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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家創業家創業歷程與關鍵因素分析之研究 

 
胡愈寧 

 

中文摘要:台灣仍缺乏本土性的組織創業精神及相關創業行為的大量研究，尤其以＇族

群＂為變項，客家創業家之高峰客家力＂之38創業家有待解析，客家創業家其在創業

過程中其創業成功的關鍵因素為何？客家精神對其創業歷程影響重要因素為何？其創

業模式為何? 從在研究方法上本研究採用內容分析、深度訪談法30位成功的客家創業

者，在研究中由於運用了文獻資料以及內容分析，還有檢定的統計方法各構面探討後，

檢視出最主要的幾項指標性論點，如下： 

一、積極的、耐苦的、重視教育的、和諧的四項價值觀為最具代表性:在客家創業中訪

談與分析發現此四項價值觀為其創業主要理念。 

二、在訪談中發現:客家創業者創業的動機：受原生家庭背景影響、承續家族的傳統最多，

其次創業動力來源為發現市場上有商機。（1）、客家女性創業者:受原生家庭背景影響者，

主要是客家創業者在原生家庭也曾參與其父親的事業，原生家庭的父親，在其成長與學

習背景中佔有重要的份量，因而選擇創業的產業與原生家庭的父親相同。（2）、發現市

場上有商機者，客家創業者憑的是對大環境趨勢、潮流及社會發展動向的高度敏銳觀察

以及客觀理性的歸納分析事物。 

三、客家創業家深具誠信、節儉、勤勞、儲蓄的價值觀，透過「克–瓦二氏單因子變

異數等級分析」，簡稱為 H 檢定，以及 Mann-Whitney U（魏氏–曼–惠特尼考驗）

檢定發現誠信、節儉、勤勞、儲蓄的價值觀，不影響創業機會辨識模式之選擇 。

因為在這四項的表現上，p 值分別為誠信的.379、節儉的.604、勤勞的.859、儲蓄的

1.000，皆大於 0.3，表示這四項價值觀在創業機會選擇的辨識上應無顯著性差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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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客家創業者創業的機會：內部的機會來自於個人工作經驗、專長、技術與資源，

外部機會在於良好的大環境趨勢。客家創業者自身所具備的經驗、專長，進行自我

診斷與評估，資訊及資源的獲取及所需專業知識，成為個人創業機會的考量。 

五、具有和諧這項價值觀特性者，相較於其他三種選擇模式，會偏向於選擇尋找相關

知識去辨識機會的可能性，大過於藉由根據正式計畫及評鑑過程以辨識機會；重視

教育的特質會使創業家選擇由尋找相關知識以辨識機會；積極的價值觀則會使創業

者選擇由正式計劃的評鑑過程來找尋機會；具有耐苦的價值觀則傾向於自主開發產

品與自我辨識機會。 

六、客家創業者的創業資源： 

    （1）、財務資源：客家創業者創業財務資源是自身（或先生）創業前的工作積蓄

或向親友、銀行等貸款為主，大部分的客家創業者原生家庭沒有財務資源支援，

極少數有挹注資金，挹注時機是在客家創業者資金上遇到困境急需解決時。（2）、

智慧與人力資源：客家創業者創業初期的人力以家人、親友支援，企業擴展除了

運用身旁的人力外，召募、訓練、加盟等方式來協助企業的發展，重視員工知識、

訓練、經驗。客家創業者對自己的企業願景有充分的使命感，形成企業的價值觀、

文化，組織內外部的人際網絡，內部人才以凝聚團隊成員共識，外部則以服務熱

誠、往來如朋友、異業結盟等方法，保持長久的合作關係，拓展企業的人際與社

會網絡。 

    （3）、聲譽資源：客家創業者重視企業誠信、品牌形象、產品創新、以客為尊、

口碑行銷、社會責任與環境保護。 

七、實體資源：客家創業者在創業初期，資金投入簡單的機器設備、承接原有的工

廠與設備、公司有盈餘後再慢慢的增加擴大機器設備與廠房的建立，在商業區

擁有位置良好的店面位置，買地建立交易場所，擁有良好物料產出數量與產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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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質，能夠掌握物料來源。 

    八、組織資源：客家創業者重視員工的技術能力與績效，自己對企業的執行與反

應決策速度快，對產品創新、重視設計人才與結合最新科技。 

 關鍵字:客家創業家、高峰客家力、客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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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aiwan is still lacking for organization of indigenous entrepreneurship and 

entrepreneurial behavior related to large number of studies, particularly in the 'group "for 

the variables, Hakka The peak power of entrepreneurs," the 30 entrepreneurs need to be 

resolved, the Hakka entrepreneurs in the course of its business the key factors of success 

and why? History of the Hakka spirit an important factor in their business why?  What’s 

the business model? From the research methods used in this study content analysis, depth 

interviews of 30 successful Hakka entrepreneurs in the study of literature and the use of 

content analysis, as well as the statistical test method "Kruskal-Wallis one-way analysis of 

variance ranks" and Mann - Whitney test (Mann-Whitney U) after the four dimensions of 

view of the main points of several indicators, as follows: 

First, the values inherent in the Hakka, presented by the findings of this study, the data 

show the median values found mainly positive, endure hardships, and emphasis on 

education, the harmony of the four values as the most representative. Second, through the 

(Kruskal-Wallis one-way analysis of variance ranks), referred to as the H test, and 

Mann-Whitney U (Wilcoxon - Mann - Whitney test) test found that honesty, thrift, hard 

work, savings values, not recognition model of the choice of business 

opportunities .Because the performance of these four, values were integrity .379, .604 

thrifty, industrious .859, savings of 1.000 which are greater than 0.3, indicating that the four 

values chosen in the identification of entrepreneurial opportunities should be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Third, with the harmonious character of the values, compared with the other 

three selection mode, it will tend to choose the opportunity to find the relevant knowledge 

to identify the possibility of large over-evaluation by the process according to the official 

plan and to identify opportunities; importance of education entrepreneurs will choose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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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ture of knowledge by the search to identify opportunities; positive values of the 

entrepreneur will choose from a formal program evaluation process to find opportunities; 

with bitter resistance values tend to self-development products and opportunities for 

self-identification . 

During the interview we found: First, entrepreneurs are motivated by the Hakka: impact of 

family background by the original, inherited family tradition, followed by power source for 

the discovery of entrepreneurial business opportunities on the market. 

(A), by the original family background effects, primarily Hakka entrepreneurs in the 

original family also participated in his father's career, the native home of the father, in their 

growth and learning context plays an important weight, and thus select the start of the 

Industrial and the father of the same original family. 

(B), we found that there are business opportunities in the market  of Hakka entrepreneurs 

by the large environmental trends, fashion trends and social development of highly sensitive 

inductive observation and analysis of objective and rational things. 

Second, the Hakka entrepreneurs business opportunity: the opportunity to come from within 

the individual experience, expertise, technology and resources, the external environment of 

opportunity is a good trend. 

   (A), Hakka entrepreneurs own has the experience, expertise, self-diagnosis and 

assessment, information and access to resources and the necessary expertise to become a 

personal entrepreneurial opportunities considerations. 

   In addition to Taiwan Internet bubble in 2000, the financial crisis in 2008 affected by 

global trends, Taiwan's economic growth showed negative growth, other countries in 

Taiwan during the overall economic environment is very good, in good economic 

environment conducive to entrepreneurship, followed by the product trends, "Brand is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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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uture of global business trends" to enhance economic power of consumers, attention to 

product brand and service quality, trust of consumers from the brand, products to high-end, 

services to customization, segmentation of the market products, most notably in 2002, 

Taiwan joined the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WTO), the trade 

liberalization on the domestic economy and individual industries the impact and influence, 

the domestic industry are facing global of the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to enhance the 

competitiveness of the industry, to understand consumer demand, Hakka entrepreneurs to 

provide the products to meet customer, careful management, brand and product 

segmentation. 

Third, the Hakka entrepreneurs entrepreneurial resources. 

    (A), financial resources: Hakka entrepreneurs start their own financial resources (or 

Mr.) savings business or to work in front of friends and relatives, banks and other 

credit-based, most of the native Hakka entrepreneurs have no financial resources to support 

the family, a very small number of inject capital to fund the timing of funds in the Hakka 

entrepreneurs encounter difficulties when the urgent need to address. Hakka Hakka culture 

nurtured by entrepreneurs, for the original family did not receive a fair distribution of 

financial assets, Hakka entrepreneurs do not feel wronged, or unfairness of their own, and 

agree that the native tradition of the family allocation of assets. 

     (B), wisdom and human resources: Hakka entrepreneurs in the early days of the 

human family, relatives and friends support business expansion in addition to the use of the 

human side, the recruitment, training, joining other ways to assist the development of 

enterprises, emphasis on staff knowledge, training and experience. Hakka entrepreneurs on 

their own sense of corporate vision sufficient to form a company's values, culture, 

organizational network of people inside and outside, the internal talent to forge a consens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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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am members, external Zeyi dedication to service, such as between friends, cross-industry 

alliance and so on, to maintain long-term relations of cooperation, expand the business of 

interpersonal and social networks. 

    (C), reputation, resources: Hakka entrepreneurs emphasis on corporate integrity, brand 

image, product innovation, customer word of mouth marketing, social responsibility and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1. Corporate Integrity: Hakka entrepreneurs on the integrity of products and 

services that is very important, serious implementation. 

        2. Brand: Hakka entrepreneurs brand names of products very seriously, insist on 

the brand, focus on quality, the best agent to sell branded products, Hakka entrepreneurs 

early days, the first brand names, brand integrity, pricing strategy, not urgent the money that 

the effect of word of mouth marketing major, emphasis on "reputation economy", which is 

to determine the attitude of the key customer site, focus on staff professional attitude, one 

hundred percent customer satisfaction. Development of own brand, developing a variety of 

products supply market. 

 

   3. Innovativeness: the development of a variety of products for the market, 

diversification of product applications, increased consumer selectivity. 

   4. Customers as the main character: Customer pace, and always in my heart, 

customer-based, stand in the customer's position, flexible design products, respect for 

customer rights, and the fastest to reach customers expect the products, customer needs will 

always be the first! Application of multi-cultural background of advantages for customers to 

feel at home. 

   5. Social Responsibility and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In addition to Hakk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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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trepreneurs that make money in life, there is a higher value to the community a sense of 

mission and sense of responsibility, sense of mission is the driving force behind the 

expansion of business, even if the business exertion, hard work, can not ignore the staff 

responsibility, have a responsibility to everyone in the industry advances, concern 

disadvantaged groups, Taiwan's elderly care services, attention to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ecology, blessing children and grandchildren to stay, fight career, doing public service and 

promo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so that a better corporate image. 

(D), physical resources: Hakka entrepreneurs in the early days, simple machinery and 

equipment investment, following the original plant and equipment, the company has slowly 

increased after the expansion of surplus equipment and plant establishment in the business 

district has store location in good position to buy to build market place, have a good amount 

of material output and output quality, able to master the material source. 

(E), technical resources: Hakka entrepreneurs that need professional and technical 

innovation, and to follow the international trend, not just behind closed doors, more 

diversity in product design, to address patent rights, trademarks, copyrights, manufacturing 

process capability. 

 

(F), organizational resources: Hakka entrepreneurs the importance of staff technical 

capacity and performance, their implementation of the enterprise decision-making and 

response speed of product innovation, attention to design professionals and with the latest 

technology. 

(C), market 1. Intense competition: a strategy to (1) heart close to customers. (2) break with 

the client speak the same language barriers. (3) supply quickly. (4) pay attention to the 

quality principle of good fai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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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Financing: In addition to its own funds, the mobilization of resources for the young 

creators loans, bank loans, looking for banks, the introduction of individual or corporate 

shareholders, a handful of her mother inject some money. 

    3. Channel development: (1) observed economic trends, sales force has a sharp tap 

customers, to government services, and customer Zero. (2) to develop international business, 

the customer area language proficiency, language barrier. (3) advertising a wide range of 

products: telephone, visits to exhibitors, networking, exhibitions, television, magazines, 

media, and the competition. (4) upstream to run off the assembly line with the partnership. 

(5) presented a gift to maintain long-term access to and from customers. (6) a detailed 

assessment of the long-term, plan to open up new business after the point. 

Keyword: Hakka entrepreneurs、Hakk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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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研究動機與目的 

  台灣每年約有10 萬家的新增企業，比例佔到中小企業總家數（約120萬家）的9%，顯

示台灣的創業活動正在蓬勃發展，分析其原因，可歸結為全球化潮流與社會人口統計變遷所

致。全球化市場競爭導致產品生命週期日愈縮短，許多大企業無法持續增長，那些具有高度靈

活性的新創事業，藉由市場變化與新需求而快速竄起（Dollingers, 2003）。此外，社會對於創業

活動普遍肯定，學校也開始提倡創業教育，具有創業精神的年輕人不再安於當一個受雇者，皆

促使各種類型創業家大量崛起。然而，相對於實務上的蓬勃發展，創業在學術界仍是一個十分

年輕的研究領域（Cooper, 2003）。 

   另ㄧ方面解析客家族群之研究，近年來台灣關於創業與客家族群的研究，有加倍蓬勃的

進展，而客家文化在政治、經濟、文化、教育、戲曲藝術等許多方面所表現出的特色，

已經累積相當多的成果。但在客家族群參與創業經營的經濟活動，相較於其他研究較少

被探討，一般認為相較於閩南族群，客家人傾向擔任受雇者，尤其在公務與教師體制工

作者居多，自我創業或自己做生意的比較少，即使是做生意，也比較傾向於進行作生產

性的事業（張維安、黃毅志 2000），而在客家企業家專案訪談發現：客家企業家先天上

有其困境，例如(1)客家保守性格，固執及風險態度 (2)自我封閉的傾向下的知識/行動慣

性不願改變怕風險(3)小農經濟格局、欠大規模生產經驗 (4)資源不足、企業經營與經驗

累積不足(5)對於子女教育偏重專才教育（6）家族經營規模小與欠缺團隊合作技能，另

一項論述有關客家族群特色與企業家精神相關性比較發現有： 埋頭苦幹滿足現狀急於

風險分散，傳統刻板、守成開創不足，保守心態產生依賴心理缺乏自信正直硬頸，較欠

缺圓滑靈活手腕等四項特質較不利於創業(見表一)。 

然而進一步分析我國之創業，在整體經濟上，小企業與新創企業比較大企業更具有創

新活力與創造就業機會的能力（Acs & Audretsch, 1990; Reynolds & White, 1997），因此許

多國家都將中小企業視為支持經濟發展的重要角色（Mazzarol, Volery, Doss & The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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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寧為雞首，不為牛後」的價值觀，更是引發了個人的創業動能，因此形成台灣

中小企業蓬勃發展的社會現象，進而造就了台灣的經濟奇蹟。由個人創業所造就的中小

型企業是台灣過去五十年來的經濟發展基礎，也是現階段台灣經濟發展的重要活力來

源。根據經建會統計，2004年我國服務業產值占國內生產毛額（GDP）的比率為67.8％，

未來服務業發展以每年成長6.1％為目標，於2008年將達到71.4％的成長率，服務業就業

人口則將從58%提高至60%。以服務業支援農業及工業的發展，持續各產業的成長動能，

使整體經濟成長率達5％以上，在政府政策性的鼓舞下，新型態的服務業商業模式將成

為台灣經濟成長的新動能，因此對服務業的成功創業模式探討將有助於提升台灣整體的

經濟發展。2004年七月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rganization of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ECD) 成立「創業精神-中小企業與在地開發中心」以呼應自1999年起英美

學者所推動的「全球創業監測指標」(The Global Entrepreneurship Monitor, GEM)。OECD也

藉此希望各國能正視知識經濟時代所追求的「創業型社會」。即使創業精神
1已儼然成為

各國追求的經濟成長指標之一，但在台灣仍缺乏本土性的組織創業精神及相關創業行為

的大量研究。而在眾多創業家中亦有許多客家籍的創業家，98年客家電視台＂高峰客家

力＂節目，陸續將客家籍創業家彰顯出來，從52位客家籍企業家中發現，在創業家功成

名就後所得到的掌聲，許多客家籍創業家在創業過程中其創業成功的關鍵因素為何？客

家精神對其創業歷程影響重要因素為何？其創業模式為何?如何降低創業失敗風險、減

少社會損失？這些都值得進ㄧ步探討與分析，因此本研究希冀經由資料收集與分析，一

方面建構客家創業資料庫以作為年輕學子之典範，另ㄧ方面在學術上或實務上都是值得

深入研究及探討其創業成功之關鍵因素與其發展歷程。 

綜歸本研究之主要目的為： 

                                                 
1
台灣經濟社會中創業者的策略符合適應性企業家精神，我們可以從四個主要的性質來說明，即包括 (1) 

敏銳的覺察 (alertness)、適應性 (adaptability)與游擊式企業家精神 (guerrilla 

entrepreneurship)，(2) 代工 (original equipmentmanufacturer, OEM)、模仿和學習，(3) 中小企業、

靈活性 (flexibility) 和生產網絡 (production network)，以及 (4) 區域套利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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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探討客家創業家其創業精神在組織層面的影響因素 

（二）探討影響創業機會辨識的因素 

（三）探討組織創業精神對創業結果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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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 客家族群特色與企業家精神相關性比較 

項次 企業家精神構面 相關 客家族群特色 

1 以目標為導向 － 埋頭苦幹滿足現狀急於風險

分散 

2 強烈成就需求內

控取向 

＋ 功名利祿思想，鼓勵子女出

人頭地 

3 雄心勃勃而且精

力充沛 

＋ 勤於勞動不畏困難充滿活力

4 積極主動，創新求

變 

－ 傳統刻板、守成開創不足 

5 渴望獨立、充滿自

信心 

－ 保守心態產生依賴心理缺乏

自信 

6 尋求責任、勇於承

擔挑戰 

＋ 忠誠、勤奮、對人事物深具

責任感 

7 對挫折有積極正

面反應 

＋ 堅忍，對外在挫折能長期忍

受並轉化 

8 權力需求導向、強

調控制 

＋ 重權威重社會控制與團體意

識 

9 良好溝通與人際

關係 

－ 正直硬頸，較欠缺圓滑靈活

手腕 

10 具技術知識、專業

導向 

＋ 客家族群重視教育，普遍教

育程度高 

資料來源:女性創業家創業歷程分析-以苗栗地區為例.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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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文獻探討 

   六十年來從日本殖民地，台灣社會普遍的價值觀是鼓勵人們透過經營自己的企業來

實現潛能。＂創業的社會＂在台灣董事長、老闆特別多，有學者逕稱「老闆之島」。12 有

謂如果你在台北街上扔塊石頭，十之八九會落到某某董事長頭上！正反映台灣滿街都是

老闆的景象2。在台灣，平均每19 人就有一家公司 (全世界密度最高者)，「螞蟻雄兵」

創造了台灣的「經濟奇蹟」，在創業理論中所探討的 

理論為. (一)、資源基礎理論(二) 、社會網絡理論(三)制度理論 

 

一、資源基礎理論3 

資源基礎理論的基本假設在於，資源基礎具有異質性（heterogeneity），一家公司

最主要的資源往往都是來自於內部長期的累積，而非導源於在市場上取得，換句話說，

關鍵資源都是無法交易的（Non-tradable），也因此具有不可移動（immobility）、不可替

代（imperfect substitutability）以及不可模仿性（imperfect imitability）的特性。傳統的資

源基礎認為要創造無法模仿的資源，一個企業所處社會特殊情境所造成的獨特歷史歷

程是一個重要因素（Barney, 1991；Nelson, 1991；Peteraf, 1993）。另一方面，資源的價

值亦來自配套組合，相同的資源透過不同的組合方式，會產生不同的價值或是競爭優

勢。在市場環境高變動、高風險、與不確定的情況下，企業共同合作的方式則成為公

司組織獲取資源的重要經營策略（Eisenhardt & Schoonhoven, 1996；Das & Teng, 2000；

Harrison et al.,2001）。Teece et al. (1994) 延伸資源基礎論觀點，提出動態能力觀點，認

為唯有能快速地進行產品創新，並且擁有整合內外部資源之管理能力的廠商，才能在

                                                 
2 Shieh (1992) 以為，眾多的小企業「老闆」是台灣出口導向之工業化發展的引擎， 

而其運作是靠著層層外包的加工網絡與小工廠。 
3
資源基礎理論實務上是以組織內部資源為出發點，並以資源為分析單位，探討資源的特性與區別能力。

而資源基礎理論，亦有學者採用其他不同的名詞，如核心能力、獨特能力及公司特定資源，不論使用

何種名詞，以強調企業擁有物之獨特性的觀點來分析企業行為者，通稱為資源基礎。基本上，資源基

礎觀點強調廠商如何善用本身既有的特殊資源能力，達成企業經營目標，屬於靜態觀點。靜態觀的企

業成長，是在單一時點下透過追求本身既有資源與外在環境的適配 (Fit)，來獲得成長。而動態觀點則

強調透過槓桿運用本身既有資源，或延伸資源來追求資源與外在環境的適配，即是廠商應發展與更新

本身的能力，以因應環境的變動。Teece et al. (1994) 延伸資源基礎論觀點，提出動態能力觀點，認為

唯有能快速地進行產品創新，並且擁有整合內外部資源之管理能力的廠商，才能在快速變動的環境下

獲得成功。在此觀點下，廠商的成長需涵括能力的更新與能力的延伸兩部份 (湯明哲，民 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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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速變動的環境下獲得成功。在此觀點下，廠商的成長需涵括能力的更新與能力的延

伸兩部份 (湯明哲，民 88)。 

而資源基礎理論，亦有學者採用其他不同的名詞，如核心能力、獨特能力及公司

特定資源，不論使用何種名詞，以強調企業擁有物之獨特性的觀點來分析企業行為者，

通稱為資源基礎。基本上，資源基礎觀點強調廠商如何善用本身既有的特殊資源能力，

達成企業經營目標，屬於靜態觀點。靜態觀的企業成長，是在單一時點下透過追求本

身既有資源與外在環境的適配 (Fit)，來獲得成長。而動態觀點則強調透過槓桿運用本

身既有資源，或延伸資源來追求資源與外在環境的適配，即是廠商應發展與更新本身

的能力，以因應環境的變動。Wernerfelt（1984）提出「資源基礎觀點」（Resource-Based 

View；RBV）傳統上以「產品面」的觀點思考資源，大部份資源都應用在產品上，很

少以「資源面」考量產品與市場，產品與資源實為一體兩面，企業若能創造與把握資

源，累積及培養資源則創業處於競爭優勢情境，RBV 可用以瞭解產業組織與競爭優勢

的關係（Alvarez & Busenitz , 2001）意即 RBV 結合了分析企業內部的現象與產業外部

的競爭。 

   Barmey(1986)認為產業可以藉由本身資原能力的累積與培養，形成長期持續性的競爭

優勢，場商應設法發展與創造要素市場的不完全競爭優勢，使企業能在產品市場已不完

全市場資原執行策略，建立持久性競爭優勢(Sustained Competitive Advantage)Aaker(1989)

亦認為企業資產與能力是維持持久性競爭優勢的基本要素，需要聚有已下幾點特徵:1.

優於競爭者、2與市場相關、3.具成本優勢、4具持久性優勢、5.與未來相關等。吳思華

（1998）認為資源基礎是尋找、創造、累積核心資源，核心資源的特色有三：1.獨特性，

資源包含有價值、極稀少、不可替代三項特性，在執行策略時能增進企業效能與效率的

價值。2.專屬性，資源和企業的設備、人員、組織、文化或管理制度密切結合，不易移

轉或分割，競爭者即使取得該項資源未必能發揮類似功能。3.模糊性，指資源建構過程

與競爭優勢之間的因果關係不易釐清
4，使競爭者不僅無法取得，也無從學習。 

                                                 
4 Brush, Greene & Hart (2001)認為創業公司應建構之資源包括實體、財務、人力、技術、社會與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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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源基礎理論強調企業必須具備策略性資源，才能擁有競爭優勢，Barney (1991) 提

出四種可用以辨識策略性資源的特徵：1.有價值的資源，資源的價值是指企業在執行策

略時增進效能與效率。2.稀少的資源，指企業擁有獨特的資源，現有或潛在的競爭者未

擁有。3.難以模仿的資源，主要是基於（1）獨特的歷史因素，特定時空關係所孕育的資

源。（2）模糊的因果關係，企業的特有資源與持續性競爭優勢間的關係難以劃分，競

爭者無法對策略進行模仿。（3）複雜的社會關係，策略性資源無法模仿，可能是源於

複雜的社會關係，例如社會網絡、企業文化、組織環境等，此種資源增加公司的競爭優

勢，因為非常複雜難以複製。4.不可替代的資源，企業唯有不可替代的、稀少的、有價

值或難以模仿的資源，企業才可能創造策略性的競爭優勢(圖2-1)。 

    資源基礎理論強調企業資源與競爭優勢的結合，也就是企業應持續累積有價值、稀

少、不可模仿、不可替代，可用以辨識的策略性資源.，才能獲得長期的利潤、成長與生

存，創業家運用策略性資源推動創業與長期維持競爭優勢獲得成功。 

 

 

     

 

                                                                                                                                                         
織資源六大類，並藉著資源的組合運用形成組織能耐與核心競爭力。Alvarez & Busenitz (2001)認為

資源基礎理論十分適合用來分析創業家的決策、機會認知、機會發現、組織能力與市場競爭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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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源基礎理論之共通點是資源的異質性 (heterogeneity )，包含實質資產、無形資產、能

力（含核心能力）Prahalad & Hamel (1990) 指出核心能力的特色：1.為完整組合的技藝與

能力。2.累積性的學習及知識。3.能與顧客價值結合的產品或服務，4.與競爭者差異化，

5.產品製造、技術協調、創造技術的know-how、系統運作，難以模仿。6.提供進入新市

場的路徑，以順利進入新市場為目的(見圖2-1-1)之與競爭對手比較。 

        Hall(1992)廠商因為能力的差異而形成競爭的優勢，持適性競爭優勢乃根原於與競爭

者能力差異的持有，表現在四個層面上:1.功能上的差異 2文化上的差異3.地位上的差異 

4.法規上的差異，Grant（1991）主張策略分析應著重資源、策略連結與競爭利潤的關係，

認為市場的競爭優勢源自資源的四項特性：1.持久性，技術的改變使資本設備、技術資

源縮短可用時間，若商譽、品牌有耗損，可藉著再投資維持。2.非透明性，企業競爭的

優勢由許多資源能力組成，競爭者無法辨別其關鍵。3.非轉移性，地理上的固定、獨特

資源、不完全資訊與能力的固定性。4.非複製性，企業投資以建立資源優勢使無法模仿。

Hill & Jones(1992)  

競爭優勢為效率、品質、創意、客戶反應，競爭優勢為1.模仿的障礙2.競爭者的潛能3.

產業環境之動態性三個因素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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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1-1:資源與競爭對手比較圖 

 

二、社會網絡理論 

根據 Knoke 與 Kuklinski(1982)以及 Emirbayer 與 Goodwin(1994), 社會網絡可定義為

一組連接著一組個體(人、團體、事、物)的社會關係；在網絡分析圖上，這些個體即

節點(node)，這些關係用連接著點的線來代表，即社會網絡。也就是說：社會網絡所指

的是社會關係，而非社會關係所連接的個體(黃毅志，2002)。如果以個人為中心點，

則個人與其世界中的重要人物之間係連線的整體即為其個人之網絡，Mitchell(1969)定

義社會網絡是指群體中，個人間特定的聯繫關係，其整體的結構可用來解釋該群體中

個人的社會行為(引自黃清高，1985)。Antonucci(1985)的看法是，在檢定社會網絡之結



 23

構時，通常是計算個人指出其所認定互有親密關係以及對其具有特殊意義的人有多

少。Walker、Macbride 與 Vachon(1977)將社會網絡定義為一套人與人之間的接觸，而藉

此接觸個人能維持某種社會認同並且獲得精神上的支持、物質上的支援與服務，或取

得並建立新的社會接觸之相關消息(高迪理，1991)。 

社會網絡關係如同創業家的社會資本，社會資本是一種關係資源，創業家可以從

發展社會網絡關係中獲得實質或潛在的資源和利益。Granovetter (1973) 認為社會網絡存

在強連帶和弱連帶之社會連帶
5（social solidarity），網絡成員與強連帶的互動頻繁、親密

度高，彼此具有情感上的支持，而弱連帶則是點頭之交。Bourdieu（1986）認為社會網

絡關係的組成包括了社會關係中個人、個人與個人之間的連結、以及連結上的資源等。    

Burt (1992) 認為大多數創業家最重要的資源是個人網路，有關創業研究的假設如

下：連接結構洞的個體，具有強聯繫的社會資本越豐富，創業及創業成功的可能性越

大；主要是創業家能較早接觸各種廣泛的觀點、技能和資源。創業家擁有可利用的強

聯繫社會資本越多，越有可能擺脫創業困境。 

Greve & Salaff ( 2003) 的研究發現創業家所經營的社會網絡活動，不會因為

文化的不同而有所差異，創業家經營社會網絡關係是從事創業所必須的活動。吳

奕慧( 2004) 在華人創業適性量表的研究，指出社會網絡是創業家行為的重要構

面之一。Decarolis ( 2006) 在討論社會資本時，將社會資本劃分連接式社會資本和

橋接式社會資本兩種。Leana & Buren (1999）認為連接式社會資本主要是個人內

部聯繫關係和網絡關係的資產，例如家人、同事、朋友。橋接式社會資本是外部

社會聯繫和其他的社會資本，例如政府機關、社會輔導機構。Elfring & Hulsink 

                                                 
5
社會連帶（social solidarity）說明「個體」及「社會整體」之間的關聯類型，法國社會學家涂爾幹

（Emile Durkheim）為傳統與現代社會所做的個人與社會間的連帶關係分為「機械連帶」與「有機連帶」，

他認為社會愈分化，就愈可能展現出類似有機體的性質。在有機連帶的社會類型中，分工日益精密，人

與人彼此依賴的關係增加，每個個體都能得到開展，社會整合度更穩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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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3 ) 探討創業社會網絡與資源獲取的關係，顯示強連結網絡關係對於資源與

能力的獲取有著極為顯著的幫助。呂玉瑕（2004）在社會變遷與客家婦女地位的

研究中亦發現，在強的社會網路來協助創業。 

張維安（2007）在台灣客家企業家的探索研究中發現，客家族群網絡確實能夠促

進客家企業主的事業經營，但可能只是弱連帶，族群網絡在不影響企業經營的資訊傳

遞，發揮弱連帶角色。客家企業主的社會網絡對象有同學、同事、家人親友，參加的

活動，許多都和客家文化有關，其生活中的社交網絡不是為加強經濟網絡。客家企業

主對客家有相當正面印象的，除了對客家有親切感，甚至在創業時曾受到客家員工的

支持，會優先考慮錄用客家員工或其升遷機會；族群連帶是溫暖的人際連帶，在國外

客家族群的親親性，是或不是客家人，會感覺有差別。 

在企業內部或是不同的企業之間，靠著關係網絡作為彼此互惠關係的連結；尤其

是中小企業資源稀少，無論是創業資本或發展資本，創業家都需要社會網絡的支持。

創業所需的機會、資源、團隊都需要經由外部的市場網絡、資本網絡、人際網絡來獲

取，因此認識創業的市場環境，發展創業的網絡關係，對於創業成功必然具有關鍵性

的作用。 

三、制度理論  

制度觀點認為，企業運作是依一社會架構，標準、價值及視為當然的假設(關於建

立適當可接受經濟行為)，經濟選擇不是只受限於技術、資訊和新古典模型強調的收入

限制，而是受到由社會造成的限制，如標準、習慣及客戶。制度觀點提出，人類行為的

動機受社會判斷及責任的影響，超過經濟最佳化(Zukin and DiMaggio,1990)。如同部份社

會協定的擁護者，個人及組織是假設被社會影響及根深柢固的習慣和傳統影響。

(Scott,1995;Zucker,1987)根據制度理論學者，與社會期待一致，有助於組織的成功與生存。

Scott 觀察到組織會遵守制度，以獲得合法、資源及生存能力的增加。制度理論強調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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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行為範圍是，適應的、習慣的、不經意的及社會定義的6。制度理論的形成: 

(1)是指，傾向持久的、被社會接受的、抗拒改變的、以及非直接來自堅持的報酬和

監控，之行為(Oliver,1992)。 

(2)非明顯之經濟或技術目的的制度化活動，受到特別的理論研究興趣，因為它的存

在無法用合理的選擇架構來解釋。 

例如，公司可能只是單純出於習慣，保留不可靠的供應商很多年，即使這公

司相信如此忠誠是合理的。 

例如，當經理辯稱行為，＂我們都是這麼做＂，＂每個人用這種方法＂或＂

這裡都是這麼做的＂；他們所指的就是制度化的活動。 

 

(3)制度理論學者認為很多公司內活動(像是管理員工、例行資源分配)是被視為理所當

然，或被公司之前的文化所認同，或有權力的結構，如決策者不再質疑這些活動的

適切及合理性。 

制度化的活動是，在個人的、組織的、及跨組織間分析，的相關程序的結果。個人

層次—管理者的規範、習慣及不經意遵守傳統行為，公司層次—公司的文化、共同信仰、

政治上的支持，企業間層次—政府的壓力、業界的聯盟、社會的期待(如產品品質、職

業安全、或環境管理之慣例、規範、標準)，定義了社會可接受的企業，以及對相似事

                                                 
• 6制度化的活動是指，傾向持久的、被社會接受的、抗拒改變的、以及非直接來自堅持的報酬

和監控，之行為(Oliver,1992)。非明顯之經濟或技術目的的制度化活動，受到特別的理論研

究興趣，因為它的存在無法用合理的選擇架構來解釋。例如，公司可能只是單純出於習慣，保

留不可靠的供應商很多年，即使這公司相信如此忠誠是合理的。例如，當經理辯稱行為，＂我

們都是這麼做＂，＂每個人用這種方法＂或＂這裡都是這麼做的＂；他們所指的就是制度化的

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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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部門結構或行為的社會壓力。制度理論的基本假設認為，企業傾向與卓越的規範、傳

統和對企業內外部環境的社會影響一致，導致企業間組織及活動的同質性，成功的企業

是與社會壓力一致而獲得支持及合法性。 

周雪光（2003）認為制度理論強調正當性機制，包括法律的正當性、觀念制度、社

會期待和文化制度等的正當性。組織若能從制度環境中獲得社會的認可，得到合法性的

支持，將可提高組織獲取外部資源的能力以及生存機會，其与資源基礎觀點比較如圖

2-2、圖2-3。 

創業是驅動創新和促進經濟發展的動力，新事業在國家的體制之下，體制結構對企

業的策略方向與創新活動相當有影響。Busenitz, Gomez & Spencer（2000）對國家制

度從三方面加以分析：1.法則性：指法律、規則及政府的政策是否提供新事業支持，以

降低個體開創新事業的風險，並促使創業家能獲得更多的資源。2.認知性：指環境中個

人是否具有開創新事業的知識與技術，例如創業者是否知道從何處去獲得產品與市場之

相關知識。3.規範性：指一國的文化、價值觀、信念是否會影響居民的創業導向。Spencer 

& Gomez（2004）使用Busenitz et al.（2000）的問卷，探討制度結構、創業活動形式

與失業等經濟因素之間的關係。綜上所述，制度理論可以探討政治、經濟和社會等因素

與新創事業之間的互動與影響，對各國不同制度的環境進行創業活動的比較，或可探討

政策和社會規範等對於創業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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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源基礎觀點 制度理論 

基本假設 企業間是異質的 企業間是同質的 

成功企業 
能獲得及維持 

有價值的特殊資源 

與社會期待一致， 

進而獲得支持與認同 

個人行為 
個人是尋求 

最佳化的經濟性選擇 
個人是遵守外在社會壓力的 

公司行為 
公司會視經濟環境， 

做經濟性合理選擇 

公司會依社會環境 

形成的規範，做合理的選擇 

企業間 

生產要素市場不完美(如禁

止資源模仿因素)增加企業

間資源及資源策略的變化 

外在的社會壓力(如政府法規、

公共興趣團體)會減少企業間的

結構與策略變化 

圖2-2、資源基礎與制度理論之比較 

資料來源:王履梅、蔡哲宏、林盈吉、張馨文(1997) 

 

 

 

圖2-3、資源基礎與制度理論分析的層級之比較 

資料來源:王履梅、蔡哲宏、林盈吉、張馨文(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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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創業機會辨識與創業行為 

   Shane（2000）與Ardichvili（2003）的看法，認為一個新事業之創始，起源於創

業機會的挖掘與發展，而這個機會的開展則透過資訊與社會網絡所建構，由此可證，

創業機會的辨識與挖掘，對創業行為發展的過程具有相當之影響。另外，Marc J.Dollinger

在《Entrepreneurship–Strategy and Resources》中更進一步說明了創業行為所包含的五大

流程，其步驟包括： 

1. 構想啟動階段：創業家經由市場機會的發掘與可行性評估後，毅然展開創業行動，在

此一階段，創業家將會初步展開新產品開發活動，且設計商業模式與撰寫創業計畫書。 

2. 資源發展階段︰創業家展開資源籌措活動，包括延攬人才以組成創業團隊、籌措創業

初期所需的資金、設法與市場關係人發展合作關係等。 

3. 組織建構階段：正式成立新公司，並發展企業運作所需的組織制度與管理流程，創業

初期的組織雖較為鬆散，但應隨著企業成長而逐漸正式化。 

4. 具體執行階段：具體展開各項行動，完成新產品開發，進行市場行銷並設法實現營運

計畫目標。 

5. 篳路藍縷的階段：創業過程必然是充滿了大量的不確定風險，創業家與他的團隊必須

要承擔風險、經歷挫折、突破困難，最後才可能使新事業穩固的立足於市場。 

    由陳麗華（2006）在〈組織創業精神與創業機會辨識模式對創業結果影響之研究〉

中所指出，學者Ardichvili（2003）認為創業機會是一種循環且繁複的過程，創業者很有

可能由不同的發展階段作出多次評估，評估也可能導致找到另外的機會或調整最初的主

張。其它從研究創業機會的文獻中，可發現一些學者對不同的特性與程序作進一步深層

研究，像是：De Koning（1999）、Hill﹐Lumpkin and Singh（1997）著重於社會人際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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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的探討；在陳志遠（2007）於（特質、社會資本、先前知識對創業機警性影響之實證

研究：創業家與經理人的比較分析）的研究中，指出Sigrist（1999）偏注於機會認知的

程序及參與機會的確認；Shane（2000）所側重之焦點放在創業前的知識和經驗。 於Sigrist

（1999）的研究中指出，有兩項先前知識影響機會的辨識，其一為個人特殊興趣的知識，

能使人迷戀且愉快的領域，促成創業家花費許多努力和時間自學，以加深自我能力；另

外一個則為經年累月由工作經驗中獲取的知識，而這種知識的取得則和第一種不同，這

通常會經由他人（父母、師長、朋友或夥伴）之影響與忠告而獲得。Ardichvili（2003）

也認為工作經驗、個人經驗、教育背景……等都會讓人有不同的先前知識，先前知識則

會影響機會的辨識與機警性。 依據劉常勇（2007）於〈建構創業經驗與機會確認之關

係架構〉中指示Shane（2000）與Ardichvili（2003）之看法，認為一個新事業之創始，起

源於創業機會的挖掘與發展，而這個機會的開展則透過資訊與社會網絡所建構。Shane

的論點中尤其認為創業家個人的知識與經驗，對於其所發掘創業的機會佔有舉足輕重的

影響，意即運用先驗的知識加以辨識且確認可行之創業機會。而在Ardichvili（2003）對

於創業過程的論點中，將機會確認分為兩個階段，分別是：（1）機會辨識（opportunity 

recognition），也就是其內容包括事先「意識」到市場需求或未完全用盡的資源，進而「發

掘」特有資源與需求的市場關聯性，最後則創造一個讓需求與資源連結的途徑，所以機

會辨識則為從體認出尚不明確的機會，到運用時空與資源的分配與轉換，用創新手法將

其具體概念化的過程；（2）第二階段則為「機會發展與評估」（opportunity development and 

evaluation）：機會發展主要目的在於將辨識的機會概念做詳盡之推演，使機會能逐步具

有明確性且產生市場價值，機會評估則在於評估實現機會的可行性以及機會價值之實質

效益。 

 五、 創業機會辨識模式 

    在創業機會辨識模式中，本研究依據Teach et al.（1989）的創業機會辨識四大模式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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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量創業機會辨識的過程，透過Schwartz et al.（2005）的研究量表顯示出四種機會辨識

模型中包含之題項，以了解組織對創業機會的辨識過程。李克特尺度衡量表，如下： 

 

表 2 -1 創業機會辨識模式衡量題項 

模式 題項 

新事業的構想是徒然靈光乍現的。 

我們常透過不小心的過程發覺到新事業構想。 

新事業構想往往是從不相關的主題研究中發展出來的。 

模式一（將機

會鑑定視為一

種隨機過程，

沒有正式的計

劃或評價） 
新事業構想在其他情況中也會被發現。 

我們常是有意圖的去尋找新的事業構想。 

腦力激盪法在新事業構想的初始扮演很重要的角色。 

新事業構想會來自於可閱讀的資料之中。 

新事業構想完全是我自己的意見。 

模式二（經由

尋找機會相關

的知識辨識出

機會） 

新事業構想可能發生於與別人交談的日常生活中。 

模式三（根據 我們有正式的機會篩選方法去發展新事業構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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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事業構想是具備市場導向的。 

新事業構想是具備技術導向的。 

公司會在建立新事業之前先發展好正式的事業發展計畫。 

正式計劃及評

價過程來評價

機會） 

公司會在建立新事業之前先發展好正式的行銷計劃。 

公司在將產品推出之前就知道第一批顧客是誰。 

市場上對公司的新產品有立即的需求。 

這個新產品比市面上所有其他類似的產品都有更好的屬性。 

模式四（自主

開發新產品，

自我鑑定機

會） 

當主要的構想已被其他公司所使用時，我們才會發展新事業構

想。 

資料來源︰Schwartz﹐Teach and Birch﹐2005、陳麗華，2006、本研究整理。     

        四種不同模式為︰（一）經由尋找機會相關的知識辨識出機會；（二）根據正

式計劃及評價過程來衡量機會，簡述而言，創業者於創業前會先撰寫正式計劃書，按其

步驟加以檢視鑑定機會的辨識，經由審慎評估方以進行創業行為；（三）自主開發產品

以及自我鑑定機會，此種模式用於創業者已具備特定技術及開發能力，且擁有明確的市

場目標，亦即已有市場訂單後，才考核是否進行創業；（四）把機會辨識視為一種隨機

的過程，沒有正式評估的計畫，這樣的模式是指創業者在不經意的情況突然接手，或建

立一個新事業。上述不同的模式於產品進入市場、破壞市場均衡，以及加倍銷售的時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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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擇上有所差異，但皆是進入創業行為中的必經之途。 

    本研究中結合客籍創業家獨有特質，與機會辨識過程的模式，進行各種檢測剖析，

因此於下述內容中，將分由兩大模型個別闡述客籍創業家價值觀的特性，以及機會辨識

的四種模式，再從兩套模型中的內容合體進行交叉比對分析。 

 

第三章、研究方法 

本研究是以內容分析法與深度訪談法為主要研究構面，探討對象為客籍創業家，針

對創業歷程中的機會辨識過程進行深度分析，透過實際訪談後，研究者進行交叉比對分

析，佐以資料的整合，完成具體的研究架構與結果。質性研究方法，質性訪談是社會科

學研究中最廣泛運用的收集資料的方法之一，主要著重於受訪者個人的感受、生活與經

驗的陳述，藉著與受訪者彼此的對話
7，研究者得以獲得、了解及解釋受訪者個人對社會

事實的認知，質性研究法相對於量化研究法的不同，在於前者主要是對於研究對象的行

為、組織運作以及人際網絡關係等為主要構面；後者（量化分析）偏重於以統計，或其

他藉由量化數值來表述研究的結果。本研究雖使用質性研究方法，但其中的「內容分析

法」（content analysis），亦稱為資訊分析（informational analysis）或文獻分析（documentary 

analysis），主要是將定性資料轉化為定量數值進行分析的「量化式質性分析法」。 

在統計資料的呈現上，於量化計算時使用的為無母數統計分析，引用斯皮爾曼等

級相關（Spearman rank–order correlation）的方法，藉由此公式以計算組別中變數之間

                                                 
7 訪談的定義（interviewing），根據其型式而有多種不同解釋，普通的定義 

如下：「研究者與受訪者面對面的語言交訪談是一種獲得資料的方法，主要靠直接面對

面的訪問完成，研究者可以透過此方式，了解受訪者正在做甚麼，或在想甚麼，以及為

何要如此進行等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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聯繫的密切程度，用於本研究中則可檢定八個價值觀項目與創業機會選擇模式的相關

性。本研究以質化為主以內容分析分析高峰客家力之客家創業家，輔之以深度訪談與

問卷調查，在創業模式分析採 Schwartz, Teach and Birch, 之創業量表，解析其創業模式

之量表:其分別為( M1: 模式一（客家創業家尋找相關的知識去辨識機會），M2: 模式二

（客家創業家根據正式計畫及評鑑過程去辨識機會）， M3: 模式三（客家創業家自主

開發產品，自我辨識機會），M4: 模式四（客家創業家將機會辨識視為一種隨機過程）。

創業精神以組織創新精神衡量題項為提項8。 

變數之操作性定義與衡量 

                                                 
8 組織創業精神可以定義為組織接受企業家精神的程序、實務以及決策制訂的傾向，並經由組織對創

新性、風險承擔以及預應能力的偏好而形成特徵，它也可以概念化為組織內活動的程序(Miller and 

Friesen, 1983)。1、創新性：是指組織對創意、新構想、新事務、新程序或試驗活動，以及從事新產品/

服務開發，或引進新科技程序來解決問題的支持程度或傾向。2、承擔風險：指經營者或經理人願意對

資源作大膽且具風險性承諾的傾向程度。3、預應性：指預期未來需求變化所可能帶來的機會，而率先

有所行動的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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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採用 題                                項 

我們常是有意圖地去尋找新的事業構想 

腦力激盪法在新事業構想的初始扮演很重要的角色 

新事業構想會來自於可閱讀的資料之中 

新事業構想完全是我自己的意見 

M1 

新事業構想可能發生於與別人交談的日常生活中 

我們有正式的機會篩選的方法去發展新事業的構想 

新事業構想是具備市場導向的 

新事業構想是具備技術導向的 

公司會在建立新事業之前先發展好正式的事業發展計畫 

M2 

公司會在建立新事業之前先發展好正式的行銷計畫 

公司在將產品推出之前就知道第一批顧客是誰 

市場上對公司的新產品有立即的需求 

這個新產品比市面上所有其他類似的產品都有更好的屬性 

M3 

當主要的構想已被其他公司所使用時，我們才會發展新事業構想 

新事業的構想是突然靈光乍現的 

我們常透過不小心的過程發覺到新事業構想 

新事業構想往往是從不相關的主題的研究中發展出來的 

M4 

新事業構想在其他情況中也會被發現 

資料來源：修改自 Schwartz, Teach and Birch, 2005. 

