部

長期分區經營的結果，使得底層貨幣活動的網絡形成了經濟生活團體化的現象。

而新竹合會選擇在客家人聚集的桃竹苗地區開展業務，除了受到一般經濟因素如

利益、產業特性的制約，也同時受到社會因素如關係網絡的影響。 

在金融網絡的概念中，決定彼此之間「聯繫強度」的關鍵是「社會同質性」

的概念。如Mark Granovetter（1973）就曾指出，強聯繫的交往關係之所以屬於

社會同質性的機率較高，是因為人群交往的基本原則是以「物以類聚」為原則。

事實上，社會同質性高的人，因其所屬之社會生活領域相近，對社會價值的看法

較為一致，較易分享情感與身分認同，因此較容易發展出有高度的相互回報與信

任的交往關係；透過主動的選擇，這些社會特質相似的成員容易成為具有強聯繫

的行動者（Marsden，1988）。 

另一方面，當網絡關係建立之後，經過緊密的社會互動，雙方不斷地同質化

彼此的態度、想法與偏好，社會同質性亦隨之增強（陳東昇，陳端容，2002）。

而此種社會同質性，極易透過社會網絡的聯繫而形成社會資本。就客家族群而

言，透過「擬制血親」的原則，同屬一相同族群的人被視為「我群」，並在語言、

文化與地緣關係的影響下，形成強聯繫的網絡關係。在新竹合會時期的成員交

往，可以被視為一種強聯繫的社會關係中；在此關係中，會員之間具有共同的互

動規範、資源交換的意願與能力、以及協調彼此認知的機會，而這些認同則會影

響會員的行為。 

本研究藉由對從事銀行工作客家族群的訪談（訪談對象參照表1），以及相關

次級資料的調查，歸納以新竹企銀為主的近代客家族群金融網絡之分析結果如

下。 

 

表 1 訪談對象一覽表 

受訪對象 性別 編碼 時間 編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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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企退休行員 男 C1 120 分鐘 1 

竹企退休行員 男 C2 150 分鐘 2 

竹企退休行員 女 C3 120 分鐘 3 

竹企退休行員 男 C4 120 分鐘 4 

竹企退休行員 男 C5 120 分鐘 5 

竹企退休行員 男 C6 120 分鐘 6 

竹企退休行員 男 C7 150 分鐘 7 

華年銀行經理 男 H1 120 分鐘 8 

華年銀行專員 女 H2 120 分鐘 9 

元大銀行專員 女 Y1 120 分鐘 10 

 

新竹合會的前身是地下合會組織「竹連公司」，是在戰後紊亂的金融體制中，

新竹地區民間盛行的兩大地下合會公司之一。當時的竹連公司因經營不善，面臨

倒閉的狀態，公司負責人何心甫向經營耳鼻喉科醫院的何乾欽求援。何乾欽（新

竹寶山人）在瞭解情況之後，找了好友姜振驤（金廣福經營者姜秀鑾的後代）與

客家同鄉詹紹華商量之後，決定接手竹連公司。三人一方面清算竹連公司的財

務，另一方面則尋找合夥人以募集資金。 

姜振驤為新竹望族、地方仕紳，與當時苗栗縣議會議長林為恭的父親是好

友，乃邀林為恭合夥參與。林為恭和當時新竹市議員鄭作衡，是共同經營三灣赤

糖廠的合夥人，鄭作衡因此加入投資。 

「林為恭和吳鴻麟是郎舅關係，所以吳鴻麟也被拉進投資行列。其他的發起

人像謝恩祥、黃國書等人，則為姜振驤的好友與同鄉，也就是新竹北埔人」（C1）。 

由上述發展歷史可以得知，新竹合會在最初的籌備階段，即是依靠姻親、宗

族、同鄉等擬制血親所形成的社會網絡。 

而在擬制血親的概念下，新竹合會的會員最初是以同一地區的「戶」為單位，

是一種鄉土關係的延續。之後的會員一方面是業務員的努力爭取，另一方面則是

親戚朋友的介紹。 

「一位客戶曾開玩笑地向我說：我家是你們公司忠實客戶，一家三代都和合

會公司往來，你們公司應表揚我們一家三代才是」（賴森煌的訪談資料，轉引自

潘國正，1995）。 

此一社會網絡關係的概念，也表現在新竹企銀的行歌中： 

「新竹中小企業銀行，創立悠久業績輝煌；服務大眾促進工商，調節金融繁

榮地方。投資有保證，儲蓄喜洋洋，輔導企業眾讚揚。態度親切，效率第一，一

切為家鄉」（新竹企銀四十年誌編輯委員會，1988）。 

而以戶為單位的會員，絕大部分都是處於經濟弱勢的庶民大眾。 

「合會公司的對象是以基層群眾為主，路邊賣菜的、開雜貨店的、吃頭路的、

做工的，都是合會公司吸收的對象。合會公司外務員收會錢時，經常有賣菜的攤

販，倒出一大堆零錢，讓外務員算錢算得眼花撩亂」（黃澎錟的訪談資料，轉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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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潘國正，1995）。 

新竹合會在與客戶互動的過程中，以其地緣關係與專業知識，協助那些當年

每日或每月繳納會錢的小客戶和散戶，在日後都成為有規模的大客戶。 

「看著原來是黑手的鐵工、市場內的攤販都成為大戶；甚至不過是領薪水搭

會的公務員，當年利用合會買房子或零星土地，今天都成為黃金地段，土地增值

潛力讓他們一聲享用不盡」（賴森煌的訪談資料，轉引自潘國正，1995）。 

另一方面，由於新竹合會公司營運初期，沒有房地產之類的有價擔保制度措

施，均由會員找保人擔保。關於此點，熟悉和會業務的竹企退休行員表示： 

「就我所知，合會時代的客戶選擇保人的時候，大多只能選擇自己的親朋好

友；如果是客家人的話，也只能找些客家鄉親的支持」（C2）。 

對於合會公司來說，要減少倒會的風險，就必須對會員和保人進行徵信調

查。曾擔任新竹區合會調查組長的楊承木回憶道： 

「平常沒事就到處找人多的地方聊天，聊天的人在沒有戒心下，會透露許多

誰家出了什麼問題，誰家財務出了危機等重要訊息」（楊承木的訪談資料，轉引

自潘國正，1995）。 

這是因為，當時農業社會人口較少，且缺少休閒娛樂，人際關係較為緊密。

在人與人互動關係頻繁的背景下，每個人的社會網絡關係狀況，都可透過一定據

點來取得訊息。 

也是受到擬制血親原則的影響，新竹合會在進行業務擴展時，也受到族群社

會網絡因素的影響。新竹合會在創立初期，便想將營業區域擴大至桃竹苗地區，

但因缺乏資金，無力負擔龐大的人事開支，以致無法廣設據點。因此，委由各股

東利用其社會資本，委託當地人包辦經營。 

「當時在桃園地區由黃建祥負責，中壢地區由吳鴻麟的姊夫黃標金主持，吳

鴻麟就是吳伯雄的父親啦；竹南地區則是由林薪傳來負責，苗栗地區是交給范木

蘭負責。包辦經營者的主要工作是會員招攬與開標收金業務，會計還是由新竹總

公司統一作業，那些分公司則是抽取部分管理費用」（C5）。 

 

    五、結論 

 

眾所周知，客家族群因為特定的歷史與環境因素，經常歷經各種遷移，也形

成客家族群的刻苦耐勞、勤奮節儉的生活習慣。為適應艱困的生存環境，相對弱

勢的客家族群多從事貿易、流通等事業，但經常面臨籌措資金的困難。部份客家

商人省吃儉用，發揮客家精神累積創業資金；部分則是倚靠親族與宗族的力量。

特別在早期的台灣農業社會中，客家族群的在其宗族、姻親與地緣上的關係網

絡，是其社會資本的來源。 

除了規範客家族群間的義務與期待之外，此一社會網絡也建立開放的資訊管

道，強化成員彼此間的信任感。本研究以新竹國際商業銀行在客家族群地區的發

展歷程調查，以及銀行高階管理者的深度訪談資料，初步分析台灣近代客家族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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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金融網絡與生活結構；並透過貨幣金融網絡的角度，觀察近代客家族群在台灣

社會的生存發展過程。 

在近代台灣貨幣制度創建的過程中，社會資本中的信任因素一度扮演關鍵的

角色，除了直接影響台灣社會的貨幣網絡之外，也成為台灣客家族群金融網絡形

成的重要背景。然而，從客家族群與金融網絡衍生的相關討論，目前仍有很多空

間留待往後研究，期盼在日後的研究能做更進一步的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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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文化權隨著跨國移民與文化穿越國界的情況不斷增加，多元文化主義的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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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而變得日漸重要。「文化權」，包括：語言權、教育權、媒體接近使用權等等，

不斷成為訴求多元文化主義的核心概念，這樣的呼籲與訴求，也不斷地在不同的

社會運動(如美國的非裔、拉丁裔、亞裔的人權運動；澳洲的原住民運動；加拿

大魁北克的分離運動；英國的蘇格蘭獨立運動等，以及性別、同志運動等)、學

術領域中被提出，並進一步影響各國文化政策的發展，成為族群相關文化政策關

注的核心。 

本研究基於以上的學術與政策背景，試圖探索台灣客家族群文化權利的

發展，並希望能夠提出評估的角度。研究議題與目的包括以下幾點：從西方學術

理論的脈絡來思考與探索文化權的內涵與定義；從台灣實際發展經驗來建立客家

文化權應有的內涵與定義；試圖評估目前台灣客家文化權落實的情形。經過研究

後發現，台灣從憲法對於多元文化保障的法源出發，客委會成立並開始許多客家

政策的制定與立法，均有助於客家文化權利的落實。客家基本法草案未來也可能

提供更多相關保障的可能。但目前客家政策較著重於象徵意義的建構，對於客家

族群的日常生活實踐與文化事務的關聯，以及更細緻的去思考常民生活的文化意

義都較為缺乏，導致文化權與日常生活的疏離，不利於相關權利的落實。 

壹、前言 

自一九九零年代以來，西方民族國家已經經歷了一連串的「權利革命」

(rights revolution)，不斷地在各種新的權利訴求中，思索著歸屬與排斥的問

題 (Isin & Turner, 2002:1)，例如：原住民權(aboriginal rights)、女性權

(women＇s rights)、同志權(sexual rights for gays and lesbians)，到動物

權、語言權等。這些新權利的生成與建構，往往連結著對於公民權(或稱之為公

民身分，citizenship)的概念與認知。在九零年代，公民權研究開始側重於哪些

新的權利訴求是可能或是需要在公民身分下被考量，以及這些權利可能帶來的危

險或是承諾等等。無論在社會、經濟或是文化面向上的新訴求，都對於公民權利

的範圍、內涵或是深度，帶來新的定義與重構(Ibid: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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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些不同的權利概念當中，其中一個不算新奇，卻始終無法受到重視的權

利概念：文化權，也隨著跨國移民與文化穿越國界的情況不斷增加，多元文化主

義的興起，而變得日漸重要。「文化權」，包括：語言權、教育權、媒體接近使用

權等等，不斷成為訴求多元文化主義的核心概念，這樣的呼籲與訴求，也不斷地

在不同的社會運動(如美國的非裔、拉丁裔、亞裔的人權運動；澳洲的原住民運

動；加拿大魁北克的分離運動；英國的蘇格蘭獨立運動等，以及性別、同志運動

等)、學術領域中被提出，多元文化主義逐漸成為國家政策與公民權研究中重要

的概念。Hall 與Ｈeld 就認為，歐洲社會概念下的公民權往往以文化同質性的人

口，以及單一的民族國家為前提；然而，較為恰當的看法應該是，相信所有公民

都應該去擴大自由、權利與解放的可能 (Hall & Held, 1990:187)。Isin 與 Wood 

強調，後現代主義與全球化已經揭露了傳統公民權嚴重的限制，不只在於傳統公

民權過度強調政治與國族的認同，也在於它無法完全包容後現代裡的分裂型認同 

(Isin &Wood, 1999:155)。 

Kymlicka 指出，公民權並不單指與一套權利義務有關的身分，更是傳達出

一種隸屬於特殊政治社群成員的團體認同。他們認為，「公民權就如同共同享有

的認同」的觀點，這個共享的認同整合了社會中不同的團體，並提供了國家性統

合的來源。這個整合的過程立基於「共同的文化」之上，也被視為一種共同的擁

有與財產 (Kymlicka, 1995:302)。值得注意的是，仍有許多團體感受到，他們

是被排除於這個「共同的文化」之外的；被排除的原因，不只在於他們的社經地

位，也在於他們的社會文化認同(或者說他們的差異性)，並沒有被社會所承認。

這些團體，例如族群上的少數、女性或是同性戀等等，就必須經由社會運動來訴

求他們的認同與特殊權利；因此，在理論的層次上，這些問題也與公民權建構的

論辯息息相關。這樣的背景剛好提供了文化權發展的可能；相關議題包括，文化

系譜如何經由教育、宗教、語言、習俗、文化作品、甚至媒體等等而持續的發展

與維持，當中包含了複雜的文化差異、文化再現、文化詮釋、文化接近性等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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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樣的學術背景之下，回到台灣社會的發展脈絡，我們可以發現，長期以

來受到忽略的「文化權」的概念，也在族群平等的大旗下開始被注意，特別是在

台灣的原住民運動與客家運動中，「文化權」的訴求：如保障文化傳承、振興族

群文化、推廣族群語言、習俗等等，也逐漸成為訴求的核心。而隨著客家委員會

成立後，提出了各種振興客家文化的相關政策，如：：「客家語言復甦與永續成

長第一期六年計畫」、「客家文化振興第一期六年計畫」、「客語傳播發展六年計

畫」、「客家特色文化加值經濟發展四年計畫」、「促進客家知識體系發展六年計

畫」、「客家社會力振興六年計畫」等等，都與促進客家族群的文化權利有密切關

聯。其中的「客家文化振興計畫」中即指出此計畫目的在於「活化客家文化設施，

聯絡客家情誼，進行客家文化交流、展示客家文物，提供客家文藝團體展演的場

所，透過客家文化論壇的舉行，推動館際效流、策略聯盟，輔導其活化經營，辦

理藝 文活動，成為客家文化傳播據點。客家文化資源之調查、蒐集、整理、數

位化保存及推廣。透過現代化網路科技，將客家相關文物數位化典藏，進行不受 

時限制的客家文化學習、研究、教育及推廣等工作。扶植客家文化團隊、紀錄客

家文化風貌、發揚客家傳統技藝、舉辦跨縣市客家文化交流，連結客家文化發展

網絡，提振客家人自我認同度，使客家人自認為台灣社會的「共同主人」為初步

目標」39，以活化、保存客家文化為主要的任務。隨著客家文化政策的不斷提出，

目前台灣客家族群的文化權利發展的如何？應該用什麼角度與方式來評估呢？ 

基於以上的學術與政策背景，本研究試圖探索台灣客家族群文化權利的發

展，並希望能夠提出評估的角度，研究議題與目的包括以下幾點： 

1.從西方學術理論的脈絡來思考與探索文化權的內涵與定義； 

2.從台灣實際發展經驗來建立客家文化權應有的內涵與定義； 

3.試圖建立台灣客家文化權評估的可能性。 

                                                 
39 資料來源：客委會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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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執行情形 

 一、計畫之執行概況：如表 1所示 

表 1 計畫執行進度表 

工作項目 工作內容 

官方資料蒐集 

學術文獻、官方文獻、預算書、網路資料(如：對於文化

政策的宣示、方案方向與評估)、中央圖書館資料庫相關

期刊檢索、媒體報導(以聯合知識庫為主)等相關資料蒐

集。 

相關文化活動、空

間論述與宣傳資料

分析 

大眾媒體上相關的報導與討論，主要以聯合知識庫為主進

行相關文化權論述的分析 

相關研究數據與資

料整理與調查 

將官方與過去研究中與文化權相關之統計數字進行紀錄

與整理，作為未來比較對照指標。 

客家文化權座談會 

座談會內容下： 

1.客家族群接近與參與客家文化的狀況，如語言使用、節

慶參與、表演或視覺藝術活動的情形？  

2.客家族群對於客家文化認同的程度與表現？  

3.客家文史工作室或是藝文人士目前對於客家文化發展

的影響與角色？ 

4.對於客家文化未來發展的看法？問題？政策建議？整

體對於客家文化權利發展的建議與看法。 

深度訪談 

1.訪談對象包括：國立清華大學人文社會學院張維安院

長、國立聯合大學陳君山助理教授、法律學者鍾國允副

教授、公共行政學者孫煒教授與陳欽春教授。 

2.主要訪談內容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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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目前台灣對於文化權利的基本看法？ 

(2)政府相關法律與政策如何落實文化權利？ 

(3)客家文化權的相關概念、客家基本法對於文化權利的

影響？ 

(4)如何評估目前客家文化權利的落實情形？ 

(5)哪些客家人的文化權益應特別被文化政策所考慮而

目前被忽略的？ 

(6)整體對於客家文化權利發展的建議與看法。 

 

 

 

二、預算支用情形：請見總計畫支出明細表。 
 

參、檢討與建議： 

一、成果效益： 

1、理解台灣如何在憲法與公共政策架構下提供文化權的落實。 

2、分析台灣客家族群應擁有特殊的文化權的內容與可能。 

3、初步理解台灣客家群文化權的落實情形。 

 二、與原訂計畫之落差及原因分析： 

1、本研究原欲採取質性與量化並重的研究方式，即對於文化行政官員、藝

術創作者或文化工作者、文化政策研究者、客家社會運動與政治運動者、

社區與文史工作者與客家領袖或客家社團負責人以質化的深度訪談或座

談會的方式進行，在此同時，對於文化權的使用對象(即客家人的部分)

進行問卷調查的量化資料分析，然由於經費限制，僅能以質化方式進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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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實為一缺憾。 

2、台灣對於文化權與多樣性的研究尚在起步階段。因此尚缺乏相關法規賦

予文化權一個正當性，因此在客家基本法仍在起草尚未公布施行的過渡

階段，對於客家文化權的研究者而言研究過程備感艱辛與缺乏資源。 

  三、建議事項： 

     1、本研究原欲採取質性與量化並重的研究方式，因此未來的研究者對於客

家文化權議題的研究能輔以量化分析進行研究，將更能促進客家文化群

落實情形的通盤了解並以此建立有效的客家社會文化政策。 

2、由於台灣對於文化權與多樣性研究尚在起步階段，因此對於研究客家文

化權相關議題的研究者而言，研究資料取得方式較為不易，因此在法律

上尚未修訂完成之過渡時期，除希望相關法規盡速修訂完成外，亦希望

相關單位能提供關於客家族群文化統計的相關資料予以協助。 

   

肆、研究報告內容 

一、文獻檢閱 

文化權(cultural rights)逐漸成為西方學術界一個重要的議題，並引起

許多相關領域的關注，例如在公民權的研究方面，對於多元文化主義的強調與

全球化流動的影響，導致公民權的定義與內涵不斷拓展，從市民權、政治權、

社會權，發展到了文化的面向，新「文化權」的內涵，已被視為公民落實民主

的基本過程與條件之一。除此之外，如何落實文化權？文化權的內涵是什麼？

文化政策與文化權的關係等等議題，也引起了文化研究與文化政策研究學者的

注意。 

在國際層次上，對於文化權的討論，從一九四八年聯合國的世界人權宣言

(Universal Declaration of Human Rights, UDHR)中即開始發展。在第二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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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條中它宣示： 

每個人都有權利自由地參與社群的文化生活，享受藝術以及分享科學的進

步與其帶來的好處。    

國際經濟、社會與文化權協約(the International Covenant on Economic, 

Social and Cultural Rights ,ICESCR, 1966)的第十五章也提出重要主張，

來保障每個人參與文化生活的權利、享受科學進步的權利，以及創造文化藝術

產品的權利等等 (Fisher et al, 1994: 43)。      

在一九九二年，協約在重修第十五章時，開始定義文化權的內涵： 

尊重每個人的文化、真誠與本質; 平等的近用權與尊重非歧視原則；參與主

流文化與少數文化的創造與享受的機會；不可缺少的創造活動的自由，如：表達

自由權、智慧財產權；保障與發展可參與的文化，包括有關於主流或是少數文化

方面的國家與國際的文化交流 (Ibid: 143)。      

UNESCO 也認知到，文化權還在低度發展的階段，因此，文化權的定義與內

涵還需要更進一步的去加以釐清；因此，UNESCO 提供了許多的會議、行動計劃、

活動或是法規來改善對於文化權的理解。在一九九一年 UNESCO 的瑞士國際委員

會(the Swiss National Commission)， 即仔細審查文化權在理論與實際的運用

上所具有的不同意涵(Singh, 1998:149-50)。 之後，UNESCO 又成立了一個工作

團體來起擬一份對於文化權的宣言，這個草案在一九九七年完成。在這份草案

中，確認對於文化權的認知與經驗，在文化認同的維護與促進，文化差異的培養，

以及文化間的對話上都扮演了關鍵性的角色。 

目前，大約有五十多種的文化權被 UNESCO 的文化與發展合作辦公室

(Culture and Development Co-ordination Office)歸納為十一種範疇，並被提

出討論，包括了文化認同的尊重、被認可為一個文化社群的權利、參與文化生活、

教育與訓練、資訊權、接近文化遺產權、保護研究、創意活動、智慧財產權與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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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政策參與權等等。Prott 也認可十一種不同項目的文化權，包括了表達自由；

教育權；父母為子女教育選擇權；參與社群的文化生活權；保護藝術、文學與科

學作品權；文化發展權；文化認同權；少數族群對其認同、傳統、語言及文化遺

產的尊重權；民族擁有其藝術、歷史與文化財產的權利；民族有抗拒外來文化加

諸其上的權利；公平享受人類共同文化遺產的權利(Prott, 1992: 96-7)。 但值

得注意的是，這些相關權利多半在國際的文化組織中被認可；同時，涵蓋的範圍

也超出了文化的層面，與政治、教育等議題都有密切的關係。這也顯示出，文化

權益的保障往往必須建立於其他權利之上。 

相較於早期文化權多半在國際文化組織被認可，隨著文化公民權概念的提

出，強調在國家層次的個人文化授能的問題，確認國際法上文化權的概念，得以

在國家層次上被落實。Turner 指出，文化公民權的提升意味著如何更有效率、

更成功與更有創意的參與國家文化，例如近用教育機構、較為適合的語言的擁

有、文化認同權等等。因此，博物館、古蹟、傳統節慶活動就形成主要的領域，

來協助公民得以積極發展多種認同的可能(Turner, 2001:12)。除此之外，大眾

傳播或是文化消費也逐漸成為文化公民權討論的重要領域，因為文化公民權也意

味著文化生產的意義控制與所有權的問題，包括了公民權的參與可如何經由文化

商品的生產、流通與消費而傳達出來(Ibid: 20)。文化公民權提供了一個新的視

角，檢視文化藝術消費中長期存在的階級品味差異、象徵符號鬥爭、文化不平等

的問題。 

長期以來，文化權概念的發展多半在於國際組織的層次，隨著文化公民權的

提出，國家層次的落實逐漸重要起來，然而，文化政策應當保障哪些文化權？可

能在不同的國家會有不同的做法。觀察目前國家層次的文化政策中，較為重要的

文化權大約包括：文化認同權、文化生活接近權、文化發展權、文化再現權等等。 

表 3 文化權內涵的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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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NESCO     Prott 文化公民權 