本研究採用李克特尺度（Likert-type scale）五點量表來衡量，並且衡量對象以組織為主

體，了解該組織對創業機會辨識的過程。 

另外在創業結果衡量指標:本研究主要希望以創業家主觀衡量的方式來對創業結果進

行評量，Cooper and Artz (1995)認為創業家的滿意度可以作為被視為一種創業績效的衡

量方法，滿意度可以讓一個創業者決定是否應該投資更多時間和金錢或是要刪減預算

或是乾脆結束營業的依據。故本研究以創業家主觀的滿意度當作對創業結果的衡量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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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本研究參考 Cooper and Artz (1995)對創業家滿意度所做的研究，衡量滿意度的題項

為： 

1、客家創業家對於目前公司的銷售額、利潤、跟整體的滿意度跟之前的期望比較，結

果是比期望高或中或低； 

2、如果有機會重來，客家創業家是否願意再從事相同的事業？ (是的，會以相同的方

式、是的，但會做改變、不會從事此事業、不會再從事創業工作)  

 3、對於事業目前的滿意程度。 

在內容分析與流程上: 本研究欲透過檢視創業家價值觀的各種變項，以試析各變項與創

業機會辨識間所產生的關聯性模式，因此採用內容分析法為進行研究之方法。內容分析

意旨蒐集與分析文章內容的技術
9，內容（content）指的為文字、意義、圖片、符號、主

題，或任何用來溝通的訊息，此研究法透過量化的技巧及質的分析，以客觀及系統的態

度，對文件內容進行研討與透析，藉以推論產生該文件內容的環境背景及其意義。主要

以本研究目的為出發點，蒐集相關之資訊與文獻，其中包含電視節目中的訪談內容，而

訪談內容的對象，以客家電視台的「高峰客家力」中所出現之客籍創業家為主，仔細評

估欲研究的範圍，以及蒐集過去相關研究文獻、書籍、國內外期刊論文、學位論文等，

進行歸納式探討。 

    在本研究先將訪談內容編打出完整的逐字稿，再從中找出關鍵字次數以及語幹陳述

狀態，利用資料譯碼（coding）方式統計數值後加以歸納分析。歸納性分析（inductive 

analysis）主要是指組織資料（organizing the data）形成分類（categories）和確認每個分類

之間模型∕關係（identifying patterns∕relationships）的過程。此外，內容分析法具有兩種

不同定義，分別為：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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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Cartwright於1953年提出的「內容分析」與「編碼（coding）」可以交互使用，以客觀的、

系統的、量的描述任何符號的行為。 

2.Berelson於1954年所指出：「內容分析是一種以客觀的、系統的，以及量的描述明顯的

溝通內容之研究技術」。 

    本研究主要以創業議題為核心系統，搜尋不同觀點與認知的資料，進行文獻的回顧

與探討，並且整合完整架構，勾勒出初步藍圖，作為日後深入研究客籍創業家價值觀，

與機會辨識模式之間的關聯性基礎。 

二、內容分析流程 

（一）內容分析步驟  

    內容分析研究的設計有許多種，但主要的步驟內容包括︰形成問題或假說、界定母

群體、抽取樣本、界定分析單位（recoding unit）、建構類目（categories）、建立量化系統、

執行預測、建立信度、依照定義將內容編碼、分析資料、解釋與推論等十個步驟（王石

番，1992），詳細分述如下︰ 

1.形成問題與假設︰內容分析需要嚴密的研究問題及假設，要擬定明確目的，蒐集相關

文獻加以深入探究，以清楚界定研究內容。 

2.界定母群體︰訂出母群體的範圍，賦予母群體適當的操作定義，防止產生混淆狀況。 

3.抽取樣本︰必須先熟悉母群體資料，掌握樣本特性再決定抽樣方式，方能讓樣本具有

代表性。 

4.界定分析單位：分析單位為分析過程中實際計算的最小單位，常伴隨類目不同而存有

差異性，內容通常使用字、句、語幹、段、篇等為分析單位，透過人物、陳述內容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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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分析要素。單位選擇主要以符合研究目的與解釋研究問題為基本原則，其次為講

求效率。 

5.建構類目：建構類目為內容分析的關鍵過程，從中分類文字內容，加以訂定由研究目

的發展出的類目，也因此會由研究主題涵蓋的內容造成差異，但還是得合乎互斥、詳

盡和高信度的基本原則。類目的建構應要針對特殊問題做最有意義之分類，才得以發

展完整的觀念，因此類目擬定越明確具體，則形成深入研究的價值性也相對提升，由

此可知建構類目為內容分析中的重要步驟之一。 

6.建立量化系統：內容分析必須建立資料的測量層次，以玆辨別界定其為何種測量尺度，

這些尺度包含：類別測量尺度、次序測量尺度、等距測量尺度，以及等比測量尺度。

除此之外，內容分析亦屬定量分析的其中一種，因而包括尺度設計、信度和效度的檢

驗等都需先行考量。 

7.建立信度：若於建構類目時，無法藉由理論或過去研究文獻為依據，則必須施以預測

檢視類目定義是否明確，因為沒有信度之研究是缺乏意義的，所以在進行研究前應檢

視信度方可決定類目範疇。 

8.內容編碼：編碼過程無須過於繁雜，基本訴求為形塑標準編碼以鑑定內容，提高分析

之可靠性。 

9.分析資料：依量化系統的特性去設定處理方式，識別描述統計與推論統計之適用性。 

10.解釋與推論：若研究者主要目的為驗證變項之間關聯性的假設，因目標顯著而較易推

論，研究本身如果屬於描述性質，為評斷研究發現的意涵，必須遵照參考文獻或另行

標準方能下定結論。 

二、研究樣本選擇與創業者定義範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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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若以廣義的角度而言，「創業行為」可謂為開創新事業的行為，因此在本研究裡所

探究之30位於「高峰客家力」節目受訪的客籍創業家，有初次創業者、承襲家族事業的

後代企業家、在原企業組織中另外開創新部門者（包含公部門領域），以及再度創業者，

因此只要包含具有任何開創新事物行為的經營管理者，皆可列入本研究的範疇中。其中

較為特別的是家族企業承接者或管理者，屬於模式一，因為家庭的變項為隨機種類之

一，也因此將其劃分為隨機過程的機會選擇模式；而在本研究中公部門領域的管理者，

由於具有另外開發新單位的行為意涵，因此也被列入研究的範圍中。 

    不過本研究以「高峰客家力」節目中受訪者為主要研究對象，因此受邀來賓不全然

為最早開創事業者，少數為管理階層之經營管理者，如：總經理、副總經理、局長……

等，雖不是董事長、創辦人或總裁，但因為其對於企業組織文化具有一定程度之上的了

解及執行能力，而對於其企業的創業精神與背景沿革，也同樣具備了開創事業之觀點。

所以，於本研究中所出現的30位研究對象，雖以初次創業或承襲家業者為多數，不過尚

包含了在原組織中開創新單位之經營管理者，以及再度（非初次）開創事業者。 

內容分析法 ：是指透過量化的技巧以及質的分析，以客觀及系統的態度，對文件

內容進行研究與分析，藉以推論產生該項文件內容的環境背景及其意義的一種研究方

法。所謂的文件，包括所有的正式文件、私人文件、數量紀錄、照片、視聽媒介等。而

分析的因素，則是指：訊息的來源、訊息的內容、訊息的接受者、訊息的傳播技巧、訊

息的效果在初步的資料蒐集彙整方面，本研究是以內容分析法與深度訪談法為主要研究

構面，探討對象為客籍創業家，針對創業歷程中的機會辨識過程進行深度分析，透過實

際訪談後，研究者進行交叉比對分析，佐以統計資料的整合，完成具體的研究架構與結

果。 

    上述兩種研究法皆為質性研究方法，質性研究法相對於量化研究法的不同，在於前

者主要是對於研究對象的行為、組織運作以及人際網絡關係等為主要構面；後者（量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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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偏重於以統計，或其他藉由量化數值來表述研究的結果。本研究雖使用質性研究

方法，但其中的「內容分析法」（content analysis），亦稱為資訊分析（informational analysis）

或文獻分析（documentary analysis），主要是將定性資料轉化為定量數值進行分析的「量

化式質性分析法」。 

    在統計資料的呈現上，於量化計算時使用的為無母數統計分析，引用斯皮爾曼等級

相關（Spearman rank–order correlation）的方法，藉由此公式以計算組別中變數之間聯繫

的密切程度，用於本研究中則可檢定八個價值觀項目與創業機會選擇模式的相關性。 

    在本節的內容分析法及其流程章節中，先闡述內容分析法於本研究中欲使用的意

涵，透過對於內容分析法的了解，進一步描述整體分析之流程與步驟。 

    本研究欲透過檢視創業家價值觀的各種變項，以試析各變項與創業機會辨識間所產

生的關聯性模式，因此採用內容分析法為進行研究之方法10。內容分析意旨蒐集與分析

文章內容的技術11，內容（content）指的為文字、意義、圖片、符號、主題，或任何用來

溝通的訊息，此研究法透過量化的技巧及質的分析，以客觀及系統的態度，對文件內容

進行研討與透析，藉以推論產生該文件內容的環境背景及其意義。主要以本研究目的為

出發點，蒐集相關之資訊與文獻，其中包含電視節目中的訪談內容，而訪談內容的對象，

以客家電視台的「高峰客家力」中所出現之客籍創業家為主，仔細評估欲研究的範圍，

以及蒐集過去相關研究文獻、書籍、國內外期刊論文、學位論文等，進行歸納式探討。 

    在本研究先將訪談內容編打出完整的逐字稿，再從中找出關鍵字次數以及語幹陳述

狀態，利用資料譯碼（coding）方式統計數值後加以歸納分析。歸納性分析（inductive 

                                                 
10

內容分析法具有兩種不同定義，分別為：1.Cartwright於1953年提出的「內容分析」與「編碼（coding）」

可以交互使用，以客觀的、系統的、量的描述任何符號的行為。2.Berelson於1954年所指出：「內容分析是

一種以客觀的、系統的，以及量的描述明顯的溝通內容之研究技術」。     

11 《社會研究方法—質化與量化取向》，W.Lawrence Neuman 著，朱柔若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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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主要是指組織資料（organizing the data）形成分類（categories）和確認每個分類

之間模型∕關係（identifying patterns∕relationships）的過程。 

三、信度（reliability） 

    此研究中採用內容分析為測量的方法，因此類目的信度與效度攸關整個研究的結

果，在信度部份的定義即為可靠信（Trustworthiness）、一致性（Consistencies）、穩定性

（Stability）。本研究所採用的內容分析法，其信度設計來自Weber（1990）提出的信、效

度 評 估 中 ， 針 對 信 度 所 陳 述 的 三 種 類 型 ， 分 別 為 ︰ 穩 定 性 （ Stability ）、 再 現 性

（Reproducibility），和準確性（Accuracy）12。 

    根據 Holsti（1969）所提出的公式，來衡量評定者之間的信度，此公式如下︰ 

1 ( 1)

:

N

N

N

×
+ − ×

平均相互同意度
信度=

平均相互同意度

共同評定者人數

 

N:共同評定人數 

                                                 
12穩定性：穩定性指分析過程中是否不變，但不可視為內容分析資料是否具可信度的唯一指標，穩定性也

代表著觀察者的信度與一致性。內容分類結果在時間上是處於不變的，若同一編碼者對相同內容做一次

以上之編碼，則編碼穩定性方可確定。若編碼時前後出現「不一致」（inconsistencies），則無信度，前後不

一致性可能來自幾種不同的因素︰（1）編碼規則的歧義；（2）文件本身的歧義；（3）編碼者自己認知上

的改變；（4）偶然出現的錯誤，如：數據抄錯等。再現性：可視為編碼者間信度、圈內主觀同意度、編

碼員共識，可在不同環境及地點中按照同樣的編碼規則，各自登錄相同資料，過程中不得討論，以免相

互影響，達到修正登錄的結果。這又稱為「編碼者間信度」（intercoder reliability），指不同編碼者對同一個

文件做編碼時，會產生相同的「內容分類」（content classification），不同編碼則來自以下狀況：（1）

不同編碼者彼此認知上的差異；（2）帶有歧義的編碼說明書；（3）個別編碼者偶然出現的一些隨機抄錄

錯誤。因此，高度再現性是內容分析中最根本的要求，因為穩定性所測量的是單一編碼者個人之前後一

致性，而再現性所測量的，則為不同編碼者彼此間共同理解，或意義認同上的一致性。 

 

2=
+

×甲乙雙方完全同意之數目
平均相互同意度

甲方應同意數目 乙方應同意數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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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研究經過研究者獨立反複編碼並比對前後結果，且兩位研究者編碼之平均互相同

意度為0.8，換算成信度為0.89，達到可接受之信度。 

 

第四章、研究結果 
 

1.樣本描述 

   本研究在表 4-1(略)中所呈現的為研究總群體之基本背景資料，總樣本數為 30 訪談

樣本 8 位，內容分析部份其背景分析:性別方面，男性人數佔 80%，女性為 20%。產業

型態上，製造業佔了 40%，而一般服務業則佔 60%。在製造業的部份皆以男性為主，

其中又以食品製造佔多數，包含了龍情食品、黑松企業、日本味千拉麵、85 度 C 烘焙

坊、馥御食品企業有限公司、豐茶園、阿明師太陽堂，一共七家，佔整體製造業的

58.3%；而其餘的製造業中尚包含了生物科技類，如：鳴鹿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溫伯力

生物科技、台灣尖端科技生技醫學股份有限公司，共三家，佔 25%；再者為交通工具

的製造類別，分別是高雄客運、太平洋自行車公司的兩家業者，佔 16.6%。 

    服務業的部份，類別型態較為繁瑣，不過在服務業項目中，女性創業者有四位，

分別是富御珠寶有限公司、果子美人醫學美容連鎖事業、波龍藝術有限公司，以及林

路新娘婚禮秘書集團，在服務業的項目中，女性佔了 22.2%，且其中服務項目多與藝

術、美容以及珠寶相關，顯示出獨有的女性特質。 

    根據上述對於八項價值觀所做出的等級次數分配後，在表 4-3 內呈現的是八項價

值觀中位數，以及最小與最大值，研究中發現依序以積極的、耐苦的、重視教育的，

與和諧的四種價值觀呈現出顯著性差異，不過後續還會進一步以各價值觀在數值的強

弱表現，加以分析其與四種機會選擇模式間的相關性。為了要使八項價值觀中位數的



 42

數值表示更為具體，本研究因此將其設計為價值觀中位數長條圖示意，如圖 4-1(略)。

在價值觀中位數的表現裡，雖然前四項分別為積極、耐苦、重視教育、和諧的數值較

高，但這並非意味著後四項的價值觀不存在於客籍創業家特質中，只是經由本研究的

調查發現，前四個項目較常被創業家們提及，這些項目也影響了日後在創業機會辨識

上的結果，同時存有顯著的差異，而相較於前四項的價值觀而論，排序在後的四項價

值觀於創業機會辨識模式上較不具有顯著差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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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誠信的

和諧的

節儉的

勤勞的

儲蓄的

耐苦的

重視教育的

積極的

隨機命定

尋找相關知識

根據正式計劃

自主開發

 

圖 4-1 價值觀中位數雷達圖 

 

2 客家固有價值觀與創業機會辨識模式之關係 

  在內容分析中不難發現，擁有和諧的價值觀之創業者偏向於隨機命定的機會辨識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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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模式一）；在重視教育的價值觀得到較高分數比重之創業者，會較仰賴尋找相關知

識來辨識創業機會（模式二）；而在積極這項價值觀表現較為突出的創業者，則會側重

於根據正式計劃來評定機會的選擇（模式三）；具有耐苦的以及勤勞的特質之創業家較

為傾向於選擇自主開發產品，自我鑑定機會的模式（模式四）。而上述的這些價值觀與

機會辨識之間的關連，則可進一步由本節中所採用的「克–瓦二氏單因子變異數等級

分析」（Kruskal Wallis Test）以及「曼–惠特尼檢驗」加以驗證及分析。 

一、Kruskal Wallis Test 檢定結果 

    由於本研究需探討三十個獨立群體，分別於八項價值觀特性所表現的數值與創業

機會辨識模式間的相關性，因此在表 5 內採用了「克–瓦二氏單因子變異數等級分析」

（Kruskal–Wallis one–way analysis of variance ranks），簡稱為 H 檢定，是 wilcoxon 等級

檢定的擴大應用，可適用至三個以上的獨立群體間之比較，主要為檢定多個群體在依

變項（次序尺度以上）的分配情形是否來自相同的母群。 

    本研究將關鍵 p 值設為 0.3，而在表 4-6(略)中，可發覺出和諧的、耐苦的、重視

教育的、積極的四項價值的 p<0.3，也就是說，這四項價值觀於四種不同的創業機會辨

識模式中，較可能因價值觀分數的多寡而在機會辨識上產生顯著之差異。在克瓦二式

單因子變異數等級分析中，找出了四項價值觀後，將在後續章節中以曼-惠特尼檢定試

析價值觀於不同機會選擇模式間所代表的意涵，而在曼-惠特尼檢定中，本研究依據

Bonferroni13修正將α值設定為 0.05，即當某項價值觀的 p＜0.05，則代表此項價值觀在

其對於機會辨識的選擇上具有顯著之影響性。 

    而從克瓦二式單因子變異數等級分析的結果，再藉由曼-惠特尼檢定加以說明兩兩

（Pairwise）比較後，四種不同機會模式與上述四項價值觀之間的關聯性。 

                                                 
13 0.3/6=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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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Mann-Whitney U Test檢定結果 

 藉由表 4-6 可明顯觀察出模式一與模式二的等級分數比較，顯示在重視教育的這

項價值觀中，模式二：尋找相關的知識去辨識機會所得到的分數為 12.10，相對的比模

式一：將機會辨識視為一種隨機過程，所得之分數 5.95 高出許多，因此可判斷在重視

教育的價值觀得分數高者，藉由尋找相關知識以判別創業機會選擇之模式大過於隨機

命定的選擇模式。 

    那麼為何會以重視教育的這項價值觀作為本組之主要比較對象，是由於透過曼-

惠特尼檢定後，得出重視教育這項價值觀，其 p＝.008，這項 p 值的數據在 p＜.05 之範

圍內，由此可推論這項價值觀於機會選擇模式中是具顯著差異的。換而言之，也就是

代表重視教育這項價值觀所得之分數，會因其高低程度之差別而在機會辨識上產生不

同的影響，所以在重視教育這項價值觀得到越高分數的創業者，也越有可能採用模式

二：尋找相關的知識去辨識機會。而本研究在後續的幾組模式等級分數比較，同樣沿

用此項觀點，也就是透過曼-惠特尼檢定得到的價值觀項目，即是等級分數中所要比較

的主要對象。 

而在表 4-7 的曼-惠特尼檢定中(略)，可發現重視教育的 p＜0.05 之檢測結果，因此

更能確定的判讀出重視教育這項價值觀，在模式二的機會辨識選擇中具有顯著差異。 

    上述模式一與模式二的相較結果後，繼續探討模式一與模式三之間的比較，由頁表

4-8(略)所呈現的即為模式一與模式三之等級分數，在這兩種模式的比較中可發現積極這

項價值觀，在模式三：根據正式計畫及評鑑過程去辨識機會所得到的分數為13.55，較模

式一：將機會辨識視為一種隨機過程之所得分數7.45要來得高，由此可證：積極這項價

值觀所得分數越高的創業者，較會偏重於根據正式計劃及評鑑過程加以辨識創業機會之

選擇。而且在模式一與模式三於曼-惠特尼檢定（表4-9）中的結果，得以查證由於p＝.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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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在p＜0.05的情況下，可判斷除了積極的價值觀會影響創業者傾向選擇模式三以辨別

創業機會外，也可得知積極這項價值觀，在根據正式計劃及評鑑過程以辨識機會之模式

中是具顯著差異的。 

 

表 4-1  模式一與模式三等級分數 

 

創業機會辨識模式 N Mean Rank Sum of Ranks 

M1：將機會辨識視為

一種隨機過程 
10 12.70 127.00

M3：根據正式計畫及

評鑑過程去辨識機會
10 8.30 83.00

和諧的 

Total 20

M1：將機會辨識視為

一種隨機過程 10 12.05 120.50

M3：根據正式計畫及

評鑑過程去辨識機會
10 8.95 89.50

耐苦的 

Total 20

M1：將機會辨識視為

一種隨機過程 10 8.60 86.00

M3：根據正式計畫及

評鑑過程去辨識機會
10 12.40 124.00

重視教育的 

Total 20

M1：將機會辨識視為

一種隨機過程       10          7.45         74.50

M3：根據正式計畫及

評鑑過程去辨識機會
10 13.55 135.50

積極的 

Total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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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表 4-9 所呈現的結果，由於積極的價值觀 p＝.019，所以在 p＜0.05 之範圍情況

下，由此可以斷別積極這項價值觀在這兩組模式的比較中，會因所得之高低而影響了

機會辨識的選擇模式，得分高者傾向於選擇模式三，也就是根據正式計劃及評鑑過程

加以辨識機會的選擇模式。 

 

表 4-2  模式一與模式三曼-惠特尼檢定 

 和諧的 耐苦的 重視教育的 積極的 

Mann-Whitney 

U 
28.000 34.500 31.000 19.500

Wilcoxon W 83.000 89.500 86.000 74.500

Z -1.679 -1.187 -1.458 -2.393

Asymp. Sig. 

(2-tailed) 
.093 .235 .145 .017

Exact Sig. 

[2*(1-tailed 

Sig.)] 

.105(a) .247(a) .165(a) .019(a)

 

a  Not corrected for ties. 

b  Grouping Variable: 創業機會辨識模式 

    誠如上述比較完模式一與模式三之後，緊接著要了解模式一與模式四之間在價值觀

中所存在的差異，透過下頁表4-11(略)可觀測出經由曼-惠特尼的檢定結果，並無發現四

項價值觀中有何者為p＜.05的情況，因此可得知在模式一與模式四之間的比較，不會因

為價值觀的差異而有所影響。這也就是說，不會因為價值觀於程度上之迥異而在這兩種

模式選擇上有所改變，意即價值觀不會影響這兩組機會辨識的選擇。 

闡述了模式二與三之等級分數比較後，要從模式二與模式四的等級分數繼續觀測其

中的差異程度，透過表4-15的等級分數比較，發現重視教育的價值觀在模式二：尋找相

關的知識去辨識機會的得分為7.50，比起得到分數為3.50的模式四：自主開發產品，自我

辨識機會來得高。因此可推論重視教育的價值觀，在機會辨識的選擇上，比起模式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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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二的機會辨識方式之選擇，較能得到創業者的青睞。 

表 4-3  模式二與模式四等級分數 

 
創業機會辨識模式 N Mean Rank Sum of Ranks 

M2：尋找相關的知識

去辨識機會 
5 6.70 33.50 

M4：自主開發產品，

自我辨識機會 
5 4.30 21.50 

和諧的 

Total 10  

M2：尋找相關的知識

去辨識機會 
5 4.00 20.00 

M4：自主開發產品，

自我辨識機會 
5 7.00 35.00 

耐苦的 

Total 10  

M2：尋找相關的知識

去辨識機會 
5 7.50 37.50 

M4：自主開發產品，

自我辨識機會 
5 3.50 17.50 

重視教育的 

Total 10  

M2：尋找相關的知識

去辨識機會 
5 6.80 34.00 

M4：自主開發產品，

自我辨識機會 
5 4.20 21.00 

積極的 

Total 10  

   而在模式二與四於表4-16的曼-惠特尼檢定中之結果，得知重視教育的價值觀，其p值

在p＜.05的範圍內，所以藉此檢定可得出這項價值觀於創業機會的辨識上具有顯著差異。 

表 4-4  模式二與模式四曼–惠特尼檢定 

 和諧的 耐苦的 重視教育的 積極的 

Mann-Whitney 

U 
6.500 5.000 2.500 6.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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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lcoxon W 21.500 20.000 17.500 21.000

Z -1.293 -1.627 -2.169 -1.424

Asymp. Sig. 

(2-tailed) 
.196 .104 .030 .154

Exact Sig. 

[2*(1-tailed 

Sig.)] 

.222(a) .151(a) .032(a) .222(a)

 

a  Not corrected for ties. 

b  Grouping Variable: 創業機會辨識模式 

 

    在模式二與模式四的比較後，接下來的模式三與模式四是本研究最後一組所要探討

的等級比較，在這組等級分數比較中，由下頁表4-17(略)裡不難看出耐苦的價值觀分數，

在模式四：自主開發產品，自我辨識機會所得分數為11.50，大過於模式三：根據正式計

畫及評鑑過程去辨識機會的6.25，因此可藉由表內呈現的數據判斷：若創業者在耐苦的

價值觀所得分數越高，則越傾向採納模式四的自主開發產品及自我辨識機會之選擇。 

    除此之外，同樣在表4-17中另項積極的價值觀，則不同於剛上述所提及之耐苦價值

觀的檢測結果，從積極的項目所得之兩者分數相較，可發現模式三：根據正式計畫及評

鑑過程去辨識機會所得到的分數9.85，比起模式四：自主開發產品，自我辨識機會的得

分4.30來得高出許多，因此可證明：若創業者在積極這項價值觀顯現較高比重的得分，

則其考慮採納模式三：根據正式計畫及評鑑過程去辨識機會的可能性，會大過於模式

四：自主開發產品，自我辨識機會的選擇方法。 

 3. 事後檢定結果 

    從等級分數敘述統計以及中位數直條圖中可發現客籍創業家在積極的、耐苦的、

重視教育的、和諧的四項價值觀呈現較高的比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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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進一步透過雷達圖的比較，顯示出這四項價值觀分別對應不同的機會選擇模式，

由於雷達圖具有重疊效果的關係，所以在模式的排序上，將以最上層的模式四排回模

式一，其各為︰模式四：選擇採用自主開發產品及自我辨識機會的模式中，在耐苦的

價值觀上具有較高的分數；模式三：根據正式計劃及評鑑過程以辨識機會的雷達圖內，

其積極的價值觀比重較高；模式二：使用尋找相關知識去辨識機會的方法裡，重視教

育的價值觀會比其他分數高出許多；模式一：藉由隨機過程以評定機會的方法，在和

諧的價值觀部分較為突出。 

    但是透過無母數統計，利用曼-惠特尼事後檢定的結果發現：（1）和諧的企業家偏

好從相關知識中辨識機會，優於根據正式計畫及評鑑過程去辨識機會；（2）耐苦的企

業家偏向自主開發產品，自我辨識機會；（3）重視教育的企業家偏向尋找相關的知識

去辨識機會，優於根據正式計劃與自主開發；（4）積極的企業家偏向根據正式計劃及

評鑑過程去辨識機會。此結果如下頁表 4-19： 

表 4-19 價值觀等級分數多重比較表 

價值觀項目 事後檢定結果(P 值) 

和諧的 

 

尋找相關的知識去辨識機會>根據正式計畫及評鑑過程去辨識機會(.040*) 

  

耐苦的 
 

自主開發產品，自我辨識機會>根據正式計畫及評鑑過程去辨識機會(.028*)

重視教育的 

 

尋找相關的知識去辨識機會>自主開發產品，自我辨識機會(.032*) 

尋找相關的知識去辨識機會>根據正式計畫及評鑑過程去辨識機會(.019*) 

尋找相關的知識去辨識機會>將機會辨識視為一種隨機過程(.008*) 

積極的 

 

根據正式計畫及評鑑過程去辨識機會>自主開發產品，自我辨識機會(.019*)

根據正式計畫及評鑑過程去辨識機會>將機會辨識視為一種隨機過程(.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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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後檢定採用 Mann-Whitney U 檢定 

顯著水準經 Bonferroni 修正，設定為α=0.3/6=0.05 

*代表 p<0.05 

 

 

 

第五章 結論 

    創業管理及相關研究領域，在近年來成為備受矚目的焦點與顯學，雖說關於創業

管理學科的學術研究數量可觀，不過針對創業機會選擇與辨識的探討仍有待發展，然

而基於上述各條件因素的評估後，促使研究者欲進一步挖掘探討此議題。本研究藉由

一連串調查與分析的結果，證實了客籍創業家的特有價值觀，會影響選擇創業機會的

判斷方式，這同時也呼應了陳麗華（2006）在創業機會辨識模式與組織績效之研究中

所得到的論證。 

    雖說本研究非以組織績效的觀點為研究主軸，但必須藉由創業機會的選擇模式與

創業家特有價值觀作為適配分析，以達到找出其中的關係與優劣勢的目的，加以闡述

持有不同價值觀之創業者，除了選擇特定的某些模式外，還可考量為求達到產業永續

經營或組織整體績效的發展，是否能加入其它不同的選擇方式及改變運作的方法。在

研究中由於運用了文獻資料以及內容分析，還有檢定的統計方法「克–瓦二氏單因子

變異數等級分析」（Kruskal–Wallis one–way analysis of variance ranks）與曼–惠特尼考

驗（Mann-Whitney U）之各構面探討後，檢視出最主要的幾項指標性論點，如下： 

一、在八項客籍固有價值觀中，透過本研究所呈現的調查結果，由價值觀中位數的數

據顯示發現主要以積極的、耐苦的、重視教育的、和諧的四項價值觀為最具代表性。 

二、透過「克–瓦二氏單因子變異數等級分析」（Kruskal–Wallis one–way analysis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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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ariance ranks），簡稱為 H 檢定，以及 Mann-Whitney U（魏氏–曼–惠特尼考驗）

檢定發現誠信、節儉、勤勞、儲蓄的價值觀，不影響創業機會辨識模式之選擇 。

因為在這四項的表現上，p 值分別為誠信的.379、節儉的.604、勤勞的.859、儲蓄的

1.000，皆大於 0.3，表示這四項價值觀在創業機會選擇的辨識上應無顯著性差異。 

三、具有和諧這項價值觀特性者，相較於其他三種選擇模式，會偏向於選擇尋找相關

知識去辨識機會的可能性，大過於藉由根據正式計畫及評鑑過程以辨識機會；重視

教育的特質會使創業家選擇由尋找相關知識以辨識機會；積極的價值觀則會使創業

者選擇由正式計劃的評鑑過程來找尋機會；具有耐苦的價值觀則傾向於自主開發產

品與自我辨識機會。 

一、客家創業者創業的動機：受原生家庭背景影響、承續家族的傳統最 

多，其次是發現市場上有商機。 

   （一）、受原生家庭背景影響者，主要是客家創業者在原生家庭也曾參與其父親的事

業，原生家庭的父親，在其成長與學習背景中佔有重要的份量，因而選擇創業的

產業與原生家庭的父親相同。 

   （二）、發現市場上有商機者，客家創業者憑的是對大環境趨勢、潮流及社會發展動

向的高度敏銳觀察以及客觀理性的歸納分析事物。 

二、客家創業者創業的機會：內部的機會來自於個人工作經驗、專長、技術與資源，

外部機會在於良好的大環境趨勢。 

   （一）、客家創業者自身所具備的經驗、專長，進行自我診斷與評估，資訊及資源

的獲取及所需專業知識，成為個人創業機會的考量。 

   （二）、台灣除了2000年網路泡沫化、2008年融海嘯受到全球性趨勢影響，台灣的國

民經濟成長呈現負成長之外，其他時期台灣的國家整體經濟大環境很好，在良好的

經濟環境下有利於創業，其次是產品趨勢，「經營品牌是全球企業的未來趨勢」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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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者經濟力的提昇，重視產品品牌與服務品質，消費者的信任感來自於品牌，產品

要高階、服務要客製化，市場產品的區隔化，最明顯是台灣2002年加入世界貿易

組織（World Trade Organization，WTO）後，貿易自由化對國內經濟及個別產業

產生衝擊與影響，國內各產業皆面臨全球化的挑戰與契機，要提升產業的競

爭力，要了解消費者需求，客家創業者提供滿足顧客的產品，用心經營品牌與產

品區隔化。 

三、客家創業者的創業資源。 

    （一）、財務資源：客家創業者創業財務資源是自身（或先生）創業前的工作積蓄

或向親友、銀行等貸款為主，大部分的客家創業者原生家庭沒有財務資源支援，

極少數有挹注資金，挹注時機是在客家創業者資金上遇到困境急需解決時。客家

創業者受到客家文化薰陶，對於沒有獲得原生家庭公平分配財務資產，客家創業

者不覺得委屈或是對自己不公平，並且表示認同原生家庭對資產的傳統分配方

式。 

     （二）、智慧與人力資源：客家創業者創業初期的人力以家人、親友支援，企業

擴展除了運用身旁的人力外，召募、訓練、加盟等方式來協助企業的發展，重視

員工知識、訓練、經驗。客家創業者對自己的企業願景有充分的使命感，形成企

業的價值觀、文化，組織內外部的人際網絡，內部人才以凝聚團隊成員共識，外

部則以服務熱誠、往來如朋友、異業結盟等方法，保持長久的合作關係，拓展企

業的人際與社會網絡。 

    （三）、聲譽資源：客家創業者重視企業誠信、品牌形象、產品創新、以客為尊、

口碑行銷、社會責任與環境保護。 

        1.企業誠信：客家創業者對產品與服務的誠信認為很重要，認真執行。 

        2.品牌形象：客家創業者對產品品牌商標很重視，堅持品牌，注重品質，代理要

賣品牌最好的產品，客家創業者創業初期，先打響品牌知名度，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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牌有誠信，價格策略，不急著賺錢，認為口碑行銷效果大，重視「口

碑經濟」，因而服務態度是決定顧客上門的關鍵，注重員工專業服

務態度，顧客百分之百的滿意度。發展自創品牌，開發多種產品供

應市場。 

     3.創新程度：開發多種產品，供應市場，產品應用多元化，增加消費者選擇性。 

   4.以客為尊：顧客所欲，常在我心，以顧客為本位，站在顧客的立場，靈活設計

產品，尊重顧客權利，並以最快的速度達成客人期待的產品，顧客

的需求永遠是第一！應用多元文化背景優勢，讓顧客有賓至如歸的

感覺。 

    5.社會責任與環境保護：客家創業者認為人生除了賺錢，還有更高的價值，對社

會有使命感與責任心，使命感是擴展事業的原動力，即使創業

勞累、辛苦，不能忽視對員工的責任，有責任讓該行業大家一

起進步，關心弱勢團體，照顧服務台灣老年人，重視環保、生

態，福留子孫，拼事業、做公益，善盡社會責任，讓企業形象

更好。 

（四）、實體資源：客家創業者在創業初期，資金投入簡單的機器設備、承接原

有的工廠與設備、公司有盈餘後再慢慢的增加擴大機器設備與廠房的建立，在商

業區擁有位置良好的店面位置，買地建立交易場所，擁有良好物料產出數量與產

出品質，能夠掌握物料來源。 

    （五）、技術資源：客家創業者認為專業技術也需要創新，跟隨國際化的潮流，不

能只是閉門造車，產品設計更趨多樣性，正視專利權、商標著作權、製造業的製

程能力。 

    （六）、組織資源：客家創業者重視員工的技術能力與績效，自己對企業的執行與

反應決策速度快，對產品創新、重視設計人才與結合最新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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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市場方面： 