文化權 

的內涵 

與關注 

 

 

 

文化認同的尊重、

被認可為一個文化

社群的權利、參與

文化生活、教育與

訓練、資訊權、接

近文化遺產權、保

護研究、創意活

動、智慧財產權與

文化政策參與權 

表達自由；教育權；父

母為子女教育選擇權；

參與社群的文化生活

權；保護藝術、文學與

科學作品權；文化發展

權；文化認同權；少數

族群對其認同、傳統、

語言及文化遺產的尊重

權；民族擁有其藝術、

歷史與文化財產的權

利；民族有抗拒外來文

化加諸其上的權利；公

平享受人類共同文化遺

產的權利。 

文化認同權、文化生活

接近權、文化發展權、

文化再現權等；並關注

文化生產、流通與消費

的問題；檢視文化階級

與品味的不平等。 

(資料來源引自於：王俐容，(2006) 〈文化公民權的建構：文化政策的發展

與公民權的落實〉) 

台灣對於文化權與多樣性的研究尚在起步階段。在台灣的部分特別以文化權

的探討形成專書的作品為李明政的《文化福利權》，與西方有些學者類似的，將

文化視為社會福利的一個部分(較為早期的看法)，特別以原住民的個案研究，探

討  探討在民主法治架構及國家尊重多元文化政策的前提之下，原住民族文化維

繫與發展的福利權，如何能落實？在其實踐的過程中會遭遇到哪些困難與阻力，

如何予以克服，使社會福利發揮更積極的功能（李明政，2003）。 

林信華則以歐盟發展的經驗指出，文化權作為歐盟成員建立一個共同認同的

重要性，並強調文化多樣性所表現出來的就是對於民主的尊重(林信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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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250)。因此，林信華進而分析台灣的經驗，強調台灣有些相關文化政策已

經開始建立這個新權利空間的正當性，如社區總體營造(林信華，2002:254)。 

郭靜晃(2002)則強調文化權作為人權不可或缺的重要一環，指出落實文化權

必須先有文化的建設、培養文化素養等等，之後再繼續保障每個人參與文化生活

與文化活動的權利，才能建立一個具有豐富文化的社會。 

周志宏(2005)則從法律的角度來看，探索文化權(較為偏向教育部份)納入我

國憲法的必要性。他並指出相較於其他國家憲法，台灣應考慮將一些文化權納入

憲法，如：參與文化生活之權利、享受科學進步與創作利益之權利、少數族群語

言文化之權利等等。 

    (一)多元文化主義的發展：   

   多元文化主義無論在理論或是實際政策運用上都是一個熱門的議題。在理論

上，多元文化主義挑戰了普同性公民權 (universal citizenship) 與自由主義

的平等觀(liberal equality)強調差異的政治(politics of difference)。因此，

可以看出多元文化主義相關理論的發展受到兩種趨勢的拉扯。第一個趨勢是自由

主義的影響，又稱之自由主義式的多元文化主義(Liberal multiculturalism)，

這個觀點試著去尋求自由主義與多元文化主義間的平衡，以及在公民權、權利與

政策中找到解決差異、平等、自由與文化等問題的方案。第二個趨勢則為後現代

主義式的多元文化主義(Postmodern multiculturalism)，這個趨勢強調的是，

更多差異的可能性、人們與認同、文化之間變動的關係、多重認同與混雜文化在

多元文化主義中的角色等等。某種程度看來，這兩種趨勢有衝突的地方，卻也各

自指出值得注意的方向。自由主義式的多元文化觀提供了不同社群如何去尋求它

們的平等、權利與公民權的落實，同時重新定義國家與不同社群的關係；而後現

代主義的多元文化觀則指出差異、認同的多樣面向與複雜性。 

在實際的政策發展上，加拿大與澳洲自一九七零年代開始推展各種多元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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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以因應國家內部的不同族裔、原住民、或是英語法語語系民眾的需求；接

下來，歐洲國家如英國、德國等也逐漸將認同修正為「多族群」的國族想像，並

提供更多福利、文化上的保障也開始重視「文化差異」：包括族群團體、移民、

女性或同志團體的文化權益。從加拿大、澳洲開始發展，延伸到美國、歐洲的多

元文化主義，也在台灣成為重要的議題與政策。在一九九七年，政府經由憲法的

修改來宣示中華民國對於多元文化主義的強調。多元文化主義逐漸在台灣形成一

種重要的文化政策。當台灣社會長期在國家認同的分裂、與族群差異的矛盾中尋

求政治整合的可能時，似乎成為這些難題一個重要的答案。隨著八零年代原住民

運動與客家運動的萌芽，在多元文化主義九零年代開始結果：一九九七年七月，

國民大會增修憲法第 10 條第 9項，宣示「國家肯定多元文化，並積極維護發展

原住民族語言及文化 」；二零零一年行政院客家委員會的成立大會上，總統聲

明：「中華民國是一個多元族群與多元文化的國家，國家肯定多元文化是基本國

策。肯定多元文化，表示不同文化的各族群、各民族是一律平等，彼此尊重，和

諧共處，共存共榮。」40在新的二十一世紀的開端，多元文化主義似乎已經成為

台灣社會新的共識與價值。多元文化主義的概念與相關政策的發展如何影響台灣

的文化政策？是否提供台灣不同族群文化權利的保障與落實？這些問題還有待

更進一步的研究來釐清。  

 

    (二)公民研究與文化權： 

另一個與文化權有關的學術研究背景即為公民權的研究(citizenship 

studies)，事實上，文化權的討論拓展了公民身分與公民權的研究。在今日的公

民權研究中，對於多元文化主義的強調與全球化的流動導致公民權的定義與內涵

不斷拓展，從市民權(civil rights)、政治權(political rights)、社會權(social 

rights)，發展到了文化的面向，如 Bryan Turner 所指出，隨著全球化以及同一

                                                 
40 總統府新聞稿，民國九十年 11 月 1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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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國族文化的斷裂，我們必須再去構想新的「文化的公民權」(cultural 

citizenship)的內涵，以作為一個公民落實民主的基本過程與條件(Turner, 

2001 : 12)。文化成為公民權落實重要的面向。 

因此，如何經由文化來深化公民權的落實與主體的意識，以更有效落實公民

權，則成為許多學者關注的議題。例如，Jostein Gripsrud 對於二十世紀百年內

的文化政策研究即指出，對二十世紀初期的西方民主國家而言，國家介入或是提

倡文化事務的目的與合法性在於促進公民政治權的落實，以達成國家整合的結

果。就當時看來，政治權無法充分地落實與民眾的教育文化水平低落有關，例如

文盲的比例仍高、通俗文化產品的粗俗，如黃色報業(yellow press)的出現等等。

換言之，為了使國家內每一個成員(開始只有男性、後來拓展為男女都享有政治

權)具有民主的素養與足夠的知識行使市民權與政治權，文化政策具有教育功

能，並與通俗文化對抗的任務。 (Gripsrud, 2000 : 198)。換言之，西方民主

國家經歷一段由文化政策來落實政治權，並深化公民主體的過程。 

此外，Jude Bloomfield 與 Franco Bianchini 分析西歐社會中文化政策如

何改善公民權時指出，在一九六○年代之前，文化仍被定義為傳統的高級文化，

因此，文化政策的主要目的在於提升民主與社會權的保障；到了在第二個階段(約

在 1960 到 1980 年間)，新的公民權概念：「參與式公民權」的概念在許多國家被

提出(如英國的社區媒體運動、德國的「Soziokultur 運動」與義大利的青年運

動)，希望建構一個共同的公民空間與地方認同，賦予殘障人士與不同弱勢團體

更多發聲的機會，以及提供他們更多機會去組成自我意識的社群與公共領域。在

這樣的思考下，文化的定義更為廣泛，包括電子音樂、錄影帶、攝影或漫畫等等

都被視為可以作為新公民權發揚的管道；文化政策也試著重新去定義地方與公民

社會的關係，而重建新的公民認同(Bloomfield and Bianchini,2001 : 111)。 

隨著歐盟的成立，文化公民權更成為新的「歐洲公民成員」的重要支柱。

Maurice Roche 的分析即指出新的歐洲公民權的建構與文化權的密切連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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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che, 2001 : 74)。首先，一個公共文化必須被用來作為集體認同與公民權的

基礎(Ibid: 79)。其次，文化與公民權的關係應被視為落實公民權的基本考量

(Ibid: 81)。第三，為了強化文化與公民權的連結被當作一種「公共的政治文化」，

文 化 更 需 要 被 提 昇 成 為 歐 盟 政 策 的 主 要 議 題 ( I b i d :  8 5 ) 。 

歐盟為了建立公共的文化與落實公民權，施行了一連串的文化計畫，如歐洲

文化之都的推動；歐洲古蹟的重整；並將媒體(如無國界媒體政策)、體育運動(如： 

“sport for all＂ 政策)、以及觀光也包括在其中。其中 John Urry 特別提出，

在歐洲文化公民權的建構之中，觀光旅遊在文化的實踐與認同的轉型過程，都扮

演了重要的角色。因此，「旅遊權」(the right to travel)也應成為文化公民權

中的一部份(Urry, 1995 : 165)。 

這些分析與個案顯示出一些重要的經驗：文化權已經成為文化政策中重要的

議題之一，特別是參與式的公民權與公民社會相關的問題；同時，文化也在公民

權概念的建構中，成為不可被忽略的一部份。如何強化文化權的落實也逐漸成為

文化政策重要任務與議題。Tony Bennett and Colin Mercer認為文化政策具有

重要的角色去確保文化權的發展，並指出文化政策研究應該去關心下列問題：(1) 

公共贊助的文化機構有無能力去認可與強化文化多樣公民團體的文化權；(2)政

府應有重要的角色去確保文化產品的多樣性，以反映出不同的文化價值與意義，

以增進公民社會的建構；(3)文化政策與相關研究需要更關心公民社會中的非政

府組織(NGOs)以促進更寬廣的文化權與公民權 41。   

 

 

  (三)族群權利相關理論對於文化權的影響： 

                                                 
41 Tony Bennett and Colin Mercer, ' Improving Research and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for Cultural 
Policy', from the website of: http://www.unesco-sweden.org/conference/Papers/Paper6.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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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於不同族群、宗教與語言團體的保護一直是國際法長久關注的問題。根

據 Thornberry，在十六、七世紀的時代，國家體系的出現伴隨著對於族群權利

的關注(Thornberry，1991)；然而，當大部分國家在十八世紀進入了「民族國家」

的建構過程中，族群權利開始受到限制與壓抑。直到一九七零年代之後，許多學

者開始察覺，對於少數族群議題的關注可以強化人權的保障，經由發展語言的存

在、認同、以及參與文化、社會、經濟生活的原則中來落實。   

然而，對於少數族群權的範圍與實質內涵卻有不同的觀點。Thornberry(1991)

從生存權、認同權、不被歧視權與原住民族權來分析國際法中少數族群權的發

展；首先，生存權被視為少數族群最基本的權利；其次， 認同權的功能在於避

免「文化滅種」(cultural genocide)的可能。而同時，認同權也涵蓋了三種不

同權利：文化權、宗教權與語言權。第三，「不被歧視權」則提供少數族群的尊

嚴權。Thornberry 強調少數族群團體希望維持他們獨有的文化、語言，宗教與

不被歧視的需要，以便平等地整合進入更大的主體社會。而從 Thornberry 所提

出的族群權中，可以分出兩種不同權利類型：第一種是基本權，包括生存權與不

被歧視權；第二種則是特殊權，例如認同權。  

Kymlicka (2000)也強化了類似的觀點。根據 Kymlicka，少數族群權有兩種

共同的特色。首先，他們超過了一般個人公民權中所含括共同市民權、政治權--

這些用來捍衛自由民主制度的設計。其次，他們附屬於認可與包容獨特認同與文

化團體的需要。而這兩種特色都可以在多元文化公民權的意涵中發現。 

從這些關於族群權的討論，可以發現族群權逐漸發展成為公民權中的一個部

分。族群權賦予少數團體兩種身分：一種為國家中的公民身分；一種是特殊團體

的成員身分。也因此，族群權必須在基本權--他們應具有與其他團體在政治、經

濟、社會與文化領域上相同的地位；並在各種自由權，如言論自由、信仰自由、

集會結社自由等上受到充分的保障。而在特殊權的方面，少數族群更應享有集體

認同權、自治權、自決權、特殊團體代表權與文化權等等來保護特殊團體的身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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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權利。 

 

  (四)客家文化權的討論： 

    1.語言權： 

語言權一直是客家族群相當在意的問題。研究顯示，在台北只有百分之三的

人口使用客語，遠低於其人口的比例(黃宣範，1995)。長期以來，客語被當作家

庭私領域使用的語言，而每一代的客語人口約以 22.4-26.4% 的比例流失。因此，

客家族群語言保存以及語言權的振興，的確是一個重要的任務。客委會成立後，

主要政策有客語教育的推動：由教育部負責規劃的鄉土教育為主，每週母語教育

兩個小時，在客家村落施以客語教育。而客委會位居輔導地位，將成立客語教育

推動委員會，負責提供教材編寫，提供客家觀點，客語師資的培訓，促進客語文

字化，進行客家語言研究等工作。另外也將獎助幼稚園客語的實驗教學，奠定母

語的基礎。客語公共化：客語的流失與它迅速成為一種家庭的語言，而不是公共

的語言有很大的關係。長期國語政策的結果，雖沒有完全抹煞客語生存空間，但

也有效讓大家學習到在公共場所不應該講客語。因此，如何去除客語私領域的色

彩，而成為公共領域也可以接受的語言，是大家希望努力的方向，例如在公共場

所提供客語播音，會議中提供客語翻譯，政府部門的機構也提供客語服務人員等

等。在二零零二年，客委會已經通過「行政體系客語服務」，希望民眾可以在行

政體系中自由的使用客語。客語傳播與媒體的建立：客委會成立後，對於客語媒

體提出許多計劃。首先，客委會提出「客語傳播發展六年計劃」，如推廣電視媒

體傳播：補助電視台製作客家節目，預計到達每週十四個小時；委製各類型客家

節目提供電視台播出；購置國內外著名影片以客語配音；補助民間客家電視台的

成立與經營。推廣廣播媒體傳播。推廣電影媒體傳播等；再者，客家電視台、客

家廣播的成立也對於客家族群的語言權有很重要的影響，近幾年來引起了許多學

者的討論（姜如珮，2004;鍾皓如，2003）。專門為客家社會文化復興所設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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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家電視台，在 2003 年設立之後已經舉辦過兩次研討會，如：中央大學客家社

會文化所(2003)與台北市客家文化基金會(2004)，但對於客家電視台與客家廣播

如何實際對於客家族群語言權的影響部分，相關研究仍很少見。 

   2. 再現權： 

 客家族群的再現權也曾受到限制的。過去，他們因為兩個理由而被當作台灣

社會的隱形人；首先，有意無意習慣掩飾自己族群身份的客家人，使得其他族群

較難在日常生活中「發現」客家人的存在。其次，集體性的客家族群或是客家文

化則被大眾媒體或是歷史所忽視。但這並不意味著，客家人不希望他們被「看

見」；相反地，客家族群對於他們被呈現的形象相當的敏感。因此，許多客家研

究雖然沒有直接而明確提出「客家再現」這個詞語，但經由客家音樂、建築、民

俗、文學或歷史來說明「什麼是客家？」或是「什麼是客家精神？」之類的問題，

多少都與「客家意象」有高度相關，例如一九九三年的《台灣客家人新論》(台

灣客家公共事務協會編)，一九九八年的《新的客家人》(台灣客家公共事務協會

編)的論文中，都有許多這類的研究。 

 台灣關於客家再現的研究，也從各種角度出發剖析，而呈現出多元豐富的面

貌，例如從文學或書寫裡看客家意象與再現；從族群建構與論述看客家意象與再

現(蕭新煌，2002；)；從族群互動看客家意象與再現(莊英章，2001)；從大眾媒

體，例如廣播或是電視媒體來看客家意象與再現(林彥亨，2003；姜如珮，2004)；

或是從日常厘語來看客家意象與再現(張維安，2005；王雯君、張維安，2005)，

都幫助客家或是非客家族群更進一步理解客家再現的多元樣貌。 

  相關研究也指出，客家族群的再現權已經受到相當的重視，經過這幾年來客

家社會文化復興的影響，已經比較平等與合理，但依然將社會原有的刻板印象不

斷的複製：傳統的、鄉愁的、農村的、刻苦耐勞、勤儉、政治的(王雯君、張維

安，2005)。張維安(2005)也指出，客家意象與再現仍常牽涉到一些刻板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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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在客家人心中，也可能靠著這樣的印象來互動與生活，難以逃脫這樣的限

制。因此，客家族群的再現問題仍值得更深入與分析與探究。 

二、台灣憲法與公共政策架構下的文化權概念 

法律學者許育典指出，我國憲法增修條文第10條第11 項的規定中明文提

及：「國家肯定多元文化。」這個規定的目的，在於透過憲法的規範，建構多元

文化國的憲法保障基礎，賦予國家保護不同或多樣文化差異的義務，而這必須透

過其國家的中立與寬容來落實。我國憲法的「文化」規範集中在基本國策上，憲

法規定在使用「文化」概念時，也呈現出「文化」字義的多樣本質，尤其是我國

憲法規定多次將文化與教育「並列」，例如：憲法第158 條、第162 條、第163 條

第2 句、增修條文第10 條第10 項、第12 項規定；而憲法第164 條及增修條文

第10 條第10 項規定，則將文化與教育、科學「分列」。然文化與教育是不苦分

開而論的，因為憲法的這兩種規範方式：前者將教育與文化「並列」，一如基本

國策第五節的「教育文化」節名，緊緊地結合教育與文化成一整體，似乎將教育

文化視為一結合體，此可由憲法第158 條、第162 條、第163 條第2 句的規範內

容看出；而後者將教育、科學與文化「分列」，一如其排列順序所示，清楚地將

教育及科學的經費歸屬於文化之下，似乎將文化視為教育與科學的概括規定，也

就是教育與科學只作為文化的例示內容。 

許育典教授指出，文化基本權作為主觀權利的作用，主要是傳統的防禦權功

能，保障個人文化自由的最大可能自我決定，在此範圍內個人可以權利救濟排除

國家干涉。事實上，人格的自由開展正是人的自我實現的主要內涵，也是文化基

本權建構的核心概念。然而，我國憲法的基本權目錄卻未規定文化基本權；但這

是否意謂著我國憲法並未保障文化基本權呢？當然不是。就廣義的文化基本權而

言，實際上包括了：言論自由（依釋字第613 號媒體自由也從此導出）、著作自

由、出版自由、學術自由、宗教自由、教育基本權及藝術自由等基本權。前六者

在我國憲法上皆有明文的規定，後者（藝術自由）雖未直接明文規定，依然可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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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憲法第22 條推導出來。我國憲法第22 條規定：「凡人民之其他自由及權利，

不妨害社會秩序公共利益者，均受憲法之保障。」這個條文是為了因應社會生活

脈動的進展，使憲法可以與時俱進，成為保障人民新興基本權的開放性規定。在

不妨害社會秩序公共利益之下，藝術自由仍然受到我國憲法的保障。 

除了廣義的文化基本權以外，許育典教授觀察到，台灣也有一種較為狹義的

文化基本權概念在發展，如文建會提出的「文化公民權」。什麼是狹義的文化基

本權呢？我們可從聯合國人權宣言第27 條規定來掌握此概念，其規定內容為：

「每一個人有權自由參與社區的文化生活、享受藝術以及分享科學的發展及其果

實。」就此而言，狹義文化基本權作為主觀權利的作用，主要是產生共享權功能

的保護法益。事實上，在狹義文化基本權作為共享權的作用方式下，如果國家已

提供文化藝術活動或設施時，每個人民都有參與及參觀的權利。因為此種活動或

設施是由國家所舉辦或提供，則此時國家若禁止私人參與或參觀，應是屬於人民

在文化上平等共享權的侵害，這種接近文化藝術的權利，是一種參與國家的文化

資源的平等共享權，當然也是狹義文化基本權作為主觀權利的主要作用，而這也

是文建會所提出「文化公民權」的核心內涵。相對於此，如果當文化活動或設施

不是國家提供，卻是由私人所舉辦或提供，則此時國家若禁止私人參與或參觀，

則顯然並非平等共享的問題，而應認為是一種自由權的侵害，在此的接近（私人

提供）文化藝術的權利，則又回到狹義文化基本權作為防禦權的問題。附帶一提

的是，在國家提供文化獎助的資源時，凡符合其所列資格者，也有請求參與平等

共享的權利，國家如果毫無理由地拒絕給付，也有違反文化平等共享權的問題。 

整體而言，許育典認為廣義的文化基本權含括：言論自由／媒體自由(§11)、

著作自由(§11)、出版自由(§11)、學術自由(§11)、宗教自由(§13)、教育基本權

(§21)及藝術自由(§22)，為我國憲法基本權目錄規定所保障；而狹義的文化基本

權，則專指文化公民權的保障，就其連結聯合國人權宣言第27 條規定而言，保

障每個人有權自由參與並共享共同生活的文化資源，也可為我國憲法第22 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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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括基本權條款所保障。綜上所述，許育典認為，在文化基本權的保障之下，不

僅賦予了人民個人有共享文化藝術的權利，而且人民也可組成各種文化團體，去

發展和保持自身獨立的文化個性的可能。就此而言，憲法經由廣義文化基本權的

保護，的確為文化國的存立提供了保障，同時也建構了狹義文化基本權的相同客

觀法保護。因此，從憲法第22 條導出的狹義文化基本權，即文建會提倡的「文

化公民權」，其本身不僅可作為主觀權利的請求權，一方面是作為防禦權，請求

國家不干涉人民的文開展化自由，另一方面則作為共享權，請求國家讓人民平等

共享文化生活資源；而且可作為要求國家中立與寬容的客觀法保障，使文化公民

權成為文化國下對文化權的立法、行政與司法保護(許育典，2006)。 

但法律學者鍾國允教授認為，目前台灣憲法還沒有實質將文化權視為人權的

一種，而是傾向於社會福利概念(或是社會權)下，國家對於弱勢者的照顧與保

護，屬於客觀法律制度的建立，尚未到達人權的標準。相較之下，原住民權所訴

求與生存、土地相關的權益比客家族群所訴求的文化權益來得強烈，也有較高正

當性(鍾國允教授訪談)。 

在憲法賦予政府提供文化權利的法源之後，即需要從公共事務角度來看台灣

文化公民權的落實，理解政府如何在上游(憲法結構對於相關權利的定位)的影響

之下，進入中游(組織制度與政策制定)與下游(政策執行與相關法規落實)的過

程。本研究訪談公共行政學者孫煒教授指出，在公共行政學界中，對於族群作為

想像、認同、共同價值與利益的組合，並以此作為族群代表性機構的正當性是否

充足？目前台灣法學界普遍可以接受原住民代表機構之正當性，並承認原住民權

益，如自治權、自決權、土地權等等的存在。但客家族群的代表性機構相較起來

較為不足，但在目前台灣社會的發展下，可將客委會定義為服務全球客家人之平

台，將台灣推向全球化，將本土性價值、意識推向海外，以強化客委會存在之正

當性(孫煒教授訪談)。 

隨著客家基本法的草案提出，台灣對於客家族群文化權益的保障將會更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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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宣示意義與象徵意義也提高，但實際將草案落實也將會有困難(孫煒教授訪

談)。如何落實客家基本法，也將成為落實台灣客家文化權益的重要關鍵之一。 

本研究訪談客家學者張維安教授指出，客委會成立之前，客家文化權利的確

較被忽視，導致客家運動的興起。客家運動主要訴求文化權利，特別關注於語言

或是語言相關的載體(如：還我母語運動；推動廣電三法的修改，訴求方言在公

共頻道無法發聲的問題與限制；抗議台北客家電台的抄台，突顯母語被壓抑的問

題等等)。 

除了語言之外，客家族群也相當在意其在大眾媒體上常常被污名化的經驗，

即為客家再現權的討論。例如有時在除夕夜會有以客家人(形象)出現在在娛樂節

目，但是以搞笑、負面形象為主；不然就是完全消失於大眾媒體(不見的狀態)，

對於客家族群的再現權都有相當不利的影響。 

隨著客委會的成立，政府預算挹助進入客家議題，但公共資源近來還是以語

言部份為主，以及對於客家文化之象徵意義的建立與論述的建立(例如客家媒體

或是客家學院進來協助)，但在日常生活的客家生活方式的實踐上，客家文化權

的落實是什麼意義？張維安教授認為這個面向依然受到相當忽視，也使得相關文

化權利的落實能以得知或是評估。也因此，日常生活的客家實踐與客委會的施政

有些疏離。 

目前客家已經被看到了，客委會也被看到了，客委會在儀式、節慶、新的傳

統建構(桐花祭、義民祭)上有所作為，但在日常生活部分注意較少。張維安教授

指出，未來的問題是： 

1.客家族群的日常生活實踐與這些事務的關聯(文化權)，更細緻的去思考   

常民生活的文化意義(例如客家人遇到問題如何解決？是否在人生觀、宇

宙觀等更抽象層次上與其他華人不同？提供其特殊的意義與價值？) 

2.在更大環境中(台灣主流社會)客家是否被邊緣化(集中就是邊緣的開始)，

別人是否喜歡客家的東西？客家對於他所宣示的對象有無去溝通？例如

閩南人或外省人，這些外在環境均影響客家文化與認同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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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台灣客家族群文化權的落實概況 

以下討論客家族群文化權利的落實概況，主要來自兩次相關座談會的資料，

第一次會議以客家社區文化工作者為主，第二次以客家藝文與會議議程與參與人

員參照附錄一，經討論後將客家族群文化權的發展分為：文化認同權、文化生活

接近權、語言權、文化發展權、文化再現權幾個面向來探討。 

1.文化認同權：強調的是族群文化認同的權利是否受到保障，主要呈現在客              

家族群是否願意表達自己的身分，使用自己的語言等，但這些表現與客家族群感

受外在對他的觀感有密切關係。如果客家族群感受到外在對於客家並不是太友

善，就會自己「隱形」起來。特別在於過去，客家族群隱形的情況較多，但現在

已經好多了： 

吳家勳先生：客家人很隱性，你不講他也不說自己是客家人，你講了他  就

會說自己是客家人…我所接觸的人都會和我講客家話，他們覺得我是道地

的客家人那也很放心跟我講，也覺得我不會看不起他們。很多客家人就怕

被別人看不起，這幾年這種心理慢慢變得淡薄了。 

古梓龍先生:從民國九十年以來(客委會成立後)，慢慢就是說感覺比較敢

說自己是客家人。就是說慢慢敢這樣講。而以前是這句話都不敢講，所以

以前第一任主委范光群就說，他到台北去開會，大家都開會全部都是講華

語。可是在什麼時候講客家話?就是在上廁所的時候，就會問你是不是客

家人啊?就會說是啊!真的是很神經。就是說在廁所裡面才在講客家話，所

以這個正式場合都是在講這個比較強勢的語言。從不是比較不是那麼正式

的場合當中還沒有流失。那什麼時候也能夠在正式場合中能願意來分享?  

姜義溎:小時候我的阿公就說用閩南語說:你們這些年輕人啊、猴囝仔啊，

不要說客語，你如果給我說客語就是背祖!可是我祖母、媽媽都是客家人，

相對到我爸爸這邊一定清一色說客家話，那到我們這一代也都是講客家

話。相對的整個庄頭全部都是講客家話!所以我現在是什麼人?我是客家人!

我的自認是這樣子啦!那姜家在新屋來講，事實上整個家族算蠻大的!雖然

來台祖都不一樣，可是每一個人認定都不同。有些人認為自己是客家人、

有些人認定自己是閩南人。我想，當我們一直開始涉入在整個新客家文化

裡面的時候，我們突顯了一個很大的問題就是-什麼是客家文化?我覺得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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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個蠻有意識形態的做法，這一點我不得不說客委會成立以後，做了一

些什麼花花綠綠的東西讓客家這兩個字突顯出來，事實上就是這樣突顯了

客家人。 

巫秀淇:平鎮市有辦客家踩街的活動，第一次辦的時候是我在做，當時和

平鎮市公所接洽的時候，市公所第一個反應就是不要增加麻煩，第一次辦

的情況之下就是很勉強合作，那我就發動很長的時間把主辦者-民政課課

長和課員公洽。後還我發現那課長也是客家人，他才想到說自己也是客家

子弟。這種情感聊起來之後，他開始對這樣的東西有興趣，不會認為說這

是另外增加的負擔。後來辦第二次、第三次他變得比我還熱情，甚至很主

動。 

因此，多數的客家社區文化工作者與藝術家都肯定，客委會成立後，種種施

政有利於客家文化認同權的落實與提升。但這樣的情況還是有些隱憂或是不足之

處： 

李源發先生(客家詩人):我去參加一些活動、甚至是演講，客家很多企業

家很努力的做生意，像台北也有客家的扶輪社，雖然他們企業家之間有聯

繫客家情感，但是就沒時間也沒心力去推動客家族群文化。因為客家人是

單打獨鬥型的，自己走自己的!對客家文化的歷史政治有百分之九十是逐

漸冷漠的。 

曾年有:客委會成立到現在客家族群很明顯就是有一個隱性到顯性的成長

趨勢，其實那成長幅度還蠻大的。但是隨著這幾年來政治情勢的轉變，客

家人尤其是語言來表現自己是客家人就有明顯的成長趨勢。這可以反映出

一個事實，就是客家族群的自信受政治的影響太大。這有一個重點就是任

何一個族群理論上應該是自己影響自信，而不是政治影響文化。從客家民

族的角度來講，我們自己的反省來講，我覺得我們自己在客家社會對於這

麼多年來政府所做的客家的努力，他所投下的資源來講相對來是不成比

例，也就是客家人自己的反省跟自覺明顯還不夠。一般來講還是比較被動

的去敢於承認自己是客家人，你說要完全有自信敢於承認自己是客家人，

我覺得這個距離還相當的遙遠。尤其很明顯的，客家跟政治在客家社會裡

面是跟政治劃上等號的。 

這樣的觀點呈現出，許多人憂心客家族群認同過度倚賴政府的態度，而沒有

其自主性，對於客家族群未來的發展不一定就是好事。同時，也有人指出，過於

強調單一特性的客家族群認同不一定符合目前台灣的族群現況，台灣的族群認同

逐漸走向多重與混淆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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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忠政：我其實不是客家人，我是「番仔」，我是平埔族，我是苗栗道卡

斯族，那我是到四十一歲才知道原來自己不是客家人，因為課本沒有教

我，我的父母親，我的祖父母這些不斷的用各種方式來掩飾自己，那今天

的客家人跟我們當初差不多，只是沒有我們那麼嚴重的自卑。所以我擁有

客家與道卡斯的認同。 

鍾仁嫻：一個理想化的那種認同政治，本來就是可以很多重的認同。比如

說我是女性，我又是客家人，就像潘老師他可以是平埔族，他也可以是閩

南人，他也是客家人，而且他每一種語言他都會之外，他可以靈活運用。

所以講到說理想，這樣一個多元的文化，你必須互相承認互相連接的。  

因此，在當代認同傾向多元與混雜的同時，喚醒客家族群認同更深入的一種

目的，在於強化族群差異的尊重與相互欣賞的平等局面，承認更豐富的文化多樣

性。 

2.語言權： 

從還我母語之後，客家語言的流失與傳承成為主要客家族群核心關注的問

題。客家語言與客家文化緊密的連結還是許多客家文化工作者所強調的： 

巫秀淇：客家語言經常永遠是一個很主要的話題，我遇到過幾個從事客家

運動文化者，他所說的那種觀念，客家語言消失，客家文化就會跟著消失。

假使，這是以真實來說，我們大家不用做客家了，大家都一直是那種很悲

觀的想法，客家話消失，客家文化就會跟著消失。去國小、國中，整天給

你上課好了，客家話就會救得起來嗎?除非有兩個理由、變化、條件進來，

第一個條件就是，客家話變得跟英文一樣，變得很重要，河洛話跟客家話

跟英文變得很好用。第二個，我們開始回去，不是跟自己的小孩說客語，

要努力的生育，生育超過河洛人，有一天我們變成河洛人，客家話我們就

不用煩惱，我們自然就會想到它。 

潘忠政:每一種語言有它們長期累積下來得精緻的東西，那個精緻的東

西，我認為是值得留下去的。也只有那個東西留下去，也才能讓我們的族

群去感應，彼此得尊重。那個東西如果流失了，大概尊重也沒有了。 

曾廣洋：語言就是文化，你說客家話，客家人，我也不一樣阿，當然裡面

還有很多價值新改。一個人因為會講，會聽，我們自己知道在哪裡，會聽，

會欣賞，自然會欣賞其他民族，也是會尊重其他民族。 

近幾年來政府也投注相當多的資源在此，目前客家社區與文化工作者如何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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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客家族群語言權的問題？ 

首先客家文化與社區工作者關注到，由於客語師資的不足，導致語言教學面

臨相當的困境： 

潘忠政：現在小學已經在推動所謂的母語教學。但是有一個我覺得很嚴重

的就是老師自己都不會講，那要怎麼樣教?所以我在想，未來如果有政策

上的考量就是說，如果是希望客家的語言能夠在台灣留下來。那勢必可能

要用一個比較特殊的方法，因為當年也是因為比較特殊的方法把它摧毀

掉，那未來是不是有一些比較特別的手段，比如說要求是客籍的老師自己

先把客家話學會，當然如果說這一代的教育的人員都不會講他自己的母語

的話，我們很難奢望孩子未來能學好他自己族群的語言。 

曾年有：目前那些養成的客語師資，他本身對於地方的辭性養成還不夠，

他只是把客語的認證當作是一種工具、一種證照。這樣的認證成為一種工

具化的時候充滿一個危機，它只會加速客家文化的消失。它對於客家文化

沒有任何正面的幫助!到最後這些話會變成一種場面語言。譬如說今天一

些長官來的時候，大概講幾句客家話就這樣子而已，!到最後客語演講比

賽，我看過很多場的客語演講比賽，我想這樣的比賽應該從頭到尾，從校

長致詞、來賓致詞，只有一個空間能聽到客家話-就是小朋友上台的那五

分鐘!很荒謬對不對?就這樣子而已啊! 

姜義溎：我比較著重在客家語言的根深和客家語言的推動，事實上，教師

的培訓是一個很大的問題，現在普及的老師來講的話，有兩個方向可以來

認證，我覺得這個太過於敷淺，他必須要有很深很深的基礎概念的人，才

能有辦法，我想這個東西都值得我們去省思，教育很重要。 

第二、則是使用的環境受到限制： 

李源發：客家方面語言，越都市裡面，表演場所裡面都跟現在一樣用國語，

慢慢的的客語族群走到鄉下去，比較遍遠的鄉下，而且比較小型化的團體

表演活動，越大型的可能別的族群進來，使用客語的機會減少。 

魏廷昱：對於語言使用方面比較暢通的地區可能是比較鄉下，人口密度比

較低的地方，在苗栗、新竹縣他的情況會比桃園縣好。 

潘忠政：新坡地區客家人其實比河洛人，人數上應該是要多，可是整個街

上講得都是這個河洛話。很久以來，我們這個地區就是一個同化的型態，

那有一些家庭已經到了就是連河洛話也不會講，那就是說幾乎就是普通話

完全取代。那可見如果是混居的區域，當然強勢語言會強、那弱勢語言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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更弱，這非常明顯。 

第三，則是對於語言深度不足的擔憂： 

吳家勳：對於語言方面流失的情形很嚴重這個是實際，那對於用客家語言

來演講那種精緻度大到不如從前這個也是，你真的用純正的、非常道地的

客家話來演講真的會打動人心，而且自己也會融入在裡面。 

李源發：我們的母語基礎教育變成說已經從漢書這邊停了差不多四、五十

年以上，早期的文人事實上他對客家的文史、文化、語言留下來的，沒有

說用客家漢書去寫的。現在母語從語言上就流失掉了，我這一代從三年級

到五年級對說客家話，但是對語言的了解就是說輸給以前老一輩的已逝去

的人，甚至於說六年級以下對客家族群語言的認識更低。這個是我很怕

的，現在所有記憶裡面就是山歌、八音，八音變成廟會裡面才看得到。 

袁明瑛：我們講客家話的，以前我黃老師給我"祭文"當中我簡單講一句

話，就是目前我常用的和事悲來最斷腸、好花吹落善人亡、人生三萬六千

日、不及南柯一夢長。糟糕!我用閩南話就講不出來，這個要講閩南話就

轉不回來，講客家話就可以。這個國語跟客語真的很類似，那碰到閩南人

的就糟糕啦!好像就是不搭調。客語深蘊之美，很擔心將要流失了。 

   第四、家庭裡客語傳承的困難：許多人指出，家庭教育對於客語傳承的重 

         要性： 

古梓龍：我認為在客家，還有一個是在家庭這一塊，這一塊也許政府的力

量到不了，你可以在客語，就公部門也好或非營利部門，想辦法怎麼樣來

支援家庭這一塊來傳承。那在家庭的傳承方面我又發現，在家庭裡面傳承

老一輩的，我覺得反而文化的傳承是這一代的老人家，客家的老人家，假

如你的孩子是給父母帶的話，客語就非常好，假如給你帶的話，就零零落

落。所以說在家庭裡面，怎麼把客家的老人家找出來，讓他們自得其樂，

老人家我認為是文化傳承的。 

姜義溎:講到語言的使用，我太太也是新屋客家人，我們很執著在小孩子

的教育，所以認為客家話(語言)要從基本做起。所以我兒子出生後第一句

聽到的就是客家話，我們很嚴格規定他就是-入家門絕對講客家話、出家

門就不限制!哪怕他是娃娃，我們選擇的褓母也一定是客家人!到現在他客

家話的流利度跟我們是差不多。 

但家庭的客語傳承還是面臨不同困境： 

巫秀淇：客家語言很重要，因為客家語言開始消失掉了，就有很重要的一

個思維。我兒子還不到兩歲，因為我太太也是客家人，所以我就想說試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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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教兒子說客家話，因為聽說現在客家人全部都很沒自信、變隱性的!白

天我的爸爸媽媽在帶我我的小孩，我媽媽從頭到尾都和他講客家話、教他

講客家話。我爸爸也很贊成，也是會和我兒子講。但是我後來注意到--他

沒有完全教他講客家話!我爸爸不是完全對客家沒自信的人啊!很有自信

啊!但是他對我兒子，很習慣客家話說說又講國語了。我頂多會認為說這

是一個氣氛、氛圍的問題!在外面和其他人講國語，回到家和自己孫子講

國語就不習慣了。 

鍾仁嫻:我爸爸媽媽會和孫子講客家話，說著就會聽到我媽媽和他們講國

語，這裡特別要提一個文化權的問題來說，我就問我媽說為什麼要和他們

講國語呢?她說我說了ㄧ輩子的客家話，也會想要學講國語啊!對我媽媽來

說，從文化權力角度來看，她可以學別的語言。所以我們說文化權的民族

問題，有一個很重要的就是說，我們教小孩他可以很自然的從文化語言來

轉換，在這麼多不同、不ㄧ樣的族群中如果可以自由進出的說不同的語

言，這就是一個理想嘛! 

以上不同因素，使得客家語言權的落實還是受到相當的影響。 

 

3.文化接近與客家經驗：  

客家族群目前在日常生活中與客家文化接近的情形為何？是否常有客家經

驗的落實？隨著客家節慶的增加，許多人觀察到客家族群藉由節慶接觸客家文化

經驗的機會也增加： 

吳家勳先生:平鎮市連續四、五年從曾昭勳開始辦踩街活動，一開始是只

有老人家在玩，最近幾年開始有年輕朋友，要他們半推半就的請他們參

與，慢慢的四、五年來的結果，已經獲得一個相當好的迴響。 

魏廷昱先生:在中壢、平鎮、龍潭它雖然有活動比較多大型的活動，包括

舞台劇，現代化的力量引起來了，舉個例子。客委會曾經辨過福春嫁女，

但主要這個活動通常第一個不收門票，收門票的話可能第一個影響觀眾參

與的熱情。 

但也有人認為，一些節慶不斷重複的結果，導致參與的熱情下降： 

陳盛增:最近中元節剛過就是客家節慶，我坦白話講去年殺六條猪、今年

殺十二條猪，可是那參與感是直線下降!以前是人山人海整個新街人封

住，猪羊從新街一直排排到監理站，今年就沒有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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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之外，除了客家節慶，如何增加與深化客家經驗也是很重要的： 

古梓龍：記得小時候我祖母我爸媽在乘涼的時候還會講一些甚麼月光這

些。那現在我們已經沒有跟下一代這樣講這些，那他們的客家經驗是甚

麼？我覺得說從老一輩，假如我指三代，我們這一代中生代跟年輕這一

代，他們的傳承有沒有這樣。這就是一直很期待說，有沒有說除了我們自

己來講客家話，來唱客家的山歌，來唱客家的小調、客家的戲劇，也讓下

一代，年輕的一代也有那種體驗。假設現在年輕的一代，他們的客家經驗

只有嘉年華會、踩街，我覺得那個是很貧乏的，那個不夠，你要他再談客

家的經驗，客家的評論，我覺得那是很貧乏，他根本談不上什麼是客家的，

就是根部流失了。 

 因此，客家節慶雖然增加了客家文化接近的機會，但未來的問題則是，如何

深化客家經驗，連結客家價值，需要進一步思考與發展。 

4.文化再現權： 

隨著各種節慶、客家象徵符號滿天飛(例如桐花)，客家文化似乎在當代台灣取

得相當能見度，客家文化走出被主流社會漠視的困境： 

曾年有：像客家文化節或桐花祭的時候，桐花是一個過渡的!它就是為了

要突顯客家，在這段時間內讓客家的能見度提高所以我們願意去支持，等

於桐花是客家的一個產業。但實際上來講，桐花在台灣整個經濟發展裡頭

它不只是客家人所有、花布也是、甚至神猪也是如此，這種東西都是一個

階段性的過程。那回到一個常態社會，在迎接下一個客家社會的時候，我

覺得這些都要正常化。 

的確，成為普遍客家文化代表的桐花意象，卻也面臨一些質疑： 

李源發:一開始客委會就仙女散花、桐花祭、搞了很多 logo。他們早期會

用這個 logo 去打那也是一個手段啦，也是以個媒體的運作。既然桐花的

logo 被客家族群搶來了，滿山滿地遍地開花，問題是開了一次，第二次第

三次繼續這樣開，第四次第五次就不新鮮了。這個要再往前走，不走就是

老掉了。 

這樣的憂心顯示出，過度強調單一的客家意象，可能導致客家想像貧乏與不

足，忽略客家文化的豐富性，以及過度強化經濟性，忽略客家族群歷史與社會發

展多方面向的意義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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鍾仁嫻：能夠把油桐的產業據為己有，變為客家得一個文化符碼，聚集那

麼多了旅遊業阿，經濟效應，難道除了這些就沒有了嗎？不要說把這個東

西當作工具性的利用，那文化在哪裡？今天客家人跟桐花的產業有多密切

的關係，然後這密切的關係裡頭產生了多少勞動力，分工，還有採樟業等

等，這種東西沒有好好處理，然後一面就是以經濟導向。 

因此，目前客家族群的再現權已從以往的污名、不見而走向新的桐花意象，這

樣的發展提昇了客家族群的能見度，卻面臨單一化的危險。如何使得客家再現更

為多樣豐富，將是下一階段的考驗。 

   

5.文化發展權： 

客委會成立後，的確帶來許多的貢獻，但下一代客家族群如何與當代台灣社

會接軌？台灣社會與文化如何定位客家文化的位置？都將影響未來客家文化的

發展：  

鍾仁嫻：客家文化要到一個深化的階段!今天不是說台灣在一個真空的環

境下把閩南切開來、客家切開來、原住民切開來，我們都是生活在一起的!

應該從其他族群的視角來看看我們客家怎麼樣?我們不是說ㄧ個個人主義

式的!一個個人主義式的族群共同體，在這裡共同提升再發展!我覺得這是

一種面臨現實帶希望的一種發展。 

因此，不同領域的文化工作者從自己的崗位出發，提出對於客家文化未來發

展的建議與憂心，首先，客家史料與文物的保存與收藏刻不容緩： 

曾昭勳：相關的主掌客家的資源，我希望要從長計議。不然我們的文化、

語言各方面一定會很流失，到時候很多客家園區，我詪你講那個風一吹進

去到時候大家人都跑光光了。你沒有東西讓人看嘛!   