1.激烈的競爭：採取的策略（1）用心貼近客戶。（2）跟客戶講同樣語言破除障

礙。（3）供貨迅速。（4）品質講究誠信原則。

2.資金籌措：除了自有資金外，籌措資源為青創貸款、向銀行貸款、找銀行合作，

引進個人或法人股東，極少數娘家挹注部分資金。

3.通路拓展：（1）觀察經濟發展趨勢，敏銳挖掘擁有產品銷售力的顧客，到府服

務，與顧客零距離。（2）開拓國際化企業，精通顧客所在地區語言，語言溝通

無障礙。（3）多元化的產品廣告方式：電話、登門拜訪、參展、網路、展覽會、

電視、雜誌、媒體、參賽。（4）上游下線用夥伴關係來經營。（5）長期來往客

戶致贈厚禮維繫通路。（6）長期詳細評估、計畫後再開拓新營業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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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文建會在民國八十三年十月推動「社區總體營造」的理念與政策，民國八十九年

苗栗縣開始推動社區總體營造。針對當前地方的文化景觀與潛在資源進行規劃改造。

以苗栗縣造橋鄉來說，一開始以推動生活環境總體改造計畫做為主要目標，並且選定

在造橋鄉禮蘭社區為輔導對象。推動多年以來，主要仍在改善社區整體環境，並非創

造產業。然而苗栗因山多平原少所以保有其他縣市所沒有天然資源，但也因為如此，

苗栗在工商業的發展並無其他縣市般的快速，農事生產與人口老化顯現當地初級產業

的沒落，但相對的自然資源與環境景觀的保持維護也比其他縣市來得豐富，居民們從

一開始以政府策略由上而下指導式的社區發展，到由下而上扮演主動參與社區工作角

色，各式各樣的生產能力以及地方特色，促使造橋鄉居民提昇了創新發展與解決問題

的能力。因此本研究以行動者網路理論、問卷調查等研究方法去探討造橋鄉在推動文

化產業與社區居民參與程度，如何推動以及結合地社會資源使得文化價值再生。並根

據其文化產業發展歷史與所推動之活動來分析是否能使得地方社會活性化，以及其衍

生的問題與發展瓶頸等。  

 

 

 關鍵字：造橋、社區總體營造、地方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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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研究計畫之背景及目的 

 

民國82年文建會前主委申學庸在國民黨常會提出『文化建設與社會倫理的重建』報

告中，清晰的指出社區與文化的重要性，為生命共同體的論述拓展了視野：『目前社會

文化系統產生民間和官方在某些程度上的隔閡，須調整文建會與地方文化中心的關係，

並透過地方文化中心，積極整合各種民間的社會文化資源（申學庸，1993）』。「社區

總體營造」的概念和政策計畫，以建立社區文化、凝聚社區共同意識與建構社區生命共

同體的概念。由於強調的是一種由下而上，社區自主，居民參與的制度，經過多年來的

推動過程，在許多社區志士及專業人士的參與努力，社區總體營造的理念，目前已經普

遍深入各地、並且廣獲各界迴響。這種展現地方生命，提升最基層人民的自主權力及尊

榮，可說是台灣人民最成功的社會運動。苗栗政府近年來輔導之營造點有：三義神彫村、

公館大坑社區、苑裡鎮房裡社區、大湖鄉芎蕉村、南庄鄉蓬萊社區、東河社區、泰安鄉

象鼻部落等。 

而造橋鄉已從原本推動總體環境的改造進而走入社區營造，目前節慶的辦理與景點

的開發讓造橋逐漸成為苗栗社區主要開發的據點。有別於其他社區之特色在於其綜合文

化、交通、產業之發展之外，造橋本身已經開發近百年，史料記載雍正九年(1731年)即

有客籍墾民來開墾此地，而造橋一帶為從前中港通往苗栗地方所必須經過之道路，因需

南渡港溪，在此地築橋並以此為名，而許多古道、古鐵路、山口步道與街坊週邊的客家

三合院傳統民居建築群，農舍倉庫，也在此群聚。  

「觀光」與「節慶」的潮流促使原本以農牧業為主的造橋有了新的契機，苗栗縣政

府與造橋鄉鄉民正在累積共同的經驗，如何透過國家政策社區總體營造所累積，以整合

性的社會發展圖形，重新來架構社區營造下一階段的任務與課題，重新確認社區營造的

內容，從公民社會養成的角度出發，以社區營造作為社群再建構的基礎，長程性以人民

社會行為轉型作為社區營造的整合性內容，培育公民社會是本計畫的研究與論述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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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這之前每個社區，都有其文化與歷史性，就好像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個性，或許在

某些部分有相似點，但絕對不會出現一模一樣的一個人，當然也不可能出現一模一樣的

社區，成就與造成個性的養成並非一朝一夕，因此我們知道社區是一個歷史，一個獨有

的特性，除此之外也是共同生活的一個團體。因為有了共同生活，因此也創造了彼此共

同的文化。將社區進而發展與創造能夠使得此共同團體擁有更加強烈之社區感並促進地

方之成長與發展。 

在全球化社會發展過程中，過去國家統治團體權力合法性訴求因素之一高度經濟成

長作為社會認同的符碼，從高度開發國家的歷史來觀察，持續性的高度經濟成長已經成

為了神話。經濟發展的繁榮與衰頹，如果是影響社會安定與不安定的重大因素，國家政

策如何去未雨綢繆，以永續社群凝聚力作為社會生活和諧的調節基石，則成為了此一政

策責無旁貸的重要課題與責任。社會凝聚力的抬昇，以永續台灣作為未來社會發展的基

調，社區營造與關懷，公民社會的發展，便成為未來國家社會發展方向。 

  「社區總體營造」是引用自日本社區發展工作所新創的詞句，台灣首度出現是在1994

年10月文建會向立法院所提的施政報告中。社區總體營造的概念是建立在社區發展的理

念上，但又向前推展了更新、更理想的社區建設觀念。什麼是社區總體營造呢？社區總

體營造是要解決產業類型的轉化、民主政治的落實、社區功能意識的建立、社區環境和

生活內涵的提昇。陳其南教授說：「社區總體營造是要營造出一個新社區、新社會和新

人種，在這個『造人』的工程中，是依賴社區公民和知識份子的互相學習、自我學習和

自我改造。在社區總體營造的過程中，是要建立一個體系化的社區學習社會和學習共同

體。」社區總體營造不僅是在營造一些實質環境，更重要的是建立社區共同體成員對社

區事務的參與意識，和提昇社區居民生活情境的美學層次，所以社區總體營造不僅營造

社區，乃是營造一個新的人。因此社區總體營造包括居民共識的建立、民主程序的維持、

公約的簽訂、協調整合的過程、周延的規劃設計、資金的籌措、經營管理計劃的擬定等

等。因此社區總體營造是一項中長程的計劃。社區總體營造也強調總體性、整合性、系



 61

統性，依據公共化及人性化的原則，注重生活的美感與品味，高度發揮創意與個性，以

營造新的人、新的社會和新的生活價值觀。總而言之，社區總體營造就是項「造人」運

動，而且是一項永續經營的運動（夏忠堅，1997） 

  「社區工作」是社區總體營造的前身，因社區工作的廣泛程度，總體營造之面向多

樣化，因此在本章節來比較與說明兩者之關係。社區工作是緩慢在進行的，田寮社區由

理事長帶領下經過了人才的培訓，方案的規劃，修繕以及補助相關設備，這些方案與工

作執行面來說，其實是要歷時多年才能逐漸看到成績展現。田寮社區像是新生兒一般的

在成長茁壯，然而開始於社區工作，逐步要走入營造的社區。社區總體營造隸屬於社會

工作的一部分，也是社會工作的提升，社區工作的類型依據美國Rothman及英國Popple

的主張社區工作的主要工作模式共有八種：1.社區發展（community development)、2.社會

計畫(social planning)、3.社會行動（social action）、4.社區照顧（community care）、5.社

區組織(community organization、6.社區教育(community education)、7.女性主義社區工作

(feminist community work)、8.少數族群社區工作(black and anti-racist community work)。 

  台灣的社區綱要：政府於1991年5月頒布「社區發展工作綱要」其綱要主要內容與其

他學者專家之比較有：1.社區發展目標、2.社區範圍界定、3.社區組織的架構、4.社區發

展的工作項目、5.社區發展的經費、6.社區發展的工作原則等六大項。社區發展是一種

綜合性的社會工作，在「社區發展工作綱領」之中有一些原則性的規定，可以作為推動

社區發展工作的依據，茲申言如下:1.社區合作原則 2.循序漸進原則3.建立檔案原則4.自

我改進原則 5.激勵士氣原則（林勝義，1999）。依據這些原則，我們可以知道社區工作

為一持續性的工作，居民因相互合作產生凝聚的力量，並且在教育訓練下作為自我改進

的依據。政府並且獎勵優良社區給予表揚，擴大的影響其他社區的進步。 

造橋鄉的社區公私部門運用情況：「造橋」地名的由來，主要是因為早期初拓時，

先民入墾均由北側來，所以必須橫渡南港溪。而連接竹南與苗栗兩地的交通，則選擇在

僅有的造橋溪匯流處的淺攤，且取用溪岸邊的大竹子五至十隻，並編綁成面、或連結竹

排船、或架於河上作為竹排橋以便出入。但因兩岸高低落差大，每逢洪水或漲潮時節，

水便淹沒溪上的橋或渡船，因而阻礙了交通，涉渡極為不便。所以後來兩岸的居民每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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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一、十五或下大雨時，均能聽到一些熱心人士在大喊吆喝「來去做橋喔！」。後來地

方士紳到此地發現此情況後，便與鄉民於是四處奔走募捐造橋，即是今日的「登雲橋」，

建橋時也一併在橋頭旁邊興建一座福德祠，以庇祐過往行人及村內居民。 

加入WTO之後，農業必須朝多面向發展，觀光化、休閒化、生態化是目前發展的方

式，生活、生產、生態，三生一體已是國際上農村的發展觀念與趨勢。而酪農業是造橋

鄉的特產，已具有全省知名度，原本就具有發展成休閒農業的先天條件，應善用地區資

源，促進酪農業的競爭力。  

本研究將對於造橋鄉近年來所發展之政策與民間團體投入之成效做比較與分析，對

於各項政府策略是否達到效益之外並提升人民生活品質。好山、好水、好生活的「文化

福祉生活城，科技觀光產業縣」全縣願景下；在生計（產業）和生活環境（設施）的配

合，苗北生活圈以發展「居住與科技的工商地域」為區域願景；造橋鄉結合生活圈內、

外資源特色，以目前造橋作為『台灣北部農牧專業園區』作為基礎，結合育達未來的發

展，定位成高等教育大學城，整備文化福祉及生活關連之設施，建設造橋未來生活的願

景。造橋鄉之未來發展構想，應於育達技術學院及其周邊土地，規劃成大學城，並整建

文化、福祉和生活相關聯的服務設施；現有市街地則塑造成形象商圈，以環境整建方式，

提昇其中心地區的環境品質；造橋南部丘陵宜牧地區，發展為休閒農業和酪農專業園區。 

社區工作與社區總體營造在居民與政府共同努力下，通常會出現幾個問題：(1)社區

總體營造的定義不清，並由於(1)而導致(2)社區成員確認的模糊不清及(3)制定政策過程中

社區參與的闕如及(4)社區政策的不穩定。同時，(5)如何解決社區成員利益衝突的問題。

本研究亦試圖釐清上述問題發生在造橋鄉內社區發展工作上的情形，以及公私部門對於

鄉內社區發展的認知是否一致等。 

綜合上述研究動機，苗栗縣造橋鄉在社區總體營造的過程中，積極的想扭轉目前產

業衰敗的危機，藉由政府，社區村民、企業、地方學校的力量來進行許多節慶活動，但

是這些活動似乎並沒有彰顯出造橋鄉文化與產業之關連性，本研究將以探索苗栗縣造橋



 63

鄉公私部門的計劃與行動、傳統產業發展、文化創意、社區工作、文化產業行銷等議題。  

歸結本研究之目的包括： 

1. 探討公私部門互動所得之成效。 

2. 探討文化政策實施成效，綜合公私部門推動合作之方式。 

3. 探討文化產業推動歷史與成效，確定其文化政策與發展方向，並提出建議與策

略。 

貳、研究範圍 

      

 本研究範圍以苗栗縣造橋鄉為主，由於無法一一深入去分析整個苗栗的文化創意產

業目前發展的情況與社區村民參與情況，造橋鄉造橋、原豐、平興、豐湖等村在舊時

皆統稱造橋，本研究將以在造橋的村民為主要調查對象來做問卷的訪問，並訪談當地

居民對造橋鄉的期待與展望；並了解當地政府相關單位所扮演的角色，了解當地發展

的主要困窘與遭遇瓶頸。 

 
圖 1  造橋鄉地圖  資料來源：造橋鄉公所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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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造橋鄉的公部門(例如造橋國中)主要分佈於造橋村，近年來許多發展建設集中於此 

 

圖 3  造橋鄉公部門主要分佈於造橋村，近年來許多發展建設集中於此 

 

圖 4 造橋鄉是一個農業鄉，休閒農場與產業經營近幾年發展有成，圖為成農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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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造橋鄉是一個農業鄉，休閒農場與產業經營近幾年發展有成，圖為木炭博物館 

 

叁、研究方法  

 
本研究透過下列三種研究方法進行研究 

一、文獻回顧與分析 

從相關造橋鄉相關之文獻與資料蒐集，建立本研究的基礎架構，作為日後問卷設

計與調查的基礎。本研究的文獻回顧部份分為：造橋鄉社區發展歷程、 

二、問卷調查 

問卷調查以至研究範圍之社區村民為對象進行問卷調查，以了解社區村民參與社

區發展之動機與對於造橋的發展期望。 

三、深入訪談 

    針對造橋鄉各村里幹事來收集社區目前可提供資源與協助的人力，訪查社區主要

成員，綜合不同之觀點與社區發展概況來做為主要研究資訊。 

四、理論分析 

 本研究試圖以充權理論與社會網路理論，作為研究分析的理論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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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6  研究架構圖 

     

本研究首先將臺灣社區政策的發展脈絡與社區組織視為一動態體，其次，為建構

地域發展之整體性，參與的同時，其所帶來的經濟效益、文化轉向以及空間活化，對

研究動機 

確立研究範圍與限制 

文獻探討 

議題與建構資源分析 社區營造與社區意識 產業業者與政府政策 

歸納 解析 

訪談與蒐集資料 

參與觀察/城鄉發展歷程 

社區居民之社區認同感問卷調查/網絡分析 

結論與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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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造橋鄉發展的演繹過程中，乃至於地域活化與社區營造之成效，產生何種程度之影

響。據此，希冀找到潛藏的問題以及過程中的地域變化和觀念轉變之關鍵，復以提出

未來執行或擬定相關議題之建議，俾供造橋鄉之地方社團、社區居民、地方政府界定

的地域發展可從政治、經濟、社會與文化層面來探討，並將各個層面分別聚焦於政府

政策、產業經濟、社會意向與文化環境。最後，再以造橋鄉為研究個案，探討不同歷

程之社區政策，在滿足公民認同和導引公民門與業者調整該地域發展之參考。 

 

肆、文獻探討 

 

4-1 公私部門互動模式 

 

社區營造的精神來自於永續經營與成功的由下往上的來營造整各社區。由吳英明

（1995：18-22）就公私部門互動關係提出三種模式：「公私部門垂直分隔互動模式」、

「公私部門水平互補互動模式」，以及「公私部門水平融合互動模式」進行探討。研究

者認為培力之過程在於彼此能夠互相協議、合作且合夥。因此其模式以第三種圖 9「公

私部門水平融合互動模式」較為接近。而在「公私部門水平融合互動模式」中，強調

私部門不再是依存或者是偏向公部門的附合體，亦不單純只是配合公部門而行動，公

私部門的互動從傳統的「指揮-服從」如圖 7，「配合-互補」如圖 9，轉化成「協議、

合作、合夥」的平等協力關係。任何的政策往往在於雙方共識所建立後形成，社區充

權理論所探討的則是在公部門、社區民眾以及私部門之間合作當中是否能將社區文化

有所呈現，居民在積極參與過程中所得到的社區認同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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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  公私部門垂直分隔互動模式   資料來源：吳英明，1995：18-22 

 

 

圖 8  公私部門水平互補模式  資料來源：吳英明，1995：18-22 

 

  

圖 9   公私部門水平融合互動模式  資料來源：吳英明，1995：18-22 

 

儘管目前社區營造的理念深植人心，政府相關補助與計畫仍為其最重要的存在，

要讓社區動起來，達到永續經營的目的，無論是公、私部門以及地方居民都非常的重

要，在社會理論模式與政府部門所推出的各項方案與計劃的運作下，社區開始了自我

公部門 

           一般民眾 

私部

 公部門     私部門 

           一般民眾 

           一般民眾 

   私部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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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識的行動。目前在行政院十二項建設計畫之「充實省(市)、縣((市)、鄉鎮及社區文

化軟硬體設施」計畫，共區分為以下三類：分別為第一類建立附屬機構推動，推動全

國文化藝術發展之計畫：一、成立以負責古蹟、文物、文學和視覺資料的保存、維護

和研究工作之「文化資產保存研究中心」；二、籌設提供美術、視覺藝術和表演藝術之

人才培育、研習、排練等，並負責相關業務之推動和推廣之「藝術村」；三、成立負責

推動傳統戲曲和民藝活動的推廣及保存之「傳統藝術中心」；四、成立負責各種音樂相

關資料蒐集保存研究及推廣之「民族音樂中心」等四機構。第二類強化縣市層級之文

化藝術發展計畫，其中含括：一、文化中心擴展計畫；文化藝術發展計畫；三、全國

文藝季；四、國際小型展演活動等四項。第三類則為社區文化發展計畫，包含：一、

充實鄉鎮展演設施；二、美化地方傳統文化建築空間；三、主題展示館之設立及文物

館之充實；四、美化空間專案計畫；五、社區文化活動發展計畫等五項(文建會)。台

北市在 1999 年徵選了二十八位社區規劃師，開啟了社區建築的首要動作，也在 2000

年，中央推動了「創造城鄉新風貌計畫」在其精神上特別強調由下而上的概念，並且

賦予社區規劃師開創社區的的權力，2002 年起，社區協力政策已經被提升到國家政策

的層級，首先是以「新故鄉營造計畫」之名來納入「挑戰 2008－國家發展重點計劃」

之中，這一項融合社區各面項的工作也就此展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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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0  社區永續經營流程圖   資料來源：本研究 

                 

   本研究蒐集國內外有關社區相關政策與地區發展之理論文獻和研究成果，經由回

顧、歸納與彙整，有助於了解相關議題之研究概況。為釐清社區發展原由與建構本研

究背景，其理論基礎從期刊論文、專業書籍與政府政策成果報告等收集。並從相關造

橋鄉相關之文獻與資料蒐集，建立本研究的基礎架構，作為日後問卷設計與調查的基

礎。本研究的文獻回顧部份分為：造橋鄉社區發展歷程、公私部門推動地方產業或文

化活動的計畫與行動，當地社區人文基礎資料，產業與活動資料之蒐集。  

(1)人口分布 

根據史料記載，客籍墾民在西元 1731 年(清雍正 9 年)在尖山西一帶進入老庄(造橋

火車站附近)開墾定居，因當時須度過“坪埔＂附近多深且險惡之河流，因無橋通行，

只能搭船或者泅水來冒險渡河，竹木橋搭建又經常被沖毀，民眾往來不便，為解決交

通問題，先民捐款造橋，命名為「登雲橋」又稱「長橋」，因而當時的人常問：「你

暸解地區的文化背景 

分析地區的重要淺力與課題 

研擬社區發展的定位與目標 

確定永續法展內涵與環境空間的構想藍圖

社區的空間規劃、設計、執行 

管理維護 

地方政府政

策與法令 

居民

參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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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去哪？」回應者則回答說：「要去做橋(客家話與造橋諧音)。」甚至時常呼吆喝：

「大家來造橋喔！大家來造橋喔！」久而久之遂成「造橋」地名(造橋鄉志)。另有一

說為，苗栗昔日有 1 名客家籍拓荒者曾與商旅合作，在南港溪建造古橋，後人為了紀

念先民，故以「造橋」做為地名。 

苗栗縣土地總面積 1820.3149 平方公里，而造橋鄉面積約 47.9978 平方公里，在苗

栗縣 18 鄉鎮排名第 15，東西寬 15.927 公里，南北長 8.13 公里，這個看似不大也不小

的地方目前人口有 1 萬 4 千餘人，客家族群人口佔 70％，另外 30％包含閩南人與原住

民，鄉內共有 9 村，分別為大西、錦水、大龍是「內 3 村」，造橋、平興、豐湖是「中

3 村」，朝陽、談文、龍昇為「外 3 村」，內 3 村、中 3 村以客家族群為主，外 3 村

是閩客參半。(資料來源：造橋鄉志) 

從人口統計可以瞭解一個地區之財力、物力人力之配合，以為規劃財源及發展經

濟社會發展之依據，而人口的結構與密度可看出地方政府與人口回流之狀態，本研究

整理近年苗栗縣造橋鄉人口分佈、人口動態與人口組成，亦可反應其經濟社會文化發

展狀況，為當政者所重視及追求的理想目標，以供有關單位應用之參考。  

 

表 1 苗栗縣造橋鄉 99 年 2 月各村人口數與戶量統計表 

村里別 鄰數 戶量 男 女 合計 

大西村 16 1138 2274 2039 4313 

大龍村 10 172 341 288 629 

平興村 10 175 303 251 554 

造橋鄉 18 805 1291 1234 2525 

朝陽村 12 455 869 787 1656 

談文村 11 268 486 439 921 

錦水村 16 190 326 299 625 

龍昇村 13 379 712 576 1288 

豐湖村 12 368 666 555 1221 

總計 118 3950 7268 6468 13736 

資料來源：造橋鄉戶政事務所，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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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栗縣因受小家庭普遍影響，經濟與產業的的分不均，人口戶量逐年下降，苗栗

縣人口較為密集的頭份與竹南鎮的人口戶量明顯下降，但從 96 年開始持續到 99 年，

造橋鄉有明顯戶量增加的情況，表 2 明顯可見定居造橋的戶量是逐年增加而無減少，

以下資料由筆者在造橋戶政所蒐集整理而成，據相關人員表示來造橋定居、置產的戶

量逐年增加，有增無減。研究假設近年由於造橋積極推動社區總體營造並且增加多項

環境與地方美化政策而促使定居人口數量增加。 

 

表 2  苗栗縣造橋鄉 95~99 年 1 月人口性別與戶數統計表  

年度 男(人) 女(人) 戶數 (戶) 合計(人) 

95 7396 6607 3799 14003 

96 7390 7390 3839 13988 

97 7327 6511 3857 13838 

98 7275 6430 3895 13705 

99 7274 6480 3957 13754 

  資料來源：造橋戶政事務所提供，本研究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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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 苗栗縣造橋鄉 95-99 年戶數統計表 

資料來源：造橋戶政事務所提供，本研究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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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橋鄉居民主要以客家人居多，本研究參考苗栗縣志調查資料(見表 3)，族群統計

戶數統計截至 97 年元月底止，客家人總戶多達 3855 戶數，佔 72％。閩南人則為 1048

戶數，佔 27％。其他民族佔 46 戶數，佔 1％，如圖 12 所示。 

 

表 3  苗栗縣造橋鄉族群戶數統計表 

族群 客家族群(戶) 閩南族群(戶) 其他族群(戶) 總計 

戶數 

(百分比) 

2761 

(72%) 

1048 

(27%) 

46 

(1%) 

3855 

(100%) 

    (資料來源：重修苗栗縣誌人口誌) 

 

客家族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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閩南族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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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族群

1%

 

圖 12 苗栗縣造橋鄉族群戶數統計圖 

資料來源：重修苗栗縣誌人口誌 

 

(2)苗栗縣與造橋鄉的社區總體營造概況 

苗栗縣於民國 89 年開始推動社區總體營造，開始主要為打造社區新的生活環境為

主，並且在地方文化景觀、人文地貌、文化產業特色與觀光資源等各方面提出配套措

施。造橋鄉主要為凝聚社區居民共識並加強政府與居民，居民與居民之間的聯繫為主。

一開始以造橋村內的禮蘭社區為發展環境改造計畫的首要地區進行環境改造，造橋鄉

內共有 9 個社區發展協會，成立於民國 82、83 年，分別為造橋社區、平興社區、豐湖

社區、談文社區、朝陽社區、錦水社區、龍昇社區、大西社區與大龍社區發展協會。

根據 2001 年出版社區總體營造總體檢調查報告書中提出幾項發展重點，並明確指出苗

栗縣因山多平地少發展不易，但因此保有較其他縣市更多未受污染的自然環境。造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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鄉之交通便捷南北通往容易，近年來更是積極辦理、爭取各項活動經費與場地。目前

主要文化創意產業以休閒步道、特色餐飲、窯業、古蹟、南瓜節活動辦理為主。造橋

鄉志將文化創意產業編寫在經濟篇，詳細介紹造橋各個景點與餐飲，並將造橋的地方

產業加以闡述，其中包含 92 年由行政院農委會所舉辦的南瓜節，97 年由苗栗縣政府

特別補助 250 萬將其升級為苗栗縣南瓜產業文化博覽活動，吸引各地人潮湧至造橋觀

光，同年再增加自然生態園區與古巴木炭博物館展場。98 年苗栗造橋鄉延續南瓜節的

盛況並且將當地特產如文旦、茶葉、木炭、牛奶畜牧業等發揚到全台。 

 

表 4 苗栗縣造橋鄉 92-98 年社區總體營造活動統計   

年度 計畫申請項目 計畫補助單位 申請金額 是否完成 

92 公共圖書館空間與營運改善計

畫 

文建會 700 萬元 完成 

92 公所建築物景觀改善 經費自籌  未公開 完成 

93 開發地方文化資產與文化環境 文建會 700 萬元 完成 

93 造橋社區規劃 苗栗縣政府    

93 地方小鎮振興計畫 經濟部   

94 平興村社區規劃 苗栗縣政府   

96 苗栗縣造橋鄉造橋社區發展協

會－「造橋․親綠慢拍的生活家

園」 

行政院 50 萬元 完成 

97~98  南瓜節慶產業文化博覽會 苗栗縣政府 250 萬元 完成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由表 4 可得知近年來造橋社區總體營造逐步發展當中，強化各社區的規劃與地方

建築的文化景觀的改造。並且將文化節慶辦的有聲有色，造橋追尋著「永續發展、生

態環境、地區特色及競爭力」的時代潮流，融入了「鄉土意識、區域環境、休閒遊憩、

產經濟、社區特色個性」等主張，造橋鄉在地方領導與民主相互的激盪之下使得人文

景觀特色讓地區活耀起來。景觀的環境不僅是只是單純生活的地方，其間接影響了民

間參與的能力與地方產業的契機。 

表 5 可依循活動主題、項目與執行情況來了解 91-95 年間社區營造所辦理各項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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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以及其一步一腳印所影響的成效。從空間與環境的改善到 97 年開始南瓜節的辦理，

造橋鄉對於自我的期許並不小，居民們也因苗栗縣社區規劃師培訓計畫進而建立了民

主社會的觀念，此計畫讓居民開始反思自我居住地的ㄧ些問題之外也更能使規劃師在

規劃時更清楚如何貼近社區居民。課程內容包含福利社區、環境景觀、農村規劃、生

態建築等，並邀請國內外學者專家來輔導居民以及與當地學者相互交流與學習。 

 

表 5  苗栗縣造橋鄉 91-95 年造橋社區推動社造活動與歷程 

活動主題 活動項目 活動歷程與執行情形 

實施福利化社區 1.兒童課後輔導班 
2.媽媽班研習 
3.老人休閒研習活動 
4.居家照顧關懷問安 
5.守望相助隊 

歷年均獲得好評 

社區環境綠化美化
改造 

1. 環保義工 
2. 2.綠美化 

94年農會綠美化第二名。 
95年林務局全國植樹月啟動日示範社區。 
95年年農委會綠美化第一名。 

客家文化傳承與創
新 

1. 積極挖掘在地性的客家
特色 

2. 熱心參與客委會活動 

94年11月19日客委會火焰蟲客家說演團公演。
94年客委會推動客家特色產業創新育成計畫 
95年客委會『遊學客庄』 

社區總體營造工作 1. 參加社造教育 
2. 發現造橋戀戀風情－體

現先民活動 
3. 發現荔枝，重現造橋－

麗姿節活動 
4. 造橋－築夢成真好所在 
5. 童心同心，種線造橋鋪

路情－大手牽小手扎根
計畫案 

6. 造橋.親綠蔓拍的生活家
執行案 

7. 種現失落的水利溝渠工
程，共創世代溝通的生
態家園 

8. 合議造橋的永續生活 

91年度起每年參加文化局營造點訓練 
92年獲得文化營造點補助20萬元 
93年度起參加縣工務旅遊局社區規劃師計畫 
93年度通過新故鄉營造第一項規劃案 
93年度底得到縣府「城鄉風貌績優式範社區大
獎」第一名 
94年度在地青年深度文化之旅 
94年度全縣營造點成果展主辦社區 
95年度信義房屋社區一家計畫案 
95年度縣市層集社區營造輔導計畫 
95年度營造農村新風貌補助計畫簡易型 
95年度公民會議 
95年水保局社區營造人力培訓課程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自1.造橋社區發展協會黃國雄，2.王本壯，劉淑萍，2002



 

76 

 

4-2 社會網絡理論 

 

Walker、Macbride與Vachon(1977)將社會網絡定義為一套人與人之間的接觸，而藉此接

觸個人能維持某種社會認同並且獲得精神上的支持、物質上的支援與服務，或取得並建立

新的社會接觸之相關消息(高迪理，1991)。 

社會網絡之概念最早源起於西方社會學及人類學相關之研究，其目的在探討人際互動

關係的社會結構對特定個體所產生之影響(任慶宗，2003)。1960年代後期，社會網絡概念被

學者接受，並運用於各種相關的社會科學研究中。研究社會網絡的焦點，主要環繞在某種

關係內容下的關係連帶，其中又有兩大主軸：第一、從行動者之間特性的同質性或歧異性，

來探討關係連帶的強弱；第二、根據行動者在所處網絡的位置結構來探討關係連帶的優

勢，並帶出了社會資本的概念(周麗芳，2002)。 

關係的交換經常由一個篩選的人口中檢驗。網絡分析也許可以看出來一個社區、鄰

里、一工作群體、或階級以了解網絡如何在一個更大的網絡中定義此一人口或團體。誰與

誰的聯結點(tied)產生關聯的模式類型揭露網路的架構基礎, 如以誰屬於或不屬於某一網絡, 

何種類型的交換來定義此一網絡。網絡也許由單一或多元的資源, 由強或弱的資源的交換

來維持。例如, 網絡分析也許能追溯在一些相識 (acquaintances) (eg., Granovertter, 1973)、關

係、血源或藉同事的複雜關係達成 (e.g., Haythornthornthwaite & Wellman, 1998)。由社會交換

所追溯的社會網絡可以看出這些資源如何在網絡中交換、演員們如何被定位以影響資源交

換,以及在不同的環境中, 何種類型的資源交換是重要的 (如網絡研究, 詳見 Nohria & Eccles, 

1993; Wasserman & Galaskiewicz, 1994; Wellman & Berkowiz, 1998)。 

(1)程度中心性(degree centrality)：程度中心性概念主要是用來衡量一個團體中最主要的

中心人物，程度中心性愈高者，表示其在網絡中和較多的行動者有關連，且擁有較高中心

性的行動者，在網絡中擁有的非正式權力與影響力也較多(Krackhardt，1993)。 

(2)中介中心性(betweenness centrality)：中介中心性是衡量一個人是否佔據了在其他兩人

聯絡的中介位置。也就是說，一個網絡中每兩兩成員的互動必須透過某行動者的中間介

紹，中介性指數較高的行動者，其引導資訊資源流通的機會也較多，亦即佔據了操縱資訊

資源流通的關鍵性位置(Burt，1992)。 

(3)接近中心性(closeness centrality)：接近中心性則能夠衡量出社會網路的全域中心性

(globally centrality)，並藉此判斷一個人與其他人的接近程度，與他人距離越短，接近中心

性愈高，表示其能較快速取得資訊。 

每個行動者在社會網絡結構中皆有其所處的位置，結構位置會影響個人所能控制的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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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中心性是網絡分析中常被用來檢測行動者取得資源、控制資源可能性的結構屬性(張火

燦、劉淑寧，2002)。Ibarra(1993)亦認為，個人如果位於組織的中心位置，將較可以控制相

關的資源並享有較多的利益。社會網絡的分析單元有點、關係及連繫三種，點(Node)主要

著重在行動者相互間的關係，關係內容包含社會角色、親情、動作、距離以及共同發生等，

方向的關係則可分為有方向性而或者無方向性。 

依據點與方向性，其關係程度也會有不同的強度，影響網絡的形成。聯繫可分為直接

與間接，強以及弱聯繫，Gramovetter在1973年時提出構成聯繫強度的四個基本屬性分別為

「感情強度」、「親密」、「相互服務」、「時間」，有學者認為聯繫會因強度的不同而

產生不同的行為特徵，弱強度在資訊分享與相互協助上會較為少見，反之強度與聯繫較強

的網絡則較為親密並且相互協助。因此我們可歸納出對於社會網絡的的強度可經由接觸時

間的長短、相互協助關係與親密程度來探究網路的密度與聯繫。構成網絡的個人背景同質

性越高，對於增加網絡的密度越高，並且越簡單判斷。判斷抽樣主要先將了解研究題目者

先做篩選，並且再篩選是否為住民，經由其居住時間以及參加社區相關事件與否來作為樣

本。 

社會網絡學家在資料蒐集上有許多方式，本研究採用問卷調查、文件、觀察以及訪談

來作為蒐集社會網絡資的方式，問卷調查可讓行為者主動說出與他人間是否關係存在，也

就是經由問卷可得知關係人所扮演的角色，同時可藉由問卷調查了解對於地方之間的相互

關係，而由於問卷調查的取得容易受到預算的影響，過程費時，相反的利用既有文件資料

來源的優點是便宜且不受時間限制，因此在建構此網絡時透過文獻參考以及相關論文研究

來作為參考依據。觀察與訪談地方主要社造領導人物並且深入問題核心，可以看出網路的

方向與其強弱與否。社會網絡分析的種類依照研究目的的不同與資料蒐集方式的不同，學

者也提出不同的分析種類與看法；例如分成自我中心網絡種類(Ego-Centered Networks)與完

整網絡分析(Whole Networks)兩種分析種類(Borgatti,1998；Garton，Haythornthwaite ＆ 

Wellman，1997)；以及依照網絡分析的階層方式提出自我中心網絡(Ego-Centric Network)、派

對網絡(dyad Network)、三角網絡(triad network)、完整網絡系統(The Complete Network System)

等四種層次分類方式(Knoke，David，Kuklinski，James，1982；施淑惠，民 89)。本研究依

照社會網絡的觀點，依此四種分類方式的其中一種來做網絡的建構，以下簡單介紹此四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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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方式並詳加說明： 

1.自我中心網絡(Ego-Centric Network) 

自我為中心網絡通常可運用於社會支持網絡，以自我為中心為網絡的中心點來作為擴

充與延伸，由於此種網絡建構主要是以行為者個人做為探討的中心又稱為 Primary Star，

Primary Zones 或者是 First-Order Zones，因此在網絡分析時指考慮到與焦點(Focal)行為者的

相關聯繫，其探討的議題包含自我中心網絡的大小、差異性、同質性、屬性。而此分析方

式的資料蒐集法是先確認出一個起始的行為作為焦點，也就是自我中心網絡的「中心」，

在由此中心尋找其具有某種或某群關係的行為者，接著再進一步分析焦點行為者與所列舉

的相關行為者彼此間的關係，此分析方式可清楚顯示主要行為者的網絡特徵與聯結情況。 

2. 派對網絡(dyad Network) 

    派對網絡又名雙位體，此種分析方法主要為探討兩個行為者之間的關係，兩者之間是

配對、直接、間接的關係，其主要分析方是有別於自我中心網絡方式為主要行動者非只有

單一對象在網絡的結構中，所有可能的配對關係都是觀察主要的對象。研究雙位體(二元)

時有幾種存「相互依賴」於兩個個體間的特性經常作為討論，這些特性包括有：(1)內容

(Content)：連結兩者行為的事件種類。(2)多樣性(Diversity)：連結兩者行為之間事情變化的

程度。(3)頻率(Frequency)：在事件當中行為者聯繫的次數。(4)強度(Strength)：兩個行為者

與是間接觸的強度。(5)對稱性(Symmetry)：行為者 A 與 B 就某事件的接觸與 A 和 B 就該事

件所產生的接觸相似程度。(6)干擾(Interference)：兩個行為者對彼此目的干擾範圍。 

 3. 三角網絡(triad network) 

    在三角網絡分析中，，每一組三位體含有三個行為者，此三個行為者可為個人或者團

體，這類的分析層次來自於 Heider(1946)的平衡理論發展而來，研究者的主要研究焦點此三

位元之間的合諧與不合諧(Pleasant and unpleasant)、平衡與不平衡(Balance and unbalance )、以

及正向與負向(Positive and negative)的關係。由於三位體中之三者為特定對象並且不能有重

複的現象，故其在網絡結構中可能出現的三角系數只有(N/3) 

4. 完整網絡系統(The Complete Network System) 

完整網絡的分析法主要著重於整各社會網絡體系，此法須限定某一特定範圍，所有行

為者的關係，而範圍可以是學校、公司、或者組織。這種方式所要考慮此條件內所有的行

為者，每一對行為者兩兩之間的關係，假如有 200 個行為者，我要找尋的配對就要有

(100*99)/2 種，也就是 4950 組兩兩關係。還加上子群組與相等、中心性分析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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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社區居民與社區營造網絡建構問卷分析 

 

本研究以社區營造為自我網絡發展為中心，主要探討近年來造橋鄉社區總體營造的相

關人物關聯，採用文獻調查與問卷以及觀察法來作為網絡間相互關係的各個觀點。而經由

觀察研究發現造橋鄉的社區總體營造的參與的主要成員分別為 B 地方領導人物 C 地方政府

機關 D 鄉公所及社區營造團隊 G 地方人民與商家，而社區動起來的主要因素為地方領導人

物對於造橋鄉本身環境發起改造的想法，造橋鄉開始在社造發光與發熱主要於無黨派的張

雙旺鄉長當選後陸續爭取各項環境改造以及地方節慶的辦理，地方人民並非都贊成票，反

對聲浪並無少過，因張鄉長組成的社區營造團隊開始了地方整頓，一些原本居民放置私有

物品的場地紛紛也被團隊整頓與清查，這些居民多為地方耆老，因此透過不停的溝通與調

解，召開居民大會，並且開始教育地方主要人物何為社區營造，為何我們要改造自我所居

住的社區，反彈聲浪在鄉長努力下逐漸平息，但也因此讓其他機關團體有了一個概念，那

就是社區總體營造的工作是「鄉公所要負責的」，而地方居民對於社區總體營造並不採取

主動的方式，而是被動的接受與等待環境的改變，訪員在問卷調查的同時也進行了簡略的

訪談，在地方居民部分，居民還是認為環境改造的不夠，造街與造景都是政府機關說了算，

但訪員要居民具體說出改造方案，居民並無法具體陳述，反而是營造者與參與團隊，由於

較為了解政府的政策與補助金額，因此將這些政策補助具體化的很明確，地方領導人物則

多為倡導與溝通者，會將地方居民的意見傳達到營造團隊，進而作出最適切的改善，本研

究以資料的分析與問卷發放的訪談來進行網絡的建構。 

本研究在初步田野調查時發現，並非所有社區居民都了解社區營造以及社區工作的重

要性，為減少無效的樣本且因研究經費限制，本研究問卷發放對象先經由研究者與地方村

里長進行篩選，再針對篩選對象發放問卷。參與本次問卷填寫共有60人，居民年齡為25~60

歲之間，並居住在造橋至少一年並且對於社區總體營造的社會網絡成員。問卷主要以半開

放式，抽樣方式採取判斷抽樣，針對造橋鄉民各階層進行訪問，對於社區營造主要的領導

以及規劃師部分進行訪談。 

至於訪談對象的抽樣條件如下： 

1.了解社區營造或者知道「什麼是社區營造」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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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住在造橋鄉至少一年或者一年以上者  

3.曾經參與社區活動或者社區營造者 

(一) 問卷調查的結果 

第一部分 基本資料 

表 6  苗栗縣造橋鄉社造問卷調查性別統計 

性別 男 女 

人數 

(百分比) 

27 

(45%) 

33 

(55%)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本研究採取判斷也就是立意抽樣，主要樣本先做篩選，避免問卷調查時須做更多的解釋與

闡明，以致於費時過多。樣本總人數共為 60 人，其中包含政府機關人員、地方領導人物、

參與社造居民以及村里長、農會人員。 

表 7  苗栗縣造橋鄉社造問卷調查年齡分布統計表 

年齡層(歲) 15~25 25~35 35~45 45~55 55~65 65~75 

人數 

(百分比) 

7 

(12%)

12 

(20%)

17 

(28%)

18 

(30%)

6 

(10%)

0 

(0%)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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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3  苗栗縣造橋鄉社造問卷調查年齡分布圖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本研究針對社區營造的參與者與意見發表人為主，年齡層最多為 45~55 歲，共計 18 人。

其次為 35~45 歲，共計 17 人。在來為 25~35 歲，共計 12 人。最後為 15~25 歲，共計 7 人，

65~75 歲則無。 

 

第二部分 問卷內容 

1. 社區居民的互動關係如何? 

表 8  造橋鄉社造問卷調查結果社區居民的互動關係統計表 

人

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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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認為在此社區的居民互動關係如何? 非常好 好 普通 不好 非常不好 

人數 

(百分比) 

20 

(33%) 

32 

(53%)

8 

(14%) 

0 

(0%) 

0 

(0%)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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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4  造橋鄉社造問卷調查結果社區居民的互動關係統計圖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對於社區營造普遍了解的參與者認為互動關係非常好的 60 人中共有 20 人，關係好的

有 32 人，普通共有 8 人，其中贊成非常好的以政府參與者佔多數，而普通者則表示社區居

民並無因為社造而關係特別好。 

2. 推動社區總體營造相關運動對社區有幫助嗎? 

表 9  造橋鄉社造問卷調查結果社造運動對社區的幫助統計表 

請問您覺得政府推動社區總體營造相關

運動對本社區有幫助嗎? 
很有幫助 普通 沒有幫助 

人數 

(百分比) 

32 

(53%) 

23 

(38%)

5 

(8%)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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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5  造橋鄉社造問卷調查結果社造運動對社區的幫助統計圖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多數意見偏向很有幫助，60 人共佔了 32 人，普通者共有 23 人，訪談時談及造橋鄉並

無永續經營的理念，地方建設並無明顯得讓群眾感到有所共鳴。 

3. 由誰來帶領社區總體營造的各項運動? 

表 10  造橋鄉社造問卷調查結果誰來帶領社造統計表 

請問您覺得社區總

體營造的各項運動

該由誰來帶領? 

(可複選) 

里長 鄰長 地方領袖 社區居民 其他 

人數 

(百分比) 

30 

(50%)

12

(20%)

10 

(17%) 

17 

(28%) 

1.有專業熱誠的地方

居民 2.社區發展協

會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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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16  造橋鄉社造問卷調查結果誰來帶領社造統計圖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地方居民部分的參與者提出里長為較適切的帶領者，贊成人數多達 30 人，其主要原因

為鄰里長較為接近居民，在消息的發送與宣導部分都較為迅速，且居民大會通常為村里長

作為通知者，也有人提出里長的工作原本就要包含社區營造等部分，地方領袖為農會參與

者提出較多，而因可複選，17 人贊成社區居民為主要參與者。選擇鄰長的的 12 人，主要

原因為居民在詢問鄰長相關問題時，鄰長並非一一能答覆，而鄰長通常為最接近居民者，

選擇地方領袖者共有 10 人，主要是因為地方領袖可以排除來自各方的雜訊，辦事情的效率

因其權力較大，可以因此增進。其他部分有 2 人，分別提出社區發展協會與地方熱誠且有

專業素養的居民。訪員在訪談地方領袖時，地方領袖認為該由政府機關團隊來帶領，其排

除社區發展協會主要原因來自於社區目前尚無法治可嚴格控管，由上層機關所給予地方政

府的金錢與權力怕協會會有人濫權，而政府團隊則認為該由領導人物來帶領，主要是因雜

人

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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訊過多，如無強而有力的領導人，社區營造必定會亂無目標的發展，鄰里長則認為由專業

人士或者政府辦理居多。 

4. 凝聚社區向心力的公共議題為何？ 

表11  造橋鄉社造問卷調查結果凝聚社區向心力的公共議題統計表 

您認為最能夠使本社區的向

心力凝聚的公共議題為何？

（可複選） 

社區景觀 社區規劃 社區意識 其他 

人數 

(百分比) 

21 

(35%) 

31 

(52%) 

32 

(53%) 

3 

(5%)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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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7  造橋鄉社造問卷調查結果凝聚社區向心力的公共議題統計圖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本題為複選題，參與者普遍認為社區意識的凝聚對於社區本身非常重要，需要完整

的社區規劃才能將社區意識凝聚起來，選擇社區意識有 32 人，社區規劃有 31 人，社區景

觀有 21 人。選擇其他者有 3 人，其認為社區本身為一複雜體，談論景觀與規劃的部分都不

足以能夠將社區意識凝聚，因此在各方面的建設與各項的公共議題繁多並非單一只有社區

本身。 

5. 以社區總體營造運動凝聚社區意識，應從哪方面做起？  

表 12  造橋鄉社造問卷調查結果凝聚社區意識從何做起統計表 

若貴社區欲以社區總體營造運動來凝聚

社區意識，您認為應從哪方面做起？ 

（可複選） 

社區景觀 社區規劃 社區活動 
文化資產

保存 
其他 

人數 

(百分比) 

13 

(22%) 

28 

(47%) 

27 

(45%) 

11 

(18%) 

3 

(5%)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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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8  造橋鄉社造問卷調查結果凝聚社區意識從何做起統計圖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本題為複選題，各階層的參與者皆認為規劃與活動為凝聚意識的主要方式，因此選擇

社區規劃共有 28 人，社區活動有 27 人。對於社區景觀的想法提出共有 13 人，景觀的建設

為近年來營建會與文建會的補助重點，因此提及社區景觀，地方領導人物各有其想法。文

化資產的保存共有 11 人選擇，年齡層為偏高，主要是為造橋的文化與資產須得以流傳保存

的提出，對此有許多看法，選擇其他者為無意見與目前還看不太出來要從何著手。 

 
6. 以社區總體營造運動來凝聚社區意識，社區居民會投入哪一方面的支援行動？ 

表13  造橋鄉社造問卷調查結果居民會投入何種支援行動統計表 

如果社區需要凝聚社區意識,您

會投入哪方面的支援? 
小額捐款 社區志工導覽 規劃師培訓 其他 

人數 

(百分比) 

15 

(25%) 

23 

(38%) 

19 

(32%) 

3 

(5%)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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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19  造橋鄉社造問卷調查結果居民會投入何種支援行動統計圖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延續上題，本題主要是想知道以本身為參與者，能或者需要哪些方面的協助來使凝聚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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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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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意識，社區志工導覽為人數最多，共有 23 人。規劃師的培訓為其次，共有 19 人。小

額捐款有 15 人願意，其他有 3 人。參與者願意成為志工導覽是因多數人並不了解社區本身

特色，政府曾經辦理規劃師的培訓，也使得參與者能成為規劃社區的一部分，村里幹事及

居民都認為如果可以在次參與，自己一定會接受培訓。至於其他部分同為上述，對於社區

本身的複雜度，無從給與意見。 

 

7.如果現在要實施社區總體營造，您認為在各方面的阻力是什麼？ 

表 14  造橋鄉社造問卷調查結果社造的阻力為何統計表 

您認為社區總體營造

在各方面的阻力為

何?(複選) 

資金的缺乏 社區意識的不足 人力的不足 規劃非所需 其他 

人數 

(百分比) 

20 

(33%) 

22 

(37%) 

12 

(20%) 

16 

(27%) 

無永續

經營 1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社區意識的不足

31%

人力的不足

17%
規劃非所需

23%

資金的缺乏

28%

其他

1%

 

圖 20  造橋鄉社造問卷調查結果社造的阻力為何統計圖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參與者認為社區總體營造有兩大阻力，分別為社區意識不足，佔比例 31％，民眾普遍

認為社區工作與社區參與為公部門的工作，對於自身社區的認同感較為缺乏。資金的缺乏

是一直以來的問題，然而造橋鄉在開始爭取各項經費上發現在有限的經費下只能進行有限

的行動，資金的匱乏佔 28%，公部門與地方機關在執行時感觸特深切。規劃非所需佔 23%，

在訪談時發現其主要原因為地方領導者與公部門領導團隊與地方居民溝通不足，造橋是動

起來了，但並沒有通通動起來，對於地方的建設與文化節慶的辦理，研究者發現其各有不

同意見，但公部門團隊的採納與否取決於地方領導的決定。人力不足佔了 17％，由於社區

意識的匱乏而造成人力投入的缺乏，參與社區營造的公部門團隊負責執行的業務不單只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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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營造的部分，還有負責其他業務項目，其他參與成員認為該將權力下放於村里長或者

社區發展協會，認為鄉公所該將權力做好分配。而最後提出永續經營不足，使得段落無法

銜接，因此永續經由也是主要的ㄧ項課題。 

 

9. 本社區期待專家的協助是在？ 

表15  造橋鄉社造問卷調查結果期待專家的協助為何統計表 

本社區期待專家的

協助是在? 
人力的培育 社區規劃 資金補助 文化保存 觀念宣導 

人數 

(百分比) 

9 

(%) 

15 

 

13 

 

14 

 

9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人力的培育

15%

社區規劃

25%

資金補助

22%

文化保存

23%

觀念宣導

15%

 

   圖 21  造橋鄉社造問卷調查結果期待專家的協助為何統計圖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由於多數參與者認為規劃非所需，經由訪談得知由於目前文化保存的規劃並不完整，

因此社區規劃佔 25％，文化保存佔 23％。而公部門參與者及行政機關人員多數認為是由於

資金補助的不足使得許多項目無法達到居民所需，因此資金補助佔 22％。而多數居民對於

人力培育的不足使得社區營造無法順利推行是主要的因素，因此在人力培育部分佔 15％。

觀念的宣導佔 15％，其主要原因還是社造的影像目前雖以深入民心，而社區居民在缺乏正

確觀念與社區教育的不足，無法明確表示如何去改變或者想改變什麼，但居民普遍對於環

境的部分較為敏感，訪員認為是因接近住的所在較能感受自己的需求，進而對於環境變化

較為敏感，永續經營與改善社區環境的議題在度被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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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您認為實行社區總體營造的必要性為何？ 

表16  造橋鄉社造問卷調查結果實行社造的必要性為何統計表 

您認為實行社區總體營造的必要

性為何？ 
非常需要 尚可 不需要 

人數 

(百分比) 

40 

(67%) 

20 

(33%)

0 

(0%) 

非常需要

67%

尚可

33%

 

圖 22  造橋鄉社造問卷調查結果實行社造的必要性為何統計圖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目前造橋鄉的社區總題營造持續在進行著，在鄉公所的社區營造團隊依舊尚未改變，

而南瓜節也持續在辦理，對於永續經營的議題，無論是地方領導者、社區營造者、政府機

關與社區居民等都非常的關注，居民對於本身所居住的社區還是停留在環境要更好的想

法，但政府與社區領導人物又有不同的想法，但是大家都有共同的ㄧ個目標，那就是讓造

橋鄉更好，更美!67％皆認為有必要持續相關工作，33％則認為經費可運用得更為恰當，並

無參與者認為無必要施社區總體營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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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23    社區營造網絡關係圖  資料來源:杜亞軒，2010 

    由以社區營造所擴散出的關係主要人物與方向性可有網絡關係圖看出，社區居民參與

部分多還是仰賴政府部門，公部門由於業務關係，積極的推行各項方案與活動，但欠缺主

動進行居民需求的了解，在進行各項活動前，公部門缺乏進行問卷與訪問來更進一部了解

社區居民的想法與理念，訪談時提出此問題，公部門與地方領導者給予訪員的理由是人多

嘴雜，多意見無法做事情。本研究礙於經費與時間只能進行第一層網絡分系，研究建議可

針對三方多元的網絡，可更加清晰與明顯得看出各項問題。 

 

伍、結論與建議 

 

在各級政府與民間的努力之下，造橋鄉從原本髒亂不堪到現在獲得城鄉風貌第一名的

模範鄉村，不單單只有地方居民擔心害怕這項殊榮只是曇花一現，政府部門也會思考「這

就是最好的了嗎?」。造橋鄉位居四通八達的交通要道上，擁有交通與自然環境的資源，應

該可以更進步的。研究發現，在地方居民與公部門營造團隊欠缺溝通下，社會網絡結構鬆

散而因此造成文化產業的停滯。居民社區營造主要以改造周邊環境為主，然而公部門及其

領導人物並非都能全盤了解環境出了什麼問題？居民究竟需要什麼？造橋鄉動起來主要

因素是因在網絡結構中，地方政府與(私部門)社區營造團隊、地方意見領袖能夠呈現雙向

的溝通以及良好的互動。  

本研究經由問卷與網絡的建構可得知，社區動起來的主要因素與關鍵不在於工作者能

夠如何有能力的去改善社區的實質環境，而是在於推動居民參與人才培育的永續經營策

略，為社區爭取其所得的權力與讓社區民眾能夠因充權而有主動性，給予適當機會與教育

訓練來使得民眾對於社區營造更具有信心。而身為地方領袖的角色也必須扮演協調與了解

地方需求的關鍵人物。政府(公部門)社造團隊也不要一昧的否定居民的意見，增加調查訪

問與鼓勵居民參與為目前首要之工作，建立高密度與結構緊密的網絡，才能驅使居民持續

加溫其社造的熱情，促進社區的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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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動機與目的 

一、 計畫源起與夲研究之重要性 

  本計畫旨在探討客家地區的家庭資訊傳遞形態與社會資本結構的一般性變遷。但此一

探討並非僅在家庭與社會構成的一般意義上具有充實基礎資料庫的意義，更重要的核心企

圖在於探究：客家文化的弱勢根源，是否與家庭文化（資訊傳遞結構）及社會資本運用情

況有關。有別於當前客家學界慣常以政治、經濟角度所提供的宏觀架構，本計畫企圖從家

庭和人際網絡出發，以微觀角度嘗試提出一種中程解釋架構的可能性。 

  研究者並不反對有關客家政治與經濟論述的解釋架構，但問題在於：政治經濟資源的

分配與運用，係在一連串複雜的社會化與社會系統中的互動過程及其結果。因此，即便接

受客家文化的弱勢與其政經地位的弱勢有關，仍須釐清造成此種弱勢的根本原因。過去的

客家運動領袖與社團菁英，常將客家族群的弱勢處境歸咎於國民政府的制度性壓迫（如國

語運動），但 1986 年解嚴至今已近 1/4 世紀，客家族群的相對弱勢地位是否有顯著改變？

研究者認為：當前客家文化的「弱勢」已非某種制度性的「社會排除」結果，而是源於社

會資本在實際運用上的不利條件所導致的無效積累。就社會學的觀點而言，客家之弱勢固

然有其族群政治與族群經濟上的解釋，但也可能與其他更重要的社會再生產因素有關。事

實上，家庭訊息傳遞模式、約束模式以及社會網絡的侷限，很可能是當前客家社會資本與

文化發展上的最大問題，也是台灣客家文化復振運動成敗之關鍵。 

  然而此一論題在客家研究中從未被認真處理，故有必要透過實證研究加以釐清有鑑於

國內外已有許多關於「社會資本」（social capital）的研究證實家庭社會資本對於事業與學

業的影響，且此種社會資本總是在以家庭或社群為核心的特定社會網絡中進行的（Coleman, 

1986, 1988; Bourdieu, 1980, 1985; 林南, 2001 ; Burt, 1997, 2002 ）。西方社會學科學界雖已發

展出許多測量方式，但這類測量與實證研究多圍繞特定階級與性別；國內亦有部分學者曾

假設社會網絡的形式可反映出不同的社會階級，惟甚少有研究者注意到社會網絡與族群發

展動力之間的關連。 

 

二、 研究目的 

  以資訊傳遞模式與社會網絡的形成做為族群研究的切入點，是當代社會科學的最新應

用趨勢，應可獲致相當有意義的研究成果。在國內外關於社會資本與社會網絡研究基礎

上，本研究假設：家庭資訊傳遞方式將影響家庭成員間的情感連結方式與家庭凝聚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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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mily cohesion），將同時影響家庭成員的社會資源網絡與成就，其結果可能對客家認同

產生關鍵性的影響。選擇家庭做為切入點，主要因為家庭是各種親源組織與文化社群的根

本，因此，掌握客家地區家庭訊息傳遞與家庭連帶的轉變，應是重塑「現代客家情懷」的

關鍵。 

  根據前述研究背景與動機，本研究試圖將家庭視為客家社會變遷的「黑盒子」，並透

過家庭訊息傳遞的「社會資訊密碼」，釐清以下兩大基本問題及若干次子題： 

1 客家地區的家庭資訊傳遞模式是否正在發生變化？ 

1.1 若然，則其對家庭連結方式與社會網絡有何影響？ 

1.2 當前客家地區的家庭價值觀與家庭核心成員在網絡中的位置是否有關？ 

1.3 透過家庭延伸的社會網絡所獲得的資源與成就，是否依循結構洞（structural hole）

理論所定義之「約束」類型？ 

2 客家族群與非客家族群（主要以閩南族群為對照）的家庭資訊傳遞模式有無不同？ 

2.1 客家族群與其他族群的社會資本結構與社會資本網絡型態是否存在差異？ 

2.2 若然，則此族群差異在社會再生產面向上的作用為何？ 

 

  為釐清這些基本問題，本計畫將以問卷調查方式進行實徵研究，並藉由研究資料檢驗

本土族群論述的問題，以開拓客家文化研究的新視野，同時提供政策制定之參酌。 

 

三、 研究範圍與對象 

  本計畫選擇苗栗做為研究範圍，係有鑑於苗栗在台灣西部都市成長線上，是發展落後

且相對封閉之客家聚集區。因此，本研究是立意以該區域做為檢驗客家地區家庭資訊傳遞

模式與社會網絡型態變遷之研究對象。具體而言，本研究範圍包含苗栗十八個鄉鎮市區之

家庭，並將分別由動力學與靜態結構觀點，探討客家地區的家庭網絡與社會資本運作方

式，尤其著重於客家與閩南家庭資訊傳遞結構與社會資本運作情況之比較，希望找出客家

地區家庭現況的結構性差異，因此，研究所設定的調查對象主要是苗栗地區之客家家庭

（「客家」身份採多重認定）。但調查過程中亦不排斥其他族群的家庭樣本（包含閩南和原

住民），以做為分析上的對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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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獻探討：批判的審視 

  本研究假定，家庭資訊傳遞傳遞模式與社會網絡之研究，基本上都屬於「社會

資本」的延伸論題，因此應由「社會資本」的角度切入，漸次探討網絡形態與其中

的資源分配方式，以釐清相關問題。以下是批判性的文獻回顧與反思。  

一、 關於「社會資本」的三種觀點  

在西方社會科學概念史上，有關「社會資本」（social capital）的論述觀點有著悠久的

脈絡；包括亞當斯密（Adam Smith, 1776）、托克維爾（de Tocqueville, 1840）、涂爾幹（E. 

Durkheim, 1893），甚至在亞里斯多德的著作中都能發現此一論題的原型（Halpern, 

2008:4-5）。然而，也由於不同學科的分歧，使這個概念的內涵與範圍無法確定。根據 Putnam

的考證，最早提出這個名詞的學者應該是 Hanifan（1916:130），當時主要是用來指稱「那

些影響人們大半日常生活的有形資產，即組成某一社會單位之個人與家庭之間彼此的善

意、交情、共感、社會交際」（1920:78）。其進入主流社會學研究領域應是 1980 年代後的

事，特別是 1980 年代中期，這個概念才逐漸被 Bourdieu 運用於社會階級的「總資本」分

析中（Bourdieu, 1980; 1982; 1985）。稍後，Coleman 將此一概念轉用在社會網絡中的行為

研究上，並將社會資本視為人力資本的延伸性概念（Coleman, 1986;1988）。到了 1990 年代

初期，這個概念開始被英美學者廣泛使用。其中最關鍵的發展，或許是 Putnam 將「社會

信任」的討論引入資本的結構分析中，使得這個論題被擴大到更一般性的社會研究中（包

括社會調查、社會力分析或社會機制相關成因之探討）。此外，Granovetter 和 Burt 等人則

另闢蹊徑，將社會資源的鑲嵌與社會位置結合，使社會資本的概念得以為組織社會學和網

路分析提供新的視野。國內學者林南則將社會資本界定為「經由社會關係所得到的資本」。

這個定義意味著將社會資本視為某種「對於社會關係的投資，並期望藉此在市場中獲得回

報」（林南, 2005:29）。十幾年來，圍繞著 Bourdieu、Coleman、Putnam、Portes、Burt、Erickson

和 Fine 等人的理論爭辯與激盪，「社會資本」這個概念逐漸受到不同地區社會學家的重視。

一方面，這個概念為社會學研究開拓出新的視野，但另方面也因為迥異的研究取向，以致

於這個概念從一開始就蒙上模糊的色彩。 

其實，有關社會資本的概念爭議，其根源未必如 Halpern 所言是來自理論系統的紊亂

或適用範圍的不確定；相反地，本研究認為相關爭議的焦點主要源自此一概念的「表述」

（récit）問題。這並非單純的邏輯建構問題，而是一個關於概念之所以可能成立的條件的

探究。即使在世界銀行的正式出版品和 OECD 給各國財政部長的報告上都已正式存在「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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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資本」這個概念（World Bank, 1999; OECD, 2001），也不意味著若干社會學家在相近脈

絡中使用該名詞的合法性。世銀將社會資本範圍擴大到包括「形塑一個社會中社會互動質

量的制度、關係及規範」（轉引自 Halpern, 2008:15）固然不妥，但 OECD 強調社會資本在

政策層次上的意意，也同樣令人詬病。由 OECD 所發佈的《國家之安和樂利：人力與社會

資本之角色》（2001）報告中所列舉的關鍵發現（Key Finding）看來，OECD 的官方定義

並不明確，至少並非在 Bourdieu 或 Coleman 的原始意義上（但也許是在較接近 Putnam 觀

點的脈絡上）使用該詞。可惜，官方報告中只描述不同國家的社會資本的變化（如指出美

國與澳洲近年來的社會資本有下降趨勢）。這種模糊表述多少預設著以國家為單位的鉅觀

分析層次是可能的。但事實上，無論是微觀、中觀或鉅觀的社會資本研究，或多或少都預

設了某種既存的社會座標（身份參照系統）、人際網絡、信任感以及特定的社會鑲嵌的基

礎。90 年代後，美國社會學家對此一問題的思考偏重於「社會鑲嵌」與「網絡」的探討。

包括 Granovetter 和 Putnam 等重要學者先後提出「弱連帶」與「架接性」等極具開創性的

概念，但問題是：「網絡」本身是十分具象的空間比喻，其中的個人與團體，彼此間分別

存在著或近或遠的距離，且其距離可能只存在於不同行動者的不同想像中。但「網絡」本

身是否（或在何種程度上）必須被視為社會交往中必要的虛構？  

  儘管圍繞著這個概念仍存在大量的爭論，但無論如何，社會資本作為一種可操作的概

念工具，仍有其經驗分析與理論意義上的貢獻，且毫無疑問已成為當前社會學界最熱門的

爭議焦點之一。現在的問題或許是釐清：「社會資本」這個概念的形成以及相關預設的限

制何在？以及，這個概念的定義（或觀點）之爭是否可能危及相關研究的整合？弔詭的是，

這兩個問題的答案很可能取決於彼此。 

 

【論點一：社會資本作為社會場域中的個人資本與階級展現】 

在 Bourdieu 較獨特的使用脈絡中，「社會資本」的概念其實是對馬克思《資本論》的

一大修正：相對於馬克思將經濟資本視為社會總資本的表現（Marx, 2001），Bourdieu 認為

經濟資本一如象徵資本與文化資本，都是社會總資本在特定場域中相互轉換的環節與結

果。依此原則，經濟資本可被理解為個人所擁有的總資本被表現在經濟領域中的部分。同

樣的，所謂的社會資本也可被視為個人所擁有的總資本在社會場域中的表現。如此，總資

本（capital total）的概念雖然在更具普遍的架構上被賦予了更高的抽象性，但其所對應的

場域也愈形複雜，並要求進行更細緻的分析。在此意義上，社會資本可以說是對應於社會

場域而生的概念。那麼「場域」（le champ）又指什麼呢？Bourdieu 在 80 年代初期的著作

中，顯然認為「場域」是由附著於某種權利或資本形式的各種位置間的一系列歷史關係所



 

101 

 

構成的，因此在知識生成和資訊傳播的背後，往往都是存在著政治和文化及經濟的權力運

作。簡言之，每一個場域都是充滿衝突和爭奪的（Bourdieu, 1982:97）。就此而言，所謂的

「社會場域」如同經濟領域一樣，都是階級展現的空間。更直接來說，「階級」本身就是

一種「總資本」的概念。在此，Bourdieu 作了一個極強的宣稱，他認為馬克思關於階級論

述的缺陷就在於他僅由經濟面向切入，因此只能觸及到理論上的階級（classe théorique），

但真正的階級（classe réelle）應該取決於各場域（包括文化、社會…）的資本總合。 

 

圖 1. Bourdieu 與 Marx 對於資本-階級論述之差異 

Bourdieu 最早在《實踐的意義》（Sens Pratique,1980）一書中曾指出：「真正的階級是

基於社會資本的累積而非生產工具的擁有。適應於一個被統治的地位，意味著對於統治的

一種接受形式。政治動員本身的威力效果，正好完全抵消自身對於社會價值信號的判斷的

獨立自主性的那些效果。這些社會價值信號是預先由學校教育市場的確認核准而加以正當

化的」（1980:448）。此一立論也構成 Bourdieu 與正統馬克思主義之間的決裂點。因為傳統

馬克思主義對於階級的界定是取決於生產工具的擁有與否。Bourdieu 的命題顯然倒轉了歷

史唯物主義在社會生產關係上的論述次序，至少是就階級的構成性意義上賦予資本積累關

鍵性的角色，並將資本積累的發展空間視為某種「社會場域」，亦即社會關係（或社會資

本）的表現。（參見圖 1）。 

  在稍晚一篇討論階級的文章中，Bourdieu（1984）如此界定社會場域：「社會場域可被

描述為一個關於位置的多向度空間（un espace mul- tidimentionnel de positions），就如同所

有的實體位置（position actuelle）那般，都能根據座標的多向度系統而被界定。座標上的

值必須相應於各關聯變數的值。如此，行動者是根據其所擁有的資本總量（la volume globale 

du capital）決定他們在第一軸線上的分佈狀況；同時，又根據他們的資本構成（la composition 

de leur capital）―也就是說，根據他們所擁有的一切[資本總合]的不同類別之相對份量（le 

poids relatif des différentes espèces dans l'ensemble de leurs possessions），決定其在第二軸線

上的分佈。」（Bourdieu, 1984:6，研究者中譯）這個由資本位置所結構起來的複合式多維

座標系統，也就是構成後來《實踐理性》（Raison Pratique）中以文化資本與經濟資本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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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總資本概念的座標架構（Bourdieu, 1994:21）。在此一多維座標系統中，「社會資本」大

致上指的是「個人或團體所擁有的社會關係總體」。這種資本的獲取有賴於社會關係的建

立與維持，即從事社交聯誼工作。換言之，社交聯誼活動既是資本積累的策略，也是資本

力量展現的場域。此一場域與其說是由抽象的社會空間所構成，不如說是由人際間的社交

網絡所構成。 

此外，在 1992 年的論文集中，Bourdieu 主張「社會資本是真實的及虛擬的資源的總合，

它能加諸個人或群體，方法是透過擁有一個具體持續性的網絡，此網絡則由制度化程度不

一的相互熟識或認識之人際關係所組成。資本有各式各樣的形式，了解這個事實，是我們

解釋分化後的社會結構與動態之先決條件」（Bourdieu & Wacquant, 1992:119）。比較

Bourdieu 在 1980-1994 前後十餘年間關於「社會場域」的概念界定方式，可發現 Bourdieu

似乎在構思一種由笛卡兒剛性座標系統轉換為極座標系統的資本空間標定系統。在 1994

年的總結論述中，他將社會資本運作的場域―即社會空間（espace social）―描述為：「是

彼此互相區別又共存的位置，彼此互為外在而且只能透過彼此相互界定來找到位置。位置

就是經由彼此的⑴相互外在性、⑵距離關係（親近性、鄰近性、疏遠性），以及⑶秩序關

係（諸如在上、在下、之間）...來界定的。」（Bourdieu, 1994:20，筆者自行中譯）。Bourdieu

的社會資本觀點預設著社會場域內的各種秩序關係（包括人際間的親疏遠近以及階層上的

高低序位）多少是清晰自明的。然而，社會化的過程似乎並不保證此一結果。特別是，在

談論信任感的基礎與相互尊重的可能性時，行動者可能因時因地制宜而抱持脈絡性的策略

意圖。換言之，社會資本的高低不一定是結構性的。根據不同的策略情境與行動意圖，社

會資本的高低不一定能反映在特定的權力結構上。一個明顯的例子是，學校老師與家長間

的相互尊重強度（甚至彼此對於對方的社會資本之承認範圍），很可能隨著學童畢業而有

所改變。若考慮到班級學童間複雜的動態競爭歷程，其結果可能有更大的變異。 

【論點二：社會資本作為個人或集體所擁有的社會關係總體】 

就理論脈絡的親近性而言，Bourdieu 的社會資本論似乎較接近 Coleman 這位 Johns 

Hapkins 大學教授在 80 年代的主張，而非哈佛大學教授 Putnam 後來的論點。但目前美國

社會學界有關社會資本的研究似乎較重視 Putnam。對於 Coleman 而言，社會資本是指個人

或團體所擁有的社會關係總體；其運作方式與個人或集體的可投入資本多寡、相互信任度

以及網絡的連結方式有關，但這只意味著社會關係的運作必須具有功能上的生產效益，卻

無法據以推論這些關係就是國家或社會的總體資源之反映（此一論點見後敘）。在〈人力

資本創造中的社會資本〉（1988）一文中，Coleman 提到著名的紐約鑽石批發商們之間的交

易方式，當時的交易環境雖然沒有嚴格的保全系統或正式的驗貨協議，但仍不妨礙價值數



 

103 

 

千萬美元的商品在批發市場中被買家們氣定神閒地檢視。透過此例，Coleman 試圖說明一

定的信任感能有效減低交易成本，而這種信任感則取決於特殊網絡中的社會資本之建立：

唯有當鑽石商人社群之間能緊密聯繫、高度信任和彼此可靠，這個市場才能運做下去（轉

引自 Halpern, 2008:2）。不過 Coleman 關於社會資本的論證主要並不表現在市場行為、而是

集中在教育階層的研究成果中（Dijkstra & Peschar, 2003）。在前揭文（Coleman, 1988）中，

Coleman 就曾提到與學童學業成就有關的社會資本（包括家庭內的親子關係，以及家庭外

的親師關係、社區鄰里關係、父母與同儕的父母之關係等）；他認為維持這些關係的良好

程度，都有助於提高教育成就（Coleman, 1988）。事實上，這些家庭資源（以 Bourdieu 的

術語來說，至少包含家庭的文化資本、社會資本、經濟資本等層面）都可能對學童的學習

成就造成影響，因為學校文化與支配階級的文化較為相似（Bourdieu & Passeron, 1970）。 

Coleman 的觀點大致上與 Bourdieu 沒有太大的出入。但對他而言，社會資本似乎是更

具關係取向的人際互動產物。在《社會理論的基礎》一書中，Coleman 將社會資本直接定

義為：「透過人與人之間的互動所產生的社會關係的總體」（Coleman, 1990）。就其運作的

場域而言，Coleman 主張社會資本存在於家庭關係與社區的社會組織中，並進一步以家庭

為區隔點，將社會資本區分為「家庭內社會資本」與「家庭外社會資本」。其中，家庭內

社會資本以親子互動為主，舉凡家長對子女的教育期望、親子間的交談、家長參與學習等

父母對子女的關懷所表現的舉動皆屬於此。所以無論是家長在家中對子女課業之指導或參

與子女學校所舉辦的活動，皆為其社會資本理論關注的焦點（轉引自陳麗如，2005:123）。

這個論點在美國已經大量實研究證實，具有相當的可信度。國內研究教育差異的學者也發

現，來自家庭社經背景較佳的學生早已熟悉學校生活文化，在學校中也較易得到老師的青

睞，因此會影響教師評分的公正性，間接提高獲得較佳學業成績的機率（張善楠、黃毅志，

1997）。例如，父母若對子女的英語學習期望比較高，很多都會將子女送去英語補習班或

請英語家教老師。此外，父母親一開始在接觸英語補習班時，大多是透過詢問子女同學的

父母，或社區鄰里，以獲得英語補習班的相關資訊。再者，父母對子教育所投注的關心、

鼓勵與指導以及對子女教育的教育期待等，有關教育事項的親子互動越頻繁，則越有利於

提升子女的教育成就（巫有鎰，1999）。 

在 Coleman 的理論原型中，「社會資本乃是由它的功能來定義的。它並非單一的實體，

而是由很多種不同的存在物所組成，這些存在物之間有兩項共同的元素：由社會結構的某

些面向所構成，而且它們在那結構下都促進行動者（不論是個人或集體）的特定行動。社

會資本一如其他形式的資本，也具有生產性，它能讓特定目的被達成，而且若沒有它，此

目的就不可能達成」（Coleman, 1988:96）。某種程度上，可以說 Coleman 延續（或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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了 Bourdieu 的資本論題，主張社會資本和金融資本、人力資本一樣具有生產性，並認為可

通過人與人之間的信任與合作，以及無形的行為規範的約束來促進社會資本的發展，帶動

組織或個人的績效增長。這種以資本運作的方式做為分析主軸的功能主義取向，曾經為社

會資本的研究獲得突破性的進展。自從 Granovetter 在〈弱連帶的力量〉（1973）一文中提

出「強連帶⁄弱連帶」（strong/weak ties）的區分後，在網絡社會學的基礎上，社會資本的研

究不斷推陳出新。例如 Flap 認為，社會資本應包含被動員的社會資源。對他而言，這種資

本所指涉的範圍應該是能與「中心個人」（ego）維持穩定關係的連帶成員（alters）所提供

的社會資源。也就是說「社會資本的大小取決於以個人為中心所建構的網絡成員所願意提

供的資源的總合」。就此而言，Flap 的觀點與 Burt 相當接近。Burt 雖是 Coleman 的學生，

但其理論兼容 Granovetter、Flap 和奧地利學派的某些觀點。在《結構洞：競爭的社會結構》

（1992）一書中，他首度提出「結構洞」（structural hole）的概念以說明社會網路中的某個

體（ego）和其他一些個體（alters）發生直接聯繫，但這些個體互相之間不發生直接聯繫。

也就是說，在社會網路中，某些個體之間可能不存在直接聯繫或出現關係間斷的現象，這

就彷彿整體網路結構中出現了一個空洞。 

  根據 Burt 的結構洞理論，能夠將無直接聯繫的兩者連接起來的第三者將擁有資訊優勢

和控制優勢，因此，組織和組織中的個人都必然爭取佔據結構洞的位置。但最近有研究指

出，為佔據第三者的優勢地位而努力保持結構洞的存在、甚至阻撓他人聯繫的行為，在強

調合作的高投入企業中並不能促進企業和個人績效的發展。企業應設法在管理中鼓勵員工

去努力填補結構洞的位置，使同儕間保持相互聯繫、溝通的狀態，並透過增進團隊合作的

方式來促進企業和個人的績效的良性增長（肖知興，2007）。這多少意味著「結構洞」可

能朝向「橋」（bridge）的方向過渡。在較長期的觀察尺度下，所謂的「結構洞」一個開放

性的社群組織而言，毋寧是資源與資源分配過程中的一個暫時失衡狀態。而即便有第三人

能夠長期佔據此一位置，這種建立在資訊壟斷上的位能優勢，固然有助於維持個人在網絡

內部的社會資本，但就長期發展而言，卻會導致該網絡因資訊封閉而缺乏外部競爭力，以

至於該結構洞能夠積累的潛在社會資本不斷下降。最後必然造成結構性的衰變。在較晚近

的討論中，Burt（2002）觀察了銀行員之間的「橋接關係」（bridge relationship）的衰變，

並提出「社會資本將朝向那些原本就擁有它的人累積」的結論。 

儘管 Burt 本人並不刻意強調他的修正與 Coleman 的原始範式間的差異，但至少對他而

言，社會資本這個概念本身就已「預言了個人所獲得的才智、教育與資歷某種程度上因其

在市場或階序中的位置而定的。人力資本指的是個人能力，而社會資本指的是機會」（Burt, 

1997）。就功能的角度觀之，人力資本固然必須仰賴一定的機會才有發揮的餘地；但倒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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來說，這些機會也是由個人或組織透過其所能接觸到的各種人力資本的潛在可利用性決定

的。就社會資本實際上所能發揮的功能（生產性）而言，就是能把對的人擺在對的位置，

這就牽涉到社會資本的「適然性價值」（contingent value）的問題：社會資本只有在相適應

的網絡結構底下才可能發會作用，但很難說它本身就是造成這種結構的實體力量。Burt 相

信由適然性價值出發，將可使社會資本的網絡結構結合如 Simmel（1922）和 Merton（1957）

等人所提出的「衝突性聯合的自律」（autonomy generated by conflicting affiliations）概念（Burt, 

1997; 2002）。此外，Burt 以「生產者集中度」和「密度」等概念作為測量結構洞的概念工

具，固然激勵了許多後繼者提出更精細的網絡分析計量模型（如 J. Scott，2007），但無論

是 Burt 或其後繼者，在闡述結構洞的作用時，都是由結構性的觀點描述網絡中的空洞以及

各種嵌入力量的類型，對於動態的關係變化卻缺乏基本的說明。有鑑於網絡中的社會資本

運作經常牽涉到複雜的環境結構的觸發條件（如家庭、工廠中的接觸關係的建立方式與親

疏想像），而這些條件不見得完全符合結構動性的靜態網絡分析，因此在探究客家社會的

「弱勢」因素時，研究者基本上並不傾向結構洞的觀點，而寧可著重於各種人際關係親密

度的感受與想像，特別是以家庭為切入點，比較客家與非客家族群間的親友網絡建構方式

之差異，並由此導向行動者的社會資源分析。 

【論點三：社會資本作為社會或國家的實體特徵】 

在 Burt（1992）之後，許多學者在 90 年代相繼提出深具啟發性的概念區分。例如

Woolcock（1998）提出「社群內連帶 ⁄社群外連帶」模型―又稱為「整合 ⁄連結」模型

（ integration/linkage ）， Fidderke 等 人 （ 1999 ） 也 提 出 了 「 透 明 度 ⁄理 性 化 」 模 型

（transparency/rationalization）。這些理論或多或少地加入了競爭概念或不平等權力關係下

的資源平衡概念（如 Woolcock 主張的「連結性社會資本」概念）。但影響最大的還是 Putnam

（2000）所提出的「黏合性⁄架接性」（bonding/ bridging）理論。這些研究不但影響了傳統

的組織社會學，對於網路社會學的興起更起著關鍵性的作用。國內學者也曾據以研究資訊

科技對協同合作網絡的學術生產力影響，並發現在協同合作的團隊中，訊息的交流有重質

不重量的傾向（不論何種類型的訊息，都必須在交換頻率愈多時才會對個人的學術生產力

產生正影響）。這顯示國內學者在合作的過程中須依賴強連帶較多的網絡，才有利於資訊

的傳遞與個人的學術產出（黃心怡，2007）。這些研究結果基本上並不違反 Putnam 等人有

關社會黏合與架接的理論。但在 Putnam 的理論發展中，似有透過「黏合⁄架接」的區分將

社會資本導向測度社會總體性徵的「概念實體化」嘗試。事實上，從 70 年代的 Granovetter、

80 年代的 Bourdieu、Coleman、到 90 年代後的 Burt 和 Putnam 等人的研究，這一系列的理

論原本就是由各自所觀察到的不同種類的社會資本在實際上的運作功能而發展出來的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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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成果。由內在理路的轉折似可看出，「社會資本」的理論發展愈到後來，功能性的主張

就愈被轉換為實體性的命題。發展至今，包括 World Bank 和 OECD 在內的重要國際組織，

紛紛制定相關的社會資本測度指標以提供相關的國家競爭力發展參數。但問題是：社會資

本是否可被視為社會或國家的某種實體特徵？ 

針對這個問題，許多學者認為社會資本的概念應該僅用來指涉環境與鉅觀層面的現

象。例如 Fukuyama 即透過社會資本的作用來解釋不同國家在政治或經濟表現上的差異

（Fukuyama, 1995）。而 Putnam 針對義大利內部不同地區所進行的社會信任與社會資本的

調查結果也傾向肯定此一命題（Putnam, 1993）。在 Putnam 的研究基礎上，Knack & Keefer

（1997）、Brehm & Rahn（1997）和 Stolle（1998）等人不約而同地以「社會信任」、「公民

合作」和「融入社群」做為測量社會資本的指標。國內晚近亦有實證研究證實社會資本、

公民信任與民主治理之間的高度關連（陳欽春，2004）。此外，Kawachi 等人則透過社會凝

聚與公共衛生的研究發現社會資本與公衛議題之間的關連性，而主張社會凝聚或社會資本

這類概念指的應該「都是社會在集體或環境層面，應該與社會網絡或社會支持有所區別，

後者主要是從個人層面測量出來的」（Kawachi & Berkman, 2000:175）。僅就經濟表現或政

策施行的效果而言，不同社會資本強度的地區，確實可能存在著 Fukuyama 所指出的差異。

例如 Whiteley（1997）和 La Porta（1997）等人所做的跨國比較研究，也顯示不同國家內

的社會資本與經濟成長率之間都呈現正相關。Whiteley 甚至認為社會資本對於經濟成長而

言，重要性更甚於人力資本。若干經濟學家也指出，一個新興市場所擁有的社會資本的多

寡可以有效解釋該地（藉由多邊或雙邊的制度）發展金融方案的有效程度（轉引自 Halpern, 

2008:59）。此種看法與世界銀行後來採行的指標顯然是基於相同的經濟邏輯考量。根據世

界銀行的定義：「社會資本指的是形塑一個社會中社會互動質量的制度、關係及規範。愈

來愈多的正據指出，社會的凝聚與否，對它是否能擁有經濟繁榮或永續發展有著重要的影

響。社會資本不僅是依附在社會底下的制度總合，它還是使它們能緊緊一起的黏合劑」

（World Bank, 1999）。但這些說法和 Bourdieu、Coleman、林南等早期社會學家所提出的社

會資本概念顯然大相逕庭。 

然而，如同許多批評者指出：將社會資本視為社會或國家的實體特徵的觀點，可能預

設了社會資本具有社會凝聚（或黏合）的功能。Portes（1998）即認為：「我相信社會資本

在理論上的前景最被看好之處，就在於個人層次。[…]若將社會資本重新定義為大集合體

的結構特質，這種作法本身並無謬誤，但這種概念上的偏離之舉需要更多的關注與理論方

面的精煉，然而目前尚付之闕如」（1998:21）。儘管就集體行動的邏輯而言，社會資本可能

有助於相互合作的行動，「但這並不保證此行動一般而言將產生好的或壞的效果，就像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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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資本和人力資本也可能被用來造成好或壞的結果一樣，產出的是良藥，也可能是武器」