陳盛增:所以說這個東西，史料的建檔，我覺得非常的重要，我講了很多

年，史料的建檔，不是三兩天就可以做的，像研究資料很多都找不到。 

    另外，在競爭激烈的文化事業，人口屬於較少數的客家族群，面臨不利的局

面，也需要特別關注： 

李貴盛：客家人佔 17%，大概五個不到一個嘛!今天我是耕耘語言的部分，

說我做菜包、像經營麥當勞、這就沒有分族群了。我做客家語言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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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就有族群的限定。我今天要出版這個、或是經營客語的東西，我是拿出

五塊錢去賺那一塊錢未到的生意，那我還有四塊是要馬上貼現的，我出

版，客委會有沒有補助?有補助!但是杯水車薪。 

客家人材的培育也是重要課題，例如傳統音樂與戲曲： 

袁明瑛:這個客家的文化，就是我們客家八音團是非常代表性的一種文

化。說實在的，這十年的斷層非常的嚴重!現在老師傅不要說吹嗩吶，叫

他走路都有困難的老態榮鍾了!而且他吹嗩吶上氣接不到下氣。我是建議

政府，如果對文化有重視的話，我希望要找國小六年級到高中畢業這一段

學生的區塊來給我們授課，否則政府補助再多錢，明年又要我重新再來我

是白費這個心血，這是簡單的對這個區塊的建言。 

簡言之，目前客家文化雖顯得發展蓬勃，但未來的持續性仍是很多客家族群

所憂心的，相關人才年齡偏高，新生代投入者寡；隨著都市化腳步增快，客家庄

人口減少文化傳承困難，都是將來客家文化發展的挑戰與考驗。 

 

 四、結論： 

本研究透過文獻蒐集、理論整理、深度訪談與客家文化座談會的舉辦，對

於目前台灣客家族群文化權利的落實有初步的理解與認知，結論如下： 

1. 從憲法對於多元文化保障的法源出發，客委會成立並開始許多客家政策的

制定與立法，均有助於客家文化權利的落實。客家基本法草案未來也可能

提供更多相關保障的可能。 

2. 目前客家政策較著重於象徵意義的建構，對於客家族群的日常生活實踐與

文化事務的關聯，以及更細緻的去思考常民生活的文化意義都較為缺乏，

導致文化權與日常生活的疏離，不利於相關權利的落實與發展。 

3. 在更大環境中(台灣主流社會)客家是否被邊緣化？別人是否喜歡客家的東

西？客家對於他所宣示的對象有無去溝通？例如閩南人或外省人，這些外

在環境均影響客家文化與認同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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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客委會成立後，客家文化認同較為蓬勃，但憂心其自主意識的喪失，過度

依賴政府與政治的影響。 

5. 語言權利為客家族群最關心之事，目前客語教學仍遭遇許多問題，下一代

語言傳承還是需要家庭的協助與支持。另外深度客語的使用迅速流失，也

是相關學者所擔憂。 

6. 客家相關節慶與符號象徵意義逐漸廣為台灣社會所接受，但逐漸流於商品

化、消費化或是單一化，對於客家展現多元豐富的面貌形成限制，也可能

造成客家文化經驗的貧乏。 

7. 長期而言，對於客家族群文化如何與當代生活接軌？新一代與客家文化的

關係？客家藝術人才的培育等等議題，都需要更深化與思考，以強化客家

文化發展與相關權利的落實。 

附錄： 

表 4 第一次客家族群文化權利落實與發展座談會與談者名單 

中華民國九十八年九月十日(週四)上午十點到十二點 

服務機構 與談者 

搖籃工作室 曾年有先生 

九座寮文化協會 鍾仁嫻小姐 

  礱間工作室 曾廣洋先生 

中壢文史工作室 陳盛增先生 

桃澗堡辦公室 巫秀淇先生 

大堀溪文化協會 潘忠政先生 

石觀音愛鄉會 古梓龍先生 

新屋庄文史工作室 姜義溎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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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第二次客家族群文化權利落實與發展座談會與談者名單 

中華民國九十八年十月十六日(週五)下午兩點到四點 

服務機構 與談者 

前中華日報記者，客家文化觀察者 丘尚英先生 

客家詩人 李源發先生 

幼幼客家出版發行人 李貴盛先生 

客家文化工作者 吳家勳先生 

合成八音團團長 袁明瑛先生 

忠義堂理事長 曾昭勳先生 

客家運動參與者 魏廷昱先生 

 

 

表 6 客家族群文化權利落實與發展深度訪談名單 

日期 受訪者 

10 月 26 日 中央大學法政所孫煒教授 

10 月 30 日 清華大學人社院院長張維安教授 

11 月 4 日 聯合大學客家學院陳君山助理教授 

11 月 5 日 中央大學法政所鍾國允副教授 

11 月 9 日 銘傳大學公共事務系陳欽春助理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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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合計畫二：客家族群網絡與語言 

計畫召集人：江明修 

計畫一：南桃園地區客閩雙方言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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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主持人：鄭曉峰 

共同主持人：張屏生 

研究助理：蔡惠名 

 

行政院客家委員會2009年補助大學校院 

發展客家學術計畫成果報告 

南桃園地區客閩雙方言研究 
 

 

 

 

 

 

 

執行單位：國立中央大學客家學院 

計畫主持人：鄭曉峰 國立中央大學客語所 

共同主持人：張屏生 國立中山大學中文系 

研究助理：蔡惠名  臺灣師範大學台灣文化及語言文學研究所 

     中華民國 98 年 11 月 30 日 

 

摘要： 

本子計畫「南桃園地區客閩雙方言研究」調查了桃園縣新屋鄉的海陸客家話

及大牛欄（閩南語為「大牛稠」[tua7 gu5 tiau5]，屬永興村）的偏漳腔閩南方言島

的閩南語。新屋鄉的海陸客家話在小稱詞尾的形式上饒有特點，和竹東等地的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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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有區別，以往未見著述；大牛欄的閩南人以葉姓為主，祖籍廣東省陸豐縣，操

閩、客雙語，他們的閩南語受到當地海陸客家話相當程度的影響，是語言接觸極

佳的範例。年度成果報告包括兩部分：「論述篇」以及「語料篇」。「論述篇」有

〈桃園縣新屋鄉海陸腔客家話音系記略〉和〈桃園縣新屋鄉永興村（大牛稠）閩

南話客家話的雙方言現象探析〉兩篇文章，「語料篇」以大牛欄的閩南話的語音、

詞彙為主編排，有分項索引，每項詞彙都附有新屋海陸客家話的對照說法。田野

調查共計收集了 4000 條以上的詞彙，希望呈現出兩個方言詳細的實況，提供漢

語語言學界參考跟研究。 

 

關鍵詞：新屋、海陸客家話、大牛欄、閩南語、語言接觸 

壹、前言： 

 

目前臺灣的客家話除了四縣腔、海陸腔 “兩大”之外，還有大埔腔、詔安腔、

饒平腔 “三小”和永定腔、武平腔、豐順腔、長樂腔等弱勢方言，以及通稱「四

海話」的混合腔。這些不同的方言除了武平腔在臺北縣石門鄉、大埔腔在臺中的

東勢鎮和苗栗縣的卓蘭鎮之外，其餘的次方言都可以在桃園縣境內找到，不過大

部分是散居的方式，不像東勢、卓蘭那麼集中。這種散居式的客家方言在華語、

閩南話以及當地優勢腔客家話的影響下，正在逐漸式微，甚至接近瀕危的程度。

面對這種情況，我們必須抓住時間的腳步，趕緊調查，做出詳實的紀錄。 

新屋鄉是一個多語言並存的鄉鎮，當地通行的主要語言是海陸客家話。一般

凡是閩、客雙方言通行的區域，多半是閩南人佔優勢，而客家人除了會說客家話

之外，也多半會說閩南話，因此造成他所說的客家話，常會羼入程度不同的閩南

話。然而在永興村（大牛欄）卻有不同，當地居民大部分是葉姓的閩南人，他們

除了會說一種很獨特的閩南話，大部分也會說新屋的海陸客家話。這種客家話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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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縣的海陸客家話最大的不同點在於「小稱詞」(diminuitive suffix)的唸法，新

竹的海陸話唸 l 55 或 55，但是新屋的海陸客家話是隨前字音尾變化，例：「遮

仔」t a53 a55、「梳仔」so53 o55、「茶杯仔」t a55 pui53 i55、「柑仔」kam53 m55、「凳

仔」ten11 n55，這種說法目前所見的論著並沒有被報導，這一點其實反映海陸客

家話在語音上並非各地完全一致，有深入調查之必要。比較有趣的是大牛欄人所

說的閩南話常會有客家話滲透，例如：「月光」gue21 ku 55（月亮，試比較客

家話 iet5 k 53），一般閩南話叫「月娘」gue21 niu 13。臺灣比較常見的雙方

言現象是客家話語詞當中被閩南話羼入的成分，像屏東里港鄉的武洛、雲林崙背

鄉的詔安話，大牛欄可以說是在臺灣客家話地區當中少見的閩南話方言島。本計

畫調查了大牛欄的閩南語和新屋的海陸客家話兩個方言。 

 

貳、執行情形 

一、計畫之執行概況： 

 

本計畫於今年 4 月至 11 月調查了大牛欄的閩南語和新屋的海陸客家話兩個

方言。 

  A 大牛欄閩南話音系簡介： 

1. 聲母 15 個： 

   p, ph, b/m, t, th, l/n, ts, tsh, s, dz, k, kh, g/ , h, Ø  

2. 聲調：單字調有 7 個，無陽上調。 

單字調及連讀變調表： 

 

 陰平 上聲 陰去 陰入 喉 陰

入 

陽平 陽去 陽入 喉 陽

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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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 字

調 

55 51 21 3 3 13 33 5 5 

一 般

連 讀

調 

33 55 51 5 55 33 21 21 21 

仔 前

連 讀

調 

33 55 55 5 55 33 33 3 33 

 

3. 韻母特點 

  (1) 《彙音妙悟》「居」韻、《雅俗通十五音》「居」韻字唸 i，如猪 ti55。 

(2) 「科伽」韻字唸 ue / ue ，如火 hue51、缺 khue 3。 

(3) 「雞稽」韻字唸 e / e ，如雞 ke55、節 tse 3。 

(4) 「杯稽」韻字唸 e，如買賣 be55 be33。 

(5) 「恩巾」韻字唸 in，如斤 kin55。 

(6) 「觀官」韻字唸 ue  或 uan，如關 kue 55、縣 kuan33。 

(7) 「青更」韻字唸 e ，如生 se 55。 

(8) 「箱薑」韻字唸 io ，如薑 kio 55。 

(9) 「熊經」韻字唸 e ，如反 pe 51。 

(10) 「飛檜」韻字唸 ue / ue ，如廢 hue21、血 hue 3。 

(11) 「毛褌」韻字唸 u ，如軟 nu 51。 

(12) 「香姜」韻字唸 ia /iak，如央 ia 55、約 iak3。 

(13) 「高沽」韻字唸 o，如烏唸 o55，大牛欄音系沒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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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部分詞彙之特殊音讀 

   除第二條外，大牛欄閩南語的語音都和潮州話一脈相承。 

(1) 兩 no 33，同草屯老派唸法。 

(2) 牛 bu13 

(3) 犯法 huam21 huap3，咸攝合口三等字收-m, -p，客家話和潮州話共同保有

此存古現象。 

(4) 顏 guan13，比較潮陽話文讀 ua 55。 

(5) 唱 tshio21，同台南市、澎湖湖西、白沙。 

(6) 貓 ia u55，聲母非 n-。 

(7) 老鼠 ia u55 tshi51 

(8) 狐狸 ho33 lai13，臺灣閩南語大多說 h 33 li13。 

(9) 石榴 tsio21 liu13，臺灣閩南語大多說 sia21 liu13。 

 

5. 特殊詞彙 

(1) 青蛙說 kap3 kiu55 a51，比較潮陽話 kap5 kiu51。 

(2) 端菜說 kha 33 tshai21，同潮陽話。 

(3) 壁虎說 iam11 tsua13，同新加坡陸豐客家話 am55 a55。 

(4) 香菜說「臭菜仔」tshau51 tshai55 a51。 

(5) 公公、婆婆說 tua21 kua 55, tua21 ke55，同宜蘭。 

 

此外大牛欄的閩南語在語音和詞彙上還有受到當地海陸客家話的影響而產生的

變化。 

 

  B 新屋鄉海陸客家話音系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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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聲母 21 個： 

   p, ph, m, f, v, t, th, n, l, ts, tsh, s, t , t h, , , k, kh, , h, Ø  

2. 韻母表： 

 

a ai au am an a  ap at ak 

o oi   on o   ot ok 

e  eu em en  ep et  

 師         

   m n  p t  

a ai au am en a  ap et ak 

o oi 脆   on o    ok 

  eu       

u    un u    uk 

 i   n   t k 

a ai   an a   at  

e    en

耿 

  et  

   m      

 

3. 聲調：單字調有 7 個，無陽上調。 

單字調及連讀變調表： 

 

 陰平 上聲 陰去 陰入 陽平 陽去 陽入 

單 字 53 13 21 5 55 33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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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 

連 讀

調 

53 33, 11 51 3 55 33, 

11 

3 

 

 4. 小稱詞「仔」的韻母 

 新屋海陸客家話的「仔」尾相當特殊，不是單一的  或 l，而是受詞幹的

主要元音或韻尾同化而產生不同的變體。 

 

 遮仔 t a53 a55   梳仔 so53 o55   

揚尾仔 o 55 me53 e55 

 龜仔 kui53 i55   漏仔 leu33 u55 

土雞仔 thu33 kai53 e55 

 菁仔 tshia 53 55  摒仔 pin11 n55  柑仔 kam53 m55 

 叉仔 tshap3 b 55  擦仔 tshat3 le55  鑊仔 vok3 55  

 

二、預算支用情形：請見總計畫支出明細表。 

參、檢討與建議： 

一、 成果效益： 

已調查大牛欄的閩南語和新屋的海陸客家話兩個方言。詳細語料經整理、增

補後可以以《新屋鄉語言志》的名義出版。 

 

二、與原訂計畫之落差及原因分析：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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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附錄： 

以下為大牛欄的閩南語和新屋的海陸客家話語料，分為「論述篇」以及「語料

篇」兩部分。 

 

 

 

 

 

 

 

 

 

 

 

 

 

 

 

 

 

 

 

整合計畫三：東南亞客屬社團研究 

計畫召集人：江明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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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一：20 世紀 80 年代新加坡客家社群的文化活動 

——以《客總會訊》為考察中心 

 

計畫主持人：王力堅 

研究助理：杜靖瀅 

98 年度行政院客家委員會補助大學校院

發展客家學術機構 

成果報告書 

 

20 世紀 80 年代新加坡客家社群的文化活動 

——以《客總會訊》為考察中心 

 

 

執行單位：國立中央大學客家學院 

計畫主持人：王力堅 

研究助理：杜靖瀅 

     中華民國 98 年 11 月 30 日 

 

 

摘要 

南洋客屬總會及其所屬各會館在上世紀八十年代這個轉型時期，通過興辦各

種文化康樂活動，起到了促進、引導新加坡客家社會/族群施行並實現文化轉型

的重要作用。八十年代，南洋客屬總會所推展的文化活動，往往跟當時社會轉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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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需要相聯繫，除了全國性的推廣華語運動、儒家思想教育運動、繼承華族文化

傳統運動等，會館所屬的漢劇團、合唱團、華樂團、乒乓隊等活動也非常活躍，

還常常舉辦各種講座，如小說、散文、詩歌講座等。這些文化活動在呈現客家社

群意識同時，亦反映出鮮明的國家政治主導意識。客總所舉辦的文化活動對內活

躍了社群，對外則起到了國民外交的作用。八十年代中後期，隨著新加坡經濟形

勢日趨好轉，宗鄉會館的文化活動不僅日趨活躍，還出現了文化轉型的趨勢。 

  南洋客屬總會的文化活動極具代表性的特徵為「跨世代」與「跨社群」。這

兩方面表現，是極具前瞻性的、順應時代發展的做法。從而使客總及其所屬客籍

會館能突破局限、走出瓶頸、開闢新徑，以求得生存與發展。然而，其「身份認

同」的困擾，卻也在一定程度危害到客家社群/會館的發展。 

壹、前言： 

本計畫乃 97 年度客委會計畫「一個東南亞客屬社團的研究——新加坡轉型

時期的南洋客屬總會：以《客總會訊》為考察中心」的延伸探討。即集中研究焦

點於新加坡南洋客屬總會（下文或簡稱「客總」）《客總會訊》所反映的八十年代

新加坡客家社群的文化活動。新加坡南洋客屬總會以及所屬各會館在文化方面的

重視與推廣，無疑促進對華族文化的繼承及發揚光大，同時也豐富、提高了新加

坡華人社會的精神文化生活並強化了與其他華人社群的文化交流。南洋客屬總會

的會訊《客總會訊》對經濟的關注與討論頗為頻繁。然而相比之下，文化更是受

到重視與貫徹。1989 年，李光耀總理在南洋客屬總會六十週年慶典上的獻詞即

指出：「宗鄉團體在負起文化與康樂的新任務方面，行動不夠迅速。除非它們採

取積極行動，繼續適應社會需求，不然將面對淘汰。」42由此可見，新加坡南洋

客屬總會及其所屬各會館必須重視對傳統文化的繼承與革新發展。繼承，固然本

                                                 
42  李光耀〈獻詞〉，《新加坡南洋客屬總會六十週年紀念特刊》（新加坡：南洋客屬總會，1989），

頁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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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對族群文化的熱愛與堅持；革新發展，則是因應時代社會的轉型需求。南洋客

屬總會及其所屬各會館在這個轉型時期，通過興辦各種文化康樂活動，確實起到

了促進、引導新加坡客家社會/族群施行並實現文化轉型的重要作用。 

1923年5月初，由應和會館與豐永大公司（現為豐永大公會）發起召集八屬

同人大會，議決實施組織「南洋客屬總會」，1929年8月23日南洋客屬總會舉行

落成開幕典禮，著名僑領胡文虎為第一任會長。新加坡南洋客屬總會現有個人會

員、商號會員、宗親團體會員共1600位。具有血緣、地緣的社團包括豐永大公會、

應和會館、茶陽會館、豐順會館、惠州會館、南洋上杭同鄉會、三和會館、興寧

同鄉會、南洋五華同鄉總會、客屬林氏公會、客屬寶樹同宗社、南洋客屬鄧氏公

會、南洋客屬陳氏公會、武吉班讓客屬公會、崇僑互助社、茶陽何氏公會、嘉應

五屬公會、梅蕉平同鄉會、客屬黃氏公會、客屬劉氏公會、嘉應張氏公會、新加

坡楊氏公會、嘉僑同鄉會、星馬客屬廖氏公會、南洋客屬陳氏公會、客屬延陵公

會、河婆集團、永定會館等28個。43 

《客總會訊》（Nanyang Khek Community guild bulletin）為新加坡南洋客

屬總會所出版的半年刊，創刊於 1981 年，一年出版二期。《客總會訊》（包括特

刊）頗為充分刊載南洋客屬總會及所屬客籍會館各方面的活動資訊與資料——包

括政治、經濟、社會、文化、教育、體育、宗教，以及對外交流、學術研究乃至

文學創作等。從八十年代初開始，新加坡政府加速發展資本密集、高增值的新興

工業，大力投資基礎設施建設，以最優越的商業環境吸引外來投資。以製造業和

服務業作為經濟增長的雙引擎，不斷提高產業結構，從而成功地擺脫世界性經濟

衰退的困擾，在八十年代後期到九十年代初期，再借助資訊產業，將國家引向了

高速發展的道路。因此，八十年代可稱是新加坡的轉型時期。 

本計劃為社會調查與問題研究、個案分析與理論探析相結合的綜合體。《客

總會訊》頗為有系統地刊載南洋客屬總會及所屬客籍會館各方面的活動資訊與資

                                                 
43 斯慧〈新加坡南洋客屬總會調整會務方針──與客總領導一席談〉（《客總會訊》第 20 期，

1990 年 12 月），頁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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料，其中文化活動所占的比重相當大。因此，本研究計劃將通過對《客總會訊》

44所刊載的有關文化活動的各種資料進行分類整理，以期對新加坡的客家社會與

族群在上世紀八十年代以降的文化發展進行全方位的調查與研究，並將試圖由此

探視新加坡的客家社會與族群在新加坡從文化到經濟急速轉型發展期間所起到

的重要作用。 

    本計畫所謂「文化活動」，即有關娛樂、民俗、文藝、歷史與體育的活動 45，

實際上包括個人的創作與社群的活動。作為民間社團，文化活動是最為基本亦最

為普遍的，歷來也是南洋客屬總會工作的重要方面。 

 

貳、研究內容：     

一  社團文化活動的形式、種類與規模 

根據《客總會訊》1981 年創刊號至 1990 年 12 月的第 20 期所載資料 46反映，

八十年代參與新加坡客家社群各種文化活動的社團/單位計有： 

（一）南洋客屬總會（尤其是總會所屬的漢劇團、華樂園、乒乓隊、合唱團、

文化活動委員會、青年文學組），以及南洋客屬總會屬下的豐永大公會、茶陽勵

志社、嘉應五屬公會、嘉應張氏公會、嘉應張氏公會青年團、三和會館、武吉班

讓客屬公會、回春醫社、嘉應會館、豐順會館、茶陽會館、應和會館、永定會館、

惠州會館、上杭同鄉會、三和會館、嘉應張氏公會、新加坡客屬劉氏公會、和商

公會、茶陽何氏公會、南洋客屬陳氏公會、南洋客屬劉氏公會、南洋客屬寶樹同

宗會，等等。 

                                                 
44 本文所利用的《客總會訊》自 1981 年的創刊號至 1990 年 12 月的第 20 期。1990 年出版的 19

與 20 期所刊載的文章報導，不少關涉上一年的事情，由是，能更完整考察八十年代的歷史。 

45 推廣華語運動、儒家思想教育運動、繼承華族文化傳統運動等，在筆者 97 年度客委會計畫「一

個東南亞客屬社團的研究——新加坡轉型時期的南洋客屬總會：以《客總會訊》為考察中心」

已有較深入的論述，本計畫不再贅述。 

46 不包括各地社團歷史介紹及職員表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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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其他新加坡會館：新加坡中華總商會、全國宗鄉會館聯合總會、福建