（Halpern, 2008:21）。此外，Edwards & Foley 也批評此一觀點是不假思索地將社會資本視

為正向的公共才。Edwards 等人主要是站在實證研究的立場，質疑此種論述過度強調「信

任感」這類心理層次的變項，卻相對忽略社會關係本身的作用：「我們認為社會資本應該

脫去任何加於其上的社會―心理學式的價值，而被當成一個適用於社會網絡與組織上的、

限制較緊的社會―關係性概念」（Edwards & Foley, 1998:136）。此外，針對社會資本與經濟

發展的關連性論述，最有力的反證來自 Florida 等人的研究。透過研究美國 206 個地區的調

查資料，他挑戰了 Putnam 等人的論點，認為美國最具創新力量的地區並非完全是社會資

本較高地區，反而是社會資本較低、但卻歡迎外來者的地區（Florida, Cushing & Gates, 

2002）。 

【小結】 

無論是將社會資本視為「個人或集體所擁有的社會關係總體」或「社會或國家的實體

特徵」，可能遇到的最棘手的問題是：這個概念或多或少將由原本包含情境脈絡在內的複

合向度被「實體化」為客觀實存的社會約制力量，甚至成為某種「準公共財」的概念，從

而與其他社會連帶的基礎（如共同的經濟、政治或精神利益）牽扯不清。對於社群組織的

邊緣份子而言，也可能出現解釋上的嚴重偏差（Halpern, 2008:21）。例如巴黎郊區移民社

區中的北非裔青年，雖然隸屬該社會網絡，但對於公共利益與社群規範的維持可能毫無貢

獻且漠不關心，甚至不認為與其社群間有情感上的歸屬，而卻同樣可自該網絡中獲益。又

例如在以班級為單位的競賽中，一個從不參與活動甚至蓄意逃避這類活動的學生，在班級

獲獎時依然可以獲得同樣多的榮譽。面對這種「搭便車」（free rider）現象，若只強調社會

資本在總體社會關係上的反映，似乎無法回應個別成員在努力與付出間的不對稱關係，也

無從在經驗研究上做出更具體深入的區分。就社會網絡可能發揮的功能而言，社會資本不

只是結果，更是其原因。 

事實上，在馬克思原本關於資本概念的古典範式中，資本既是社會關係的表現，也是

決定社會階級關係的力量。因此在探討「社會資本」的運作時，僅描述其在結構面上的構

成因素顯然是不足的。筆者認為有必要由動態競爭情境來重新思考社會資本的運作。將「競

爭」概念引入社會資本的討論中，很可能為此一論題帶來更具發展性的前景。因為透過競

爭，不但能檢證潛在社會資本的動員機會與表現形式，更可透過各別競爭者在不平等關係

（或不對稱資訊⁄資源結構）下的反應，分析其社會資本的累積策略。即使就家庭範圍內而

言，國內亦有教育學者主張家庭、社會資本與社會成就之間確有關連，最近的若干研究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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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亦證實不同社經地位學生的家庭社會資本有顯著差異，同時家庭背景及家庭結構也確實

會透過社會資本而影響子女的學業成就（周新富，2006）。 

 

二、 關於競爭情境與社會信任 

在社會學傳統中，關於競爭與受益的基本觀點相當分歧；這些觀點大致上圍繞在「實

體論」與「關係論」這兩種大相逕庭的理論取向進行論辯。實體論者假定一個社會中的總

資源是一定的，因此競爭可被視為奪取實體社會資源的手段。這種論述的可以馬克思（Karl 

Marx）為代表。馬克思關於競爭的論述，基本上是圍繞階級鬥爭的概念發展的。最有名的

例子是《共產黨宣言》（1847）中所提到的：「到目前為止的一切社會的歷史，都是階級鬥

爭的歷史(Die Geschichte aller bisherigen Gesellschaft ist die Geschichte von Klassenkampfen)」

（Marx & Engels, 1972:462)。馬克思對這段話的另一個著名的解釋是：「到目前為止的一切

社會的歷史都是在階級對立中運動的，而這種對立在各個不同的時代是各不相同的。但

是，不管這種對立具有甚麼樣的形式，社會上一部分人對另一部分人的剝削卻是過去各個

世紀所共有的事實。」（《全集》第 4 卷：465）這樣的競爭命題，在結合「類存有」和「分

工」的概念後，便發展出關於階級的理論。在《德意志意識形態》（1845）中，馬克思曾

清楚說明：「單獨的個人所以組成階級只是因為他們必須進行共同的鬥爭來反對某一另外

的階級；在其他方面，他們本身就是相互敵對的競爭者。另一方面，階級對個人來說又是

獨立的，因此個人可以看到自己的生活條件是早已確定了的：階級決定他們的生活狀況，

同時也決定他們的個人命運」（《全集》第 3 卷：61）。基本上，馬克思之所以使用階級概

念來描述社會資源的競爭，是因其將社會資源視為有限的集合，而階級鬥爭的目的就在於

爭取資源分配的權利。但更重要的是，諸種社會資源的分配是社會與總體歷史作用的結

果。在資本主義市場中，一方面，這些資源透過交換價值而轉化為資本；另方面，「這些

資本又只有通過與非資本（das Nicht-Kapital）相聯繫才能交換，或者說，才存在於資本的

這種規定性（Bestimmtheit）上」（《全集》第 46 卷(上)：230-231）。 

相對於此，關係論者認為競爭並不只是為了爭奪物質資源，某些精神上的利益（如榮

譽）也可能成為競爭的目標。此外，資源的競爭不一定是零和遊戲，這取決於競爭者間的

關係性脈絡。這種觀點可以德國社會學家 Georg Simmel 為代表。Simmel 認為，有關「競

爭」的社會學本質，關鍵在於：其中發生的鬥爭是一種間接的鬥爭，而非直接的爭奪。在

日常生活的慣用語法中，人們通常使用「競爭」這個詞來指涉這樣的鬥爭：雙方同時爭奪

一個鬥爭獎賞。但「競爭性鬥爭的形式首先不是進攻和防守，之所以不是，因為鬥爭獎賞

並不在對方手中。誰為了贏取別人的錢財、別人的女人或別人的榮譽而鬥爭，採取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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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技術就與競爭完全不同；ㄧ個人和別人競爭（konkurriert），就是將公眾的錢財送進自己

的口袋裡，獲得一個女人的青睞，通過行動或者言語獲得更大的名聲。在許多其他鬥爭方

式 中 ， 戰 勝 對 手 並 不 僅 僅 直 接 獲 得 獲 勝 獎 品 ， 它 本 身 就 是 獲 勝 獎 品 」（ Simmel, 

2000:118-119）。換言之，競爭本身並非某種（工具論意義上的）手段，它本身就是目標。

因此，當競爭是為了達成特定目標，且目標清晰的情況下，競爭的關鍵在於達到目標、而

非擊敗對手。這也是 Simmel 與馬克思關於社會競爭的描述性範式最大的差異：Simmel 的

理論預設了個體間的競爭最終而言有助社會整體利益。換句話說，社會總資本可透過競爭

而擴大。用經濟學的線性表述來說，市場上的商品會因競爭所帶來的外部效益而提升交換

價值。Bourdieu 的語言市場理論與此有異曲同工之妙。Bourdieu 主張論述（discours）做為

市場中的商品，將受婉轉修辭法則（euphérisme）的規範，使自身以更細緻的方式進行語

言的象徵交換和資本的積累與轉換。 

即使 Simmel 並未直接使用「社會資本」一詞，但他對於競爭類型的區分和描述，以

及強調競爭規範可能增進社會總體利益的看法，大致上仍符合 Putnam 等人有關社會資本

的假定。現在的問題在於，關係論者是否能提供一個更廣泛的關於競爭情境的社會理論，

以說明競爭之所以能增進個體利益並符合社會期待的原因。關於這點，Simmel 的回答是：

個體競爭為社會帶來的總體利益，遠遠超過它在競爭鬥爭中因偶爾消滅個體而遭受的損

失。這在法國民法典的法律原則條款中是自明的保留條件，所有對不當競爭（concurrence 

déloyale）的法律處置都是基於這一法律原則：「任何人的行動給他人造成損害，都有義務

對此彌補」（tout fait quelconque de l’homme qui cause autrui un dommage oblige celui par la 

faute duquel il est arrivé à le reparer）（Simmel, 2001:133）。然而，單是根據法律原則的保留

條件，仍無法有效說明個體競爭與社會資本之間的關連。特別是用來規範競爭行為及其合

理範圍的各種規則（包括法律、道德、習俗和諸種社會意識型態），究竟是如馬克思主義

者所言的「代表統治階級的壓迫性的力量」，抑或對弱勢團體而言同樣是某種有利的保障？

Friedberg 從組織構面提供了一個非常有趣的社會動力學解釋，恰可作為 Simmel 理論的補

充。根據他的看法：「諸種規則始終處於深刻的雙向矛盾之中，儘管它們對於每一個相關

的人，都是一種制約力量，但是，與此相反，它們又明確地顯示並反映出相關群體一種必

要的、最低限度的共謀，這種共謀有利於穩定它所造就的協商關係與妥協互讓。[…]行動

者在其行為中，也相當充分地表現出這種雙向矛盾特徵，行動者的行為也是雙向矛盾的，

在很大程度上，既由諸種對規則的逃避的嘗試構成（以防衛的方式使用規則，作為一種對

自己的保護，以防備其他人規避規則的嘗試產生作用）。在後一種情況下，行動者不僅不

試圖逃避規則，相反，堅持維護規則中的規定，以迫使其他行動者『尊重規則』，防止它

們歪曲規則。」（Friedberg, 2005: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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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透過以上的論證，可發現無論是競爭的規則本身或參與競爭的行動者，都處於雙向矛

盾之中。而競爭中的個體是否會遵守規則（甚至維護規則），某種程度上也正是社會秩序

之所以可能或不可能的原因。Burt透過企業社會學的研究，主張今天的制度乃是過去企業

家競爭的剩餘（Burt, 2008:234）。對於企業而言，最簡單的策略是「壓縮關係網絡以避免

一些令人不愉快的約束」，例如退出約束力過高的關係或組織。但倒過來說，在約束關係

中有著對於策略性行為的激勵，而在社會關係中則有負激勵（Burt, 2008:248）。無論如何，

遊戲規則的確定與持續，有助行動者對於參與競爭或交易的公平性的信任和並提升其判斷

的信心水準，從而增加對於風險的控制能力。在此，信任可被界定為「基於對意圖或價值

的相似性判斷，某一方願意為另一方而遭受傷害的意願」，亦即人們願意為了所信任的人

而付出的成本；這也是Rousseau、Sitkin、Burt和Camerer（1998）等人對於社會資本的基本

看法。Earle、Siegrist & Gutscher等人進一步由風險的角度區分區分信任（trust）與信心

（confidence）這兩個相聯的概念。根據他們的觀察，信任通常是基於社會關係、團體會員

和共享價值而出現的；而信心則必須建立在經驗或證據的基礎上。兩者最大的差別在於：

一個人對他人的信任牽涉到對風險（risk）的判斷與弱點（vulnerability）的掌握，但信心

無此問題。在此意義上，可以說信任是一種社會關係的反映，其關連的對象是人（或擬人

化的實體）；至於信心則是一種熟悉度（familiarity）的問題，牽涉到的是事。我們可以想

像一個人對任何事都充滿信心，但他不一定會輕易相信任何人。然而信心與信任卻又可能

在特殊脈絡中交互影響；至少這兩者都可能在不同形式的合作中有所貢獻（Earle, Siegrist, & 

Gutscher, 2001:183）。晚近，Earle等人透過手機產品使用者的信心與信任研究，進一步提

出「信任與信心的雙元模型」來解釋社會資本的運作。下圖是其研究報告中的相關數據

（Earle, Siegrist, & Gutscher, 2006）： 

 
圖 2. Dual-mode Model of Trust and Confidence.  

Sources: Earle, Siegrist, & Gutscher, 2006 (Figure 3-1).  
Values represent standardized estimates (N=1313). All coefficients are significant (p<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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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信任對於參與競爭的行動者間的反應有極大的影響。由 Granovetter 等人的鑲嵌理

論來看，信任是使各種社會網絡的鑲嵌之所以可能的結構性力量。即使從 Burt 的結構洞理

論來看，包括產品網絡和市場利潤的分析、玩家與結構之間的關連，也都必須建立在最低

限度的信任基礎上。在早期關於社會資本的眾多理論家中，Burt 的「結構洞」概念或許是

最能夠結合競爭模型的觀點。根據他的說法，「結構洞的力量是無形的：第一，洞是非冗

餘的無形關係，我們看不見洞，而只看得見沒有洞的時候的關係；第二，洞連接的不是我

們看得見的玩家，他們連接起來的往往是一些無形的玩家。結構洞的因果力量在於玩家網

絡內部各種交錯而成的關係模式中。人與組織與其說是行動的發起者，不如說是結構性地

誘發行動的媒介」（Burt, 2008:189）。然而，競爭是一個動態的概念，除了網絡分析常提到

的各種主因素變量（如網絡內的人、距離、密度、廣度、規模、約束）之外，還應該在給

定的信任水準上，加入三個動態競爭的重要條件：⑴競爭者對於市場的依賴性（competitor 

dependence ）： 其 意 味 著 競 爭 者 掠 奪 市 場 的 必 要 性 。 ⑵ 行 動 的 不 可 逆 性 （ action 

irreversibility）：即一但發動競爭就無法回頭的決斷性。⑶配對回應（matching response）：

指防禦者不斷複製攻擊者的競爭行動的特殊模式，防禦的一方既不放棄現有優勢、也不持

續升高競爭態勢至相互毀滅的交戰狀態（warfare）。由於這三者都會對競爭回應的構面造

成直接的影響，對於建立動態競爭的社會學分析至為關鍵，因此有必要詳加論述。 

在此要特別強調：本研究之所以特別關注社會信任對於競爭的影響，是因為研究者認

為社會資本不應被假定為只與合作有關。事實上，特定範圍內的社會資本不只有助於合

作，同樣也有助於競爭。在市場競爭情境中，有別於社會網絡分析者所主張的「企業關係

隨著交易規模的擴大而增加」或「企業關係隨著供應商和消費者之間的聚集程度調整而增

加」（Pfeffer & Salancik, 1978:157-161），研究者認為，較高的企業關係固然代表企業在市

場內所投入的努力，但這不一定能提升企業競爭力。過於複雜的網絡關係有可能會使企業

決策受到更多的外部約束（例如基於人情壓力）而延緩企業的競爭回應。就動態競爭而言，

參與競爭的行動者所需的回應時間是相當重要的變數，而可能影響回應時間的因素則有許

多；如 MacMillan（1985）發現企業的組織慣性（organizational inertia）會延遲回應時間，

相對的，策略性挑戰（strategic challenge）則有助加速回應速度。｛社會資本的增加似乎只

會導致組織慣性的增加，而不會同時提高策略性挑戰的層級｝。但正如管理學大師 Porter

（1980）強調的：「任何競爭行動的最終效果，往往須視該行動是否未受到挑戰，或者一

旦遭到挑戰的時，對手是否會延遲做出競爭性回應而定」。 

一般來說，市場中的行動者最能從那些能夠避免或延緩競爭性回應的競爭行動中獲

利。而預測一個競爭性行動是否能夠不受挑戰的精準度，乃是研究策略性行動的首要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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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明哲，2008：64）。至於挑戰與競爭回應是否會發生，則取決於行動者可能針對此行

動採取回應之競爭者的報酬而定。從賽局理論（Game Theory）的觀點來看，這種伴隨攻

擊（moves）與反擊（countermoves）產生的報酬乃是相互依賴的（Rasmusen, 1990）。Weigelt 

& MacMillan（1988）也認為依據雙方報酬的相互依賴性來選擇適當的賽局理論，是十分有

用的預測工具。在本研究中，雖不直接涉及資源競爭的策略性問題，但此種思考觀點卻有

助於探討西方社會學者所強調的家庭基本功能，在快速轉型的客家社會中是否依然成立？

例如「社會化功能」（socialization function）、「社會地位功能」（social status function）、「保

護功能」（protective function）和「經濟功能」（economic function）等論題（Horton & Hunt, 

1976）對於原本就弱勢的客家族群而言，傳統家庭的功能究竟是不利於社會資本積累的限

制性因素，抑或能滿足新的社會需求？ 

 

三、 關於網絡中的距離測定 

社會場域的存在與確認應是「社會資本」概念之所以可能的前提，這也是「社會網絡」

的展現場域。在 Bourdieu 的理論中，所謂社會場域（champs social）是個人能夠運用其社

會資本並同其他資本進行交換的空間。因此，社會場域必須是行動者能夠彼此溝通的範

圍 。 Luhmann 主 張 「 社 會 的 特 徵 就 在 於 以 可 能 的 有 意 義 的 溝 通 範 圍 做 為 其 邊 界 」

（1984:551）。至於系統的自我指涉（Selbstreferenz）與異己指涉（Fremdreferenz），其實也

就是「簡單化」與「複雜化」的過程，這在溝通行動中尤其明顯。溝通是人際交往的必要

手段，因此一個人的溝通能力多少也意味著他使用社會資本的自由度，但哪怕是一個簡短

溝通中的訊息也總是過於複雜，意義關連的方式又過多，在未經簡化的情況下，元語言的

定義根本是不可能的。在某種意義上，可以說溝通總是簡化的，因此是未完成與不完全的。

也唯其如此，溝通才是可能的。但溝通之所以可能，還牽涉到複雜的行動者間相互期望的

偶合因素，此即 Parsons 所提出的「雙重偶變」（double contingency）命題。Parsons 認為期

望在與互動過程相關連時，至少牽涉到兩種相互區別的系統性秩序：一方面是象徵系統中

的秩序，它使得溝通成為可能；另方面則是關於規範性方面的期望的動機傾向的相互性

（Parsons,1964:36）14。這種雙重偶變的概念牽涉到極為複雜的線性表達，就行動者在社會

互動中的自我觀察而言，理解或猜想對方的意圖之所以可能，勢必預設一個結構性偶合

（strukturelle Kopplung）的整體（實在的建構），然而在二階模控論（zweiter Kybernetik）

的視域中，這種偶合本身只能是模糊的觀察表述。從動態思考的觀點來看，無論是結構偶

                                                 
14 Expectations then, in combination with the double contingency of the process of interaction as it has beend called, 
drate a crucially imperative problem of order. Two aspects of this problem of order may in turn be distinguieshed, 
order in the symbolic systems which make communication possible, and order in the mutuality of motivational 
orientation to the normative aspect of expectations, the 'Hobbesian' problem of or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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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或功能偶合的概念都不符合觀察者自身歷時的連續體驗。Luhmann 的觀察理論因此被導

引到弔詭的方向上：「結構偶合」已預設某種偶合結構的狀態是可想像的了。事實上，對

Luhmann 來說，結構的功能似乎只是在於使事件到事件之系統再生產成為可能（顧忠華、

湯志傑，1996）。就社會資本的角度來看行動的偶合結構，最有名的是林南（2005）關於

「行動效應的偶合結構」的論點。他認為引向較佳的資本結構的因素，主要來自兩種效應：

結構中初始位置的效應，以及來自網絡（連帶與位置）與它們的合併效應。而「儘管位置

效用的命題明確地反映結構的影響，但網絡的命題卻反映某個機會與選擇的混合物。機會

與選擇是否反映以及在何種程度上反映目的性行動，仍需要進一步討論。[…]弱連帶效用

與位置效用代表著機會與選擇，因此仍與行動有關。[…]在階層結構的頂端，能夠向上接

觸的範圍便逐漸減少。因此，相較於向下接觸，當垂直的連結（弱連帶）出現時，朝上接

觸的可能性也降低。」（林南，2005：117） 

如同許多結構分析學者，林南關於社會資本的解釋模型大致上也是由機會和選擇的角

度出發的。無可諱言，機會是社會資本的某種功能性表現，但問題是：在我們接受「社會

網絡能提供機會或資源」這種功能假定之前，似乎應該先釐清社會資本與社會場域（或社

會空間）具有何種結構性的對應關係。Bourdieu 提供了一個笛卡兒式的剛性座標架構。對

他而言，社會空間（espace social）是來自彼此互相區別又共存的位置的總合，這些位置透

過相互外部化造成區分，從而形成有意義的總體（Bourdieu, 1994:20）。也就是說，若非

系統進行自我區分，場域是不可能出現的15。在此，Bourdieu 與 Luhmann 選擇了兩種完全

不同的表述法，但描述的基本上是同一件事（Luhmann 側重系統本身的構成，而 Bourdieu

強調系統內部的秩序關係）。進一步來說，「所謂的『場域』是由附著在某種權利或資本

形式的各種位置間的一系列歷史關係所構成的，所以在知識的生成和傳播資訊的背後，往

往都是存在著政治和文化及經濟的權力運作。每種場域都是充滿衝突和爭奪的」（Bourdieu, 

1982:97）16。古典社會學理論假定：社會空間因資本積累與分配不均而有階級差異，並在

社會行動場域中形成權力運作的衝突。從馬克思到 J. Schumpeter 的經濟分析，大致上就沿

著這條思維軸線進行。即便 Simmel 也認為：「倘若在人們當中任何相互作用都是一種社

會化，那麼，鬥爭是最生動活潑的相互影響之一」（Simmel, 2002/1908: 178）。 

這種制度社會學的觀點不僅可應用在家庭領域，更可融入社經領域的分析，並對於壟

斷、寡佔或部分競爭巿場現象提出具有說服力的解釋，而這主要是因為其合理地引入「風

                                                 
15 […] ensemble de positions discinctes et coexistanes, extérieures les unes aux autres, définies les unes par rapport 
aux autres, par leur extériorité mutuelle et par dex relatious de proximité, de voisinage ou d’éloignement et aussi par 
des relations d’órdre, comme au-dessus au-dessous et entre[…]參見 P. Bourdieu (1994), Raisons pratiques. p.20. 
Paris: Seuil. 
16參見 P. Bourdieu (1982), Les règles de l’art. p.97. Paris: Seu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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險」的概念。其實社會學談到符號互動與交換時，最基本的概念就是風險（例如 Blumer

與 Homans）。由非線性觀點來看，風險是無所不在的，因此恆平穩定狀態（世界大同、

社會永續）是不可能的。任何企業、組織都如同有機體一般，其存活取決於生命表函數的

作用。於是，企業如何存活的問題，換另一種說法也就是如何避開風險的問題。根據馬科

維茨（H. Markowitz）的選擇理論，在競爭情況下，預期效用最大化等於預期收益極大化

和預期風險極小化，但最大利潤和最小風險本身就是衝突的概念，為了求取平衡，人們在

計算最大利益和尋求最小風險時，就會產生一個根本的問題：競爭的範圍、效益和風險的

場域等等，這些範圍、場域究竟是如何被想像出來的？潛在的競爭對手似乎無所不在，但

又尚未出現在眼前，這種「模糊競爭」的情況，可能是社會生活中最特殊、也最有趣的現

象。此處所謂的模糊競爭（這是筆者還在發展中的概念）與 Burt 所描述的「不完全競爭」

（incomplete competition）略有差別。Burt 基本上是以行動者可依其意願在市場中採取競

爭策略，而不受最強玩家的左右來界定完全競爭的；因此，不完全競爭主要是受到強勢個

體或團體的社會網絡、情感、道德、意識形態等因素制約、而無法採取放任競爭的情境17。

但此處所使用的「模糊競爭」並非關於集中程度的概念，而是嘗試描述一種亦敵亦友、敵

友莫辨的特殊情境。這種情況之所以出現，主要是由於：當一個行動者在準備行動時，考

慮到的可能是一個很複雜的脈絡，但其對這個環境的認知以及對風險概念的計算，和其他

人對於環境的認知以及對風險的計算可能是不一樣的。如此就會出現競爭中的「模糊距離」

問題：A 到 B 的距離經常不等於 B 到 A 的距離。即： 

│d (a-b)│≠│d (b-a)│ 

要說明行動者Ａ與行動者Ｂ之間的關係是如何出現並被界定，並不是件容易的事。關

鍵在於：行動者Ａ在界定ＡＢ之間的距離時，其實已經隱含了合作或競爭關係，並且Ａ所

認知的距離不見得就是Ｂ所認知的距離。特別是，當競爭者對於彼此意圖的猜測，也建立

在某種外部承諾與不可逆轉性的觀察基礎上。當攻擊者刻意隱瞞其「真實行動類型時」，

其他人便無法掌握攻擊者的行動（Rasmusen, 1990）。此時，競爭者之間的距離將呈現出「不

可測集」（unmeasurable set）特性；特別是，若欲將信任或競爭的「社會距離」視為一個連

                                                 
17 Burt 基本上嘗試修正 Stigler 關於「完全競爭」的古典定義。後者以「在市場上不存在壟斷權力」來界定

完全競爭。但 Burt 認為，在不完全競爭的市場中，行動者雖然不受價格機制支配，但玩家仍會受到「具有

支配性地位玩家控制，其他玩家一樣微不足道」。此一觀點某種程度上推翻了過度強調價格機制的理性選擇

預設，但這種「非此即彼」的兩極架構是否能夠窮盡具體的競爭情境：市場中的行動者是否必然受制於這兩

種力量之一的約制？根據 Giddens 的看法，現代社會中的信任基礎似乎正發生根本的改變：包含在現代性制

度中的信任模式，就其性質而言，實際上是建立在對「知識基礎」的模糊不清和片面理解之上。此外，社會

學中有關市場謠言的分析和晚近經濟學中關於「沉沒成本」的討論，似乎都顯示在此兩種力量之外，行動者

對於成本的主觀認知和對於特定網絡的想像，在具體的經濟活動（投資與競爭行為）中亦具有關鍵作用。參

見 Stigler（1957）、Giddens（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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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函數（如林南，2005），並以此作為社會資本的測量指標，恐怕會出現無法預見的問題18。

因此在競爭策略上面，{至少在討論一個場域是如何被確定出來時}，固然受到經濟、文化、

政治等因素的影響，但當我們進一步發展這個概念時，卻無法忽略非線性的距離界定因素

（距離是如何被認知的？）而距離會帶來意義，這是一切問題的根源。假設每一個行動者

都在界定自己與重要他人（significant others）的特殊距離（連帶界定其間隱含的善意與敵

意），此時，競爭場域的邊界很容易基於某些初始因素而被定形。 

 

四、 社會網絡對資訊傳遞之影響 

若將創新的傳播視為一種社會過程的前提，則社會學中的網絡分析方法就是研究知識

傳播與知識傳播管理的不二法門（羅家德 etc., 2003）。事實上網絡理論的發展，自 White

（1970）以來就逐漸脫離社會支持網絡的研究，而開始討論社會結構如何影響勞力市場中

的社會流動行為，開啟了以「網絡」來研究組織行為的趨勢。接下來的 Granovetter（1973；

1974；1985；1992）、Krackhardt（1992；1994）、Burt（1992）等人則進一步讓網絡理論

與經濟學及管理學的理論對話，企圖提出一個融合經濟學與社會學的理論分析模式，甚至

以網絡理論為基礎進一步替企業進行診斷，其中又以 Burt 的網絡分析模型在商業研究上

應用最廣。Krackhardt 則是將網絡分析用在組織行為研究上的開創者。網絡分析不論在經

驗研究上或是實務的商業診斷當中都相當有用，他指出人們對組織中的規範與行為方式的

認知並不是獨立存在的，人際網絡所扮演的角色就是個人的傳輸導管，可借以與他人分享

觀點，互相影響、互相妥協以達成一致見解。所以網絡結構是組織中資訊與知識傳導的一

張地圖。那些網絡結構會影響智識資本的創造與累積呢?一些過去的網絡理論研究提供了我

們十分有意義的答案。在晚近對社會資本的研究，幾乎都有把社會網絡納入社會資本的範

疇。Nahapiet & Ghoshal（1997）的文章中認為社會資本主要從結構面、關係面及認知面三

個方向去衡量，進而影響到資源及資訊的傳遞，最後影響到組織的知識資源產出。Tsai 和 

Ghoshal（1998）則進一步將社會資本做細部調查，分成結構面（relation tie）、認知面（公

司願景）及關係面（信任），作為衡量社會資本的指標。Seibert、Kraimer、Liden（2001）

的研究，則認為網絡結構（弱連帶、結構洞）會影響到社會資本（於其他部門及高階主管

的接近性），進而影響到資訊、資源的取得，及人際上的相互幫助，最後影響到成員的生

涯發展。Burt（1992）進一步主張：一個玩家（player）在競爭的社會結構中所在的位置，

會決定這個玩家其社會資本的多寡，並會對這個玩家所能獲得的競爭利益（訊息利益與控

制利益）有所影響。這些研究主要把重心放在團隊的組成結構不同所造成知識分享的差

                                                 
18 事實上，只要不是零集的任何可測集內均含有不可測集。Cantor 函數的相關探討已證明「絕對連續函數顯

然是在通常意義下的連續函數，其逆不真」。參見胡紹宗（1997:75-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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異，也就是從團隊的網絡密度、權力集中性、以及小圈圈狀況來看不同團隊知識創新能力

的不同，主要是著重結構的角度，而非團隊成員的態度與行為的觀點。 

在有關社群與「社會網絡」（social network）的研究中，Rheingold 曾提出一個新的分

析架構，認為當足夠人數的參與者在網絡上長期投入一個公共討論後，這些人將分享彼此

的經驗並且投入情感以形塑出一個虛擬社群；而網絡的觀點則以個體週遭的關係想像社會

性，試圖理解個體與他人之間的連結構成何種樣貌的個體社會網絡。例如，從較為散漫的

第三部門組織架構到較積極的個體網絡架構，其網絡連結方式的差異大致如下圖所示： 

 

圖 3. 個體網絡的形成 
圖片來源：www.trustexchange.net/stn/SocNets.html (2008/08/05) 

  但無論個體網絡的結構為何，當個體網絡依據原有的網絡組織方式擴大到社會層次

時，其組織中的網絡複雜度將高到難以想像的地步（如下圖）。因此既不易進行分析，亦

不易區辨其中的資訊傳遞方式。因此，欲針對網絡的「性質」進行研究，就必須對各種以

特殊「碎形」（fraction）關係集結的社會資本網絡進行微分工程。為此，本研究將使用問

卷調查方式，釐清前述問題意識。 

 



 

117 

 

圖 4. 個人網絡的碎形集結 

Castells（2001）將「個體網絡」表達為在初級關係、次級關係之後第三個階段的社會

性，也就是第三級關係，也具有類似的意涵。資訊社會中以社會網絡為主的社會性是傳統、

工業化社會後的第三種社會結構的觀點。如圖 3-3，顯示了三種瞭解人際間連帶關係的觀

點。從 A 的觀點來看人際連帶是以血緣、地緣關係層層展開的，地理位置上的親近決定了

個體週遭的社會關係，而在不同生命階段所遇到的血緣、同學、工作關係可能都奠定在地

緣關係上，重疊性很高；圖中 B 型態的社會關係展現的是有機連帶，個體同時參與不同群

體，雖然仍有重疊，但在每個團體中和任何一個人的關係總是明確的，很容易就能分類；

而 C 是以社會網絡的觀點所構成的連帶關係，除了線下的關係之外，個體也具有與線上關

係間構成的連結，或是線上高密度網絡構成的社群。C 的社會網絡結構容納了有機連帶以

及機械連帶，產生異於前兩者的社會性。 

 

 

 

 

 

 

五、 家庭型態的轉變及其社經因素 

  家庭組成型態改變不僅影響家庭關係和家庭教育品質，也牽動社會福利與政府相關政

策之更迭，包括所得補助、老年照護、醫療、教育、兒童福利及住宅政策等。台灣地區近

年來由於產業型態和工作型態的轉變，加上外來文化的衝擊和社會價值觀的快速轉變，以

致都市和鄉村地區的家庭型態都出現明顯變化。根據台灣內政統計的定義，台灣地區的「家

庭型態」因為組成成員的不同，大致可分為以下幾種： 

1. 核心家庭（nuclear family）：指該戶由父母親，以及至少有一位未婚子女所組成，但

可能含有同住之已婚子女或其他非直系親屬。 

2. 三代家庭：指該戶成員為祖父（母）輩、父（母）輩及至少一位未婚孫（子）女輩，

但可能還含有其他非直系親屬同住。 

3. 夫婦二人家庭：指該戶只有夫婦兩人居住。 

4. 單人家戶：指該戶僅一人獨居（即個人戶）。 

5. 單親家庭：指該戶成員為父或母其中一人，以及至少有一位未婚子女所組成，但可能

含有同住之已婚子女，或其他非直系親屬，如兄弟姊妹。 

我
我 

我

A 
B 

C 

圖 5. 三種「社會性」網絡關係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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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祖孫二代家庭：指該戶成員為祖父（母）輩及至少一位未婚孫子(女)輩，且第二代直

系親屬（父母輩）不為戶內人口，但可能含有同住之第二代非直系親屬。 

  據行政院主計處統計，歷年來我國家庭型態一向以父母及未婚子女所組成之「核心家

庭」所占比重最高，但近年來，由於經濟與社會的轉型，台灣核心家庭比例已由 1988 年

的 59.1%逐年下降至 2004 年 46.7%。至於以往佔第二位的「三代家庭」，也由 16.7%略降

為 15.2%；也就是說，無論是傳統的「大家庭」或「小家庭」型態都正在式微。與此同時，

「夫婦二人家庭」與「單人家庭」則以驚人速度成長，比率分別上升至 14.2%及 9.9%。至

2004 年為止，我國計有 100 萬戶夫婦二人家庭，為成長速度最快之家庭組成類型，形成時

下流行的「頂客族19」文化。 

   另一個重要的社會現象是「單親家庭」比率已增至 7.7%，而「祖孫二代家庭」（即

隔代教養家庭）亦增至 1.2%。就家庭人口數而言，由於單人家庭、夫婦二人家庭、單親

家庭及祖孫家庭等項目在比例上都上升了，因此平均每戶人數（戶量）也由 1988 年的 4.1

人降為 2004 年 3.2 人（詳見表 1）。 

表 1. 我國家庭型態變遷 

 1988 年 2004 年 增減率(%) 
全體家庭(千戶) 4,735.2 7,083.4 49.6 
單人家庭 283.3 704.1 148.6 
夫婦家庭 362.3 1,003.7 177.1 
單親家庭 273.2 548.3 100.7 
祖孫家庭 39.5 81.8 107.3 
核心家庭 2,799.7 3,307.2 18.1 
三代家庭 790.4 1,077.5 36.3 
人口數(百萬人) 20.0 22.7 13.7 
平均戶量(人/戶) 4.1 3.2 -0.9 

（資料來源：行政院主計處20） 

  家庭型態的轉變與社經環境息息相關，例如單親家庭的比例，會隨離婚率提升而增

加，而夫婦二人家庭亦隨晚婚晚產、少子及國人壽命延長而擴增，這些因素不僅影響各類

家庭型態數量之消長，也會促使其組成內涵和本質產生變化，如年輕人受教育年限延長及

獨立年齡延緩，連帶使核心家庭的年齡分配產生平移，而「單人家庭」及「夫婦二人家庭」

受年輕人口自家庭外移及高齡化社會二股力量的衝擊，不同組合結果自然會影響所須採取

的政策措施。而高齡化社會的國家幾乎都會面臨「單人家庭」及「夫婦二人家庭」大幅成

                                                 
19 「頂客族」（Dink）是英文縮寫，意為「Double Incomes No Kids」。 
20 參見《家庭組成型態變遷第》，行政院主計處第三局第二科 95 年 6 月 27 日發佈。台北：行政院主計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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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的問題，以歐洲地區而言，「單人家庭」最近增長很快。近年來受到兩性平均餘命差幅

縮短的影響，加上歐洲各國政府大力推動在地老化的社區老人照護政策，使 65 歲以上的

夫婦二人家庭成長幅度高過單人家戶的成長。相較於 1988 年的婚配情況，台灣地區目前

35 歲以下族群因晚婚、晚產，已使家庭戶數由 5.8 萬戶降至 2004 年 5.1 萬戶，中老年人口

的家庭戶數則增加一倍以上，其中 65 歲以上年齡組更成長了 3.8 倍，為人口成長中最顯著

的年齡層。調查顯示，越來越多的銀髮族在有能力自行料理生活時，仍偏好夫妻自主的生

活方式。 

  就「單親家庭」而言，2004 年我國單親家庭已有 54.8 萬戶，較 1988 年成長了一倍以

上，其中以父或母為經濟主體之單親家庭計有 31.5 萬戶，以子女為經濟主體之單親家庭有

23.3 萬戶。單親家庭倍增的原因主要來自離婚率的上升（由 1988 年的每千人 1.3 對上升至

2.8 對所致）；此外，每年數千個非婚生嬰兒或喪偶家庭也是造成單親家庭的關鍵因素，惟

以父或母為經濟主體的家庭中，喪偶者所占比率已由 1988 年的 51％下降至 2004 年的 39

％（僅增加四萬餘戶），這意味著就長期而言，夫妻離婚及分居已成為單親家庭的最主要

成因（李威霆，2006:110）。 

  此外，目前家庭中有未滿 18 歲子女的單親家庭共有 16.7 萬戶，其中為以母親為經濟

主體之單親家庭佔 12.5 萬戶（佔全體單親家庭的 75%），較 1988 年增加了 5.3 萬戶，而以

父親為經濟主體之單親家庭只微增 0.2 萬戶。這顯示失婚但具有經濟能力的女性，比男性

更期望照顧小孩，而比較 1988-2004 年的台灣地區單親家庭狀況，亦可發現單親家庭實際

上的經濟戶長多為女性（比例增加 74.8%），這顯然與女性勞參率的提高有密切關連。但

職場女性獨自照顧小孩並不是容易的事，且單親家庭的小孩，很多是由外傭所帶大，或根

本就是鑰匙兒童，許多研究顯示這對個人身心發展以及日後的親密信賴關係具有負面的影

響。但更重要的問題是：單親家庭的子代是否可能因為較缺乏親代的社會資本挹注，而在

求學或日後就業的競爭中處於較不利的弱勢？目前國內學界對此議題的研究仍嫌不足。這

也是本研究欲探討的另一個重點。 

表 2. 單親家庭成長概況（1998-2004） 

 1988(千戶) 2004(千戶) 增減率(%) 
戶數 273 548 100.7 
以父或母為經濟戶長 152 315 107.8 
戶內有未滿 18 歲子女 112 167 49.5 
母為經濟戶長 72 125 74.8 
父為經濟戶長 40 42 4.6 
以子女為戶長 121 233 91.8 

（資料來源：行政院主計處，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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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祖孫二代家庭成長概況（1998-2004） 

 1988(千戶) 2004(千戶) 增減率(%) 
戶數 39 82 107.3 
祖輩為經濟戶長 35 70 101.4 
祖輩至少有一人滿 65 歲

且孫輩皆未滿 18 歲 10 29 184.8 

孫輩為經濟戶長 4 12 153.4 
（資料來源：行政院主計處，2006） 

  再就「祖孫二代家庭」而言，2004 年我國祖孫二代家庭總數共計 8.2 萬戶，占總戶數

比率由 1988 年的 0.8％上升至 2004 年的 1.2％，其中有 8 成 6 係以祖父（母）輩為經濟戶

長，其中戶內成員為 65 歲以上祖輩與孫輩皆未滿 18 歲的戶數為 2.9 萬戶，占祖孫家庭戶

數比例由 1988 年 26％上升至 2004 年的 35％。顯示「隔代教養」家庭與貧戶的重疊性日

益升高。針對這類家庭在經濟與教育上的困境，將有賴政府提供更多協助。 

  此外，就傳統型態家庭來看，2004 年我國核心家庭共有 330.7 萬戶，三代家庭有 107.8

萬戶，分別較 1988 年增加 18％及 36％，但都低於全體家庭成長幅度（49%）；以 35 歲以

下的勞動人口為經濟主體的家庭戶數也較 1988 年減少。相對的，45-54 歲年齡組占核心家

庭的比例，則由 1988 年的 21％上升至 2004 年的 36％，顯示時下年輕人延緩離家獨立生

活的趨勢。整體而言，我國家庭型態變遷與歐美國家類似，未來家戶單位仍會隨著戶量縮

小而持續成長，至於單人、夫婦家庭戶數則會因年輕人延緩成家立業時間及老年人在尚能

自行料理生活前偏好獨立生活趨勢而增加，反之核心家庭及三代家庭戶數將因社會環境變

遷而成長趨緩甚或減少。 

  總體而言，社會經濟型態的改變，使台灣逐漸接受歐美個人主義的生活方式，其特色

是注重個人價值和隱私、家人間各自獨立、家事自理（較少詢問其他家族長輩意見）。而

「個人主義社會的優點是以小家庭為主、較重視感情、親蜜關係的互動較為深入，因此每

個人的感受都被視為重要的、值得家內各人去了解接納支持。這也是小家庭比傳統大家庭

具有更高凝聚力的原因」（李威霆，2006:112）。但這樣的改變亦有其缺點，除了高齡化社

會所帶來的經濟與社會問題之外，就社會學的觀點而言，傳統大家庭的消解也意味著家庭

所能提供的社會網絡資本運作正發生結構性的變化。個人如何透過與其他家庭（或家族）

成員的網絡聯繫，俾進行區域性社會資本的累積？客家地區的家庭連帶方式是否會影響客

家人的社會資本運用與積累？本研究試圖透過苗栗客家地區的家庭關係與社會網絡的變

化，提供一個經驗研究的基礎，一方面印證前述文獻檢討中所提出的論點，另方面也嘗試

與理論進行更深入的對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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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方法 