會館、廣東會館、福州會館、瓊州會館、三江會館、潮州八邑會館、楊氏公會、

晉江會館等。 

（三）新加坡政府部門：新加坡教育部、新加坡駐港專員公署、新加坡交通

兼勞工部、財政兼衛生部、新加坡環境發展部、新加坡文化部、國家檔案與口述

歷史館等。 

（四）新加坡學校：國立大學、教育學院、義安工藝學院、新加坡工藝學院、

宏茂橋中學、國家初級學院、淡馬錫初級學院、端蒙中學、公教中學、立化中學、

聖安德列中學、南僑女中、中正中學、聖尼格拉女校、光洋中學、崇正學校、華

義（政府）華文中學、達智中學等。 

（五）新加坡其他機構：新加坡國家博物院、新加坡作家協會、華文中學教

師會、華文教師總會、華文第二語文教師協會、南洋學會、新社、新加坡文化研

究會、新加坡亞洲研究學會、新加坡儒學研究會、新加坡文化學術協會、赤道風

季刊、赤道風出版社、新加坡五月詩社、新加坡文華國際獅子會、興華體育會、

華林俱樂部、軍團兵乓球隊、新加坡國家劇場、中國銀行、新加坡眼鏡業公會、

新加坡菩提蓮社、新加坡愛心社、豐隆集團、和婆集團、裕廊環境發展工程有限

公司、蒙巴登聯絡所、新加坡象棋總會、永泰當、大中旅社、曾兄弟旅行社，等

等。 

（六）新加坡媒體：星洲日報、南洋商報、麗的呼聲、南洋星洲聯合早報、

新明日報、聯合晚報、海峽時報、新加坡廣播電臺、新加坡廣播電視臺、新加坡

聯合報職工劇團等。 

（七）海外機構：（1）馬來西亞客屬聯合會，馬來西亞興寧同鄉會、雪蘭

莪嘉應會館、吡叻大埔同鄉會、雪蘭莪茶陽會館、雪蘭莪烏魯冷嶽客屬公會青年

組華樂團、馬來西亞馬六甲應和會館、馬來哥亞興寧同鄉會、馬來西亞吡叻州古

岡州公會、柔佛古來客屬公會、砂朥越客屬公會、吡叻客屬公會、沙巴客屬公會

聯合會、柔佛巴魯寬柔中學、柔佛象棋公會、沙巴客聯青年團、沙巴崇正中學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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樂團、古岡州會館乒乓隊及拾大聯隊乒乓隊、柔佛巴魯客屬同源社；（2）臺灣世

界客屬總會、台灣世界客屬總會東南亞文化訪問團、臺灣中國文藝協會東南亞文

藝訪問團、臺北縣樹林鎮客屬聯誼會、台灣財鑫企業、苗栗縣立文化中心、台灣

捷仕企業、臺灣世界客屬總會暨乒乓球團體、台灣味全食品工業有限公司兵乓球

隊、台灣聯合日報乒乓隊；（3）香港崇正總會、旅港嘉屬商會、旅港大埔同鄉

會、旅港惠州十屬公會、香港南源永芳集團公司；（4）泰國客屆總會、泰國大

埔會館、泰國曼谷客屬總會及體育團體、泰國客屬總會、泰國大埔同鄉會；（5）

廣東省僑聯、東省省客屬海外聯誼會、廣東經濟貿易展覽會代表團、寧波市外商

投資事務辦公室代表團、福建省龍岩地區商業考察團、梅州市大埔縣經濟考察

團、福建省龍岩地區漢劇團、中國鄉親代表團、中國廣東漢劇團、中國湖北漢劇

團、廣東梅州客家聯誼會；（6）世界客屬懇親會、世界廣西聯誼會、加拿大溫

哥華崇正會、日本崇正會、文萊客屬公會、緬甸安寧會館、印尼椰加達鄉親代表

團。等等。 

文化活動所呈現的形式有：推廣講華語運動、華語演講、華語辯論、華語表

演諧劇、舉行推廣華語聯歡會、弘揚儒家思想、「禮貌」運動、出版（包括會訊

/刊物/書籍/畫冊/會館動態/會館專輯/人物專訪/華人文史專稿等）、棋類比賽、

球類比賽、敬老恤貧、聯誼、表演、歌舞、戲劇、歌唱比賽、書法、繪畫、書畫

展覽、就職典禮、國慶/會慶慶典、週年紀念晚宴、春節迎春宴會/晚會、辯論會、

華語講故事比賽、舞獅、鯉舞、花燈比賽、聯歡宴會、觀光、訪問、座談、演講、

研討會、超渡誦經、中秋遊園會、漢樂、華樂、提燈遊行、猜燈謎、燈籠製作、

賀歲團拜、春節文娛晚會、華人社團沿革歷史圖片展覽會、文藝節、端午節（詩

人節）、「新加坡宗鄉團體歷史」展覽會、「春到河畔迎新年」、文藝講習班、

「全國宗鄉會館書畫展」、新詩講習班、電腦班、卡拉 OK、「華人社會傳統展

覽」，等等。 

所涵括的種類有：政治、經濟、文化、文學、學術、教育、慈善、娛樂、體

育、旅遊、民俗、宗教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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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所呈現的規模則有：全球性、區域性、全國性、社區性、族群性、社團性、

跨族群性、跨社團性等。 

    上述文化活動的內容可謂繁複多樣，本計畫將之歸類為「社群意識與國家意

識」、「活躍社群與國民外交」、「民間普及與專業學術」等三個方面，深入探討南

洋客屬總會在這個轉型時期，如何通過興辦各種文化活動，起到促進、引導新加

坡客家社會/族群施行並實現文化轉型以及世代嬗遞的重要作用。  

二  社群意識與國家意識 

八十年代，南洋客屬總會所推展的文化活動，往往跟當時社會轉型的需要相

聯繫，除了全國性的推廣華語運動、儒家思想教育運動、繼承華族文化傳統運動

等，會館所屬的漢劇團、合唱團、華樂團、乒乓隊等活動也非常活躍，還常常舉

辦各種講座，如小說、散文、詩歌講座等。事實上，南洋客屬總會及其所屬客家

社團的各種文化活動，也往往跟承續傳統、華語運動、儒家思想教育等運動/活

動相聯繫，在呈現客家社群意識同時，亦反映出鮮明的國家政治主導意識。如客

總儒樂部華樂團成立慶典上，會長卓濟民的一番賀辭便道出此中真意：「華樂是

華族的文化遺産，它能淘情冶性，音樂水準高的國家是代表其國民的文化藝術高

超，人民的性格純良。因此正當我國推動發揚儒家思想的時候，本總會華樂團的

成立，是適合時宜，是非常有意義的。」47在「一個東南亞客屬社團的研究——

新加坡轉型時期的南洋客屬總會：以《客總會訊》為考察中心」中，我們已經頗

為深入探討了這一現象，在此不再贅言。 

事實上，這樣一種社群意識與國家意識相結合的現象，更為集中體現在客家

社團/會館慶典活動 48之中。 

慶典活動的歡歌盛舞，往往演繹為社群意識與國家意識互動交融的表徵： 

 

                                                 
47 客總會訊編輯部〈歡騰的日子／記客總儒樂部華樂團成立〉（《客總會訊》第 4 期，1982 年

12 月），頁 5。 

48 包括會館執委會/董事會及所屬部門就職典禮、週年與節日慶祝典禮等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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隆重的雙慶儀式過後，多姿多采的餘興相繼推出，客總儒樂部演奏的節

目有「慶團圓」、「迎賓客」、漢調「懷古」、「柳搖金」。清唱漢曲

「滿江紅」。客總華樂團演奏有「歡宴」、「武術」、「金蛇狂舞」、

「喜氣洋洋」、「大聯歡」等。世界客屬總會祝賀團團員吳川鈴女士、

古蘭妹女士兩位歌星，演唱臺灣客家山歌、勸世文等。絲竹管弦，蕩漾

悠揚，歌韵娓娓，扣人心弦。博得歷久的掌聲。今晚的慶祝宴會，雖近

尾聲，而賓主的互相祝願，融洽的氣氛，誠是客屬同人擴大聯繫爲各地

區屬人謀福利，進而為效忠國家獻身實際行動的表現。49 

 

尤其是慶典活動為社團/會館高層主辦，下聯社團/會館群眾，上承國家政府

相關部門長官。在這種場合，歡歌盛舞之餘，則又往往是回顧社團/會館的過往，

前瞻社團/會館的未來，宣導社團/會館的政策與規劃，以及傳達國家政府對社團

/會館的期盼與要求。於是，在這樣一種社團/會館與政府部門長官互動的過程

中，社群意識與國家意識都得到頗為充分的體現。而此際，客家社群意識亦往往

自然而然向國家意識靠攏與轉化。  

新加坡客家社群這樣一種客家意識與國家意識結合的現象，有其獨特的歷史

背景。 

南洋客屬總會的成立，早期旨在聯絡南洋群島一帶 50 多家客屬團體的同鄉

情誼。但自第二次世界大戰和平後，南洋群島一帶的殖民地國家紛紛獨立，各地

客家僑民，亦都歸化效忠所屬的國家。南洋客屬總會的會務活動，便只限於新加

坡本地，至於國外的客屬團體，只是感情上有聯繫而已。因此，無論自覺與否，

「自新加坡獨立以來，新加坡南洋客屬總會即集中精神在本地推動會務，並遵循

政府的方針」50。 

                                                 
49 〈建國 25 周年創會 55 周年／南洋客屬總會隆重集會紀念／香港臺灣屬團組祝賀團參與盛會〉

（《客總會訊》第 8 期，1984 年 11 月），頁 19。 

50 〈本屆董監事就職舉行隆重典禮〉，《客總會訊》第 1 期，1981 年 1 月 25 日，頁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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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環境發展部高級政務次長、客屬總會顧問曹煜英在總會第廿三屆董監

事就職典禮上，就結合上述歷史背景，闡述了客家社群意識與國家意識的關係：

「本總會數十年前，領導南洋各地客屬公會，推動南洋各地客屬人士，從事工商，

教育與慈善活動，除新加坡，其他地區受到限制，因此，本總會近年來與各地公

會漸少聯繫，為了適應環境的變遷，本總會於 1977 年修改章程，以新加坡共和

國為會務活動範圍，遵循本國的國家政策，以國家社會的利益為依歸。他希望大

家合作，與各屬團打成一片，團結一致，廣徵會員，加強與社會賢達聯繫，發揮

力量，為本會亦為新加坡共和國作出更多更大的貢獻。」51曹煜英還進一步強調

今後的發展方向：「時代是進步的，我們應該廣徵會友的意見，把配合國家民族

所需求的，作為今後發展的方針，相信在大家群策群力的努力之下，可以達到此

目的。」52 

上述指示，得到總會領導人的全面響應。總會會長卓濟民在不同場合一再宣

稱： 

 

本總會成立迄今已五十一年，緬懷先賢創業維艱，令人起敬，顧名思義，

本總會數十年前，領導南洋各地客屬公會，推動南洋各地客屬人士從事工

商業與教育慈善的活動，自從南洋各地獨立自主，本總會的會務活動，除

新加坡外，其他地區受到限制，因此本總會近年來與各地公會，逐漸減少

聯繫，殊覺遺憾。為著適應環境的變遷，本總會於一九七七年修改章程，

以新加坡共和國為會務活動範圈，遵循我們共和國的國家政策，以國家社

會的利益為依歸。53 

 

                                                 
51 〈本屆董監事就職舉行隆重典禮〉，《客總會訊》第 1 期，1981 年 1 月 25 日，頁 3。 

52 〈本屆董監事就職舉行隆重典禮〉，《客總會訊》第 1 期，1981 年 1 月 25 日，頁 3。 

53 卓濟民〈本總會第廿三屆職員就職典禮/會長卓濟民致詞〉，《客總會訊》第 1 期，1981 年 1

月 25 日，頁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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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洋客屬總會，顧名思義，是客人的團體，不過，在事實上，我們客屬總

會所做的社會工作，都是不分疆域界限的，在過去數年來，本總會為慈善、

教育等事項，在在都盡了一些力量，現在還是一樣，凡對新加坡共和國有

益，有貢獻的事，我們都樂意去傲，為我們的國家、社會，盡「有一分熱，

發一分光」的責任！54  

 

新加坡獨立以來，宗親團體的目標逐漸改變，宗親團體已成新加坡的成員

之一，把自己的命運與國家的前途融合為一體。自從兄弟擔任本會會長以

來，本總會的組織與各項活動，不斷的改革，除了不能將會籍開放之外，

我們都在能力許可之下，擴大活動範圍與服務對象，譬如五十多年歷史的

漢劇部與二年前成立的華樂樂團以及教育股的乒乓隊等，都不分種族可以

參加上述各項活動，把組織的認同化為整體的國民意識，欲與其他宗親團

體進行聯繫，通過適當形式的交流，期望達到各族同胞精誠團結為目標，

共同為國家的前途與社會的進步而努力。55 

 

卓氏所謂「把組織的認同化為整體的國民意識」，「期望達到各族同胞精誠

團結為目標，共同為國家的前途與社會的進步而努力」，十分明確地表達了將客

家意識與國家意識緊密結合的精神。客總副會長曾良材亦有類似的表述：「有必

要將小團結化為大團結，把客族精神傳播到各民族的生活圈子裏，凝聚全國人民

的美好習俗，使國家更強盛，前景更燦爛。」56 

                                                 
54 〈南洋客屬總會與星洲日報聯辦/全國華語演講比賽/胡一虎促大家在行動上實踐華語運動〉《客

總會訊》第 1 期，1981 年 1 月 25 日，頁 14。 

55 〈曹煜英主持監誓本總會新職員就職〉（《客總會訊》第 7 期，1984 年 6 月），頁 4。 

56 張薇英〈嘉應張氏公會慶祝國慶 18 周年、銀禧會慶、青年組 3 周年紀念／客總副會長曾良材

出席祝賀〉（《客總會訊》第 6 期，1983 年 12 月），頁 9。 



178 
 

祖始中原輾轉遷徙的歷史淵源（或自我認定的想像），致使客家文化傳統

有頗為強烈的民族意識、政治意識以及正統觀念。57另外，與其他社群/民系相

比，客家的自我認同與社群意識似乎更具靈活性與圓融性。有關學者曾就此論

述：由於客家認同主要是一種方言群的認同，與其他以地域/地緣為標識的社群

相比較，海外客家人更容易超越地域/地緣局限而體現出對民系文化以及共同祖

源的認同；58又由於客家無論是在原鄉還是僑居地，大多屬於弱勢社群，因此，

與其他社群相比較，海外客家人更容易超逾本社群/民系向外（其他社群甚至執

政者）尋求結盟 59。因此，雖然在 80 年代，東南亞華人所面對的認同感危機與

困境的情形基本上已經結束，他們已明確建立了對所在國的政治效忠，但相比

之下，客家人在東南亞華族中顯然是較具意識形態與民族意識的族群，故較其

他純粹地緣性或業緣性團體更容易超越地域的局限，將本土關懷轉化為國家理

念。60 

三  活躍社群與國民外交 

1981年，《客總會訊》創刊號即刊載：「近幾年來，隨著新加坡的經濟繁榮，

社會進步，本總會的會務，也應跟著社會潮流的改革才不致退後。本屆第三次董

                                                 
57  張衛東、劉麗川〈論客家研究的幾個基本問題〉，《新加坡南洋客屬總會六十週年紀念特刊》

（新加坡：南洋客屬總會，1989），頁 175-183。陳運棟〈客家源流的另一觀點〉，同前，頁 184-188。 
58 羅勇〈文化與認同——兼論海外客家人的尋根意識〉，《西南民族大學學報》，總第 174 期

（2006/2），頁 191-195。曹雲華〈嬗變與保持：東南亞客家人的文化適應〉，《世界民族》2008

年第 4 期，頁 63。 

59 前者如19世紀20年代至20世紀20年代，客廣兩社群移民十一所社團整合組建最高聯合機構福

德祠綠野亭的歷史。參見曾玲《福德祠綠野亭發展史：1824-2004》（新加坡：新加坡華裔館，2004）。

曾玲〈移民社群整合與華人社團建構的制度化——新加坡福德祠綠野亭(1824-1927)研究〉，《史

學理論研究》2008年第3期，頁21-33。後者如臺灣北部竹塹地區客家村莊多次組織武裝部隊協助

清廷官軍平定叛亂。參見林光華〈必也正史乎〉，《義民廟研究暨客家運動回顧與展望》座談會

http://www.hakka.url.tw/know167.pdf；文智成〈臺灣義民廟與韓國義塚的文化意義比較——

以臺灣新竹枋寮「褒忠亭」與韓國錦山「七百義塚」為重點的探討〉，《贛南師範學院學報》2008

年 第29卷 第1期，頁13-19。 
60 劉宏《中國東南亞學——理論建構·互動模式·個案分析》（北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0），

頁 152，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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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事會議時，曾討論一連串活動的項目，如舉辦華語演講比賽，組織乒乓隊、國

術班、出版會訊、舉辦象棋比賽及籌辦獎學金、助學金等。」611990年，第二十

八屆副會長廖基業總結八十年代客總文化活動時則指出：「為了適應形勢的發

展，客總的會務活動也作了調整，成立或加強了漢劇團、合唱團、華樂團、乒乓

隊。舉辦各種講座，如小說、散文、詩歌講座……為了擴大影響，客總對國際活

動也相當重視。」62 

由上可見三點：（1）八十年代，南洋客屬總會所推展的文化活動，往往跟

當時社會轉型的需要相聯繫，強調文化活動安排要順應社會發展；（2）客總所舉

辦的文化活動豐富多樣，然而最大貢獻者來自客總直屬的「三團一隊」——漢劇

團、合唱團、華樂團、乒乓隊；（3）客總的文化活動，對內活躍了社群，對外則

起到了國民外交的作用。 

客總的「三團一隊」，除了漢劇團與總會同年（1929年）誕生外，其餘都成

立於八十年代：華樂團成立於1982年，乒乓隊成立於1983年，合唱團成立於1987

年。「三團一隊」——尤其是「三團」——確實是客總文化活動的最大功臣，舉

凡重要的文化活動，總少不了「三團」其中一員甚至全體的擔綱演出。諸如： 

 

會慶55周年，筵開四十席：我國建國廿五周年，本會55周年雙慶儀式，

在八月廿三日下午六時舉行……席間儒樂部演奏漢樂，華樂團演奏華樂

助興。中秋園遊會本會參與其盛：九月七日至九日，本會，聯合早報，

蒙巴登聯絡所，裕華園聯辦中秋園遊會，在裕華園舉行三日，本會呈獻

漢樂、華樂，提燈遊行，猜燈謎等節目，備受贊許，情況熱烈。63 

 

                                                 
61 〈本總會舉行五十一周年會慶〉，《客總會訊》第 1期（1981/1/25），頁 16。 

62 斯慧〈新加坡南洋客屬總會調整會務方針——與客總領導一席談〉，《客總會訊》第 20 期

（1990/12），頁 1。 

63 〈總會簡訊〉（《客總會訊》第8期，1984年11月），頁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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迎賓路，懷古，柳搖金，南進宮，「春傳」連「三串」，小揚州，琵琶

詞，到春來，北進宮等，是儒樂部漢樂演奏的富豐節目。金蛇狂舞，喜

氣洋洋，武術，秧歌會，京調，歡宴，大聯歡，壁山引水等，則是華樂

團演奏的樂曲。均得到聽眾報以熱烈的叫好和掌聲。64 

 

兩年來，本團（指華樂團）嘗受我國文化部暨公私團體邀請演奏，有了

百數十場，每場演奏都得到廣大聽眾的贊揚。全國宗鄉會館於1984年12

月2日假潮州|八邑會館舉行研討會之際，本總會華樂團受邀演奏助興，

博得熱烈掌聲。本華樂團全體成員亦體會到一股激勵的力量與鼓舞的感

受。65 

 

儀式過後展開一連串的精采漢曲清唱、華樂演奏等等助興。餘興開始，

首先由客總華樂團演奏四首華樂：①綉荷包、②茉莉花、③姑蘇行、④

摘蘋果的時候。漢樂節目：①鼓樂合奏「慶團圓」、②漢曲清唱「王昭

君」（張昭英主唱）、③漢曲清唱「盤夫」選段，（張昭英、鄭長福對

唱）、④漢調「小桃紅傳」。66 

 

會長曾良材在致詞時讚揚我儒樂部近幾年來生氣勃勃，華樂園的表現優

異，新近成立的合唱團更增加了儒樂部的活動力。但會長特別指出，儒

樂部的漢樂、華樂團和合唱團在二月間參加「春到河畔迎新年」的迎春

表演，深獲好評，本總會除製造了一艘文化船參予迎春活動之外，儒樂

                                                 
64 〈龍獅舞躍燈月爭輝：記裕華園中秋園游會之夜〉（《客總會訊》第 8 期，1984 年 11 月），

頁 30。 

65 〈全國宗鄉會館舉行研討大會：本總會華樂團受邀演奏〉（《客總會訊》第9期，1985年5月），

頁8。 

66 〈南洋客屬總會熱烈祝「雙慶」：會務顧問曹煜英先生主持儀式〉（《客總會訊》第 12 期，

1986 年 12 月），頁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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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派出漢樂配合華樂團和合唱團演出《劉三姐》（對歌）、《劉備過江

招親》和《許仙遊湖》三個節日，全體團員落力的演出，深受贊許。67 

 

本總會華樂團和合唱團為六十周年大慶特舉行民歌民樂晚會。民歌民樂

晚會於10月29日晚在維多利亞音樂廳盛大演出。……民歌民樂晚會演出

節目多姿多彩。由本總會華樂團和合唱團肩挑大樑，有華樂大合奏，由

華樂團全體團員演奏，另有大合唱由合唱團全體團員演唱，華樂團伴奏。

有表演唱，男女聲小組合唱，有客家山歌（惠陽山歌）等；並有古箏獨

奏，笛子獨奏，板胡獨奏。68 

 

為熱烈慶祝建國廿五周年暨本總會成立六十一周年紀念。本會於8月24日

及25日連續兩晚在大禮堂舉行了盛大的「客總之夜」晚會，並別開生面

歡迎各界人士前來觀賞，入場免費。本總會屬下儒樂部漢劇組，合唱組，

華樂團三支文娛隊伍，各以其特出的藝術華采，為會員及觀眾呈獻了多

項精采節目。漢劇組呈獻的是漢劇折子戲《薛仁貴別窯》由（清唱）羅

衍昌反串旦角與鄭長福合演，張昭英執導。這次的漢劇表演與往年不同，

演員穿上了戲服，更顯得逼真動人。合唱團與華樂團呈獻了客家山歌，

民歌演唱及華樂演奏。69 

 