一、 研究範圍 

在台灣西部都市成長線上，苗栗為相對發展落後且封閉之客家聚集區。因此，本研究

選擇以苗栗做為檢驗客家地區家庭資訊傳遞模式與社會網絡型態變遷之研究對象。具體而

言，本研究將包含苗栗十八個鄉鎮市區。 

二、 研究對象 

本研究將分別由動力學與靜態結構觀點，探討客家地區的家庭網絡與社會資本運作方

式，並比較客家與其他族群（主要為閩南族群）之差異。因此，調查對象鎖定苗栗地區之

客家家庭（「客家」身份採多重認定）。 

在根據網絡形態進行區分時，本研究主要參考前述 Burt 和 Flap 等人的理論架構對社

會資本進行統計與估算。總結來說，圍繞著「結構洞」和「橋」這些概念所開展出來的「擬

制性概念」（pro-forma concept），有助於補充 Coleman 和 Flap 的理論架構，並提供一個新

的思考方向，即：社會資本的大小固然取決於以個人為中心所建構的網絡成員所願意提供

的資源，但這些網絡成員所能夠提供的資源也取決於自身的人力資本。換言之，社會資本

應是綜合人力資本與網絡大小的函數。筆者認為可將其表述為如下函數： 

Ks = N * Kh* Vp （公式 1） 

｛Ks=社會資本；N=網絡成員總數；Kh=人力資本；Vp=提供資源意願或可能性｝ 

在此，N 是成員總數，也就代表網絡的範圍與規模，在此人際網絡中的每個可接觸對

象都有其特殊資源與能力（即人力資本）。為便於社會資本的轉換計算，可以網絡成員的

社經地位來代表其人力資本，其測量方式是以《改良版台灣地區新職業聲望與社經地位量

表》（黃毅志，2008:158）做為各種職業之評分依據。但考量到人力資本與不但與個人的能

力、特質和社會地位息息相關，且是具有情感連帶和意識形態等主體要素的行動資本，這

可能使社會資本具有不同屬性。事實上，在許多不同領域的網絡中，具有不同政黨傾向、

族群背景和意識型態的成員，彼此間的力量可能相互抵消，某些公民運動團體甚至曾經因

為同時引進不同屬性的政治資源而告分裂。因此，本研究大膽假設社會資本可能具有屬性

（方向性），而非一個中性概念。如此一來，就有必要驗證透過家庭傳遞而產生的「客家

社會資本」與「非客家社會資本」之間的特殊關係，以便推測社會資本的運作能量與形式。



 

122 

 

基於此一考量，本研究針對公式 1 進行修正，並將修正後的公式 2 用來做為本研究估算網

絡中的家庭社會資本總量的基準。 

Ks = N * Kh* Vp*Op(ho-he） （公式 2） 

其中，Ks=社會資本；N=網絡成員總數；Kh=人力資本；Vp=提供資源意願或可能性；Op=

資源開放性；ho=同質性，he=異質性21 

根據前述文獻探討、以及本研究關於社會資本與社會網絡間的特殊假定，整體研究研

究架構擬定如下所示（見圖6）。除了個人基本資料（年齡、性別、所得、居住地、族群…）

造成的差異，本研究架構將特別集中探討以下六大軸線上（V1-V6）的變數關連。 

 
圖 6. 研究架構圖 

三、 變數之操作性定義與衡量 

本研究依據研究目的及研究假設，將本研究之變數加以說明： 

1. 自變數：本研究的自變數包括：⑴個人基本資料變數；⑵家庭資訊傳遞型態；⑶家庭

網絡型態。分述如下： 

1-1. 個人基本資料變數：包括性別、年齡、教育程度、從事行業、客家血緣、使用

語言、年收入、居住地、定居時間、家庭型態、家中成員（人數）、使用語言等

                                                 
21 即使在資本屬性不同且互斥的極端狀況下，同質性資本與異質性資本之間的選取，某種程度上仍可視為某

種機會成本的問題，故 Op(ho-he)可參考 Burt 所提出的「控制利益」概念進行利益估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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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個子項。 

1-2. 家庭資訊傳遞型態：根據「家庭型態」、以及家庭關係的重要性和集中性指標：

包括「家中最能幫您解決問題的人」、「家中最主要的經濟來源」、「家中最主要

的意見領袖」、「家中誰最了解每個成員的狀況」等變項，將家庭資訊傳遞型態

區分為「傳統網絡」與「輻射網絡」（或稱 ARPANET 網絡）。家庭資訊傳遞型

態是以人際網絡集中性為導向的分析脈絡，亦即測量家庭成員的重要性是否有

集中在特定家人身上的特性。透過集中性的計算，即可根據網絡冗餘度做為區

分網絡形態的標準。網絡冗餘度之計算則根據與不同家人接觸頻率及重要性指

標之間的差異為分析依據。 

2 中介變數：本研究設定的中介變數主要是「家庭網絡型態」：包括「家庭連帶方式」

（solidarity）與「家庭凝聚力」（family cohesion）兩大指標。 

2-1. 基本上，「家庭連帶方式」是以特定親人為導向的分析脈絡，可根據「家中最了

解您的人」、「家中誰最了解每個成員的狀況」、「家中最能幫您解決問題的人」

等題項判斷。 

2-2. 至於家庭凝聚力，則根據研究者自製的「家庭凝聚力指標」，以設計問卷量表方

式計算得分。具體而言，其計算方式是以與不同親人的「接觸頻率與(A)」與「親

密程度(B)」之差距（B-A）為分數，驗證與特定親人間的差異，並根據自製的

家庭關係親密度量表（參見下表）計算親密接觸對象的社經地位量表分數之關

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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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家庭關係親密度量表 
親屬稱謂 接觸頻率 親密程度 親屬稱謂 接觸頻率 親密程度 
夫/妻 1-10 分 1-10 分 爸爸 1-10 分 1-10 分 
媽媽 1-10 分 1-10 分 兒子 1-10 分 1-10 分 
媳婦 1-10 分 1-10 分 女兒 1-10 分 1-10 分 
女婿 1-10 分 1-10 分 哥哥 1-10 分 1-10 分 
嫂嫂 1-10 分 1-10 分 弟弟 1-10 分 1-10 分 
弟媳 1-10 分 1-10 分 姐姐 1-10 分 1-10 分 
姐夫 1-10 分 1-10 分 妹妹 1-10 分 1-10 分 
妹夫 1-10 分 1-10 分 阿公(爺爺) 1-10 分 1-10 分 
阿婆(奶奶) 1-10 分 1-10 分 外公 1-10 分 1-10 分 
外婆 1-10 分 1-10 分 公公/岳父 1-10 分 1-10 分 
婆婆/岳母 1-10 分 1-10 分 孫子女 1-10 分 1-10 分 
外孫子女 1-10 分 1-10 分 伯伯、伯母 1-10 分 1-10 分 
叔叔、嬸嬸 1-10 分 1-10 分 姑姑、姑丈 1-10 分 1-10 分 
舅舅、舅媽 1-10 分 1-10 分 阿姨、姨丈 1-10 分 1-10 分 
堂兄弟 1-10 分 1-10 分 表兄弟 1-10 分 1-10 分 
堂姐妹 1-10 分 1-10 分 表姐妹 1-10 分 1-10 分 
姪子女 1-10 分 1-10 分 外甥子女 1-10 分 1-10 分 
配偶的兄弟 1-10 分 1-10 分 配偶的姊妹 1-10 分 1-10 分 

註：以 1-10 分表達與每位親人的接觸頻繁程度和情感親密程度。同一欄中有兩位以

上親人時（如兩個姐姐）以關係最密切者計分（無此親人填"0"） 

3 依變數：本研究依變數包括：⑴社會網絡型態；⑵社會資本量。分述如下： 

3-1. 社會網絡型依成員間主要連帶之基礎，區分為社區性的區域網絡、職場上的專業

網絡、以及基於共同的客家認同所形成的族群網絡。 

3-2. 社會資本量包括網絡廣度、可及性、與資源開放性。其測量將配合職業聲望量表，

以問卷為之。 

4 干擾變數：本研究未能控制的主要干擾因素包括： 

4-1. 政治因素：與族群認同有關，可能干擾客家與非客家的身份認同。 

4-2. 暫離人口因素（特別是外流人口）：由於不易直接接觸，無形中將影響抽樣的樣

本代表性。這是由於外離人口通常意味著境外的網絡，如能測得外離人口的資

料，對於本研究將有莫大助益。但這是國內外類似研究所面臨的共同問題，暫

不易克服。 

四、 研究假設 

  依據上述研究架構及研究目的所歸納的六大分析主軸，本研究試提出以下的相應假

設，俾便對照文獻回顧中所整理的理論假說，並對客家地區家庭與社會網絡的型態與品質

進行分類與驗證： 

假設 1 (H1)：客家地區家庭資訊傳遞型態對於家庭網絡型態有重大影響。特別是相對於

非客家家庭而言，客家家庭的資訊傳遞型態，較偏向傳統型（單核心）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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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可能以女性為家庭網絡的核心。 

假設 2 (H2)：家庭資訊傳遞型態對於其成員利用社會網絡的方式有顯著影響。特別是傳

統型網絡的家庭成員，較不易將資源運用於專業網絡中。 

假設 3 (H3)：家庭網絡型態對於成員可運用的社會資本量具有影響。這包括網絡廣度、

開放性以及可及性三方面的影響。 

假設 4 (H4)：家庭資訊傳遞型態對於成員可運用的社會資本量亦有影響，且傳統型網絡

中的成員，在社會資本的取得上將面臨較大約束。 

假設 5 (H5)：家庭網絡型態對於成員可參與的社會網絡型態具有影響。傳統型網絡中的

成員，較不易獲得社會網絡的多元性。 

假設 6 (H6)：社會網絡型態對於社會資本的取得具有影響。網絡的多元性有助於社會資

本的廣度與可及性。而專業網絡的有效經營應有助於工作成並取得較高的社

經地位。 

五、 研究方法 

  本研究為求社會網絡的測量精準度，因此採行量化研究的設計來進行相關調查。研究

過程中所採用的研究方法如下： 

1. 文獻分析法：針對客家地區家庭型態與社會組織之研究進行文獻蒐集與分析，並

對照台灣地區家庭與社會變遷相關研究。並期能與中研院目前進行中之台灣地區

家庭型態變遷調查資料交互對照。 

2. 問卷調查法：問卷調查是研究者用來蒐集資料之一種技術，可用來衡量受訪者對

問卷之態度及看法；即問卷是針對受訪者個人對問題之認知與態度之一種衡量技

術；問卷設計之內涵應包含下列十個步驟（Body，1985 引述自黃俊英，1992）。

分別為：1).決定所要蒐集之資訊，2).決定問卷之類型，3).決定個別問題之內容，

4).決定問題之型式，5).決定問題之用語，6).決定問題之先後順序，7).預先編碼，

8).決定問卷版面之佈局，9).預試，10).修訂及定稿。本研究之問卷調查包括兩部分：

(A)「家庭網絡調查」與 (B)「社會資本調查」。其中，家庭網絡調查主要是針對家

庭關係、成員凝聚力、家庭資訊傳遞模式、以及家庭網絡延伸性進行測量。社會

資本調查則針對各種區域性、專業性或族群導向的網絡進行測量，包括網絡廣度、

可及性與開放性等變項，最後計算其資源總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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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說明，本研究所採用的調查方法，主要是問卷調查法。預計抽樣總數則依據

Scheaffer et al.（1990）之抽樣公式： 

n =     N     
(N −1)δ² +1 

（公式 3）

其中，n 為抽樣樣本大小，N 為母體大小，δ² 為抽樣誤差，其計算公式為： 

Ss= Z² * (p) * (1-p)
C² （公式 4） 

其中，Z代表Z分數（95%信心水準時=1.96）P代表抽樣誤差的百分比，c 代表信心水準。

這個公式可進一步改寫如下： 

 n* = N * q 
Q² （公式 5） 

｛其中，n* =各鄉鎮市區之抽樣數、N=本研究抽樣總數、q=各鄉鎮市區之家戶數｝ 

由於本研究執行期間尚未有2010年的苗栗地區家戶總數資料，但經文獻研究可知苗

栗家庭戶數資料如下：2006年底本縣家戶總數為160,446戶、2007年底為163,155戶、2008

年底為166,752戶、2009年底增至170,104（參見圖7）。假定家戶總數增加率相較於過去

幾年並無太大變動，透過簡單線性回歸公式可得出： 

Y= 3257.1X - 6E + 06 且 R²= 0.9969 （公式 6） 

｛Y=回歸估計量數，R=回歸係數｝ 

據此推算，可預測2010年底，苗栗縣家戶總數應有戶數（Y）為173,257戶22。 

  本研究設定抽樣誤差為 5%，在 95%的信心水準下，可算出抽樣研究之樣本數須達 383

戶方可進行合理的統計推論。但考慮到本研究所採取的「苗栗地區家庭關係與社會網絡研

究問卷」之設計結構與問題陳述方式較為複雜，廢卷率難以估計。為求謹慎起見，本研究

將問卷發放數調高至 440 份。 

                                                 
22 參考內政部營建署住宅資訊統計網「家戶結構年報表」。查詢最新資料為《2008 年底年報》，網址： 
http://housing.cpami.gov.tw/house/Net/Query/house-info-b-N.aspx?edSeason=97Y&edTable=_114_HOUSEHOLD
_STRUC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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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 = 3257.1x - 6E+06

R2 = 0.99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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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 苗栗地區家庭戶數成長趨勢圖 

 

六、 測量與分析工具 

   本研究之測量與分析工具，除使用結構性問卷搭配 SPSS 與 Excel 進行描敘統計與推

論統計分析之外，更將以社會分析軟體 UCINET 與 PUCK，建構全盤性的分析與解釋架構。

其中 UCINET 已是廣為美國社會科學界使用的社會網絡分析程式；這是由美國的 Analytic 

Technologies 團隊（主要由 Steve Borgatti 與 Martin Everett 等人）所開發的軟體，藉由附隨

的 NETDRAW，可將分析結果視覺化。至於 PUCK（全名 Program for the Use and Computation 

of Kinship data）則是相當晚近的法國社會科學界的網絡分析軟體，其主要功能在於將親屬

關係的相關資料依特定分類目的進行「診斷」與運算，並可將視覺化絡親屬網運算結果輸

出至 Excel 等 Office 介面，或轉檔至 Pajek、Gedcom 等軟體。這套軟體是由法國國家科學

院（CNRS）研究員 Hamberger 所帶領的 TIP 研究團隊所開發的軟體，其特點是可用圖形

化方式，自動處理家族連帶與企業網絡的雙重分佈。TIP 軟體的發展是法國人文社會科學

界的重要計畫，這些軟體主要用於人類學、社會學與歷史學領域。包括 2002-2004 年間由

Laurent Barry 團隊所開發的民族誌分析軟體 ATIP-TIME（Traitement informatique des 

matériaux ethnographiques）、2005-2009 年間由人類學者 Michael Houseman 與歷史學者 Cyril 

Grange 共同開發的親屬連帶分析軟體 ANR-TIPP（Traitement informatique des phénomènes 

de parenté en anthropologie et histoire）、以及由 François Héran、Camille Roth 與 Michael 

Houseman 等人在 2009 年合作開發的親屬關係模擬軟體 ANR-SimPa（Simulations de la 

parenté），都是極為重要的分析工具。由團隊成員的重疊性可知，這些社會科學分析軟體尚

具有小眾社群試用性質，但其強大的分析功能，已為社會網絡分析帶來新的曙光。特別是

ANR-SimPa 更別出心裁的獨具親屬關係的模擬與親等推算功能。而約略與 ANR-SimPa 的

發展同時，K. Hamberger 等人則致力於發展 PUCK 軟體，將人類學的親屬連帶計算程式運

用於企業的社會網絡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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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UCK 透過顏色（表示血源關係或企業合作關係）、幾何標記（性別）、線條（關係）

與線條所圍繞的圖形（可表徵更廣義的連帶範圍），該軟體除可將龐大的社會網絡調查資

料庫以圖形表示，並可自動輸出為 Excel 檔案，以進行進一步的統計分析。目前除 Catherine 

Comet 等社會學家之外，尚有 Cyril Grange 和 Claire Lemercier 等歷史學者以之進行研究。

事實上，這套軟體在若干社會網絡分析的學術社群中，提供了供給端與服務端一定的試用

經驗交流，並可能刺激出新的討論。例如 Cyril Grange 曾以 PUCK 追蹤分析散居歐洲的 837

個猶太家族以及相關的家族企業網絡，Claire Lemercier 亦據以分析法國的百大企業菁英與

其家族連帶。經與 Grange 深入交談得知，PUCK 在實務運用上主要還存在若干編碼的問

題。除此之外，PUCK 是很可能作為未來社會網絡分析發揮重要貢獻的軟體。至於 PUCK

是否可與社會地理資訊系統（SocGIS）相容？根據 Lemercier 實際操作結果，認為還存在

軟體轉碼問題，但這些複雜的轉碼問題，很有可能透過最新整合性軟體「R」的問世而獲

得解決。本研究主要鎖定在客家家庭成員間的資訊傳遞模式及社會資源網絡的比較，研究

過程中若能恰當控制依變項的類別複雜度，應可運用這類網絡分析軟體來計算較細微的資

本量及其網絡型態。不過，本研究僅為一年期計畫，人力與財物資源極為有限，因此調查

範圍與樣本數都無法太大。即便能建立有意義的解釋模型（甚至發展出新的客家社會解釋

關點），但未來是否可將此研究結果進一步延伸至苗栗以外地區的客家社群或非客家社

群，仍待進一步的努力。 

 

七、 研究流程與時程 

  本研究之流程概略如圖 8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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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 研究流程圖 

 
  另，有關本研究進度及預期完成之工作項目，茲依預定工作項目逐項繪

成甘特條型圖，以為進度控制及檢討之依據（研究執行日期：99 年 1 月至 99
年 11 月）。 

月份
項目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文獻收集與分析 
            

各項問卷設計 
            

建立初步分析模型 
            

問卷前測與修正 
            

問卷調查 
            

資料整理、編碼 
            

統計分析 
            

研究報告撰寫 
            

圖 9. 研究計畫甘特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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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發現 

  本研究在嚴謹的研究計畫時程控制下，於99年6月12日至6月17日進行前測，並於六月

底完成問卷修正。99年7月1日至99年8月25日近兩個月期間，共計發放問卷440份，回收率

97.5%。但因問卷較長（填答欄位=142）且填答技巧相當複雜，因此回收問卷中的實際有

效問卷僅有335份，廢卷率達21.9%（有效率78.1%）。以苗栗地區問卷調查的實際環境而

言，欄位超過100的問卷的有效回收率通常僅有八成，以本研究問卷之難度而言，回收狀

況已屬良好。問卷調查地點包括苗栗地區各公用事業單位據點（郵局、農會、中華電信）

及各社區發展協會據點。考慮到不同背景的受訪者可能有不同的生活坐息，故本研究調查

時間有近半數（48.4%）集中在例假日（包括weekends及國定假日），51.6%分散在平日

（weekdays）。由於問卷技術難度較高，因此受訪者回答問卷的時間差距較大（約在8-20

分鐘之間），平均每份問卷填答時間約為13分鐘。就統計檢驗需求而言，樣本數（sample size）

=335亦相當接近5%的抽樣誤差（confidence interval）。在95％的信賴水準下，此樣本數的

調查結果應可有效推論全苗栗地區17萬戶家庭的狀況。 

  以下將先針對樣本在個人基本資料變項上的分佈概況與重要研究發現進行總體敘

述，再根據研究假設逐一驗證分析。 

一、 調查樣本描述：樣本分佈概況與總體分析 

  以下是在有效回收的受訪樣本中，針對個人基本資料所進行的敘述統計分析： 

1. 性別：分佈以女性居多（女性 69.0%、男性 31.0%）（詳見表 5）。 

2. 年齡：分佈以 20-29 歲最多（40.9%），其次分別為 30-39 歲（29.6%）和 40-49 歲

（15.5%），三者合計佔總數 86%，因此本研究取得樣本基本上以青壯年人口為主

（詳見表 6）。 

3. 教育程度：以大學學歷者最多（45.1%）、其次為高中/職（20.9%）。整體而言，

教育程度高於全國平均，推測此現象應與受訪對象年輕化有關（詳見表 7）。 

4. 行業（根據主計處分類標準）：以公共行政、社會及個人服務居首（34.5％），其

次是學生（12.1%）和金融保險不動產及工商服務（10.0％）（詳見表 8）。 

5. 族群：自認有客家血源者佔絕對多數（71.0%），非客家人僅佔 26.3%，其中包含

原住民、閩南人、外省人、其他（新住民）以及不確定族群歸屬者。此一人口比

例大致符合苗栗族群分佈狀況（詳見表 9）。 

6. 家中使用語言：過半家庭以國語為主要溝通語言（50.4%），三成家庭中使用客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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話（30.3%），再次為閩南語（19.1%）（詳見表 10）。就使用複合語言的客籍家

庭而言，同時使用客語和國語者最多（佔總數 16.4%，換算為複合客語家庭之相對

比例為 78.6%），其次是同時使用國語、客語和閩南話三種（佔總數 4.2%，換算

為複合客語家庭之相對比例為 20.0%），最少的是同時使用客語和閩南語者（佔總

數 0.3%，換算為複合客語家庭之相對比例為 1.4%）。值得注意的是，同時使用這

三種語言的家庭比例遠高於僅使用國語和閩南語的家庭，因此在客家地區，閩南

語似乎只是輔助性的溝通工具（詳見表 11）。 

7. 年收入：本次調查對象年收入分佈以 61-100 萬最多（34.1%），其次分別是 31-60

萬（22.5%）和 101-150 萬（16.9%）。對照《2009 苗栗縣統計要覽》所列之全縣

家戶所得資料，發現本次調查對象家庭收入以中低收入戶為主。｛但官方估算之

苗栗家戶所得是資料否無誤，有待進一步驗證｝（詳見表 10） 

8. 現居地：以苗栗市（43.8%）和頭份（17.4%）最多（詳見表 11）。 

9. 定居苗栗時間：絕大多數為 10 年以上（82.9%），其次是 5-10 年（7.6%），兩者

合計超過九成。這顯示本研究所抽取到的樣本大多為在地的「老苗栗」人，其家

庭型態應具有相當之代表性（詳見表 12）。 

10. 家庭型態：以核心家庭最多（42.6%），其次為三代同堂家庭（35.1%）。對照主計

處《家庭組成型態變遷》報告，台灣地區三代同堂家庭僅佔 15.2%（主計處，2006），

顯示苗栗地區的家庭型態仍較「傳統」，因此三代同堂家庭比例高出全國甚多。此

外，相較於台灣地區個人戶比例自 2000 年後即超過兩成（21.3%），苗栗地區 2010

年的個人戶比例仍維持在極低水準（4.2%），由此可見本區的集體主義文化特質。

（詳見表 13）。 

11. 家中人數（含受訪者在內）：以 4 人最多（32.2%），其中絕大多數是核心家庭。

其次是 6 人（10.4%）。8 人以上的大家庭僅佔 6.9%，可見即使是在傳統客庄地區，

大宅院的家族共居型態已不復見。生育率下降的結果很可能使傳統客庄比其他地

區遭受更大的衝擊，並引發一系列的社會再生產危機（詳見表 14）。 

  以下是本研究受訪者的重要個人背景資料之敘述統計資料，資料來源為本研究調查結

果｛所有圖表均為研究者自製，以下不另贅述｝ 

表 5. 性別分佈概況 

   次數 百分比 
累積百分

比 

男性 104 31.0 31.0

女性 231 69.0 100.0

總和 335 100.0 

圖 10. 性別分佈概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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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0%

69.0%

男性

女性

 

 
表 6. 年齡分佈概況 

 次數 百分比 累積百分比

20歲以下 11 3.3 3.3 

20-29歲 137 40.9 44.2 

30-39歲 99 29.6 73.7 

40-49歲 52 15.5 89.3 

50-59歲 30 9.0 98.2 

60-69歲 5 1.5 99.7 

70歲以上 1 .3 100.0 

總和 335 100.0   

圖 11. 年齡分佈概況 

3.3%

40.9%

29.6%

15.5%

9.0%

1.5%

0.3% 20歲以下

20-29歲

30-39歲

40-49歲

50-59歲

60-69歲

70歲以上

 

表 7. 教育程度分佈概況 

 次數 百分比 累積百分比

研究所(含)

以上 
60 17.9 17.9 

大學 151 45.1 63.0 

專科 37 11.0 74.0 

高中/職 70 20.9 94.9 

國中 8 2.4 97.3 

國小(或以下) 9 2.7 100.0 

總和 335 100.0   

圖 12. 教育程度分佈概況 

17.9%

45.1%

11.0%

20.9%

2.4%

2.7%

研究所(含)以上

大學

專科

高中/職

國中

國小(或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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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 行業別分佈概況 

 次數 百分比 
有效百
分比 

累積百
分比

農林漁牧狩獵 7 2.1 2.1 2.1
礦業土石採取 1 .3 .3 2.4
製造業 25 7.5 7.6 10.0
水電燃氣業 1 .3 .3 10.3
營造業 2 .6 .6 10.9
商業(含餐旅) 26 7.8 7.9 18.8
運輸倉儲通信 5 1.5 1.5 20.3
金融保險不動
產及工商服務 33 9.9 10.0 30.3

公共行政、社會
及個人服務 114 34.0 34.5 64.8

學生 40 11.9 12.1 77.0
家庭主婦 21 6.3 6.4 83.3
待業中 15 4.5 4.5 87.9
自由業 13 3.9 3.9 91.8
其他 27 8.1 8.2 100.0
總和 330 98.5 100.0 
缺漏值 5 1.5  
總和 335 100.0  
 

圖 13. 行業別分佈概況 

2.1%0.3% 7.6%0.3%0.6%
7.9%

1.5%

10.0%

34.5%

12.1%

6.4%

4.5%

3.9%

8.2%

農林漁牧狩獵

礦業土石採取

製造業

水電燃氣業

營造業

商業(含餐旅)

運輸倉儲通信

金融保險及工商服務

公行、社會及個人服務

學生

家庭主婦

待業中

自由業

其他

 

 表 9. 是否有客家血緣 

 次數 百分比 
有效百分

比 
累積百

分比 

是 237 70.7 71.0 71.0 

否 88 26.3 26.3 97.3 

不確定 9 2.7 2.7 100.0

總和 334 99.7 100.0 

遺漏值 1 .3   

總和 335 100.0   
 

圖14. 是否有客家血緣 

71.0%

26.3%

2.7%

是

否

不確定

 

 

表 10. 主要使用的語言 

 次數* 百分比
有效百

分比 
累積百

分比 

國語 225 50.4 50.4 50.4

閩南語 85 19.1 19.1 69.5

客語 135 30.3 30.3 99.8

其他 1 0.2 0.2 100.0

總和 446 100.0 100.0 

*本題為複選題，故累積次數>335 

圖 15. 主要使用的語言 

50.4%

19.1%

30.3%

0.2% 國語

閩南語

客語

其他

  

 

表 11. 複合語言家庭中主要使用的語言 圖 16. 複合語言家庭中主要使用的語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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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次數 百分比 
有效百

分比 
累積百

分比

國語+客語 55 78.6 78.6 78.6

客語+閩南語 1 1.4 1.4 80.0

國語+客語+
閩南語 

14 20.0 20.0 100.0

總和 97 100.0 100.0 
 78.6%

1.4%

20.0%
國語+客語

客語+閩南語

國語+客語+閩南語

 

表 12. 家庭年收入分佈概況 

 次數 百分比 
有效百

分比 
累積百

分比

30萬以下 45 13.4 14.1 14.1

31-60萬 72 21.5 22.5 36.6

61-100萬 109 32.5 34.1 70.6

101-150萬 54 16.1 16.9 87.5

151-200萬 28 8.4 8.8 96.3

201萬以上 12 3.6 3.8 100.0

總和 320 95.5 100.0 

遺漏值 15 4.5   

總和 335 100.0   
 

圖17. 家庭年收入分佈概況 

14.0%

22.4%

34.0%

17.0%

8.7% 3.9%
30萬以下

31-60萬

61-100萬

101-150萬

151-200萬

201萬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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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13. 現居地分佈概況 

 次數 百分比
有效百

分比 
累積百

分比 
苗栗市 146 43.6 43.8 43.8
苑裡 24 7.2 7.2 51.1
通霄 14 4.2 4.2 55.3
竹南 30 9.0 9.0 64.3
頭份 58 17.3 17.4 81.7
後龍 5 1.5 1.5 83.2
卓蘭 2 .6 .6 83.8
大湖 2 .6 .6 84.4
公館 18 5.4 5.4 89.8
銅鑼 10 3.0 3.0 92.8
南庄 2 .6 .6 93.4
頭屋 7 2.1 2.1 95.5
三義 5 1.5 1.5 97.0
西湖 2 .6 .6 97.6
造橋 7 2.1 2.1 99.7
三灣 1 .3 .3 100.0
總和 333 99.4 100.0 
遺漏值 2 .6   
總和 335 100.0    

圖18. 現居地分佈概況 

43.8%

7.2%4.2%9.0%

17.4%

1.5%0.6%0.6%
5.4%

3.0%0.6%2.1%1.5%0.6%2.1%0.3%

苗栗市 苑裡 通霄 竹南 頭份 後龍 卓蘭 大湖

公館 銅鑼 南庄 頭屋 三義 西湖 造橋 三灣

 

表 14. 定居在苗栗時間 

 次數 百分比
有效百

分比 
累積百

分比

3年以下 20 6.0 6.1 6.1

3-5年 11 3.3 3.4 9.5

5-10年 25 7.5 7.6 17.1

10年以上 272 81.2 82.9 100.0

總和 328 97.9 100.0 

遺漏值 7 2.1   

總和 335 100.0   
 

圖19. 定居在苗栗時間 

6.1%
3.4%

7.6%

82.9%

3年以下

3-5年

5-10年

10年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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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15. 家庭型態分佈概況 

次數 百分比 
有效百

分比 
累積百

分比

個人戶 14 4.2 4.2 4.2
夫婦二人家庭 29 8.7 8.7 12.9
核心家庭 142 42.4 42.6 55.6
三代同堂家庭 117 34.9 35.1 90.7
單親家庭 23 6.9 6.9 97.6
祖孫二代家庭 7 2.1 2.1 99.7
其他 1 .3 .3 100.0
總和 333 99.4 100.0 
遺漏值 2 .6   
總和 335 100.0    

圖 20. 家庭型態分佈概況 

次數

4.2% 8.7%

42.6%

35.1%

6.9%

2.1%

0.3%
個人戶

夫婦二人家庭

核心家庭

三代同堂家庭

單親家庭

祖孫二代家庭

其他

 

 表 16. 家中成員人數分佈表 

 次數 百分比
有效百

分比 
累積百

分比

1人 6 1.8 1.8 1.8
2人 13 3.9 3.9 5.7
3人 28 8.4 8.4 14.1
4人 108 32.2 32.3 46.4
5人 87 26.0 26.0 72.5
6人 35 10.4 10.5 82.9
7人 19 5.7 5.7 88.6
8人 15 4.5 4.5 93.1
9人 6 1.8 1.8 94.9
10人 11 3.3 3.3 98.2
11人以上 6 1.8 1.8 100.0
總和 334 100.0 100.0 
遺漏值 1 .3   
總和 335 100.0    

圖 21. 家中成員人數分佈圖 

1.8%3.9% 8.4%

32.3%

26.0%

10.5%

5.7%
4.5%1.8%3.3%1.8%

1人

2人

3人

4人

5人

6人

7人

8人

9人

10人

11人以上

 

二、 主要變數之交叉統計分析與獨立性檢驗結果 

在獲得樣本資本資料的分佈概況後，接著進行主要變數的交叉分析與獨立性檢驗，並

發現許多重要的結果。茲將主要研究發現摘要分述如下： 

（一）家庭連帶方式與族群相關變項之關連 

  主要是以族群相關變項與家人連絡形態的交叉分配表進行同質性檢驗（本研究使用

Pearson卡方檢驗）。結果發現，受訪者在「如何得知親人近況」此一變項（主動連絡、被

動連絡或透過地三人連絡）上並沒有顯著差異（p-value=0.695）。但考慮到本次調查係以

血緣來認定客家屬性，但血緣對於家庭關係和情感維繫模式並沒有直接的影響。對本研究

而言，重點在於了解客家地區的文化對於家庭關係是否有影響。因此，研究者試著將「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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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地」轉化為「客家地區」，以便可將地域性的「客家地區」轉化為具有實質影響力的環

境因素，以利後續分析。轉化的原則是根據客委（2005）的《全國客家人口基礎資料調查

研究》，將其中所定義的苗栗縣各鄉鎮市區視為「客家地區」。在此，無論是根據「多重

認定23」的結果（客家人口密度大於70%）或「單一認定」的結果（客家人口密度大於70%），

苗栗的「客家地區」都有14個鄉鎮市（依客家人口稠密度排列）屬於客家地區。包括：三

灣鄉、公館鄉、頭屋鄉、銅鑼鄉、獅潭鄉、大湖鄉、三義鄉、苗栗市、西湖鄉、頭份鎮、

造橋鄉、南庄鄉、卓蘭鎮、泰安鄉。 

  在將「現居地」重新分為「客家地區」與「非客家地區」兩類後，接著可對照問卷中

有關「如何得知親人的近況」（包括「自己主動連絡親人」、「親人主動與我連絡」、「透

過其他家人連絡」、「和親人都不熟」等四個選項）進行Pearson卡方檢驗。結果發現，卡

方檢定的漸進顯著性p-value=0.040（< 0.05），由此檢定結果可推斷：客家地區與非客家地

區家庭，其成員與親人連絡的方式存在明顯的差異（詳見表17、表18）。 

                                                 
23 客委會《全國客家人口基礎資料調查研究》中曾分別根據「單一認定」與「多重認定」標準界定「客家」

族群，兩者估算結果相當近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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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7.「居地地區」與「如何得知親人的近況」之交叉表 

現居地   如何得知親人的近況 總和 

    
自己主動

連絡親人

親人主動

與我連絡

透過其他

家人連絡

和親人都

不熟   
 客家地區 個數 207 55 26 1 289 
    期望個數 204.3 55.9 26.2 2.6 289.0 
    目前住在內的% 71.6% 19.0% 9.0% .3% 100.0% 
    如何得知親人的

近況內的% 
88.5% 85.9% 86.7% 33.3% 87.3% 

  非客家地

區 
個數 

27 9 4 2 42 

    期望個數 29.7 8.1 3.8 .4 42.0 
    目前住在內的% 64.3% 21.4% 9.5% 4.8% 100.0% 
    如何得知親人的

近況內的% 
11.5% 14.1% 13.3% 66.7% 12.7% 

總和 個數 234 64 30 3 331 
  期望個數 234.0 64.0 30.0 3.0 331.0 
  目前住在內的% 70.7% 19.3% 9.1% .9% 100.0% 
  如何得知親人的

近況內的%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表18. Pearson卡方檢定 

  數值 自由度 
漸近顯著

性 (雙尾) 

Pearson卡方 8.289(a) 3 .040 

概似比 5.114 3 .164 

線性對線性的關連 2.142 1 .143 

有效觀察值的個數 331   

a  3格 (37.5%) 的預期個數少於 5。 最小的預期個數為 .38。 

  接著針對「家庭型態」中有關家庭關係的集中性指標（包括「家中最能幫您解決問題

的人」、「家中最主要的經濟來源」、「家中最主要的意見領袖」、「家中誰最了解每個成員

的狀況」）等變項進行檢驗，以確認不同家庭成員的重要性是否有明顯差距，並據以區分

家庭資訊傳遞型態為「傳統網絡」與「輻射網絡」（或稱ARPANET網絡）。如第三章所述，

本項考察是以家庭人際網絡的集中性為導向的分析脈絡，亦即測量家庭成員的重要性是否

有集中在特定家人身上的特性。有鑒於不同成員在特定指標上可能出現相近的重要性，因

此在測量時開放複選。利用SPSS-12.0版的複選題功能，將四個變項上出現的次數加總後，

可得到如下的次數分配表： 

 

表 19. 家庭關係集中性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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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上表可知，苗栗客家地區的家庭關係分佈並不平均（相對於理論值而言），配偶所

扮演的角色幾乎是全面的（包括了解家人、解決問題、經濟支持、意見提供等）。考慮到

年長的女性可能較不具獨立經濟能力（以致無法提供與男性相同的經濟支持），因此在控

制年齡因素後進一步針對性別進行比較，發現已婚女性所提供的全方位功能益形明顯。逐

項分析這些指標時，也發現相對於母親的角色，父親在經濟支持和解決等變項上表現出較

高的重要性，但就「了解每個成員的狀況」而言，重要性卻遠不及母親（參見表20）。 

表 20. 誰最了解每個成員的狀況 

  次數 百分比 有效百分比 累積百分比 

配偶 115 34.3 37.5 37.5 

父 29 8.7 9.4 46.9 

母 124 37.0 40.4 87.3 

女 6 1.8 2.0 89.3 

兄弟 7 2.1 2.3 91.5 

姐妹 11 3.3 3.6 95.1 

姑/嬸/姨 2 .6 .7 95.8 

其他 13 3.9 4.2 100.0 

有效的 

總和 307 91.6 100.0  

遺漏值 99 28 8.4   

總和 335 100.0   

  以上次數和百分比，若表現為視覺化圖形，將如圖22、圖23、圖24、圖25所示。透過

這些圖表可更直觀地看出家庭成員的重要性主要集中在配偶和母親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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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 誰最了解每個成員的狀況 

 

圖 23. 家中最能幫您解決問題 

 
圖 24. 家中最主要的經濟來源 圖 25. 家中最主要的意見領袖 

 

  取得家庭關係的集中性指標之後，接下來便可根據這些集中性指標以及與家人連絡的

方式（主動連絡、被動連絡或透過第三人連絡），試著區分出網絡結構上的不同類型，其

區分標準尚需參考網絡冗餘度。在此，網絡冗餘度之計算主要是根據與不同家人接觸頻率

及重要性指標之間的差異為依據的。   

 

（二）家人聯絡形態、訊息管道與親近度之關連 

  對於「家庭訊息傳遞方式」與「家庭網絡形態」的測量，本研究首先進行若干重要

數據的交叉分析，以做為後續家庭情感凝聚量表的分析基礎。在此，交叉語若干獨立性

檢定，主要是根據「家中誰最了解您」、「誰最了解每個成員的狀況」以及「您如何得

知親人的近況」等三個核心問題的回答，分別進行次數分配與交叉表的分析。結果發現，

無論何種性別的受訪者，幾乎都認為最了解自己和其他家人的親人是女性。可見就本區

家庭內部的訊息溝通、情感凝聚和維繫這些需求而嚴，女性角色仍是。在習慣被動聯絡

（被聯絡）的群組中，會主動與自己聯絡的親人主要是母親（37.5%）其次是配偶（33.9%），

相對於父親的12.5%，母親扮演的角色顯然更重要。而在經常透過第三人連絡的群組中，

比例益形懸殊，超過半數以上（53.6%）的受訪者仰賴母親與其他家人連絡，其次也是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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偶（25.0%），但配偶的比例甚至不到母親的一半（詳見表21）。 

表 21.「誰最了解每個成員狀況」與「如何得知親人的近況」交叉分析表 

   如何得知親人近況 總和 
誰最了解家
中成員狀況   

自己主動

連絡親人

親人主動

與我連絡

透過其他

家人連絡

和親人

都不熟   
 配偶 個數 85 19 7 1 112 
    得知親人近

況內的 % 
39.2% 33.9% 25.0% 50.0% 37.0% 

    總和的 % 28.1% 6.3% 2.3% .3% 37.0% 
  父 個數 21 7 1 0 29 
    得知親人近

況內的 % 
9.7% 12.5% 3.6% .0% 9.6% 

    總和的 % 6.9% 2.3% .3% .0% 9.6% 
  母 個數 86 21 15 1 123 
    得知親人近

況內的 % 
39.6% 37.5% 53.6% 50.0% 40.6% 

    總和的 % 28.4% 6.9% 5.0% .3% 40.6% 
  女 個數 0 3 3 0 6 
    得知親人近

況內的 % 
.0% 5.4% 10.7% .0% 2.0% 

    總和的 % .0% 1.0% 1.0% .0% 2.0% 
  兄弟 個數 6 1 0 0 7 
    得知親人近

況內的 % 
2.8% 1.8% .0% .0% 2.3% 

    總和的 % 2.0% .3% .0% .0% 2.3% 
  姐妹 個數 8 3 0 0 11 
    得知親人近

況內的 % 
3.7% 5.4% .0% .0% 3.6% 

    總和的 % 2.6% 1.0% .0% .0% 3.6% 
  姑/嬸/姨 個數 2 0 0 0 2 
    得知親人近

況內的 % 
.9% .0% .0% .0% .7% 

    總和的 % .7% .0% .0% .0% .7% 
  其他 個數 9 2 2 0 13 
    如何得知得

知親人近況

內的 % 
4.1% 3.6% 7.1% .0% 4.3% 

    總和的 % 3.0% .7% .7% .0% 4.3% 
總和 個數 217 56 28 2 303 
  得知親人近

況內的 %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總和的 % 71.6% 18.5% 9.2% .7% 100.0% 

  同樣的，將「家中最了解您的人」與「如何得知親人的近況」這兩個變數進行交叉分

析，結果也可看出：男性較女性更被動等待親人與其連絡，且會主動連絡家人者，亦是母

（5.8%）多於父（2.9%）、女（2.3%）多於子（0.3%）、姐妹（1.9%）多於兄弟（0.3%）。

而在透過其他家人連絡的群組中比例更懸殊，同樣是母（4.2%）多於父（0.0%）、女（1.0%）

多於子（0.0%）、姐妹（0.6.9%）多於兄弟（0.0%）。男性角色（父親、兒子、兄弟）在

聯繫親人近況上，幾乎不具功能。在更進一步的交叉比對中發現這兩個群組的構成與年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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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年輕或未婚的受訪對象多半與父母家人同住，或至少尚未「分家」，因而較不須依

賴母親與其他兄弟姊妹連絡。反之，30歲以上、有家庭（配偶）的受訪者很可能已各自獨

立，因此顯得更依賴母親來協助連絡兄弟姊妹的情感。 

表 22.「家中最了解您的人」與「如何得知親人的近況」交叉分析表 

   如何得知親人的近況 總和 
家中最了解
您的人   

自己主動連

絡親人 
親人主動

與我連絡

透過其他

家人連絡

和親人

都不熟   
 配偶 個數 91 16 10 1 118 
    總和的 % 29.4% 5.2% 3.2% .3% 38.1% 
  父 個數 20 9 0 0 29 
    總和的 % 6.5% 2.9% .0% .0% 9.4% 
  母 個數 68 18 13 0 99 
    總和的 % 21.9% 5.8% 4.2% .0% 31.9% 
  子 個數 6 1 0 0 7 
    總和的 % 1.9% .3% .0% .0% 2.3% 
  女 個數 8 7 3 0 18 
    總和的 % 2.6% 2.3% 1.0% .0% 5.8% 
  兄弟 個數 8 1 0 1 10 
    總和的 % 2.6% .3% .0% .3% 3.2% 
  姐妹 個數 15 6 2 0 23 
    總和的 % 4.8% 1.9% .6% .0% 7.4% 
  奶奶/外婆 個數 1 0 0 0 1 
    總和的 % .3% .0% .0% .0% .3% 
  姑/嬸/姨 個數 2 0 0 0 2 
    總和的 % .6% .0% .0% .0% .6% 
  其他 個數 2 0 1 0 3 
    總和的 % .6% .0% .3% .0% 1.0% 
總和 個數 221 58 29 2 310 
  總和的 % 71.3% 18.7% 9.4% .6% 100.0% 

  另一個有趣的發現，是男性和女性對於「誰最了解每個成員的狀況」似乎有不同的認

知。表23是針對「性別」和「誰最了解每個成員的狀況」進行交叉分析。總體而言，差異

還未達到統計上的顯著水準（p-value=0.057, >0.05），但卻相當逼近檢驗門檻（同時參見

表24）。細部來看，若以兄弟姊妹為參照系統，可發現有較高比例的男性認為兄弟姊妹是

最了解每個成員的狀況的人。例如，5.1%的男性認為兄弟是最了解每個成員的狀況的人，

但卻只有1.0%的女性認為如此；認為姊妹是最了解每個成員的狀況的男性也有5.1%，但女

性只有2.9%。根據同質性的卡方檢驗公式       比較兩者的觀察值和期望值，可

發現不同性別相對於兄弟姊妹實際上存在著相當顯著的差異（p-value= 0.013, <0.05）。而

若以「太太」對比於「母親」，則發現其間有些微的差距。43.1%的女性認為母親是最了

解每個成員的狀況的人，卻只有34.7%的男性認為母親是最了解每個成員的狀況的人；同

時，40.8%的男性認為配偶是最了解每個成員的狀況的人，但女性只有35.9%。可見男性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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傾向認為太太是最了解家中每個成員狀況的比例高於母親（40.8% : 35.9%），但女性則剛

好相反。至於此一現象是否普遍存在？由於本次調查重點不在於探討男性和女性對於某些

角色的認知差異，問卷題數不足，所得資料無法分析此一問題，相關疑點有待日後更進一

步的研究驗證。 

表 23.「性別」與「誰最了解每個成員的狀況」交叉分析表 

    誰最了解家中每個成員的狀況 總和 

    配偶 父 母 女 兄弟 姐妹 姑/嬸/姨 其他   

性別 男性 個數 40 8 34 2 5 5 2 2 98

    期望個數 36.7 9.3 39.6 1.9 2.2 3.5 .6 4.1 98.0

    性別內的 % 40.8% 8.2% 34.7% 2.0% 5.1% 5.1% 2.0% 2.0% 100.0%

    誰最了解每個成

員狀況內的 % 
34.8% 27.6% 27.4% 33.3% 71.4% 45.5% 100.0% 

15.4

% 
31.9%

  女性 個數 75 21 90 4 2 6 0 11 209

    期望個數 78.3 19.7 84.4 4.1 4.8 7.5 1.4 8.9 209.0

    性別內的 % 35.9% 10.0% 43.1% 1.9% 1.0% 2.9% .0% 5.3% 100.0%

    誰最了解每個成

員狀況內的 % 
65.2% 72.4% 72.6% 66.7% 28.6% 54.5% .0% 84.6% 68.1%

總和 個數 115 29 124 6 7 11 2 13 307

  期望個數 115.0 29.0 124.0 6.0 7.0 11.0 2.0 13.0 307.0

  性別內的 % 37.5% 9.4% 40.4% 2.0% 2.3% 3.6% .7% 4.2% 100.0%

  誰最了解每個成

員狀況內的 % 

100.0

% 
100.0% 100.0%

100.0

%

100.0

%
100.0%

100.0

% 

100.

0% 
100.0%

 
表 24.「性別」與「誰最了解每個成員的狀況」之卡方檢定 

  數值 自由度 
漸近顯著

性 (雙尾) 

Pearson卡方 13.702(a) 7 .057 

概似比 13.766 7 .056 

線性對線性的關連 .025 1 .874 

有效觀察值的個數 307   

a  8格 (50.0%) 的預期個數少於 5。 最小的預期個數為 .64。 

三、 主要變異量數統計結果 

  在掌握調查樣本的基本特性之後，緊接著是根據研究假設進行主要變異數的分析，以

驗證自變項（特別是客家和非客家）與若干依變項間的重大差異。茲將主要研究發現分述

如下： 

（一） 族群變項與家庭凝聚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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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研究探討的重點是客家地區家庭資訊傳遞模式在社會網絡形成過程中的模塑性力

量，其中非常關鍵的變數即是族群歸屬變項。為進一步研究其間的關連，研究者在問卷中

首先測量受訪者與不同親人的「接觸頻率(A)」與「親密程度(B)」，然後計算兩者的差距

（D=B-A）。在此，B-A在常民生活中的意義是代表「一定的親密程度在多大範圍內依賴於

接觸頻率」，其假定是：家人之間的親密度，應可表現在「以較低的接觸頻率就能達到相

同的親密程度」之可能性上。因此，即使與家人的接觸程度不高，但卻能彼此感受到較高

的親密度，則此種接觸是「較有效率」的接觸（D>0），這當然是家庭凝聚力的具體反映。

反之，若接觸頻率很高但親密程度卻很低，即代表「較無效的接觸」；當兩者差距為負值

（D<0）且負值很大時，就代表實質的家庭關係並不融洽，亦即家庭凝聚力較低。如此，

透過分數D≦0或0≧，即可用來測量「家庭凝聚力指標」，驗證與特定親人間的差異（Pearson

相關），並根據自製的家庭關係親密度量表（參見表4）計算親密接觸對象的社經地位量表

分數之關連（積差相關）。 

  根據前述構想，本研究首先針對「接觸頻率(A)」與「親密程度(B)」和「家庭凝聚力

指標(D)」分別進行單一樣本T檢定。結果發現：接觸頻率和親密程度兩項分數不但都出現

相當大的組內分佈差異（SD>50），且凝聚力指標的分數亦出現負值（SD= -1.40）。若前述

關於凝聚力指標的推論可成立，則當「B-A<0」時，就有理由認為這樣的接觸屬於「較無

效的接觸」，顯示本研究所調查的客家地區，一般家庭關係並不夠融洽；雖然經常接觸，

但親密程度並不高。（詳見表25、表26）。 

表 25. 單一樣本統計量 

  個數 平均數 標準差 
平均數的

標準誤 

親密程度總分 314 85.18 50.787 2.866 

接觸頻率總分 305 86.13 51.177 2.930 

情感凝聚指標 300 -1.40 13.827 .798 

 

表 26. 單一樣本檢定 
檢定值 = 0.05 

差異的 95% 信賴區間 
  t 自由度 顯著性 (雙尾) 平均差異 下界 上界 
親密程度總分 29.703 313 .000 85.132 79.49 90.77 
接觸頻率總分 29.377 304 .000 86.084 80.32 91.85 
情感凝聚指標 -1.816 299 .070 -1.450 -3.02 .12 

  以上是使用單一樣本逐一驗證「接觸頻率」與「親密程度」的結果。若使用單因子變

異數（ANOVA）來檢驗諸自變項對於情感凝聚指數的影響，結果發現，家庭型態與情感

指數間具有相當顯著的差異（顯著性=0.006<0.05）（參見表27、表28、圖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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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7. 家庭型態與情感凝聚指標之 ANOVA 檢驗 

  平方和 自由度 平均平方和 F 檢定 顯著性 

組間 3072.239 5 614.448 3.328 .006 

組內 54093.794 293 184.620   

總和 57166.033 298    

 
表 28. 家庭型態與情感凝聚指標之描述性統計量 

  個數 平均數 標準差 標準誤

平均數的 95% 信

賴區間 最小值 最大值

          下界 上界     

個人戶 12 -6.08 9.895 2.856 -12.37 .20 -24 2

夫婦二人家庭 24 .25 10.263 2.095 -4.08 4.58 -27 20

核心家庭 133 .69 14.563 1.263 -1.81 3.19 -68 63

三代同堂家庭 101 -4.96 12.800 1.274 -7.49 -2.43 -53 21

單親家庭 22 4.41 16.586 3.536 -2.94 11.76 -27 46

祖孫二代家庭 7 -5.86 8.552 3.232 -13.77 2.05 -20 3

總和 299 -1.40 13.850 .801 -2.98 .17 -68 63

 
圖 26. 家庭型態與情感凝聚指標之平均數圖 

  除了家庭形態之外，情感凝聚指數也可能因「居住地區」不同而有些微差異。雖然這

兩個變異數的總合差異在ANOVA檢驗中尚未達α=0.05的顯著水準（參見表29）但仍相當接

進檢定門檻（顯著性=0.059），此一數據在統計學上仍有一定意義。 

表 29. 客家與非客家地區家庭情感凝聚指標之 ANOVA 檢驗 

 平方和 自由度 平均平方和 F 檢定 顯著性 

組間 678.395 1 678.395 3.579 .059 
組內 56489.605 298 189.562   
總和 57168.000 2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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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若再進一步使用成對樣本T檢定，將主要家庭親屬關係的「接觸頻率」與「親密程度」

分數進行配對檢定，則發現：在各種親人關係中，只有與「哥哥」的接觸頻率和親密程度

達到顯著差異（顯著性=0.035）（參見表30）。成對樣本的T檢定雖然較嚴苛，但為何在各

種親人關係中只有「哥哥」會出現配對後的顯著差異，原因並不清楚。此問題有賴更多的

經驗研究證實。 

表 30. 成對樣本 T 檢定 

  成對變數差異 T 自由度 
顯著性

(雙尾)

  平均數 標準差

平均數的標

準誤 
差異的 95% 

信賴區間       

        下界 上界       

成對 1 哥哥-接觸頻率 - 哥

哥-親密程度 
.134 1.134 .063 .009 .258 2.117 320 .035*

  本研究關於家庭連帶方式的分析，主要目的是欲探討家庭網絡中的情感投射對象與強

度是否平均，因此是以特定親人為導向的網絡集中性分析。在本研究中，是將「家中最了

解您的人」、「家中誰最了解每個成員的狀況」、「家中最能幫您解決問題的人」三題的

總合分數視為「家庭連帶集中性」指標，因為依據這三個問題在不同的家人身上的集中度，

可建構出「連帶核心」的概念。透過SPSS-12.0的複選題次數分配可得到如表31中的數據。

這些數據印證了本研究的基本假設：客家地區的家庭連帶，基本上就是以女性為整體連帶

的核心。根據這項假定，若以性別來區分不同的親屬關係連帶，應能找出若干有意義的發

現。本研究首先以「父⁄母」和「子⁄女」兩組核心家庭中最基本的親屬關係為對照，進行家

庭連帶集中度的統計檢驗。結果發現，母親（38.9%）做為連帶核心的比例明顯高於父親

（13.8%）；同樣的，以兒子（3.3%）為連帶核心的比例也明顯高於女兒（1.0%）。 

表 31. 家庭連帶集中性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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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若再加上族群環境因素，可發現不同的女性角色在客家族群與非客家族群中有著不同

的核心地位。本研究首先比較客家地區和非客家地區，不同親人間的「接觸頻率」與「親

密程度」是否具有獨立性；結果發現，只有「母親」這一項出現達到統計檢驗的顯著水準

（顯著性=0.001）。相對於父親，客家人與母親間，無論就接觸頻率或親密程度而言，均

遠高於其他非客家人（F檢定顯著性=.001）（參見表32）。由此亦可見「母親」角色的重

要性以及在凝聚家人向心力過程中的核心地位。 

表 32. 客家⁄非客家與父母的接觸頻率和親密程度的樣本獨立性檢定 

   

變異數相等的 

Levene 檢定 平均數相等的 t 檢定 

    F 檢定 顯著性 t 自由度

顯著性

(雙尾) 平均差 標準差 

差異的95%信

賴區間 

                  下界 上界

爸爸-接觸頻率 假設變異數相等 2.375 .124 1.196 309 .232 .615 .514 -.397 1.627

  不假設變異數相等   1.169 141.888 .245 .615 .526 -.426 1.656

爸爸-親密程度 假設變異數相等 2.542 .112 .722 309 .471 .355 .491 -.612 1.322

  不假設變異數相等   .697 138.972 .487 .355 .509 -.651 1.361

媽媽-接觸頻率 假設變異數相等 11.885 .001* 2.976 309 .003 1.372 .461 .465 2.279

  不假設變異數相等   2.746 128.674 .007 1.372 .500 .384 2.360

媽媽-親密程度 假設變異數相等 12.275 .001* 1.539 309 .125 .720 .468 -.201 1.641

  不假設變異數相等   1.417 128.275 .159 .720 .508 -.285 1.725

  至於母親角色特別突顯，是否會對於家庭連帶方式造成影響？欲回答此一問題首先必

須對「家庭連帶方式」相關變項進行計算與分類。為求證客家與非客家族群在家庭連帶集

中性上是否有所差異，以下透過兩個變數的Cross Tabulation進行比對。結果發現：客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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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較高比例會以母親為家庭連帶的核心，但非客家人則有較高比例會以配偶做為家庭連帶

的核心。從表33中的橫列百分比可看出，以「父⁄母」為對照，客家群組有101.3%是以母親

做為連帶核心、41.2%以父親做為連帶核心（組內比值為2.46：1）；非客家群組只有76.2%

以母親做為連帶核心、34.5%以父親做為連帶核心（組內比值為2.21：1）。 

  有趣的是，若以「母親⁄配偶」為對照，則客家群組的配偶（98.3%）與母親（101.3%）

的組內比值為0.97：1。相對的，非客家群組的配偶（140.5%）與母親（76.2%）的組內比

值為1.84：1，兩者組內比值差距將近兩倍。再以「子⁄女」為對照，則客家群組有7.7%以

女兒做為連帶核心、2.6%以兒子做為連帶核心（組內比值為2.96：1）；非客家群組則有15.5%

以女兒做為連帶核心、3.6%以兒子做為連帶核心（組內比值為4.31：1）。根據以上幾組不

同性別對照的數據，大致可推論：相對於非客家人傾向以配偶為家庭連帶的核心，客家人

似乎更仰賴母親扮演此一角色。 

 

 
表 33. 客家血緣與家庭連帶集中性之交叉分配 

* * *  C R O S S T A B U L A T I O N  * * * 

是否有客家血緣 by $家庭連帶集中性 (group) 

Percents and totals based on respondents 
326 valid cases;  9 missing cases 
Abbreviated  Extended 

  另一個有趣的現象是：客家與非客家配偶在家庭凝聚力指標上的分數差異，似乎也微

妙地反映在夫妻感情的向度上。透過ANOVA分析客家和非客家族群與不同親人間的親密

程度和接觸頻率，結果發現：總體而言，客家人與非客家人，在與家人的「親密程度」或

「接觸頻率」間並不存在顯著差異，但若單就夫妻進行比較，則無論是親密程度或接觸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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率皆有顯著差異。其中親密程度之差異顯著性=0.012，接觸頻率之差異顯著性=0.004。而

不同族群與母親的接觸頻率也有著顯著的差異（參見表34）。在LSD多重比較中，可進一

步看出「夫妻接觸頻率」、「夫妻親密程度」以及「媽媽接觸頻率」都顯示客家與非客家

之間存在著相當程度的差異（參見表35）。 

表 34. 客家與非客家族群對於情感凝聚指標之 ANOVA 檢驗 
    平方和 自由度 平均平方和 F 檢定 顯著性 

組間 245.141 2 122.571 5.534 .004*
組內 7042.828 318 22.147   

夫/妻-接觸

頻率 

總和 7287.969 320    
組間 193.172 2 96.586 4.497 .012*
組內 6830.385 318 21.479   

夫/妻-親密

程度 

總和 7023.558 320    
組間 26.746 2 13.373 .827 .438
組內 5125.801 317 16.170   

爸爸-接觸

頻率 

總和 5152.547 319    
組間 9.247 2 4.624 .312 .732
組內 4690.674 317 14.797   

爸爸-親密

程度 

總和 4699.922 319    
組間 122.691 2 61.346 4.680 .010*
組內 4155.496 317 13.109   

媽媽-接觸

頻率 

總和 4278.188 319    
組間 43.199 2 21.599 1.602 .203
組內 4273.001 317 13.479   

媽媽-親密

程度 

總和 4316.200 319    

 

表 35. 客家與非客家族群對於夫妻接觸頻率之 LSD 多重比較 

依變數 
(I) 是否有

客家血緣 
(J) 是否有

客家血緣

平均差異 
(I-J) 標準誤 顯著性 95% 信賴區間

            下界 上界 

夫/妻-接觸頻率 是 否 -1.530(*) .600 .011 -2.71 -.35
    不確定 -4.013(*) 1.693 .018 -7.34 -.68
  否 是 1.530(*) .600 .011 .35 2.71
    不確定 -2.482 1.741 .155 -5.91 .94
  不確定 是 4.013(*) 1.693 .018 .68 7.34
    否 2.482 1.741 .155 -.94 5.91
夫/妻-親密程度 是 否 -1.429(*) .591 .016 -2.59 -.27
    不確定 -3.328(*) 1.667 .047 -6.61 -.05
  否 是 1.429(*) .591 .016 .27 2.59
    不確定 -1.899 1.715 .269 -5.27 1.48
  不確定 是 3.328(*) 1.667 .047 .05 6.61
    否 1.899 1.715 .269 -1.48 5.27
爸爸-接觸頻率 是 否 .629 .513 .221 -.38 1.64
    不確定 .730 1.446 .614 -2.12 3.58
  否 是 -.629 .513 .221 -1.64 .38
    不確定 .101 1.488 .946 -2.83 3.03
  不確定 是 -.730 1.446 .614 -3.58 2.12
    否 -.101 1.488 .946 -3.03 2.83
爸爸-親密程度 是 否 .361 .491 .463 -.61 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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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不確定 .498 1.384 .719 -2.22 3.22
  否 是 -.361 .491 .463 -1.33 .61
    不確定 .137 1.423 .923 -2.66 2.94
  不確定 是 -.498 1.384 .719 -3.22 2.22
    否 -.137 1.423 .923 -2.94 2.66
媽媽-接觸頻率 是 否 1.380(*) .462 .003 .47 2.29
    不確定 1.237 1.302 .343 -1.33 3.80
  否 是 -1.380(*) .462 .003 -2.29 -.47
    不確定 -.143 1.340 .915 -2.78 2.49
  不確定 是 -1.237 1.302 .343 -3.80 1.33
    否 .143 1.340 .915 -2.49 2.78
媽媽-親密程度 是 否 .721 .469 .125 -.20 1.64
    不確定 1.399 1.321 .290 -1.20 4.00
  否 是 -.721 .469 .125 -1.64 .20
    不確定 .679 1.358 .618 -1.99 3.35
  不確定 是 -1.399 1.321 .290 -4.00 1.20
    否 -.679 1.358 .618 -3.35 1.99

*  在 .05 水準上的平均差異很顯著。 

  上述數據顯示：無論是就家庭情感凝聚度、家庭連帶集中性、家庭關係集中性、夫妻

親密程度或接觸頻率來看，客家人的夫妻情感似乎較非客家人疏遠。推測此一現象可能與

客家男性的性別刻板印象和情感表達方式有關，但目前尚無相關研究針對客家人的夫妻家

庭生活方式與情感親疏距離進行學術研究，無法取得相關資料加以印證。 

 

（二） 家庭關係與社會網絡形態 

  前述客家與非客家的家庭凝聚力與家庭連帶形式，在本研究問卷第三部分的「家庭與

社會關係量表」中，可以得到進一步的驗證。在此量表中，主要以「家庭關係導向」和「社

會關係導向」兩個軸向的分數，做為家庭到與社會網絡的交互影響的推論依據。其中，與

家庭有關的題項包括「整體而言，我和家人關係十分融洽」、「我常以言詞或行動主動表

達對家人的關心」、「我感覺家人之間的凝聚力很強」、「我以我的家庭為榮」等四項（以

下簡稱「家庭關係和諧度」）以及「我認為家人的關係是朋友無法取代的」和「當我有工

作(學業)上的困擾時常得到親人協助」（以下簡稱「家庭網絡重要性」）。至於與社會有

關的題項，則包括「我以我的工作(學業)為榮」、「當我有工作(學業)上的困擾時常得到朋

友協助」（以下簡稱「社會關係重要性」）。在此需要特別說明：研究者在此量表中，重

新測量家庭關係的融洽感、情感言詞表達度、家庭關係凝聚感、家庭榮譽感等四個指標，

主要是希望知道受訪者的主觀感受與評價，以有別於前述的「家庭凝聚指標」與「家庭連

帶集中性指標」完全以客觀的測距方式和統計分類為依據。在下表中可看出，無論是融洽

感（顯著性=0.019）、凝聚感（顯著性=0.043）、榮譽感（顯著性=0.016）均達顯著水準。

（參見表36） 



 

151 

 

表36. 使用語言與家庭關係量表之ANOVA分析 
   平方和 自由度 平均平方和 F 檢定 顯著性 
我和家人關係十分融洽 組間 3.795 2 1.898 4.006 .019 
  組內 156.313 330 .474   
  總和 160.108 332    
常以言詞或行動主動表

達對家人的關心 
組間 

3.707 2 1.853 3.176 .043 

  組內 191.992 329 .584   
  總和 195.699 331    
家人之間的凝聚力很強 組間 5.248 2 2.624 4.168 .016 
  組內 207.725 330 .629   
  總和 212.973 332    
我以我的家庭為榮 組間 2.194 2 1.097 2.089 .125 
  組內 173.325 330 .525   
  總和 175.520 332    

  若透過LSD模式進行多重比較，可進一步看出使用不同語言的人在家庭關係量表上所

呈現的差異分數。例如，針對「整體而言，我和家人關係十分融洽」這項題目，閩南語和

國語、閩南語和客語間均有差異存在。針對「我常以言詞或行動主動表達對家人的關心」

這項題目，閩南語和國語間均有差異存在。針對「我感覺家人之間的凝聚力很強」這項題

目，閩南語和國語、閩南語和客語間均有差異存在（參見表 37）。 

表 37. 使用語言與家庭關係量表之 LSD 多重比較 

依變數 
(I) 主要使

用的語言 
(J) 主要使

用的語言 
平均差異 

(I-J) 標準誤 顯著性 95% 信賴區間

            下界 上界

我和家人關係十分融洽 國語 閩南語 -.235(*) .102 .022 -.44 -.03
    客語 .045 .085 .600 -.12 .21
  閩南語 國語 .235(*) .102 .022 .03 .44
    客語 .279(*) .101 .006 .08 .48
  客語 國語 -.045 .085 .600 -.21 .12
    閩南語 -.279(*) .101 .006 -.48 -.08
常以言詞或行動主動表

達對家人的關心 
國語 閩南語 

-.287(*) .114 .012 -.51 -.06

    客語 -.100 .094 .291 -.28 .09
  閩南語 國語 .287(*) .114 .012 .06 .51
    客語 .188 .113 .099 -.04 .41
  客語 國語 .100 .094 .291 -.09 .28
    閩南語 -.188 .113 .099 -.41 .04
家人之間的凝聚力很強 國語 閩南語 -.336(*) .118 .005 -.57 -.10
    客語 -.078 .098 .425 -.27 .11
  閩南語 國語 .336(*) .118 .005 .10 .57
    客語 .258(*) .117 .028 .03 .49
  客語 國語 .078 .098 .425 -.11 .27
    閩南語 -.258(*) .117 .028 -.49 -.03
我以我的家庭為榮 國語 閩南語 -.210 .108 .052 -.42 .00
    客語 -.024 .089 .785 -.20 .15
  閩南語 國語 .210 .108 .052 .00 .42
    客語 .186 .107 .084 -.02 .40
  客語 國語 .024 .089 .785 -.15 .20



 

152 

 

    閩南語 -.186 .107 .084 -.40 .02
*  在 .05 水準上的平均差異很顯著。 

  此外，若以線性回歸方式分別比較「家庭網絡重要性」、「家庭網絡重要性」、「社

會關係重要性」這三個指標與「請問您每天平均花多少時間與家人相處」以及「請問您每

天平均花多少時間與朋友相處」這兩題，結果發現，「家庭關係和諧度」和「與家人相處

時間」二者間確實有極顯著正相關存在（顯著性=0.002）；同時「社會關係重要性」和「與

朋友相處時間」二者間確實也有顯著正相關存在（顯著性=0.005）。這表示，無論是家庭

或社會網絡，都有賴時間與情感成本的投入，也唯有當關係被視為重要時，才具有網絡鑲

嵌的意義。（參見表38-表41）。 

表 38.「家庭關係和諧度」和「與家人相處時間」之變異數分析(b) 

模式   平方和 自由度 平均平方和 F 檢定 顯著性 

迴歸 57.662 1 57.662 9.384 .002(a) 

殘差 1960.176 319 6.145    

1 

總和 2017.838 320     

a  預測變數：(常數), 每天平均花多少時間與家人相處 
b  依變數：家庭關係和諧度 
 

表 39.「家庭關係和諧度」和「與家人相處時間」之回歸係數(a) 

模式   未標準化係數 標準化係數 t 顯著性 

    B 之估計值 標準誤 Beta 分配     

1 (常數) 15.421 .368  41.952 .000

  每天平均花多少

時間與家人相處 
.293 .096 .169 3.063 .002

a  依變數：家庭關係和諧度 

 

表 40.「社會關係重要性」和「與朋友相處時間」之變異數分析(b) 
模式   平方和 自由度 平均平方和 F 檢定 顯著性 

迴歸 11.773 1 11.773 7.992 .005(a) 
殘差 458.112 311 1.473    

1 

總和 469.885 312     
a  預測變數：(常數), 每天平均花多少時間與家人相處 
b  依變數：社會關係重要性 

 

表 41.「社會關係重要性」和「與朋友相處時間」之回歸係數(a) 

模式   未標準化係數 標準化係數 t 顯著性 

    B 之估計值 標準誤 Beta 分配     
1 (常數) 7.499 .184  40.809 .000
  每天平均花多少

時間與家人相處 
.135 .048 .158 2.827 .005

a  依變數：社會關係重要性 

  若以家中主要使用的語言為標準，檢驗不同族群對於社會關係重要性的重視度是否有

所不同，結果發現：客與使用者（客家人）對於社會關係的重視程度明顯較其他語言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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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來得更高（顯著性=0.025）（參見表43、圖27）。但重視社會關係並不意味著較能利用

社會網絡資源。關鍵在於如何將家庭或社會資源導入有效的人際網絡利益中。 

表 42. 使用語言與社會關係重要性之檢驗描述統計量 

 個數 平均數 標準差 標準誤

平均數的 95% 
信賴區間 最小值 最大值 

          下界 上界     
國語 127 7.73 1.336 .119 7.50 7.97 3 10 
閩南語 66 8.06 1.162 .143 7.77 8.35 5 10 
客語 128 8.13 1.125 .099 7.94 8.33 6 10 
總和 321 7.96 1.230 .069 7.82 8.09 3 10 

 

 

圖 27. 社會關係對各語言群組重要性之平均數 

表 43. 使用語言與社會關係重要性之 ANOVA 檢驗 

 平方和 自由度 平均平方和 F 檢定 顯著性 

組間 11.076 2 5.538 3.720 .025 

組內 473.397 318 1.489   

總和 484.474 320    

 

  從網絡利益的角度而言，家人、同學或朋友所從事的行業將構成重要的人際背景網

絡，並可能對於就業有相當大的影響。這也是本研究第二章（文獻回顧）的重要考查結果。

本研究透過「請問您家中是否有人曾從事與您相同的行業」、「您的同學或朋友中，是否

有人曾從事與您相同的行業」兩個題目，分別對照「請問您當初入行時，是否曾透過家人

幫您介紹工作（包括介紹熟悉該行業的其他朋友）」與「請問您是否曾透過朋友或同學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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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介紹工作」進行交叉比對。結果發現：雖然「家人」和「同學、朋友」這兩組網絡相對

於就業介率之卡方檢定皆未達顯著水準，但從Pearson卡方數值和線性對應觀連係數來看，

透過同學與朋友介紹工作的相關性較家人來得更重要（參見表42、表43）。 

表 44. 同學或朋友從事行業與藉其介紹工作之卡方檢定 

 數值 自由度 
漸近顯著

性 (雙尾)
精確顯著

性 (雙尾)
精確顯著

性 (單尾) 
Pearson卡方 3.269(b) 1 .071   
連續性校正(a) 2.810 1 .094   
概似比 3.341 1 .068   
Fisher's精確檢定    .086 .046 
線性對線性的關連 3.259 1 .071   
有效觀察值的個數 314     

a  只能計算 2x2 表格 
b  0格 (.0%) 的預期個數少於 5。 最小的預期個數為 31.86。 

 

表 45. 家人從事相同行業與藉其介紹工作之卡方檢定 

 數值 自由度

漸近顯著

性 (雙尾)
精確顯著

性 (雙尾)
精確顯著

性 (單尾) 
Pearson卡方 3.534(b

)
1 .060   

連續性校正(a) 3.066 1 .080   
概似比 3.478 1 .062   
Fisher's精確檢定    .071 .041 
線性對線性的關連 3.523 1 .061   
有效觀察值的個數 319     

a  只能計算 2x2 表格 
b  0格 (.0%) 的預期個數少於 5。 最小的預期個數為 32.71。 

   若進一步就「社會關係」的構成進行細部的類型比較（如區分同學、朋友、鄰居、同

事…等關係），也可獲得許多重要的發現。本研究首先就「您最要好的朋友與您的關係是」

與「您與最要好的同事是如何認識的」進行比較，在將複選題次數重新分配並將分數正則

化後發現，大部分受訪者最要好的朋友都源自「曾是同學」的關係（54.6%），其次才是

同事關係（29.4%），其他的社會關係相對並不顯著（合計只佔16.0%）。再就受訪者與最

要好的同事如何認識進行分析，結果發現，絕大多數受訪者最要好的同事都是因工作而認

識（59.7%），其次才是「曾是同學」的關係（22.5%），再其次是透過「朋友介紹」（6.7%）

和「參加活動認識」（5.2%），其他類型比例極低（合計低於5%）。（參見圖28、圖29） 

圖 28. 與最要好的朋友與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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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4%

54.6%

5.8%

1.4%

6.7%

2.1%
曾是同事

曾是同學

曾是鄰居

網友

參加活動而認識

其他

 

圖 29. 與最要好的同事如何認識 

59.7%
6.7%

22.5%

1.3%2.8%

5.2%
0.3%

1.6% 因工作認識

朋友介紹

曾是同學

曾是鄰居

網友

參加活動認識

我沒有同事

其他

 

  此處出現幾個值得深思的現象。如上述，54.6%的受訪者都認為最要好的朋友源自同

學關係，僅29.4%是同事關係；相反地，在最要好的同事關係中，只有22.5%曾是同學。因

此，邏輯上來說，良好的同學關係並不反映在良好同事關係中，也就是說，對許多人而言，

「同學」與「同事」根本是兩個關係交疊不太深的獨立網絡。因此可以推斷：在「同學」

和「同事」這兩個網絡間，要嘛是缺乏「橋」或「結構洞」這類的位置，要嘛就是普遍存

在的結構洞阻礙了資訊和資源的有效流通。另一個更重要的發現是：研究者根據上述數據

重新檢視同學或朋友網絡的職業關連性與網絡訊息利益（表現在就業上的助力），結果發

現有高達73.8%的同學或朋友曾從事與受訪者相同的行業，但卻只有不到四成（39.1%）的

人回答「曾透過朋友或同學幫您介紹工作」（參見表46-47、圖3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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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6. 同學或朋友中從事相同的行業 

  次數 百分比

有效百

分比 

累積百

分比 

是 237 70.7 73.8 73.8

否 84 25.1 26.2 100.0

有效的 

總和 321 95.8 100.0

遺漏值 99 14 4.2  

總和 335 100.0   

圖 30.同學朋友從事相同行業 

 

表 47. 是否透過朋友同學介紹工作 

  次數 百分比

有效百

分比

累積百

分比 

是 124 37.0 39.1 39.1

否 193 57.6 60.9 100.0

有效的 

總和 317 94.6 100.0

遺漏值 99 18 5.4  

總和 335 100.0   

圖 31. 同學朋介紹工作 

  此種現象意味著：即使同學間彼此從事的行業相近，但多數人寧可獨善其身，也不願

求助或協助自己同學入行。以此結果對照表44和表45的卡方檢定推論｛透過同學與朋友介

紹工作的相關性較家人來得更重要家庭連帶｝，可發現苗栗地區民眾無論在家庭資源導入

社會網絡，或是將同學朋友等社會資本轉換為職場利益等涉及社會網絡的實際運作上，均

有相當大的結構性限制。研究者認為關鍵可能在於家庭結構的基本型態。事實上，初入社

會時曾透過家人而非朋友介紹工作的比例僅有15.5%（參見表48）。介紹者主要包括「父」

（25.0%）、「母」（21.2%）和「配偶」（19.2%），其次為「姐妹」和「伯/叔/舅」（皆

為7.7%），再其次是「兄弟」和「姑/嬸/姨」（皆為5.8%）。其他親人所佔比例極低（參

見表49）。 

表 48. 曾透過家人而非朋友介紹工作 

觀察值 

有效的 遺漏值 總和 

  個數 百分比 個數 百分比 個數 百分比 

從事行業 * 介紹的家人是 52 15.5% 283 84.5% 335 100.0%

 

表 49. 從事行業與曾協助介紹工作的家人之交叉表 

   家人介紹 總和

從事行業   配偶 父 母 女 兄弟 姐妹

伯/叔/

舅

姑/嬸/

姨 

堂/表

兄弟 

堂/表

姐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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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林漁牧狩獵 個數 0 1 0 1 0 0 0 0 0 0 2 

    從事行業內的% .0% 50.0% .0% 50.0% .0% .0% .0% .0% .0% .0% 100.0%

    家人介紹內的% .0% 7.7% .0% 100.0% .0% .0% .0% .0% .0% .0% 3.8%

製造業 個數 1 0 1 0 0 1 0 1 1 0 5 

    從事行業內的 % 20.0% .0% 20.0% .0% .0% 20.0% .0% 20.0% 20.0% .0% 100.0%

    家人介紹內的 % 10.0% .0% 9.1% .0% .0% 25.0% .0% 33.3% 100.0% .0% 9.6%

商業(含餐旅業) 個數 2 0 0 0 0 1 0 1 0 1 5 

    從事行業內的 % 40.0% .0% .0% .0% .0% 20.0% .0% 20.0% .0% 20.0% 100.0%

    家人介紹內的 % 20.0% .0% .0% .0% .0% 25.0% .0% 33.3% .0% 50.0% 9.6%

運輸倉儲通信 個數 0 0 1 0 1 0 0 0 0 0 2 

    從事行業內的 % .0% .0% 50.0% .0% 50.0% .0% .0% .0% .0% .0% 100.0%

    家人介紹內的 % .0% .0% 9.1% .0% 33.3% .0% .0% .0% .0% .0% 3.8%

金融保險不動

產及工商服務 

個數 
0 2 2 0 1 1 0 0 0 0 6 

    從事行業內的 % .0% 33.3% 33.3% .0% 16.7% 16.7% .0% .0% .0% .0% 100.0%

    家人介紹內的 % .0% 15.4% 18.2% .0% 33.3% 25.0% .0% .0% .0% .0% 11.5%

公共行政、社會

及個人服務業 

個數 
5 8 4 0 1 0 2 1 0 0 21

    從事行業內的 % 23.8% 38.1% 19.0% .0% 4.8% .0% 9.5% 4.8% .0% .0% 100.0%

    家人介紹內的 % 
50.0% 61.5% 36.4% .0%

33.3

% 
.0%

50.0

% 

33.3

% 
.0% .0% 40.4%

學生 個數 0 1 0 0 0 1 0 0 0 0 2 

    從事行業內的 % .0% 50.0% .0% .0% .0% 50.0% .0% .0% .0% .0% 100.0%

    家人介紹內的 % .0% 7.7% .0% .0% .0% 25.0% .0% .0% .0% .0% 3.8%

家庭主婦 個數 1 0 1 0 0 0 0 0 0 1 3 

    從事行業內的 % 33.3% .0% 33.3% .0% .0% .0% .0% .0% .0% 33.3% 100.0%

    家人介紹內的 % 10.0% .0% 9.1% .0% .0% .0% .0% .0% .0% 50.0% 5.8%

待業中 個數 0 0 1 0 0 0 0 0 0 0 1 

    從事行業內的 % .0% .0% 100.0% .0% .0% .0% .0% .0% .0% .0% 100.0%

    家人介紹內的 % .0% .0% 9.1% .0% .0% .0% .0% .0% .0% .0% 1.9%

自由業 個數 0 1 0 0 0 0 2 0 0 0 3 

    從事行業內的 % .0% 33.3% .0% .0% .0% .0% 66.7% .0% .0% .0% 100.0%

    家人介紹內的 % .0% 7.7% .0% .0% .0% .0% 50.0% .0% .0% .0% 5.8%

其他 個數 1 0 1 0 0 0 0 0 0 0 2 

    從事行業內的 % 50.0% .0% 50.0% .0% .0% .0% .0% .0% .0% .0% 100.0%

    家人介紹內的 % 10.0% .0% 9.1% .0% .0% .0% .0% .0% .0% .0% 3.8%

總和 個數 10 13 11 1 3 4 4 3 1 2 52

  從事行業內的 % 19.2% 25.0% 21.2% 1.9% 5.8% 7.7% 7.7% 5.8% 1.9% 3.8% 100.0%

  家人介紹內的 % 
100.0% 100.0% 100.0%

100.

0%

100.

0%

100.

0%

100.

0%

100.

0% 

100.

0% 

100.