漢劇（及漢樂）乃中原文化，客家人南遷亦隨之傳播南洋客家人聚居地帶。

二戰後，漢劇在新加坡興盛一時。當時有五個積極提倡漢劇的團體。這五個團體

把自己稱作「五行」，也稱「五儒樂社」：即南洋客屬總會儒樂部、餘娛儒樂社、

                                                 
67 〈儒樂部 1988-1989 年度職員就職典禮側記〉（《客總會訊》第 15 期，1988 年 6 月），頁 12。 

68 〈【六十周年紀念慶典活動報導】本總會華樂團和合唱團為六十周年大慶呈獻民歌民樂晚會〉

（《客總會訊》第18期，1989年12月），頁8。 

69 〈客總之夜：一夜璀璨的文娛演出〉（《客總會訊》第 20 期，1990 年 12 月），頁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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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融儒樂社、六一儒樂社和星華儒樂社。這幾個團體都灌錄漢劇和漢樂唱片。六

十年代以降，隨著種種娛樂和多方面的藝術發展，形成了對各種地方戲劇的威

脅。漸漸地，「五行」中的四行，轉而演奏潮劇和潮樂。至今只有客屬總會儒樂

部的漢劇團堅持在各種場合排演漢劇。70客屬總會漢劇團的堅持，也為八十年代

廣東漢劇團、湖北漢劇團、上海古箏演奏家等赴新訪問創造了契機。這些參訪活

動，不僅是文化藝術的交流，為日漸式微的新加坡漢劇藝術注入強心針，更由於

這些參訪進行在中國與新加坡建交前，事實上起到了國民外交的作用。71 

然而，漢劇團畢竟已日漸式微，漢劇團的藝人青黃不接，為此，客總在八

十年代相繼成立了延攬眾多不同社群年輕人的華樂團與合唱團。 

華樂團與合唱團的成立，或许有順應國家政策需要的意图，如時任客總會長

卓濟民即宣稱：「華樂是華族的文化遺産，它能淘情冶性，音樂水準高的國家是

代表其國民的文化藝術高超，人民的性格純良。因此正當我國推動發揚儒家思想

的時候，本總會華樂團的成立，是適合時宜，是非常有意義的。我們研究華樂，

不僅是發揚儒家思想，也是要我國華裔找尋中華文化的『根』。儒樂部華樂團的

成立，也說明客總對發揚儒家思想與提倡健康文娛活動方面做了不少工作。」72但

是，其它們與漢劇團共同攜手活躍客家社群的作用與意義更是不可忽視的： 

 

本總會於 1982 年 8 月 21 日（星期六）下午 7時熱烈慶祝新加坡共和國獨

立第 17 周年、客總 53 周年紀念。……漢劇「鬧開封」、華樂「花開爭艷」

相繼助興。一派氣氛融洽的聯歡宴會場合中，訓練不久的儒樂部華樂團初

                                                 
70 關思〈新加坡的漢劇：過去與現在〉（《客總會訊》第 3 期，1982 年 6 月），頁 14。 

71 參見〈中國廣東漢劇團蒞新公演：本總會暨屬團友會及有關單位熱烈歡迎彙報〉（《客總會訊》

第 6 期，1983 年 12 月），頁 6。羅濱〈南洋知音──廣東漢劇與新加坡客家人〉（《客總會訊》

第 12 期，1986 年 12 月），頁 24。〈總商會舉辦推廣華語聯歡宴會：本總會儒樂部呈獻漢樂漢

曲〉（《客總會訊》第 14 期，1987 年 12 月），頁 5。 

72 客總會訊編輯部〈歡騰的日子／記客總儒樂部華樂團成立〉（《客總會訊》第 4 期，1982 年

12 月），頁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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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啼聲，演奏「花開爭艶」和「彩雲追月」兩首動聽的樂曲。73 

 

本總會儒樂部華樂團，由部長李强，總務何國芳率領前往參與編排，於4

月17日下午5時（首場）演奏，可謂「初試啼聲」。演奏樂曲（1）玉連環

（漢曲，傳統音樂）。（2）一枝春（漢曲，楊票敬改編）。（3）小揚州

（漢曲，連榮史改編）。較早時（4月9日）接受黃世尚先生的邀請：慶祝

永泰當25周年紀念盛典場中演奏，樂曲（1）一枝春（2）京調（3）茉莉

花。1983年4月29日應新加坡文華國際獅子會成立典禮演奏，樂曲（1）茉

莉花（2）竹笛（3）歡宴，（4）飲勝（5）千王之王（6）喜洋洋。與此

同時，儒樂部漢樂組亦演奏一首清脆悅耳的漢樂（玉連環）。74 

 

籌劃了多時的儒樂部華樂團，終於在去年八月一日成立了，不同籍貫的 青

年男女們都投向客總的大搖籃來，在多位名導師的精心指導下，華樂團在

文化部主辦的華樂節，國際文華獅子會的成立慶典，以及中華總商會推動

「華語運動」的宴會上都亮了相，雖然成立僅是那麽短短的一段時間，却

獲得不少的好評。75 

 

本總會娛樂部吸收了一批新成員，據娛樂部主任藍作相反映，前中藝合

唱團一批團員約五十餘人加入本總會幷組成合唱團。按這批團員都具有十

多年演唱資歷，是樂壇上資深的藝術工作者。適逢龍年即將來臨，新成立

的合唱團將聯同本總會儒樂部和華樂團，參加「春到河畔迎新年」的慶祝

活動，合唱團除了參予地方戲曲之夜的演出之外，幷擔當本總會在除夕夜

                                                 
73 客總會訊編輯部〈本總會熱烈慶祝國慶 17 周年、會慶 53 周年紀念／呈現精采漢劇悠揚華樂〉

（《客總會訊》第 4 期，1982 年 12 月），頁 2。 

74 二克〈願「新樂」飛躍邁進〉（《客總會訊》第 5 期，1983 年 6 月），頁 27。 

75 胡冠仁〈兩年來會務回顧〉（《客總會訊》第 6 期，1983 年 12 月），頁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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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節目《劉三姐》（山歌對唱）的演唱，幷派出團員參加《許仙遊湖》的

演出，屆時當有一番盛況。76 

 

    而且，華樂團與合唱團除了接待海外參訪團體，相互交流藝技，還積極創造

機會到國外進行訪問演出。雖然這些參訪活動，多為「觀摩藝術，聯絡情感」，

但也可視為「具有深長意義」的「國民外交之一」。77 

與「三團」相比，客總兵乓隊的「娛樂」作用不大，但「外交」意義卻有

過之而無不及。客總乒乓隊1983年成立後，當年8月就參加由中華總商會，聯合

早報聯辦的全國宗鄉會館錦標賽，且首戰旗開得勝，榮獲冠軍。之後，在1984、

1986年又連接蟬聯冠軍，實現三連冠的最高榮譽。為了鼓勵士氣，聯絡感情，吸

取球藝，1983年12月及1986年4月，客總乒乓隊兩度出訪泰國，澳門，香港，臺

灣，以及中國大陸的福建、廣東、廣西等地，進行多場友誼比賽，幷拜訪各地友

好，與各地的客總團體展開進一步的文化交流與增進友誼，同時也在工商貿易方

面，加強合作聯繫。78 

四  民間普及與專業學術 

八十年代中後期，隨著新加坡經濟形勢日趨好轉，宗鄉會館的文化活動不

僅日趨活躍，還出現了文化轉型的趨勢。 

1984年12月，新加坡185個宗鄉團體聯合召開「全國宗鄉會館研討會」，提

出宗鄉會館之間應加強聯繫與合作，宣導聯合主辦包括「研討會、聯合體育競賽、

各種學術競賽及文娛表演」在內的大規模活動。79其中有體育競賽、文娛表演等

                                                 
76  〈本總會成立合唱團〉（《客總會訊》第 14 期，1987 年 12 月），頁 6。 

77  〈客總儒樂部新職員就職〉（《客總會訊》第 7 期，1984 年 6 月），頁 16。 

78  〈南洋客屬總會乒乓隊訂期出發／訪問東南亞友會暨乒乓團體〉（《客總會訊》第 6 期，1983

年 12 月），頁 5。藍大周，〈銀球傳友情／客總乒乓隊東南亞訪問回顧〉（《客總會訊》第 7

期，1984 年 6 月），頁 17。卓濟民〈八年回顧〉（《客總會訊》第 14 期，1987 年 12 月），頁

7。 

79 〈全國宗鄉會館研討會十大建議〉（《客總會訊》第 9 期，1985 年 5 月），頁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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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及性活動，亦有研討會、學術競賽等專業性活動。爾後，作為新加坡宗鄉會館

聯合總會籌備機構的宗鄉會館聯合理事會提出1986年所要展開的七項主要活動

計劃。其中同樣包括推廣華語、乒乓賽、舞蹈、音樂、短劇、華樂及其他樣式的

舞臺演出等普及性活動，更多地是如會館現狀調查、華人社團沿革歷史圖片展覽

會及畫冊出版、文藝座談會／研討會、出版會刊及文藝作品等專業性甚至是學術

性的活動。80 

由此可見，新加坡宗鄉會館文化活動呈現出由民間普及性向專業學術性發

展演進的趨勢。作為「全國宗鄉會館研討會」與新加坡宗鄉會館聯合總會的主要

發起者，南洋客屬總會及其所屬客屬會館的文化活動，亦呈現出這一趨勢。 

如嘉應張氏公會既舉辦講華語、講故事比賽，也主辦專題演講會，請專業

人士來演講法律、醫藥、商業等專業課題。81 

1987 年 4 月 9 日，南洋客屬總會董監事聯席會議臨時動議，成立文化活動

委員會，由文教組聯合組織股負責成立活動委員會。文化活動委員會成員為新加

坡文藝界頗具聲譽的學者、作家及詩人，如主任陳松沾，委員王潤華、陳磐緒、

賴湧濤、陳觀勝、黃安榮等。文化活動委員會的活動發展計畫為：（一）舉行文

藝座談會，（二）學術講座，（三）文藝講習班，（四）文娛表演，（五）出版華文

文藝書。82在這個計畫裏，普及性的活動只有（四）文娛表演一項，其餘幾項皆

為專業性、學術性的活動。 

此後，南洋客屬總會專業性、學術性的活動確實越來越頻繁： 

1987 年 5 月 9 日，南洋客屬總會、赤道風季刊和聯合早報文藝城於客總禮

堂聯合舉辦「散文座談會」。83 

                                                 
80 〈宗鄉會館聯合理事會擬定七項活動計畫〉（《客總會訊》第 10 期，1985 年 12 月），頁 1。 

81 〈嘉應張氏公會主辦小學生華語講故事比賽〉，（《客總會訊》第 4 期，1982 年 12 月），頁

31。 

82 〈本總會成立文化活動委員會〉，（《客總會訊》第 13 期，1987 年 6 月），頁 1。 

83 〈本總會、赤道風季刊和聯合早報文藝城聯合舉辦「散文座談會」〉，（《客總會訊》第 13

期，1987 年 6 月），頁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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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8 年 3 月 26 日，客總文化活動委員會聯合赤道風出版社於客總禮堂舉行

「小說座談會」。座談會由文化活動委員會主任陳松沾和赤道風出版社負責人長

謠主持。出席座談會的作家有：陳松沾、長謠、長河、楊湧、秦林、冬琴、流軍、

劉新漢、懷鷹、方然、蔣明來、黎力、佟暖、李建、柔密歐鄭、周天等人。84 

1988 年 12 粵 18 日，客總文教股與新加坡亞洲研究學會在客總大禮堂聯合

舉辦「華人的大傳統與小傳統──哪些亞洲價值觀值得提倡？」座談會。客總文

教股主任陳松沾（亦是新加坡亞洲研究學會名譽會長）主持座談會。受邀主講者

有美國威斯康辛大學的林毓生教授、東亞哲學研究所研究員王心博士、新加坡國

立大學中文系講師李焯然博士、三一神學院院長鐘志邦博士、新加坡亞洲研究會

會長楊瑞文等。主講的學者專家們對華人的大傳統和小傳統作了廣泛和深入的闡

述，從中國傳統習俗和文化思想的各個層面加以探論和發表精闢的見解。與會的

年青聽眾也向學者專家們提出問題，並得到簡明的分析和解答。85 

由 1989 年 1 月 14 日（星期六）開始，客總文教股與五月詩社聯合舉辦新詩

講習班。整個課程共八期，每個星期六下午三時在客總大禮堂上課。詩歌講習班

每期的主題及主講者為：（1）詩的本質（文愷）、（2）詩的發展（林方）、（3）

詩與散文（華之風）、（4）詩的意象（蔡欣）、（5）詩的修辭（謝清〉、（6）

詩的節奏（郭永秀）、（7）詩的哲理（陳松沾）、（8）習作欣賞。由林方、賀

蘭寧、蔡欣、希尼爾，淡瑩和南子等詩人擔當習作指導。參加詩歌講習班的學員

有四十多位，其中有幾位為來自馬來西亞柔佛巴魯寬柔中學的學生。學員除了學

習新詩理論之外，也有多次機會學習詩歌創作的技巧、表現手法等。86 

1989 年 9 月 10 日，客總與新加坡作家協會於客總大禮堂聯合主辦「當代世

界華文文學趨勢」座談會。座談會由客總文教主任陳松沾（也是作家協會名譽理

                                                 
84 〈小說座談會〉（《客總會訊》第 15 期，1988 年 6 月），頁 17。 

85 〈本總會與亞洲研究學會聯辦亞洲價值觀座談會〉（《客總會訊》第 16 期，1988 年 12 月），

頁 4。 

86 〈本總會與五月詩社合辦新詩講習班〉（《客總會訊》第 16 期，1988 年 12 月），頁 4。〈詩

歌講習班結業禮／曾良材會長頒發結業證書〉（《客總會訊》第 17 期，1989 年 6 月），頁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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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長）主持，參予座談會的有作家協會正副理事黃孟文博士、田流、陳川強、張

揮及理事多人，客總文教股屬下客總青年文學組成員葉景安、陳瑞興、王昭旋、

陳美慧、湯美券、黎慧玲等，以及詩人賀蘭寧、希尼爾等也出席了座談會。受邀

參加座談會的貴賓還有來自臺灣由團長宋府率領的中國文藝協會東南亞文藝訪

問團。87 

無論是主觀願望還是客觀效果，這些專業性學術性的活動所要爭取的以及實

際參與的更多是年輕人。這無疑是極具前瞻性的方針策略。到了 1989 年，這一

方針策略更是大張旗鼓浮上臺面。 

1989 年 1 月 22 日，由客總文教主任陳松沾主持，在客總禮堂舉行了一個深

具文學意義的座談會。參與討論的是八位以華文進行創作的青年作者：梁文福、

柯思仁、奔星、韋銅雀、蔡深江、木子、洪笛、園醉之。座談會主要探討的文學

問題是：(一)90 年代青年人的閱讀口味，(二)未來的文學內容，(三)90 年代的

寫作熱潮，(四)報紙與宗鄉會館在未來文藝道路上扮演的角色。參與討論青年作

者，各抒己見，十分熱烈，活潑而又具有沖勁，顯示了年輕人的朝氣，樂觀而且

富有個性。88 

客總文教股更進一步在 1989 年成立「客總青年文學組」。「客總青年文學

組」成立初期便計畫展開一系列的活動，主要的活動內容分為兩方面進行，(一)

開辦文學講習班，(二)成立文學研究班。文教股已促請青年文學組幹事會即行招

收學習班成員，擬訂今後發展路向，不論是講習班還是研究班將進行層次分明的

學習、探討和研究。將邀請新加坡具有資歷和文學專業的作家為講習班的講師，

也同時為文學研究班作專題主講。「客總青年文學組」的長遠目標是培養寫作人

材，提高文學創作的水準，包括對文學史、文學理論、文壇概況和文學批評的認

                                                 
87 〈本總會與新加坡作家協會聯合舉辦「當代世界華文文學趨勢」座談會〉（《客總會訊》第

18 期，1989 年 12 月），頁 15。 

88 〈本總會與新明日報聯合主辦新世紀文學座談會〉（《客總會訊》第 17 期，1989 年 6 月），

頁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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識，為繼承和發展新華文學而努力。日後的活動將採取多樣化進行，靈活地、適

當地舉行各種文學講座。因此，客總青年文學組並不單純在如何學習創作的層面

上，而是有更廣的涵蓋面，從新加坡文學狀況和世界各國文學介紹包括文學史都

是青年文學組所要學習和探求的範疇。為了鼓勵和激發年輕人的創作和提高創作

素質方面，還計劃出版壁報和作品專集。文學講習班計畫於 1990 年 1 月正式開

班上課。1989 年則展開「新華作家與作品」系列的專題講座，從 7月至 12 月分

四次舉行，由新加坡著名的作家入原甸、黃孟文等主講。此一系列的講座，旨在

提高青年文藝愛好者對新華文學的認識。專題講座有詩歌、小說、散文、遊記、

雜文、戲劇、相聲，以及文學研究等。出席講座的聽眾除客總青年文學組成員之

外，還有不少青年文藝愛好者，以及當地中學的師生。不少詩人、作家如文愷、

雨青、陳華淑，賀蘭寧、張揮、淳於汾、希尼爾、箏心、懷鷹、林錦、林皋、靜

心等也積極出席了相關講座。89 

 

參、結論： 

通過本計劃的執行，我們可以了解到，八十年代是新加坡經濟轉型的時期，

也是社群文化-族群文化-社會文化-國家文化從傳統向現代化多元化轉型的時

期。90從上述分析所見，南洋客屬總會文化活動的宗旨、策略及其實施，顯然也

體現了這樣一個發展轉型的時代要求。綜合以上所描述的南洋客屬總會的文化活

動，可見其兩個極具代表性的特徵：跨世代與跨社群。 

    （一）跨世代 

                                                 
89 〈文教股成立／青年文學組即將展開活動〉（《客總會訊》第 17 期，1989 年 6 月），頁 4。

〈客總青年文學組舉行「新華作家與作品」系列講座──詩〉（《客總會訊》第 18 期，1989

年 12 月），頁 14。〈新華小說的發展──新華作家與作品系列講座〉（《客總會訊》第 18 期，

1989 年 12 月），頁 14。 

90 參見「一個東南亞客屬社團的研究——新加坡轉型時期的南洋客屬總會：以《客總會訊》為

考察中心」的結論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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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跨世代，就是更新換代的發展問題。這是一切社團/會館長期以來所面臨的

急迫問題。1984 年 12 月新加坡 185 個宗鄉團體聯合召開「全國宗鄉會館研討會」

所提出的十大建議中，第二與第三項建議便是專注於此：「2. 宗鄉會館有必要

主動積極地進行自我更新，有計劃、有步驟地培養接班人，讓有才幹、有獻身精

神的年輕人進入領導層。3. 宗鄉會館應當按照年輕人的興趣與需求，增加新的

活動，吸引年輕人加入。」91 

    客總顧問、環境發展部高級政務次長曹煜英也呼籲社團組織尋求適當的方

法，改革現有的組織，吸引新血參與活動，以避免遭到時局淘汰的厄運。92客總

領導層對此亦有充分認識，多次發表相關的講話：     

 

      本屆董事部吸取了不少新人參與會務工作，其中不乏學有專長，年輕有為     

      的幹才，同時幾年來陸續有許多年輕一輩參加會務活動。本會乒乓隊，每       

      年參加宗鄉會館杯比賽，都能獲得錦標，深受注目，娛樂股屬下的活動也     

      顯得生氣活潑。除原有的漢劇、華樂團外，去年成立的合唱團更是股生力     

      軍，正所謂老中青相結合，歡迎會員們的子女能踴躍參加各項活動，使總   

      會前景更呈現曙光一片。93 

      而爭取新一代青年，加入民間社團活動，促進其對民族文化價值的認識，     

      擴大其見識與關心社會的意識，已是當前社團活動所努力的方向之一。94 

 

  很顯然的是，宗鄉團體如果不能適應社會發展的需要，將面臨被淘汰的命    

  運。所謂適者生存，這是目前宗鄉團體所要重新調整發展會務的必然方   

                                                 
91 〈全國宗鄉會館研討會十大建議〉（《客總會訊》第 9 期，1985 年 5 月），頁 4。 
92 客總會訊編輯部〈本總會新職員就職／環境發展部高級政務次長曹煜英指出／具有民族尊嚴

者必需愛惜先賢的氣節／卓濟民會長強調儒家思想的重要性／付出代價做有利國家和社會的

事〉（《客總會訊》第 3 期，1982 年 6 月），頁 4。 
93 曾良材〈我的感想〉（《客總會訊》第 15 期，1988 年 6 月），頁 1。 
94 曾良材〈宗鄉團體的新展望〉（《客總會訊》第 20 期，1990 年 12 月），頁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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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向。因此，不少宗鄉團體已不滿足於原來的會務發展的局限，特別在吸引       

  更多年輕人加入宗鄉會館活動方面作出一些調整。因此，增加了不少新的   

  活動形態，例如開辦電腦班、書法學習、古典文學欣賞、文藝講座或文藝 

  創作班，也有戲劇或表演藝術活動等，有的還有卡拉 OK 之類的歌唱設備。 

  上述各種活動，目的在符合新一代的意願，藉以吸引更多的年輕人參與宗 

  鄉會館的活動，以使後繼有人。由於時代的進步，潮流的趨向，宗鄉會館 

  已經不再是早年的只限於族緣或同鄉會員的關係上，非會員或不同籍貫也 

  都被接納參與所屬的各種活動。這種調整，應是一種突破，也是適應潮流 

  所帶來門戶開放的結果。95 

 

    從前文論述可知，客總文化活動所體現出的跨世代現象，集中於華樂團、合

唱團、乒乓隊，以及文學研討活動方面。客總會長卓濟民即指出：「該總會由於

舉行適合年青人的活動的關係，兩三年來年輕的會員增至 30 多巴仙。該總會於

去年成立了華樂團，有一百多個年輕人參加，其中 60 巴仙是學生，40 巴仙是社

會人士。」96 1989 年，新加坡宗鄉會館聯合總會主席黃祖耀在南洋客屬總會六

十週年慶典上的獻詞亦指出：「該會有乒乓、華樂、歌唱、漢劇等活動，為我國

年輕一代提供閒暇之餘的好去處。這一系列年輕人的活動，不僅為客屬總會帶來

新的活力，新的氣象，也可以作為客屬 28 間屬會及其他宗鄉團體革新會務，吸

收新血的好榜樣。」97李顯龍在出席南洋客屬總會六十週年慶典時發表講話，亦

充分肯定了客總的做法：「貴會也特別為年輕一代的會員主辦歌詠和華樂團等活

動。也因為這樣，貴會會員人數也因此增加了近一倍，從 10 年前的約 900 名增

                                                 
95 曾良材〈宗鄉團體重新調整〉（《客總會訊》第 17 期，1989 年 6 月），頁 1。 
96 〈聯合晚報報導／南洋客屬總會門戶開放／近年來年青會員激增〉（《客總會訊》第 5 期，

1983 年 6 月），頁 4。 
97 黃祖耀〈獻詞〉，《新加坡南洋客屬總會六十週年紀念特刊》（新加坡：南洋客屬總會，1989），

頁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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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到目前的約 1700 名。」98年輕人的大量參與，確實使客總文化活動充滿朝氣、

充滿動感，更能迎合時代的潮流與轉型的需要，為社團/會館的運作與發展注入

了新鮮而強有力的元素與能量。因此，也更能吸引越來越多的年輕人加入社團/

會館的活動，形成良性的循環發展。  

（二）跨社群 

在前文敍述社團/會館活動跨世代現象同時，已透現出跨社群的訴求，如「宗

鄉會館已經不再是早年的只限於族緣或同鄉會員的關係上，非會員或不同籍貫也

都被接納參與所屬的各種活動」99。也就是說，本來以族緣或同鄉為標準的社團/

會館，要以顛覆其標準為發展的前提。這一悖論式的訴求，顯然來自形勢比人強

的現實需要。1994 年全國宗鄉會館研討會提出的十大建議第一項就是：「宗鄉

會館有必要配合新的社會情勢，修改章程，開放門戶，讓不同籍貫、宗族的同胞

參加活動；同時把服務對象擴大，讓非本籍貫、宗族的同胞也能受惠。」100事實

上，這也是八十年代社會轉型一個重要的方面： 

 

  人民安居樂業，社會經濟繁榮，在人民生活富裕的情況下，宗鄉會已擺脫 

  了過去濟貧賬災的舊任務局限，而步向豐富會員文化生活，提高會員教育 

  素質，吸收更多的年輕人參加活動，包括非會員或不同籍貫的人也都被接 

  納，為國家和社會作出貢獻。……為了適應形勢的發展，客總的會務活動 

  也作了調整，成立或加強了漢劇團、合唱團、華樂團、乒乓隊。舉辦各種 

  講座，如小說、散文、詩歌講座，請作家詩人主講。101 

 

                                                 
98 見彭華報導〈適應現代化發展帶來的改變，李顯龍促宗鄉會館擴大活動範圍〉，《新明日報》

1989 年 8 月 26 日版。 
99 曾良材〈宗鄉團體重新調整〉（《客總會訊》第 17 期，1989 年 6 月），頁 1。 
100 〈全國宗鄉會館研討會十大建議〉（《客總會訊》第 9 期，1985 年 5 月），頁 4。 
101 斯慧〈新加坡南洋客屬總會調整會務方針──與客總領導一席談〉（《客總會訊》第 20 期，

1990 年 12 月），頁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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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說，客總順應時代要求「調整會務方針」，是體現在「吸收更多的年輕

人參加活動，包括非會員或不同籍貫的人也都被接納」，與「成立或加強了漢劇

團、合唱團、華樂團、乒乓隊，舉辦各種講座，如小說、散文、詩歌講座，請作

家詩人主講」，這相輔相成的兩個面向。 

如果說跨世代更多是基於社團/會館自身生存的考量，那麼，跨社群則更多

體現出基於社會平衡國家發展的利益需要。而這一且，又都具體落實在會館的各

種文化活動之中： 

 

  時移世易。現在，是社團會館聯合起來，不分種族，對國家社會，作出巨 

  大的文化貢獻的時代了。如撥出場地，習戲，書畫展，研究學術，及各類 

  球賽等。同時，也應多開華語班，使老一輩不懂華語的華人，有機會學習，  

  以推廣華語運動。現在晉江會館更進一步開辦文藝寫作班，以訓練青年寫 

  作，是值得提倡的。102 

  在談到年輕人參加會館的問題時，卓先生說，會館如主辦適合年輕人的活 

  動，就會有年輕人參加。他表示，客屬總會這幾年來適合年輕人的活動增 

  加了，不論什麽籍貫的人士，都能參加這些活動。就以總會的華樂團團員 

  來說，其中只有 10 巴仙是客家人。卓先生認為在這方面應以年輕人對音 

  樂的興趣為主，不應分籍貫，應該把地方性的觀念拋開，使活動較普遍， 

  幷配合國家的利益。他說，這兩年來，客屬總會這些適合於年輕人的活動， 

  吸引了不少年輕人。這說明如果有關活動適於年輕人，不必擔憂沒有年輕 

  人參加，長遠來說也是這樣。他認為地方性社團應改變觀念，不應把主辦 

  的活動只給本籍貫的人士參加，而是以新加坡共和國為出發點，這樣就能 

  把事情辦得更好。103 

                                                 
102梁山〈社團會館應聯合作出貢獻〉（《客總會訊》第 9 期，1985 年 5 月），頁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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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跨世代與跨社群的兩方面表現，無疑是極具前瞻性的、順應時代發展的

做法。從而使客總及其所屬客籍會館能突破局限、走出瓶頸、開闢新徑，以求得

生存與發展。然而，其危害客家社群/會館發展的誤區與隱患卻也隨之而來。 

（三）誤區與隱患 

所謂誤區與隱患，即在因跨社群與跨世代的現象而產生的作為客家（社群與

個體）的身份認同上。 

首先，跨社群即意味著非客家人參與客家社團的活動甚至是組織。這種雜糅

化的現象，委實令客家社團的身份產生困惑。然而，这种困惑在国家意识为上的

前提下，却不得不退让。且看客总顧問、新加坡環境發展部高級政務次長曹煜英

即认为，過去組織會館社團的目的，在於團結同鄉，近年來年輕的一代沒有歸屬

籍貫的觀念，都一致把新加坡共和國視為自己的家鄉，因此，曹氏强調各會館社

團應在本身財力，人力的基礎上，配合著國家經濟、政治局勢的發展，朝向新的

方向。104這裏所謂「新的方向」，也就是跨社群以突破籍貫束縛、以國家意識取

代社群意識，從而換取客家社團的新發展。 

其次，跨世代本應是任何社群/社團/會館更新換代的必經之途，甚至是不二

法門。然而，在新加坡這個多元種族多元文化緊密共存、東西方文化高度交匯、

而且現代化迅速發展的地方，年輕一代不僅很難承傳客家社群的傳統，甚至連語

言——客語——也無法承傳。而客語尤被視為客家人/社群身份最為獨特亦最為

根本的標誌——所謂「能賣祖宗田，不忘祖宗言」。 

這兩個方面問題的嚴重性，似乎並沒有得到客總以及相關人士的警覺與重

視。相反，人們更多是從正面來看待其結果。如前述呼籲接納「非會員或不同籍

                                                                                                                                            
103 〈聯合晚報報導／南洋客屬總會門戶開放／近年來年青會員激增〉（《客總會訊》第 5 期，

1983 年 6 月），頁 4。 
104 〈本總會熱烈慶祝國慶 18 周年／會慶 54 周年紀念／呈現精彩漢劇‧動聽新樂〉（《客總會

訊》第 6 期，1983 年 12 月），頁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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貫的人」參與客總活動，是基於「適應形勢的發展」、「為國家和社會作出貢獻」；

105要求「不應分籍貫，應該把地方性的觀念拋開」、「不應把主辦的活動只給本

籍貫的人士參加」，是為了「配合國家的利益」、「以新加坡共和國為出發點」；

106強調「非會員或不同籍貫也都被接納參與所屬的各種活動」，「是一種突破，

也是適應潮流所帶來門戶開放的結果」。107 

英文為主流語言的局面，以及推廣華語運動，似乎更使客語陷入進退維谷的

窘境 108。客總及其所屬客籍會館「跨世代」的年輕一代，「受英文教育者占多數」

109，他們在客家社群的活動及工作中，往往是以英語為交流媒介，這種現象，被

視為順應潮流的新氣象而得到欣賞與肯定。110方言（客語）的存在，則被認為是

「對我國社會是不利的」，因而要求「堅決地放棄方言」、「促使方言之聲在我

國消聲匿跡」。111於是，作為客家身份標誌的客語，在年輕一代中幾乎銷聲匿跡

了。 

可見，與東南亞其他國家的客家社群被動、消極、低調地陷入危害客家社群

/會館發展的誤區與隱患 112不同，新加坡的客家社群/會館卻是在主動、積極、高

                                                 
105 斯慧〈新加坡南洋客屬總會調整會務方針──與客總領導一席談〉（《客總會訊》第 20 期，

1990 年 12 月），頁 8。 
106 〈聯合晚報報導／南洋客屬總會門戶開放／近年來年青會員激增〉（《客總會訊》第 5 期，

1983 年 6 月），頁 4。 
107 曾良材〈宗鄉團體重新調整〉（《客總會訊》第 17 期，1989 年 6 月），頁 1。 
108 講華語運動是以少講/不講方言為代價，於是，不僅在日常生活中阻斷了包括客語在內的方言

流行與承傳，還對華人會館主辦的學校形成直接的致命衝擊。參見吳筱婷〈新加坡茶陽（大埔）

會館的發展歷史〉，黃賢強主編《新加坡客家文化與社群》（新加坡：新加坡國立大學中文系/

新加坡南洋客屬總會/新加坡茶陽（大埔）會館，2008），頁 139。 
109 張薇英〈新加坡嘉應張氏公會青年團組織的由來與活動概況〉（《客總會訊》第 4 期，1982

年 12 月），頁 9。 
110 參看吳二克〈老、中、青三代結合的親情／嘉應張氏工會青年團訪問客總側記〉（《客總會訊》

第 3 期，1982 年 6 月），頁 11。 
111 〈南洋客屬總會與星洲日報聯辦／全國華語演講比賽／胡一虎促大家在行動上實踐華語運

動〉，《客總會訊》第 1 期，1981 年 1 月 25 日，頁 14。 
112 參見蕭新煌、張維安、范振乾、林開忠、李美賢、張翰璧〈東南亞的客家會館：歷史與功能

的探討〉，《亞太研究論壇》第 28 期（2005 年 6 月），頁 194，206，214。林開忠、李美賢〈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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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運作中，陷入危害客家社群/會館發展的誤區與隱患。 

這樣一種誤區與隱患，是否已得到有關部門及人士的認識與充分重視？ 

新加坡《聯合早報》2009 年 7 月 12 日報導中國教育部語言文字司司長李宇

明有關方言的論述：「如果我們任由方言或少數民族的語言消失，中華民族的文

化也會消失。我們有必要保護每個方言和少數民族語言，因為，它們保存了民族

的感情，是中華文化不可分割的一部分。」「方言其實不需要花很大力氣去學，

只要不去壓制它，給它一個空間，小孩從小就會在父母的身邊學會，就像從路邊

拾來那樣。而且，春風吹又生，是有頑強的生命力。」 

他山之石，可以為錯。 

 

 

肆、執行情形： 

一、計畫之執行概況： 

1，搜集相關的著作及論文等文字資料； 

2，對《客總會訊》第 1期至 20 期進行全面閱讀、整理，並對其間有關文章資料

進行電腦輸入。 

3，對上述資料進行初步分析及歸類。 

4，2009 年 5 月 17-21 日，出席澳門大學中文系主辦的「衝突對話與文明建設」

國際學術研討會，提交論文〈新加坡轉型時期的南洋客屬總會——以《客總

會訊》為考察中心〉。 

5，2009 年 5 月 22 日-6 月 2 日赴新加坡進行田野調查：  

（1），拜會新加坡國立大學中文系系主任黃賢強教授（客家研究專家）； 

（2），搜集、整理及閱讀有關客家研究資料； 

（3），訪問新加坡客家研究者何炳彪先生。 

                                                                                                                                            
南亞客家人的「認同」層次〉，《客家研究》創刊號，2006 年 6 月，頁 211-2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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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009 年 7 月 16 日，與新加坡國立大學中文圖書館前館長李金生先生進行訪

談。訪談內容包括新加坡客家社團刊物的歷史與現狀，出版、收藏、交流、

利用等問題。 

7，2009 年 7 月 17 日，與新加坡國立大學中文系系主任黃賢強教授進行訪談。

訪談內容包括新加坡客家社群文化的諸多問題。 

8，2009 年 9 月 5 日（星期六）下午，拜訪新加坡南洋客屬總會，與新加坡南洋

客屬總會何僑生會長、胡裕初副會長、總務黃淼權、文教股主任陳波生、文

娛股主任張振興、華樂團負責人連榮史，以及新加坡永定會館副會長曾仕呈

等進行訪談。訪談內容包括新加坡南洋客屬總會文化發展的歷史與現狀。 

9，2009 年 6 月-7 月，閱讀、整理、分析了南洋客屬總會《客總會訊》的相關資

料，並廣泛參閱了其他有關新加坡客家社群的書籍、論文及會刊會訊等資料。 

10，2009 年 7 月-9 月，撰寫計劃研究報告（論文），完成研究報告初稿。 

11，2009 年 9 月-10 月，對本報告進行修改。 

12，2009 年 11 月 10-24 日，赴新加坡進行田野調查，最後查核本報告中的相關

問題，並出席新加坡國立大學中文系主辦、新加坡南洋客屬總會與新加坡茶陽（大

埔）會館協辦的「2009 年族群/歷史與文化亞洲聯合論壇——東南亞華人族群關

係與區域比較研究國際學術研討會」國際學術研討會。 

二、預算支用情形： 

請見總計畫支出明細表。 

 

伍、檢討與建議： 

一、成果效益： 

（1），較為全面深入探討新加坡南洋客屬總會在上世紀八十年代新加坡轉型

時期的文化建設及其所騎到的作用及意義。這在文化思考與社會實踐上應對台灣

客家社會族群的發展與建設有所啟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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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這一計劃的完成，將進一步加強台灣客家研究與東南亞（客家）研究

的接軌與互動聯繫，並對客家研究——尤其是東南亞的客家研究起到補苴罅漏的

作用。 

  (3)，通過這一計劃的執行，與新加坡客家會館及當地客家研究群建立了

頗為廣泛切密切的聯繫。這無疑為日後我們在東南亞、尤其是新加坡進行客家研

究奠定了堅實的基礎。 

二、與原訂計畫之落差及原因分析： 

（1）按照原計劃會訪問南洋客屬總會有關文化工作者（如陳劍、王潤華等），

因計畫有所變化，改為採訪客總執行級人士如……，以及其他相關的客家研究學

者（如新加坡國立大學中文系系主任黃賢強教授及新加坡國立大學中文圖書館前

館長李金生先生）。這一改變，其實更有利於本計畫的進行。 

（2）按照原計劃，應利用有關經費出席澳門一國際學術會議，以及 5 月下

旬至 6月初赴新加坡進行田野調查。因所呈交的申請表格延誤與填寫計畫名稱錯

誤而未能申請到有關經費。 

三、建議事項： 

有關部門在審查計畫經費申請表時，宜採取較為通融的做法，以便亦以利於

研究計畫的順利進行。如： 

1，按照原計劃出國（田野調查及參加學術會議等）所提交的經費申請，需

提前 14 天上呈。這一做法是否可以考慮縮短（我提前 10 天呈交申請書亦不獲受

理）？因為原計劃的出國事項，在該計畫申請研究項目時，已經過審查。應不再

需要那麼繁瑣且冗長的審查過程。（國科會的研究計畫亦無須如此） 

2，有關出國經費申請表格，若出現人為失誤，應允許隨時及時改正，而無

須以錯誤的表格進入審查程式，以無端浪費各方的人力資源。如此僵化的作法，

百害而無一利，令人百思不得其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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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合計畫四：國內外學術交流活動計畫 

計畫召集人：江明修 

壹、前言 

一、計畫緣起 

中央大學客家學院成立至今約七年多，在此成立期間正是大學競爭日趨白熱

化期間，客家學院若不能透過國內外學術活動，提升教學與學術研究品質，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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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能否立足於大學校園中頗有疑問。有鑒於此，未來將本於「精耕本土公民社會，

邁向國際」的精神，從國內與國外兩方面進行學術交流，期盼透過學術交流活動

之推動，以奠定客家學術機構在大學校園中之地位。 
 

二、計畫目標 

（一）、從國內學術交流目標而言，期望透過國內學術界與社會界人士之交流，

以提升本院教師教學與學術研究之素質，研究生則得以培養撰寫客家議題

碩士論文之能力，奠定客家學在大學校園中的地位。 

（二）、從國際學術交流目標而言，期望透過與國外學術機構的學術交流，以提

升本院的國際知名度與能見度，俾具備國際視野。 

 

三、計畫要項 

本項計畫共分成下列要項： 

1.與交大客家文化學院聯合發行「客家研究期刊」：自 2006 年與交通大學客

家文化學院聯合發行「客家研究期刊」創刊號後，頗受各界好評。 

 

2.繼續發行「客家電子報」：目前已發行至 98 期，每半個月發行一期，訂戶

已近四千位，在客家學術界成為唯一的客家電子報，未來將繼續經營此份刊物，

將朝向「提升出刊品質」之方向更改，並以永續、嚴謹態度經營此份刊物。 

 

3.舉行「第九屆研究生客家學術論文研討會」：此研討會為本院固定的年度

全國青年學子學術研究活動，今年由客家語言文學研究所負責籌辦「第九屆研究

生客家學術研討會」。 

 

4.國際學者交流計畫：為提升本院師生之國際視野，特邀請一位國際知名客

家研究學者劉義章教授至本院演講。 

貳、執行情形： 

一、各子計畫執行情形： 

計畫項目 執行狀況 
發行「客家研究期刊」 目前收到五篇來稿，持續徵稿中。 
發行「客家電子報」 每月五日發行中央大學客家學院客家電子報，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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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曾中斷，網站：http://hakka.ncu.edu.tw/hakka/。 
舉行「第八屆研究生客家學術論

文研討會」 
已於 98 年 10 月 24 日舉行完畢，發表論文 12 篇。 

國際學者交流計畫 邀請一位國際知名客家研究學者。 
 

參、檢討與建議 

一、成果效益： 

對於本院推動國內外客家學術交流活動產生莫大正面影響，有助於提升本院

師生之國際觀，加強與學術社群之聯繫，從而提升本院之知名度與研究實力。 

二、與原訂計畫無落差之原因分析： 

除「客家研究期刊」部分因來稿數量少，尚來不及出版，其餘計畫都於預定

時間內順利完成，並無落差。 

三、結論： 

請繼續給予補助，以繼續提升本院之研究實力。 
 

 
 
 
 
 
 
 
 
 

計畫一：客家研究期刊 

計畫主持人：張翰璧 

兼任助理：徐幸君 

 

壹、前言 

http://hakka.ncu.edu.tw/hakk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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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行政院客家委員會專案補助發行《客家研究》期刊，自民國九

十三年開始，迄今已經邁入第五年。本刊原來由中央大學客家學院籌

畫，而後與交通大學客家文化學院共同合作，雙方共同籌劃定期（每

半年）發行的刊物。希望藉由相關客家方面專業的學術性期刊，提高

客家研究的學術性，以及藉由廣徵各領域的有關客家研究，以豐富客

家文化的研究成果與內涵。 

 

貳、執行情形 

一、計畫之執行概況 

（一）目前編輯委員組織： 

  中大客家學院與交大客家文化學院合作發行，編輯委員會成員包

括政治、經濟、社會、人類、歷史、語言、傳播等各方面校內外學者

專家： 

（以下依筆劃順序排列） 

主    編  江明修（中央大學客家學院院長）、莊英章（交通大學客
家文化學院院長） 

執行編輯  吳學明（中央大學歷史所教授）、黃紹恆（交通大學客家
文化學院副院長） 

編輯委員  陳祥水（清華大學人類所教授）、彭文正（台灣大學新聞
研究所副教授）、劉阿榮（元智大學人文社會學院院長）、
蔣淑貞（交通大學客家文化學院人文社會學系副教授）、
羅肇錦（中央大學客家語文研究所教授） 

助理編輯  張翰璧（中央大學客家社會文化研究所副教授兼所長）、
莊雅仲（交通大學客家文化學院人文社會學系副教授兼系
主任） 

編輯顧問  孔邁隆（美國哥倫比亞大學人類學系教授） 
          科大衛（香港中文大學歷史系講座教授兼系主任） 
          施添福（中央研究院台灣史研究所研究員） 
          徐正光（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兼任研究員） 
          勞格文（法國高等研究實驗學院教授） 
          渡邊欣雄（日本首都大學人文社會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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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蕭新煌（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研究員） 
          賴澤涵（玄奘大學講座教授） 

（二）今年度所收到稿件情形如下： 

1. 數量統計 

1月 2 月 3 月 4 月 5 月 6 月 7 月 8 月 9 月 10 月 11 月 

3 1 1 11
113
 4 1 2 3 2 2 0 

總計有 30 篇。 

 

2. 稿件主題 

論文 由產業設施發展歷程論城鄉文化資產的保存 

論文 族群、老人之生活自理能力與健康現況之研究--以苗栗縣為例- 

論文 從粵東客家到臺灣客家─一個蕉嶺曾氏的家族史 

論文 從 1926 年臺灣漢人籍貫調查資料看「臺灣客家傳統地域」 

論文 反抗書寫作為一種死亡體驗 

研究紀要 地方性與族群性的交錯：《湖口鄉志》的客家解讀 

研究紀要 發現「客家」:從《三灣鄉誌》的客家論述談起 

研究紀要 客家鄉鎮的客家書寫─銅鑼鄉誌的解讀 

研究紀要 《新屋鄉志》的編纂及其客家書寫 

研究紀要 客家/非客家地方志書寫觀點的比較:以高樹鄉墾拓史為例 

研究紀要 《池上鄉志》中的客家意象 

研究紀要 《富里鄉誌》評介 

研究紀要 石岡鄉志和大埔客家 

略 散論晚清民國之際的客家意識興起 

論文 客家藝人的現身策略初探：一個媒體場域的觀察 

論文 會館、華商與華校的結合體制︰以新加坡茶陽(大埔)會館為例 

論文 國家、族群與客家紳商：以新馬兩地新式學校的創建為中心 

論文 離家棄土－右堆的義民社群與其周邊社會 

論文 客家童詩教學與創作析探：以馮喜秀作品為例 

論文 曾貴海原鄉夜合一書中的客家女性書寫 

論文 客家人移民印度加爾各答的歷史 

論文 空間建構語意象形塑：以「新竹縣立文化中心」為例 

研究紀要 客家道士钟善坤 

                                                 
113 其中 8 篇「研究紀要」文章為其原單位自行出版論文集，因而退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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論文 梅縣化的檳城客家話 

論文 桂花在哪裡？南庄老街觀光產業中的客家文化再現 

論文 電影【一八九五】與原著《情歸大地》比較 

論文 客家人的大伯公：蘭芳公司的羅芳伯及其事業 

論文 臺灣閩南語和臺灣客家話的共同詞彙再探 

論文 從開疆拓土到愛鄉衛土──臺灣中部山城客家聚落鄭成功信仰 

論文 東勢鎮大茅埔客家庄之田野調查研究 

論文 蘭芳共和國的創建與經營：華人烏托邦的想像 

 

3. 今年審查通過的文章 

題目 編號 類別 

從 1926 年臺灣漢人籍貫調查資料看「臺灣客家

傳統地域」 

011A 研究論文 

反抗書寫作為一種死亡體驗 * 012A 研究論文 

會館、華商與華校的結合體制︰以新加坡茶陽

(大埔)會館為例 

023A 研究論文 

國家、族群與客家紳商：以新馬兩地新式學校

的創建為中心 

024A 研究論文 

客家童詩教學與創作析探：以馮喜秀作品為例 026A 研究論文 

曾貴海原鄉夜合一書中的客家女性書寫 027A 研究論文 

客家人移民印度加爾各答的歷史 028A 研究論文 

客家人的大伯公：蘭芳公司的羅芳伯及其事業 034A 研究論文 

各篇摘要如附件一。 

 

（三）編輯事務 

1. 採取隨到隨審方式（雙向匿名外審），不拖延審稿時間，避免作

者長期等待。 

2. 編委會採取匿名討論，以建立公正評審程序。 

 

                                                 
* 作者還在修改，待寄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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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其他行政作業 

1. 於 BBS、學術社群張貼《客家研究》的徵稿啟事及出刊消息。 

2. 《客家研究》徵稿啟事以發 MAIL 方式至各大專院校相關系所。 

3. 在中大客家學院網頁建置《客家研究》之專屬欄位。 

4. 在中央大學客家電子報中長期徵稿。 

5. 於 98/11/25 召開「客家研究」期刊內部會議（議程如附件二）。 

 

二、預算支用情形： 

請見總計畫支出明細表。 

參、檢討與建議： 

一、成果效益： 

（一）經過逐步在電子報、學術研討會、網站的宣傳等方式，除了

等待投稿。執行編輯也積極邀約已在客家研究領域深耕許久

的相關學者將目前研究與文章投至本期刊。 

（二）因嚴謹的審查程序，所以花很大的時間討論審查程序與相關

要求，並建立歷史檔案。惟有一公正的編委會與公正的審查

程序，始能達成上述目標。 

（三）直至今年 11 月底，已有 8篇文章通過審查。 

 

二、與原訂計畫之落差及原因分析： 

原本計畫預定期刊為半年刊，訂每年六月與十二月出刊半年出

刊一次。截至去年（2008 年）為止投稿總計收到五篇，且並未有

任何一篇文章通過審查。因審查嚴格、程序繁複的過程，所以在本



205 
 

計劃的進度規劃中，唯恐出刊稿件不足，因此將出刊的時間延至

12 月，而今年已達 8 篇文章，數量上除了達第三卷第一期出刊，

尚有第三卷第二期的出刊之稿量。 

 

三、建議事項： 

（一）於網路上持續徵稿以及宣傳。 

（二）另一方面等待多一些通過的稿件，以備明年兩期之出

刊量，避免發生落期的現象。 

（三）本院申請印刷出版費只足以支付一期印刷費，但目前

經費不足，希望能與以另外補助。 

 

四、結論： 

學術界一直沒有專屬客家方面的正式學術性期刊，因此有關客

家研究的論文大都發表在其他各學門的刊物上，以致分散各處、不

易搜尋，而且不易達到客家研究彼此切磋，互動參考的機會。 

相較於其他客家議題的相關刊物，而《客家研究》本著跨學科

的研究取向與嚴謹的審查程序，從文章徵求、審查過程到接受刊登

較為不易，但希望還希望能持續下去。 

除了歡迎原先頗有成果從事客家研究的專家學者前來發表，也

積極鼓勵從事與客家研究有關的青年學子，將自己研究成果展現，

或是新見解提出，來為客家研究注入新的研究視野與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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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從 1926 年臺灣漢人籍貫調查資料看「臺灣客家傳統地域」 

摘要 

本文基於 1926 年（日本時代昭和元年）對臺灣各地漢人籍貫調

查資料《臺灣在籍漢民族鄉貫別調查》，嘗試對臺灣客家人做一定義，

並以該資料，對當時客家人居住滿 45%以上之街庄（略同今之鄉鎮），

定義為「臺灣客家傳統地域」，以為臺灣客家人生活基本地域空間。 

為何要定義之？據聞今日有關單位想訂定《客家基本法》，想根據2004

年《全國客家人口基礎資料調查研究》資料定義出哪些是客家鄉鎮。

但因戰後以來臺灣都市化與社會移民速度加劇，其實在在衝擊了臺灣

原住民與客家人原有生活地域，外來文化也衝擊了客家人與原住民的

固有文化、與母語語言環境的逐漸消失。例如臺中縣和平鄉本屬山地

鄉，但戰後大量漢人移民移入，使該鄉原住民比例被稀釋到已低於

40%以下。幸而現行法規已經保障既有的 30 個傳統「山地鄉」是哪些，

否則該鄉可能連山地鄉地位都無法保障。同理，本文提出並釐清哪些

鄉鎮是臺灣客家人的傳統地域概念，也希望同樣能引原住民傳統領域

概念，以歷史上較可信的 1926 年《臺灣在籍漢民族鄉貫別調查》，研

判哪些是日本時代以來客家人傳統居住鄉鎮，並進而提出「臺灣客家

傳統地域」概念，以保障客家人傳統文化的地域空間究竟何在，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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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一明確的客家人生活空間，以保障臺灣客家文化的基本推行地區究

竟該在哪些地方。如此，用歷史學的角度做現世的關懷，或可替相關

單位定訂《客家基本法》時，提供更多的參考資料。 

本文計算 1926 年客家人口方法，除採羅烈師是將粵籍人口都計

入客家人外，還加上閩籍的汀州客家人。本文將詳細考證說明 1926

年還認同自己是粵籍潮州的人士，其實多半都是口操潮州各種客語腔

的客家人，以近一步補充純就廣東籍之計算方式。本文亦將考論，清

代臺灣約兩百年間，真正的潮州移民人數後裔，恐怕並非 1926 年所

顯示的潮州籍人口那麼少，而是有相當部分已經福佬化，也遺忘了自

己祖先是粵籍潮州人。 

 

關鍵字：臺灣在籍漢民族鄉貫別調查、客家傳統地域、日本時代、臺

灣廣東人籍貫、2004 年客家人口基礎資料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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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抗書寫作為一種死亡體驗： 

試論吳濁流《亞細亞的孤兒》男主角胡太明的身分認同 

摘要 

絕大多數的日據時代的作家來說，寫作乃是一種反抗策略，企圖

以迂迴間接的方式來控訴日本統治對於台灣人的壓迫。對吳濁流來

說，寫作更是一種趨近死亡的活動，有可能因為挑動了當時的政治禁

忌而惹來殺身之禍。此外，吳濁流身為日治時代最重要的作家之一，

其所著的《亞細亞的孤兒》已然是當代探討台灣人意識的覺醒與否的

經典文本，而其中論及的「孤兒意識」，自 1970 年代以來，已經出現

了各種論點相異的解讀。 

    針對《亞細亞的孤兒》主人翁胡太明的「孤兒意識」而來的解讀，

最大的分歧點出現在「中國結」與「台灣結」上面，也就是出現在「文

化認同」與「政治認同」的歧異上面。而這樣的一種歧異，便是台灣

內部族群衝突的首要因素。本文將透過主人翁胡太明的身分認同變

化，論證多重認同的存在，從而為族群衝突的化解，尋求一種可能的

出路。 

 

關鍵詞：台灣人意識、多重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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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館、華商與華校的結合體制︰以新加坡茶陽（大埔）會館為例 

摘要 

19 世紀中葉，大量中國移民以勞工身份，湧入新加坡謀生。惡劣

的求生環境讓這些刻苦奮鬥的移民意識到相互照應的重要。在他們之

中，有因積極從商而致富的商人。這些商人為了團結移民社會，於是

組織了會館，他們也自然地成為了這些組織的領導人。由於傳統思想

的影響及他們在奮鬥過程中體認了教育的重要性，再加上殖民政府對

華文教育的不干預政策，發展教育事業便成為會館的一項重要任務。

在這種環境下，華商除了是商人的身份外，也是會館的領袖以及華校

的創辦者。因此商人扮演舉足輕重的角色，他們的影響力從商場延伸

到會館、華校，並把這三者緊密聯合在一起，形成新加坡華人社會特

有的「三結合」機制。本文將以新加坡茶陽大埔會館為例，探討這個

海外華人的獨有機制形成的原因以及其重要性。另一方面，亦勾勒客

家商人在華文教育所扮演的角色，以及英國殖民政府在 1950 年代初

期處理華文教育的政策與態度。 

關鍵字：新加坡茶陽（大埔）會館、華商、華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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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族群與客家紳商： 

以新馬兩地新式學校的創建為中心  

摘要 

新加坡和馬來亞華族的新式教育和學堂始於二十世紀首十年。其

間，客家人在新馬兩地開辦四所學校，分別是檳城的中華學堂（創辦

於 1904 年）和崇華學堂（1908 年）以及新加坡的應新學堂（1905 年）

和啟發學堂（1906 年）。但每所學校的建立都有其不同的首要目的：

有者是為了為國育才，有者則是為同鄉子弟教育。每所學堂的創辦人

的背景也有所差異：有的是南洋富豪，也有的是地方商人；有的具有

親清廷色彩，有者帶有革命意識，也有的沒有明顯的政治認同。但每

所學校的創辦或多或少與華人會館或廟祠有所關聯。本文將從新馬兩

地四校的創辦，來論析客家人與新馬華文教育的關係，進而剖析學校

的創辦與國家和族群意識的關係。從這些案例中也可以看出客家人的

身份認同、國家認同、和終極關懷有何不同？   

 

關鍵字：檳榔嶼中華學堂、崇華學堂、新加坡應新學堂、啟發學堂、

客家紳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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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家童詩教學與創作析探— 

以馮喜秀作品為例 

摘要 

本論文探討客家童詩教學與創作的方法，主要藉國小基本的修辭

教學方法，並配合馮喜秀老師創作的客家童詩作品賞析，歸納出客家

童詩教學與創作可行的方法，分別是：情意動人的感受－化抽象為具

體、由物質而精神；美麗豐富的想像－比喻法、擬人法的妙用；以及

善用美麗的形式－對襯與排比的運用等。希望這種深入淺出的引導方

式，可以方便老師運用在客家語的童詩教學與創作上。 

 

關鍵詞：客家、童詩、客家童詩、童詩教學、童詩創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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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貴海《原鄉、夜合》一書中的客家女性書寫 

摘 要 

在客家文化中，客家婦女的大量勞動及素樸勤儉，往往被本質化

為客家婦女的特性；其中客家文學中的女性形象書寫，也成為客家族

群與文化，具有特殊代表性的重要面向。屏東籍的曾貴海創作的客語

現代詩《原鄉、夜合》一書，對於客家女性有大量敘寫，更具有多元

鮮活的特色。本論文擬從其詩中探討有關客家女性廣泛且具代表性的

書寫，並進窺客家女性樣貌多元又具統一特質的形象；及此類詩歌敘

寫視角，在本質上對女性的深刻影響。 

 

關鍵字：曾貴海，《原鄉、夜合》，客家詩歌，客家女性，客家女性書

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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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度加爾各答的客家移民 

摘要 

本文探討印度加爾各答的客家人移民歷史與身份變遷，是一個從

移民過程到形成少數族群的發展過程。根據相關的文獻資料與田野調

查，呈現客家人移民印度加爾各答的遷移、定居到再度遷移的現象，

其中包括從移工、政治難民到國際移民的過程，以及作為被印度社會

隔離與被種族化的「他者」之隱形的族群，到積極呈現為多元社會的

文化少數族群的轉變，說明客家人從過客到定居而成為印度社會少數

族群的歷史過程與機制。 

 

關鍵字：加爾各答，塔壩華人，中國城，少數族群，海外客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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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家人的大伯公： 

蘭芳公司的羅芳伯及其事業 

摘  要 

蘭芳公司，做為東南亞客家研究的對象，是因為這個公司主要由

客家人所組成，羅芳伯這位從嘉應州到坤甸的客家人，在當時的環境

下組織蘭芳公司，後來改組為蘭芳大統制，其後被稱為「共和國」，

受到許多學者的重視，甚至於將蘭芳共和國和美國在民主共和的理念

方面相提並論。不過因為蘭芳公司的第一手資料相當缺乏，本文除針

對羅芳伯及早期此地移民的背景加以說明外，將分別針對蘭芳公司的

活動與發展、蘭芳共和國的建立與消失加以陳述；最後，針對蘭芳公

司是一個公司或是共和國陳述不同的見解，本文尚未處理這個客家人

建立的共和國究竟是不是一個國家？這些議題目前仍有相當大的討

論的空間，有待更詳細的解析將另文討論。唯一確定的是羅芳伯的蘭

芳公司主要由客家人組成，他們擁有與其故鄉相似的特殊管理體系與

防衛系統，而羅芳伯則被客家人稱為伯公。 

 

關鍵字：羅芳伯、蘭芳公司、蘭芳共大統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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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中央大學客家學院、交通大學客家文化學院 

九十八年「客家研究」期刊內部會議 

時間：九十八年十一月二十五日（星期三）上午 10:00-11:00 

地點：中央大學工五館崇文閣（B120）。 

主席：江明修（國立中央大學客家學院院長） 

出席：莊英章（國立交通大學客家文化學院院長） 

莊雅仲（國立交通大學客家文化學院人文社會學系副教授） 

張翰璧（國立中央大學客家社會文化所所長） 

記錄：徐幸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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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事項 

一、召開兩校期刊交接會議。 

 

二、報告目前中央大學客家研究期刊收稿情形以及年底出版事項。 

 

通過稿件：總計 8篇 

題目 編號 類別 

從 1926 年臺灣漢人籍貫調查資料看「臺灣客家

傳統地域」 

011A 研究論文 

反抗書寫作為一種死亡體驗 * 012A 研究論文 

會館、華商與華校的結合體制︰以新加坡茶陽

(大埔)會館為例 

023A 研究論文 

國家、族群與客家紳商：以新馬兩地新式學校

的創建為中心 

024A 研究論文 

客家童詩教學與創作析探：以馮喜秀作品為例 026A 研究論文 

曾貴海原鄉夜合一書中的客家女性書寫 027A 研究論文 

客家人移民印度加爾各答的歷史 028A 研究論文 

客家人的大伯公：蘭芳公司的羅芳伯及其事業 034A 研究論文 

 

審議及討論案： 

議案一 

案由：編委會改組 

說明：重新討論與推薦適任的編委人選。 

 

議案二 

案由：討論今年度期刊的規劃 

說明：規劃與建議相關研究主題 

臨時動議 

散會 

                                                 
* 作者還在修改，待寄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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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二：第九屆「客家研究」研究生學術論文研討會 

計畫主持人：羅肇錦 

所助理：彭政強 

壹、前言： 

近年來，各界關心客家文化的人士除了藉由語言、文學、政治、社

會、經濟、文化等層面來提升客家族群的地位，也亟欲藉學術研究與田

野實踐的方式來發現客家。為了凸顯客家的價值及其所蘊含之獨特文化

表徵，我們希冀整合各領域與跨族群的視野，從全球化與在地化的時空

脈絡來關照客家研究，期使客家文化能夠站在世界的舞台上。 

本學院於民國九十二年奉准成立，成為台灣首創之客家學院，目前

設有客家語文研究所、客家社會文化研究所、客家政治經濟研究所、法

律與政府研究所、客家研究碩士在職專班等五間研究所。本院為了帶動

國內客家及其相關社會科學之研究發展，強化客家研究的深度與廣度，

培植台灣新生代的客家研究潛力，以提升年輕學子對客家族群的關懷，

特舉辦全國客家研究研究生論文研討會，至今已舉辦了八屆，希望藉此

公共討論空間匯集優秀學生的論文，結合專家學者與關心客家的人士，

在客家研究的主軸下相互激盪與成長，以展現新世紀的客家思維與風貌。 

我們竭誠歡迎對此一課題有興趣的博、碩研究生，或以撰寫客家相

關研究為學術論文者，能從不同角度與視野一同來探索「客家」。 

 

貳、執行情形 

一、計畫之執行概況： 

第九屆「客家研究」研究生學術論文研討會謹訂於民國九十八年十月二十四

日（星期六）假國立中央大學工程五館綜合教室（E6-A102）舉行。 
徵稿公告方式與研討會活動宣傳共分為網路、電子報、電子郵件及紙本，紙

本徵稿海報分 2 梯次郵寄至相關系所，徵稿訊息至九月二十六日截稿，研討會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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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徵稿方式為需交完稿論文，採全文審查。會議主持人、發表人、評論人介紹如

下： 
 

主持人：（按姓氏筆劃排列） 

王俐容 國立中央大學客家社會文化研究所副教授 

陳定銘 國立中央大學客家政治經濟研究所所長 

羅肇錦 國立中央大學客家語文研究所所長 

 

發表人 

何純惠  國立臺灣師範大學國文學系博士生 

李文玫 私立輔仁大學心理研究所博士生 

李良一 國立中央大學資工系博士後研究員 

林慧婷 國立屏東科技大學客家文化產業研究所碩士生 

莊心宜 日本京都府立大學大學院生命環境科學研究科博士生 

陳美蓉 國立聯合大學客家語言與傳播研究所碩士生 

陳瑞珠 國立中央大學客家社會文化研究所碩士生 

陳聖旻 國立台北教育大學文化產業學系暨藝文產業設計與經營碩士生 

彭瑞珠 國立中央大學客家語文研究所碩士生 

廖志軒 國立中央大學客家社會文化研究所碩士生 

劉建宏 國立中央大學客家學院客家政治經濟研究所碩士生 

駱嘉鵬 國立新竹教育大學臺灣語言與語文教育研究所博士生 

謝淑援  國立屏東教育大學客家文化研究所碩士生 

温瑾瑜 國立高雄師範大學客家文化研究所碩士生 

 

評論人 

李世暉  國立中央大學客家政治經濟研究所助理教授 

姜貞吟  國立中央大學通識中心助理教授 

施雅軒 國立高雄師範大學地理學系副教授 

陳秀琪 國立中央大學客家語文研究所助理教授 

陳欽春  私立銘傳大學公共事務學系助理教授 

詹素娟 國立中央研究院台灣史研究所副所長 

劉醇鑫 台北市立教育大學中國語文學系副教授 

鄭曉峯 國立中央大學客家語文研究所助理教授 

鍾國允  國立中央大學法律與政治研究所副教授 

羅肇錦 國立中央大學客家語文研究所所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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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預算支用情形： 

經費支出預算執行評論人費、交通費、會議茶點費、研討會午餐、會議論文

集、請柬與活動海報印製費及雜支等費用，實報實銷。 
 

參、檢討與建議： 

一、成果效益： 

第一場  主持人／羅肇錦 

客贛方言塞音擦化現象探析／何純惠 

客語方言性別詞的文化意涵與型式分析／彭瑞珠 

客家話幾個常見的詞語搭配問題探討：從客家電視台語用實務現況探析／陳美蓉

萬巒鄉五溝水地區客家祖牌木雕紋飾之探討／林慧婷客家師傅話中數詞的修辭

初探／謝淑援 

第二場 主持人／王俐容 

「味覺､身體、勞動與情慾」：對客家女性文化性格的論述與批判／李文玫 

是「熟」也是「客」：由三個平埔家族歷史看族群身分認同之轉變（1857~1945）

／廖志軒 

於日本時代起對於台灣客家的後山移居與食文化─從文化地理學的角度探討／

莊心宜 

萬巒鄉鹿寮庄及高崗庄之族群關係田野實察／温瑾瑜 

第三場 主持人／陳定銘 

《臺灣客家語常用詞辭典》系統程式的維護／駱嘉鵬、李良一 

泰國客家人的族群認同：以「泰國客家總會」與「泰國台灣同鄉會」為例／陳瑞

珠 

以三螺旋互動模型之創新觀點來看台北縣客家文化園區現況發展問題／陳聖

旻、劉建宏 

 

二、與原訂計畫之落差及原因分析： 

此次研討會之論文發表篇數與預定之計畫相同，與原訂之計畫落差不大，預定

錄取之篇數與實際錄取之篇數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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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建議事項： 

    因客家研究漸受重視，本院舉辦「客家研究」研究生學術論文研討會所收到

的投稿論文也漸漸增多，已經累積了許許多多的成果。建請持續並擴大舉辦，以

強化客家研究研究生對話平台。 
 

四、結論： 

已連續舉辦九屆之「客家研究」研究生學術論文研討會，累積約超過百篇之

學術論文，成果日益卓著，本院希望未來持續舉辦此研討會，讓更多優良的研究

生論文能有一個發揮的舞台。 
 
 
 
 
 
 
 
 
 
 
 
 
 
 
 
 
 
 
 
 
 
 
 
 
 
 
 



221 
 

計畫三：「國際學術交流活動計畫」 

計畫主持人：江明修 

壹、前言 

為提升本院師生之國際視野，特邀請國際知名學者，赴本院進行訪問，邀請名單：

劉義章教授（香港建道神學院神學系副教授，基督教與中國文化研究中心學術總

監，中國伊斯蘭研究室主任） 

    貳、執行情形 

一、計畫之執行概況： 

  邀請劉義章教授（香港建道神學院神學系副教授，基督教與中國文化研究中心

學術總監，中國伊斯蘭研究室主任） 

11 月 23 日 香港建道神學院 劉義章 教授演講  

主持人:江明修院長 

演講人:香港建道神學院 劉義章 教授 

時間:2009 年 11 月 23 日<一> 下午 6:30~9:30 

地點:國立中央大學客家研究學院 工程五館 A406 

講題:走進都市：香港客家族群的歷史與文化考察 

 

二、預算支用情形： 

請見總計畫支出明細表。 

    參、檢討與建議 

一、成果效益： 

本院舉辦之劉義章教授演講，講題「走進都市：香港客家族群的歷史與文化

考察」此場演講吸引校內外師生前來聆聽，講員們準備豐富的講稿及 Power Point
讓聽眾獲益良多。 

 

二、與原訂計畫之落差及原因分析：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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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結論： 

本年度所邀請的教授們為國際知名學者，為本院的學生擴展視野，也提供了

學術對談的機會，甚具成效。除了與這些學者保持聯繫外，並希望能再邀請其他

學者，每年持續邀請外國學者來訪的規劃，以加強本院與國際客家社群之聯絡，

並進一步擴大與該校的合作事宜，期望透過與國外學術機構的學術交流，以提升

本院的國際知名度與能見度。 
 
 
 
 
 
 
 
 
 
 
 
 
 
 
 
 
 
 

整合計畫二：客家族群網絡與語言 

計畫一：南桃園地區客閩雙方言研究附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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