0% 
100.0%

 

  另一個重要的發現是：即使在有限的社會網絡的運模式下，既定的社會網絡能否提供

專業上的協助，基本上與族群沒有直接關連，但卻與族群文化有關。事實上，對照「家庭

與社會關係量表」中的「當我有工作(學業)上的困擾時常得到朋友協助」，發現是否常得

到朋友協助和是否有客家血緣無關，至少兩者間的差異極低（顯著性=0.0495）（見表

50-51），但卻和家中使用的語言有關（顯著性=0.009）。透過ANOVA分析，發現客語家

庭最常得到朋友的協助（M=4.12）、其次是閩南語家庭（M =4.03），國語家庭受訪者的

分數很低（M =3.83）（參見表52-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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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0. 是否有客家血緣與工作學業上常得到朋友協助之描述性統計量 
平均數的 95% 信賴區間 

  個數 平均數 標準差 標準誤 下界 上界 最小值 最大值 

是 231 3.97 .706 .046 3.88 4.06 2 5

否 89 4.03 .859 .091 3.85 4.21 1 5

總和 320 3.99 .751 .042 3.90 4.07 1 5

 

表 51. 是否有客家血緣與工作學業上常得到朋友協助之 ANOVA 

  平方和 自由度 平均平方和 F 檢定 顯著性 

組間 .263 1 .263 .466 .495 

組內 179.687 318 .565   

總和 179.950 319    

 

表 52. 不同語言家庭常得到朋友協助之描述性統計量 

  個數 平均數 標準差 標準誤 
平均數的 95% 

信賴區間 最小值 最大值

          下界 上界     

國語 127 3.83 .804 .071 3.69 3.98 1 5

閩南語 66 4.03 .784 .096 3.84 4.22 1 5

客語 128 4.12 .647 .057 4.00 4.23 3 5

總和 321 3.99 .750 .042 3.91 4.07 1 5

 

表 53. 不同語言家庭常得到朋友協助之 ANOVA 

  平方和 自由度 平均平方和 F 檢定 顯著性 

組間 5.241 2 2.621 4.770 .009 

組內 174.709 318 .549   

總和 179.950 320    

 

  在此，本研究發現的特殊現象是：血緣性的族群因素並不顯著，但文化性的「語用環

境」才是造成差異的主要原因，且客語使用者得到的幫助明顯高於其他語言族群。據此應

可推論，客語族群彼此互助的動機或文化需要較高。但由於兩者的差異相當大，因此必須

先釐清一個問題：具客家血緣的非客語使用者和不具客家血緣的客語使用者這兩個群體間

的社會網絡資源優勢是否存有差異。下表是修正後（重新加權）的「客家血緣與主要使用

語言」的交叉表，由其中數據可看出：雖然苗栗地區具有客家血緣的客家人僅有半數左右

（51.9%）以客家話為主要語言，另有43.2%的人以國語為主要語言。但儘管如此，客語使

用範圍在很大程度上仍是以客家人為主的語言。一個明顯的證據是：不具客家血緣的客語

使用者僅佔6.7%，且主要是居住在「客家地區」的民眾。這些人因環境需求而以客語為主

要使用的語言，主要的原因之一正是因為可以得到更多的社會網絡的支持（參見表54橫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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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縱向百分比）。 

表 54.「主要使用的語言」與「是否有客家血緣」之交叉表 

   是否有客家血緣 總和 

    是 否   

主要使用

的語言 

國語 個數 
104 26 130 

    主要使用的語言內的 % 80.0% 20.0% 100.0% 

    是否有客家血緣內的 % 43.2% 28.0% 38.9% 

  閩南語 個數 12 58 70 

    主要使用的語言內的 % 17.1% 82.9% 100.0% 

    是否有客家血緣內的 % 5.0% 62.4% 21.0% 

  客語 個數 125 9 134 

    主要使用的語言內的 % 93.3% 6.7% 100.0% 

    是否有客家血緣內的 % 51.9% 9.7% 40.1% 

總和 個數 241 93 334 

  主要使用的語言內的 % 72.2% 27.8% 100.0% 

  是否有客家血緣內的 % 100.0% 100.0% 100.0% 

  進一步利用多變量分析，將「客家血緣」視為共變數納入「主要使用語言」與「當我

有工作學業上的困擾時常得到朋友協助」和「當我有工作學業上的困擾時常得到親人協助」

的對比性分析中。結果如下表所示（參見表55、圖32-33）。校正後的主要語言使用與所得

到的親人或朋友的協助，確實存在著差異；且前者達到統計上的顯著水準（顯著性=0.007），

而後者則未達到（顯著性=0.116<0.005）。可見，無論是否具有客家血緣，當客語使用者

遇到專業困難（指工作或學業）時，所能得到的朋友協助，均大於家人所能給予的協助。

就社會網絡分析的角度而言，社會網絡的資源差異，提供了一個關於客家社會支持系統的

合理解釋。根據這個解釋架構，客家的社會支持（相對於家庭的支持）應該較非客家族群

更強。但如此一來，就必須回答：客家族群的社經文化地位為何始終處於弱勢地位，以致

高達43.2%的客家家庭不以客語為主要語言？一個重要的思考方向是：此一現象是否意味

著，客家的社會網路支持系統所能使用的「社會資本」具有重大侷限（例如無法提供優於

其他族群的網絡接觸利益）？  

表 55. 不同語言的受試者間效應項的檢定 

來源 依變數 

型 III 平方

和 自由度 平均平方和 F 檢定 顯著性

校正後的

模式 

當我有工作學業上的困

擾時常得到朋友協助 
5.770(a) 3 1.923 3.490 .016

  當我有工作學業上的困

擾時常得到親人協助 
4.249(b) 3 1.416 2.069 .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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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距 當我有工作學業上的困

擾時常得到朋友協助 
276.743 1 276.743 502.072 .000

  當我有工作學業上的困

擾時常得到親人協助 
265.231 1 265.231 387.355 .000

使用語言 當我有工作學業上的困

擾時常得到朋友協助 
5.507 2 2.754 4.996 .007*

  當我有工作學業上的困

擾時常得到親人協助 
2.972 2 1.486 2.170 .116

是否有客

家血緣 

當我有工作學業上的困

擾時常得到朋友協助 
.516 1 .516 .936 .334

  當我有工作學業上的困

擾時常得到親人協助 
1.038 1 1.038 1.517 .219

誤差 當我有工作學業上的困

擾時常得到朋友協助 
174.180 316 .551  

  當我有工作學業上的困

擾時常得到親人協助 
216.373 316 .685  

總和 當我有工作學業上的困

擾時常得到朋友協助 
5268.000 320   

  當我有工作學業上的困

擾時常得到親人協助 
5253.000 320   

校正後的

總數 

當我有工作學業上的困

擾時常得到朋友協助 
179.950 319   

  當我有工作學業上的困

擾時常得到親人協助 
220.622 319   

a  R 平方 = .032 (調過後的 R 平方 = .023) 
b  R 平方 = .019 (調過後的 R 平方 = .010) 

 

圖 32. 得到朋友協助的邊緣平均數 圖 33. 得到親人協助的邊緣平均數 

 

（三） 社會資本 

  關於社會支持網絡和網絡利益的解釋有賴細部的社會資本調查數據支持。為此，本研

究將根據前述分析結果深入探討此一問題。以下將嘗試根據社會資本的理論架構，將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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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絡分析與社會資本議題相結合，以對本研究的研究問題進行綜合評述與思考。首先，在

跨族群的比較基礎上，本研究首先根據「您最要好的同事主要是哪個族群」進行分析。由

於本題為複選題，必須重新加權計分；修正後的次數分配結果如下表： 

表 56. 最要好的同事的族群歸屬 

  客家人 閩南人 外省人 原住民 新住民 其他 小計

國語 個數 
百分比 

68 
50.0%

41 
30.15%

5 
3.68%

2 
1.47%

3 
2.21% 

17 
12.50% 136

閩南語 個數 
百分比 

21 
28.0%

42 
56.0%

1 
1.33%

2 
2.67%

1 
1.33% 

8 
10.67% 75

受訪者使用

的語言 

客語 個數 
百分比 

97 
60.63%

35 
21.88%

7 
4.38%

1 
0.63%

2 
1.25% 

18 
11.25% 160

總和  186 118 13 5 6 43 371

  透過上表可看出，受訪者所使用的語言與其最要好的同事的族群歸屬間具有高度的偏

態。特別是本區的客家和閩南族群，彼此的社會網絡都具有較高的集中化現象。60.63%的

客語使用者最要好的同事是客家人、21.88%是閩南人，而56.0%的閩南與使用者最要好的

同事是客家人，28.0%是客家人。相對的，國與使用者最要好的同事的族群分佈較平均

（50.0%的客家人相對於30.15%的閩南人）。 

  為驗證客家的社會網路支持系統所能使用的「社會資本」是否具有侷限，本研究根據

「改良版台灣地區新職業聲望與社經地位量表」（參見附錄二）針對民眾所可能接觸的高

職業聲望與社經地位的職業分別給分，再根據民眾與這些高職業聲望者的接觸距離，以1-10

分表達想與他們接觸時的困難程度（1分代表最容易接觸，10分代表最難接觸），如此即

可計算社會資本表中的得分。下表是本研究根據職業聲望與接觸距離所製作的社會資本測

量表： 

表 57. 社會資本測量表：職業聲望與接觸距離 

職業類別 代碼 職業細類 接觸 
距離 

110 雇主與經營者（董事、董事長、總經理、副總經理、局長、監察人）  

120 企業主管（或經理）  

130 各級學校校長  

140 各級民意代表  

管理⁄監督

人員 

370 辦公室監督（股長、科長、課長、副理、協理、襄理）  

201  大專院校教授與研究人員  專業人員

(含工程 202 中小學、學前特教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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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 211 法學（律）專業人員（律師、法官、書記官）  

 212 語文，文物管理專業人員（作家，記者，編輯圖書館管理師）  

 213 藝術、娛樂專業人員（聲樂家）  

 214 宗教神職人士（如神父）  

 221 醫師（含心理師、職能治療師）  

 222 藥師、營養師  

 223 護士、助產士、護理師  

 230 會計師及商學專業人員（如投資分析師，專利顧問）  

 240 農學生物專業人員（如農業技師）  

 250 工程師（含建築師、資訊工程師、測量師，技師）  

311 法律、行政半專業助理（含海關、稅收檢驗員）  助理（半）

專業人員 350 工程技術員（含聲光，檢驗，廣電設備管制，技術師，攝影師）  

  測量結果發現，在職業聲望最高的第三至第五等級職業中，民眾最不易接觸的前五名

分數都在7.0分以上，依序為：(1).法學與法律專業人員（律師、法官、書記官），平均距

離（以下簡寫為AD）為7.39；(2).各級民意代表，AD=7.29；(3).雇主與經營者，AD=7.20； 

(4).各級學校校長，AD=7.15；(5).藝術、娛樂專業人員，AD=7.10。對照先進各國的身份地

位量表可發現，本研究測距結果頗具意義。一般來說，職業聲越高、可及性越低（接觸的

難度相應增加），但本研究發現事實不盡如此（相關敘述性統計結果見表58）。以民意代

表為例，理論上應該是最「親民」的職業，但民眾實際上要接觸民代並不容易（在本調查

中，接觸難度高居第二位）。相對的，大學教授給人的刻板印象並不親民，且無論在哪個

國家都具有極高的威望；例如在美國，民眾與大學教授的接觸難度可能與市長不相上下（林

南，2005）。然而在國內，大學教授雖擁有「新職業聲望量表」中最高分的89.8分（黃毅

志，2008），但由於高等教育氾濫（大學普及率過高），以致在本研究調查中發現其接觸

距離（AD=6.21）竟縮小到低於工程技術員的情況。此種「高聲望、易接觸」的不對稱現

象是否會穩定存在，不無疑問。 

表 58. 社會資本測量表之敘述統計結果 

  個數 最小值 最大值 平均數 標準差 

雇主與經營者* 322 0 10 7.20 3.081

企業主管 322 0 10 6.51 3.199

各級學校校長* 322 0 10 7.15 3.066

各級民意代表* 322 0 10 7.29 3.114

辦公室監督 321 1 10 6.27 3.244

大專院校教授與研究人員 322 0 10 6.21 3.261

中小學、學前特教教師 322 0 10 5.61 3.3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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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學（律）專業人員（律師、

法官、書記官）* 
322 0 10 7.39 2.897

語文，文物管理專業人員 322 0 10 6.92 3.026

藝術、娛樂專業人員* 322 0 10 7.10 3.041

宗教神職人士 321 0 10 6.69 3.427

醫師 322 0 55 4.91 4.130

藥師營養師 322 0 10 4.85 3.056

護士助產士護理師 322 0 10 4.59 3.097

會計師及商學專業人員 322 0 10 6.34 3.151

農學生物專業人員 323 0 10 6.91 3.064

工程師 322 0 10 6.02 3.197

法律行政半專業助理 322 0 10 6.78 3.133

工程技術員 322 0 10 6.25 3.225

有效的 N (完全排除) 320     

 

  本研究進一步請受訪者在可能接觸到的親戚、朋友/同學、同事中，各挑出一位社經地

位最高者，並填寫下表： 

表 59. 網絡可及性、最高接觸對象及族群歸屬表 

連絡方式 職業 

（可參考上題代碼） 

熟識程度 
(以 1-10 評分) 直接 間接

接觸頻率 
(以 1-10 評分)

客
家
人

閩
南
人 

外
省
人 

原
住
民 

不
確
定 

親戚   □ □  □ □ □ □ □ 

朋友   □ □  □ □ □ □ □ 

同事   □ □  □ □ □ □ □ 

  調查結果發現，親人中社經地位最高者多集中在雇主與經營者（14.0%），其次依序

為大專院校教授與研究人員和中小學、學前特教教師（均為7.2%）、醫師（6.3%）、法學

或法律專業人員，以及工程師（均為6.0%）。 

表 60. 親人中社經地位最高者的職業 

 次數 百分比 有效百分比 累積百分比

有效的 雇主與經營者 47 14.0 18.6 18.6

  企業主管 14 4.2 5.5 24.1

  各級學校校長 11 3.3 4.3 28.5

  各級民意代表 17 5.1 6.7 35.2

  大專院校教授與研究人員 24 7.2 9.5 44.7

  中小學、學前特教教師 24 7.2 9.5 54.2

  法學（律）專業人員（律師、法官、書記官） 20 6.0 7.9 62.1

  語文，文物管理專業人員（作家，記者，編輯

圖書館管理師） 
1 .3 .4 62.5

  藝術、娛樂專業人員（聲樂家） 1 .3 .4 62.8

  宗教神職人士（如神父） 3 .9 1.2 64.0

  醫師（含心理師、職能治療師） 21 6.3 8.3 72.3

  藥師、營養師 4 1.2 1.6 7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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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護士助產士護理師 5 1.5 2.0 75.9

  會計師及商學專業人員（如投資分析師，專利

顧問） 
8 2.4 3.2 79.1

  農學生物專業人員（如農業技師） 3 .9 1.2 80.2

  工程師（含建築師、資訊工程師、測量師，技

師） 
20 6.0 7.9 88.1

  法律行政半專業助理（含海關、稅收檢驗員） 2 .6 .8 88.9

  工程技術員（含聲光，檢驗，廣電設備管制，

技術師，攝影師） 
3 .9 1.2 90.1

  辦公室監督 25 7.5 9.9 100.0

  總和 253 75.5 100.0  

遺漏值 99 82 24.5    

總和 335 100.0    

  再進一步分析朋友中社經地位最高者的職業與其族群背景，發現在一般人所能接觸到

的最高社經地位親屬中，客籍親屬無論在雇主與經營者、大專院校教授與研究人員、醫師、

工程師等職業上，皆遠低於其在人口結構所佔比例。例如，雇主與經營者中客籍親屬僅佔

57.4%，大專院校教授與研究人員中客籍親屬僅佔54.2%，醫師中籍親屬僅佔52.4%，工程

師中籍親屬僅佔40.0%（參見表61）。 

表 61. 親人中社經地位最高者的職業與族群身份交叉表 
   親戚族群身份 總和 

    客家人 閩南人 外省人 原住民 不確定   

雇主與經營者 個數 27 16 3 0 1 47

  總和的 % 10.8% 6.4% 1.2% .0% .4% 18.8%

親戚

職業 

企業主管 個數 10 4 0 0 0 14

    總和的 % 4.0% 1.6% .0% .0% .0% 5.6%

  各級學校校長 個數 4 6 0 0 0 10

    總和的 % 1.6% 2.4% .0% .0% .0% 4.0%

  各級民意代表 個數 12 3 0 1 0 16

    總和的 % 4.8% 1.2% .0% .4% .0% 6.4%

  大專院校教授與研究人員 個數 13 8 1 0 2 24

    總和的 % 5.2% 3.2% .4% .0% .8% 9.6%

  中小學、學前特教教師 個數 15 6 3 0 0 24

    總和的 % 6.0% 2.4% 1.2% .0% .0% 9.6%

  法學（律）專業人員 個數 15 5 0 0 0 20

    總和的 % 6.0% 2.0% .0% .0% .0% 8.0%

  語文，文物管理專業人員 個數 1 0 0 0 0 1

    總和的 % .4% .0% .0% .0% .0% .4%

  藝術、娛樂專業人員 個數 1 0 0 0 0 1

    總和的 % .4% .0% .0% .0% .0% .4%

  宗教神職人士 個數 2 1 0 0 0 3

    總和的 % .8% .4% .0% .0% .0% 1.2%

  醫師 個數 11 4 6 0 0 21

    總和的 % 4.4% 1.6% 2.4% .0% .0% 8.4%

  藥師、營養師 個數 4 0 0 0 0 4

    總和的 % 1.6% .0% .0% .0% .0% 1.6%

  護士助產士護理師 個數 4 1 0 0 0 5

    總和的 % 1.6% .4% .0% .0% .0% 2.0%

  會計師及商學專業人員 個數 1 4 3 0 0 8

    總和的 % .4% 1.6% 1.2% .0% .0% 3.2%

  農學生物專業人員 個數 3 0 0 0 0 3

    總和的 % 1.2% .0% .0% .0% .0%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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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程師 個數 8 11 1 0 0 20

    總和的 % 3.2% 4.4% .4% .0% .0% 8.0%

  法律行政半專業助理 個數 1 1 0 0 0 2

    總和的 % .4% .4% .0% .0% .0% .8%

  工程技術員 個數 1 2 0 0 0 3

    總和的 % .4% .8% .0% .0% .0% 1.2%

  辦公室監督 個數 17 6 0 0 1 24

    總和的 % 6.8% 2.4% .0% .0% .4% 9.6%

總和 個數 150 78 17 1 4 250

  總和的 % 60.0% 31.2% 6.8% .4% 1.6% 100.0%

  客籍菁英在商、醫、工業比例不高，或許與客家社會中的整體文化氛圍有關，問題是，

即使在「中小學、學前特教教師中」中，客籍親屬也只佔62.5%，仍略低於苗栗客家人口

比例。單就比例而言，這顯然與一般認知中客家「耕讀社會」的傳統印象不盡相符。由此

可見，在苗栗地區一般人所能接觸到的高社經地位者中，客家人所佔比例相對是低的。相

對的，另一個有趣的發現是：在法學或法律專業人員中，客籍親屬比例竟然高達75.0%。

此一數據明顯高於客家人在全國司法人員中所佔比例。較合理的推論有二：其一是苗栗地

區客籍菁英確實有集中在司法系統發展的現象；其二是苗栗地區的司法界客籍菁英提供民

眾較高的接觸機會或管道，以致大部分民眾都能直接或間接地接觸到他們。但除了接受前

項假設外，目前似乎沒有明確的證據足以支持第二項假設（有賴更多新事證證明）。 

  根據同樣的原則比較朋友網絡中的社經地位最高者的職業與籍族群背景，結果分別如

表62、表63所示。根據下表資料，中小學、學前特教教師最高，佔14.0%；其次是工程師

（含建築師、資訊工程師、測量師，技師），佔12.8%；再次是雇主與經營者，佔9.9%（參

見表62）。 

表 62. 朋友中社經地位最高者的職業 
 次數 百分比 有效百分比 累積百分比 

有效的 雇主與經營者 24 7.2 9.9 9.9

  企業主管 15 4.5 6.2 16.0

  各級學校校長 5 1.5 2.1 18.1

  各級民意代表 15 4.5 6.2 24.3

  大專院校教授與研究人員 16 4.8 6.6 30.9

  中小學、學前特教教師 34 10.1 14.0 44.9

  法學（律）專業人員 12 3.6 4.9 49.8

  語文，文物管理專業人員 3 .9 1.2 51.0

  藝術、娛樂專業人員 4 1.2 1.6 52.7

  宗教神職人士（如神父） 4 1.2 1.6 54.3

  醫師（心理師、職能治療師） 12 3.6 4.9 59.3

  藥師、營養師 7 2.1 2.9 62.1

  護士助產士護理師 18 5.4 7.4 69.5

  會計師及商學專業人員 14 4.2 5.8 75.3

  農學生物專業人員 1 .3 .4 75.7

  工程師（含建築師、資訊工

程師、測量師，技師） 
31 9.3 12.8 88.5

  法律行政半專業助理（含海

關、稅收檢驗員） 
6 1.8 2.5 90.9

  工程技術員 6 1.8 2.5 93.4

  辦公室監督 16 4.8 6.6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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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和 243 72.5 100.0 

遺漏值 99 92 27.5   

總和 335 100.0   

  進一步分析朋友中社經地位最高者的職業與其族群背景，發現在一般人所能接觸到的

最高社經地位親屬中，具客家背景者無論在雇主與經營者、大專院校教授與研究人員、中

小學、學前特教教師中、醫師、工程師等職業上，皆遠低於其在人口結構所佔比例，且比

例甚至更低於親屬網絡中的客籍菁英比例。例如，雇主與經營者中具客家背景者僅佔

40.9%，大專院校教授與研究人員中具客家背景者僅佔40.0%，中小學、學前特教教師中具

客家背景者僅佔55.9%，醫師中具客家背景者僅佔25.0%（參見表63）。 

表 63. 朋友中社經地位最高者的職業與族群身份交叉表 
   朋友族群身份 總和

    客家人 閩南人 外省人 原住民 不確定   

雇主與經營者 個數 9 12 0 0 1 22朋友

職業   總和的 % 3.8% 5.1% .0% .0% .4% 9.3%

  企業主管 個數 4 8 2 0 1 15

    總和的 % 1.7% 3.4% .8% .0% .4% 6.3%

  各級學校校長 個數 2 3 0 0 0 5

    總和的 % .8% 1.3% .0% .0% .0% 2.1%

  各級民意代表 個數 6 5 1 0 2 14

    總和的 % 2.5% 2.1% .4% .0% .8% 5.9%

  大專院校教授與研究人員 個數 6 7 1 0 1 15

   總和的 % 2.5% 3.0% .4% .0% .4% 6.3%

  中小學、學前特教教師 個數 19 11 1 0 3 34

    總和的 % 8.0% 4.6% .4% .0% 1.3% 14.3%

  法學（律）專業人員 個數 2 10 0 0 0 12

    總和的 % .8% 4.2% .0% .0% .0% 5.1%

  語文，文物管理專業人員 個數 1 2 0 0 0 3

    總和的 % .4% .8% .0% .0% .0% 1.3%

  藝術、娛樂專業人員 個數 2 0 0 1 1 4

    總和的 % .8% .0% .0% .4% .4% 1.7%

  宗教神職人士 個數 0 3 0 0 1 4

    總和的 % .0% 1.3% .0% .0% .4% 1.7%

  醫師（含心理師、職能治療

師） 

個數 
3 7 1 0 1 12

    總和的 % 1.3% 3.0% .4% .0% .4% 5.1%

  藥師、營養師 個數 2 4 0 0 1 7

    總和的 % .8% 1.7% .0% .0% .4% 3.0%

  護士助產士護理師 個數 10 7 0 0 1 18

    總和的 % 4.2% 3.0% .0% .0% .4% 7.6%

  會計師及商學專業人員 個數 7 6 1 0 0 14

    總和的 % 3.0% 2.5% .4% .0% .0% 5.9%

  農學生物專業人員 個數 0 1 0 0 0 1

    總和的 % .0% .4% .0% .0% .0% .4%

  工程師 個數 11 17 0 0 2 30

  總和的 % 4.6% 7.2% .0% .0% .8% 12.7%

  法律行政半專業助理 個數 2 3 0 0 0 5

  總和的 % .8% 1.3% .0% .0% .0% 2.1%

  工程技術員 個數 6 0 0 0 0 6

  總和的 % 2.5% .0% .0% .0% .0% 2.5%

  辦公室監督 個數 9 4 0 1 2 16

    總和的 % 3.8% 1.7% .0% .4% .8% 6.8%

總和 個數 101 110 7 2 17 2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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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和的 %
42.6% 46.4% 3.0% .8% 7.2% 

100.0

%

  針對高社經地位的客籍菁英職業分佈進行比較，可發現在社會網絡與親屬網絡間的最

大差異，在於親屬網絡所能接觸到的客籍菁英比例，以法學或法律專業人員最高（75.0%），

工程師最低（12.8%）。但在朋友構成的社會網絡中卻完全逆反：法學或法律專業人員比

例最低（16.7%）；相對的，工程師（含建築師、資訊工程師、測量師，技師）的客籍比

例則高達100.0%。在此出現一個重要的問題：苗栗地區民眾的親屬網絡中所能接觸到的客

籍高社經地位的工程師比例明明很低，然則社會網絡中所能接觸到的客籍高社經地位的工

程師，為何清一色是客家人？以本研究既有的資料暫時無法回答這個問題。此一問題也許

涉及「族群－專業網絡」與產業生態之間更複雜的連帶，必須進行更深入的專案研究。 

  最後，社會網絡中的資本測量方式，主要是根據「改良版新台灣地區職業聲望與社經

地位量表」，針對最高接觸對象的職業聲望與社經地位分別給分，以做為網絡中的資本極

大值。然後再根據「網絡可及性」概念，將此數值除以網絡距離，以做為接觸分數。最後

將各對象的接觸分數加總，即為社經地位與職業聲望的接觸總分。此一計分方式可以如下

數學式表達： 

n 
∑ 
i=1 

=
 
S / D（公式4） 

N=接觸對象總數，S=職業聲望與社經地位評分，D=接觸難度 

無論是以能接觸到的最高職業聲望者或最高社經地位者而言，都與族群、收入或其他個人

基本資料無關。包括族群血緣、使用語言、家庭凝聚力指標、家庭連帶指標，多重分析結

果皆未達顯著差異水準。但仔細分析偏態，卻發現職業聲望與社經地位的接觸總分的分配

狀況，存在較高的偏態係數（參見表64），可能並非常態分配，而是峰態偏左的分配曲線。 

表 64. 職業聲望與社經地位接觸總分之描述統計量 

  個數 最小值 最大值 平均數 標準差 偏態 

 統計量 統計量 統計量 統計量 統計量 統計量 標準誤 

職業聲望接觸總分 335 15.71 1555.5 403.3852 270.3537 2.054871 0.133236

社經地位總接觸分 335 15.7 1554.6 403.1838 270.3005 2.054448 0.133236

有效的 N (完全排除) 335       

研究者以LSD多重比較方法，逐一檢查其與個人基本資料的關連，結果發現職業聲望

與社經地位接觸總分檢驗與教育程度之間，存在某些顯著的組內差異。透過下表可看出，

就職業聲望接觸總分而言，國小（或以下）群組與高中職以外的各級學歷群組均有顯著差

異（見表65）。就社經地位接觸總分而言，情況幾乎完全相同，顯著差異都只發生在國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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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以下）群組與高中職以外的各級教育程度群組中（見表66）。 

表 65. 教育程度與職業聲望總分之 LSD 多重比較 

95% 信賴區間 

(I) 教育程度 (J) 教育程度 平均差異 (I-J) 標準誤 顯著性 下界 上界 

大學 -15.57906 41.14469 .705 -96.5189 65.3608

專科 -8.46746 56.35677 .881 -119.3325 102.3976

高中/職 -26.76557 47.43334 .573 -120.0765 66.5453

國中 108.47575 101.47768 .286 -91.1512 308.1027

研究所(含)以上 

國小(或以下) -212.66578(*) 96.37499 .028 -402.2547 -23.0768

大學 研究所(含)以上 15.57906 41.14469 .705 -65.3608 96.5189

專科 7.11160 49.45683 .886 -90.1799 104.4031

高中/職 -11.18651 38.98480 .774 -87.8774 65.5044

國中 124.05481 97.81417 .206 -68.3653 316.4749

國小(或以下) -197.08672(*) 92.50963 .034 -379.0717 -15.1017

專科 研究所(含)以上 8.46746 56.35677 .881 -102.3976 119.3325

大學 -7.11160 49.45683 .886 -104.4031 90.1799

高中/職 -18.29811 54.79976 .739 -126.1002 89.5040

國中 116.94321 105.12284 .267 -89.8545 323.7409

國小(或以下) -204.19832(*) 100.20594 .042 -401.3235 -7.0731

高中/職 研究所(含)以上 26.76557 47.43334 .573 -66.5453 120.0765

大學 11.18651 38.98480 .774 -65.5044 87.8774

專科 18.29811 54.79976 .739 -89.5040 126.1002

國中 135.24132 100.62131 .180 -62.7010 333.1836

國小(或以下) -185.90021 95.47286 .052 -373.7145 1.9141

國中 研究所(含)以上 -108.47575 101.47768 .286 -308.1027 91.1512

大學 -124.05481 97.81417 .206 -316.4749 68.3653

專科 -116.94321 105.12284 .267 -323.7409 89.8545

高中/職 -135.24132 100.62131 .180 -333.1836 62.7010

國小(或以下) -321.14153(*) 131.00712 .015 -578.8588 -63.4242

國小(或以下) 研究所(含)以上 212.66578(*) 96.37499 .028 23.0768 402.2547

大學 197.08672(*) 92.50963 .034 15.1017 379.0717

專科 204.19832(*) 100.20594 .042 7.0731 401.3235

高中/職 185.90021 95.47286 .052 -1.9141 373.7145

國中 321.14153(*) 131.00712 .015 63.4242 578.8588

*  在 .05 水準上的平均差異很顯著。 

 

   

表 66. 教育程度與社經地位總分之 LSD 多重比較 

95% 信賴區間 

 (I) 教育程度 (J) 教育程度 平均差異 (I-J) 標準誤 顯著性 下界 上界 

大學 -15.88724 41.13990 .700 -96.8177 65.0432

專科 -8.81000 56.35020 .876 -119.6621 102.0422

高中/職 -27.34826 47.42781 .565 -120.6483 65.9518

研究所(含)以上 

國中 107.84342 101.46585 .289 -91.7603 307.44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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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小(或以下) -211.73006(*) 96.36376 .029 -401.2969 -22.1632

大學 研究所(含)以上 15.88724 41.13990 .700 -65.0432 96.8177

專科 7.07724 49.45107 .886 -90.2029 104.3574

高中/職 -11.46102 38.98026 .769 -88.1430 65.2210

國中 123.73065 97.80277 .207 -68.6670 316.1283

國小(或以下) -195.84282(*) 92.49885 .035 -377.8066 -13.8790

專科 研究所(含)以上 8.81000 56.35020 .876 -102.0422 119.6621

大學 -7.07724 49.45107 .886 -104.3574 90.2029

高中/職 -18.53827 54.79338 .735 -126.3278 89.2513

國中 116.65341 105.11059 .268 -90.1202 323.4270

國小(或以下) -202.92006(*) 100.19426 .044 -400.0223 -5.8178

高中/職 研究所(含)以上 27.34826 47.42781 .565 -65.9518 120.6483

大學 11.46102 38.98026 .769 -65.2210 88.1430

專科 18.53827 54.79338 .735 -89.2513 126.3278

國中 135.19168 100.60958 .180 -62.7276 333.1109

國小(或以下) -184.38179 95.46174 .054 -372.1742 3.4106

國中 研究所(含)以上 -107.84342 101.46585 .289 -307.4471 91.7603

大學 -123.73065 97.80277 .207 -316.1283 68.6670

專科 -116.65341 105.11059 .268 -323.4270 90.1202

高中/職 -135.19168 100.60958 .180 -333.1109 62.7276

國小(或以下) -319.57347(*) 130.99185 .015 -577.2607 -61.8862

國小(或以下) 研究所(含)以上 211.73006(*) 96.36376 .029 22.1632 401.2969

大學 195.84282(*) 92.49885 .035 13.8790 377.8066

專科 202.92006(*) 100.19426 .044 5.8178 400.0223

高中/職 184.38179 95.46174 .054 -3.4106 372.1742

國中 319.57347(*) 130.99185 .015 61.8862 577.2607

*  在 .05 水準上的平均差異很顯著。 

 

 



 

170 

 

 結論 

一、 研究計畫回顧：主要研究發現 

  本計畫旨在探討客家地區的家庭資訊傳遞形態與社會資本結構的一般性變遷，但更重

要的企圖在於探究：客家文化的弱勢根源，是否與家庭文化（資訊傳遞結構）及社會資本

運用情況有關。有別於當前客家學界慣常以政治、經濟角度所提供的宏觀架構，本計畫企

圖從家庭和人際網絡中的「社會資本」概念（即網絡資源）出發，以微觀角度嘗試提出一

種中程解釋架構的可能性。透過批判性的文獻檢討，研究者認為既有的幾種關於社會資本

的理論皆有其不足與可取之處。就本研究目的而言，欲運用社會網絡與社會資本理論，首

先必須對近年來台灣地區家庭型態的演變進行基本的反省，特別是傳統大家庭的消解，或

多或少意味著家庭所能提供的社會網絡資本運作正發生結構性的變化。在此脈絡下，有必

要釐清：個人如何透過與其他家庭（或家族）成員的網絡聯繫，俾進行區域性社會資本的

累積？其次，客家地區的家庭連帶方式是否會影響客家人的社會資本運用與積累？研究者

透過次級資料分析，搭配問卷調查所得數據，試圖對苗栗客家地區的家庭關係與社會網絡

的變化，提供一個經驗研究的基礎，一方面印證前述文獻檢討中所提出的論點，另方面也

嘗試與理論進行更深入的對話。研究結果，有許多重大發現，整理如次： 

 

（一） 關於家庭中的語言與文化再生產 

本研究調查發現，過半家庭以國語為主要溝通語言（50.4%），三成家庭中使用客家

話（30.3%），再次為閩南語（19.1%）（詳見表 10）。就使用複合語言的客籍家庭而言，

同時使用客語和國語者最多（換算為複合客語家庭之相對比例為 78.6%），其次是同時使

用國語、客語和閩南話三種（相對比例 20.0%），最少的是同時使用客語和閩南語者（相

對比例 1.4%）。值得注意的是，同時使用這三種語言的家庭比例遠高於僅使用國語和閩南

語的家庭，因此在客家地區，閩南語似乎只是輔助性的溝通工具（詳見表 11）。 

再就家庭型態而論，苗栗地區目前以核心家庭最多（42.6%），其次為三代同堂家庭

（35.1%）。三代同堂家庭比例較全國平均高出兩倍多，顯示苗栗地區的家庭型態仍較「傳

統」。此外，相較於台灣地區個人戶比例自 2000 年後即超過兩成（21.3%），苗栗地區 2010

年的個人戶比例仍維持在極低水準（4.2%），可見本區的集體主義文化特質（詳見表 13）。 

 
（二） 家庭網絡中的性別角色與族群差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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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研究家庭網絡形態與族群差異的同時，研究者特別注意到，無論以主觀的自我認定

或客觀的血緣標準來判別客家人，有時候不見得具有社會學上的意義。本研究雖然也將族

群血緣納入自變項，但在實際分析中發現，真正具有影響力的關鍵不在於血緣本身，而在

於居住地的環境決定力量。因此，本研究將「現居地」（十八鄉鎮）重新劃分為「客家地

區」與「非客家地區」，接著對照問卷中有關「如何得知親人的近況」進行卡方檢定。結

果發現確實有顯著差異（p-value=0.04）。由此可推斷：客家地區與非客家地區家庭，其成

員與親人連絡的方式存在明顯的差異。接著針對「接觸頻率(A)」與「親密程度(B)」和「家

庭凝聚力指標(D)」分別進行單一樣本 T 檢定。結果發現：接觸頻率和親密程度兩項分數

不但都出現相當大的組內分佈差異，且凝聚力指標的分數亦出現負值（SD= -1.40）。若前

述關於凝聚力指標的推論可成立，則當「B-A<0」時，就有理由認為這樣的接觸屬於「較

無效的接觸」，顯示本研究所調查的客家地區，一般家庭關係並不融洽（詳見表 23、表 24）。 

  進一步分析苗栗地區家庭結構，發現族群環境與性別因素均有相當大的影響力。男性

和女性對於「誰最了解每個成員的狀況」似乎有不同的認知。本研究針對「性別」和「誰

最了解每個成員的狀況」進行交叉分析，雖然總體差異未達統計上的顯著水準

（p-value=0.057）但已相當接近檢驗門檻（同時參見表 22）。細部來看，若以兄弟姊妹為

參照系統，可發現有較高比例的男性認為兄弟姊妹是最了解每個成員的狀況的人。例如，

5.1%的男性認為兄弟是最了解每個成員的狀況的人，但卻只有 1.0%的女性認為如此；認為

姊妹是最了解每個成員的狀況的男性也有 5.1%，但女性只有 2.9%。經卡方檢驗發現不同

性別相對於兄弟姊妹實際上存在著相當顯著的差異（p-value= 0.013, <0.05）。再以成對樣

本 T 檢定，將主要家庭親屬關係的「接觸頻率」與「親密程度」分數進行配對檢定，則發

現：在各種親人關係中，只有與「哥哥」的接觸頻率和親密程度達到顯著差異（顯著性=0.035）

（參見表 30）。而若以「太太」對比於「母親」，則發現其間有些微的差距。43.1%的女性

認為母親是最了解每個成員的狀況的人，卻只有 34.7%的男性認為母親是最了解每個成員

的狀況的人；同時，40.8%的男性認為配偶是最了解每個成員的狀況的人，但女性只有

35.9%。可見男性較傾向認為太太是最了解家中每個成員狀況的比例高於母親（40.8% : 

35.9%），但女性則剛好相反。 

  若再加上族群環境因素，可發現不同的女性角色在客家族群與非客家族群中有著不同

的核心地位。本研究首先比較客家地區和非客家地區，不同親人間的「接觸頻率」與「親

密程度」是否具有獨立性；結果發現，只有「母親」這一項出現達到統計檢驗的顯著水準

（顯著性=0.001）。相對於父親，客家人與母親間，無論就接觸頻率或親密程度而言，均

遠高於其他非客家人（F 檢定顯著性=.001）（參見表 32）。由此亦可見「母親」角色的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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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性以及在凝聚家人向心力過程中的核心地位。至於母親角色特別突顯，是否會對於家庭

連帶方式造成影響？欲回答此一問題首先必須對「家庭連帶方式」相關變項進行計算與分

類。為求證客家與非客家族群在家庭連帶集中性上是否有所差異，本研究透過 Cross 

Tabulation 進行比對，結果發現：客家人確實有較高比例會以母親為家庭連帶的核心，但

非客家人則有較高比例會以配偶做為家庭連帶的核心。 

  為論證此一發現，本研究以「父∕母」為對照，發現客家群組有 101.3%以母親做為連

帶核心、41.2%以父親做為連帶核心（組內比值為 2.46：1）；非客家群組只有 76.2%以母

親做為連帶核心、34.5%以父親做為連帶核心（組內比值為 2.21：1）。有趣的是，若以「母

親∕配偶」為對照，則客家群組的配偶（98.3%）與母親（101.3%）的組內比值為 0.97：1。

相對的，客家群組的配偶（140.5%）與母親（76.2%）的組內比值為 1.84：1，兩者組內比

值差距將近兩倍。可見客家人似乎更仰賴母親來扮演家庭連帶中的核心角色。再以「子∕

女」為對照，客家群組有 7.7%以女兒做為連帶核心、2.6%以兒子做為連帶核心（組內比值

為 2.96：1）；非客家群組則有 15.5%以女兒做為連帶核心、3.6%以兒子做為連帶核心（組

內比值為 4.31：1）。最後，以「父母∕子女」為對照，依然發現母親（38.9%）做為連帶

核心的比例明顯高於父親（13.8%）；同樣的，以兒子（3.3%）為連帶核心的比例也明顯

高於女兒（1.0%）。根據以上幾組不同性別對照的數據，大致可推論：相對於非客家人傾

向以配偶為家庭連帶的核心，客家人似乎更仰賴母親扮演此一角色。而表 65 的家庭連帶

集中性數據也再次印證了本研究的假設：客家地區的家庭連帶，基本上就是以女性為整體

連帶的核心。 

  另一個有趣的現象是：客家與非客家配偶在家庭凝聚力指標上的分數差異，似乎也微

妙地反映在夫妻感情的向度上。透過 ANOVA 分析客家和非客家族群與不同親人間的親密

程度和接觸頻率，結果發現：總體而言，客家人與非客家人，在與家人的「親密程度」或

「接觸頻率」間並不存在顯著差異，但若單就夫妻進行比較，則無論是親密程度或接觸頻

率皆有顯著差異。其中親密程度之差異顯著性=0.012，接觸頻率之差異顯著性=0.004。而

不同族群與母親的接觸頻率也有著顯著的差異（參見表 34）。在 LSD 多重比較中，可進

一步看出「夫妻接觸頻率」、「夫妻親密程度」以及「媽媽接觸頻率」都顯示客家與非客

家之間存在著相當程度的差異（參見表 35）。上述數據顯示：無論是就家庭情感凝聚度、

家庭連帶集中性、家庭關係集中性、夫妻親密程度或接觸頻率來看，客家人的夫妻情感似

乎較非客家人疏遠。 

 

（三） 多重網絡分析：家庭連帶形式與社會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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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述客家與非客家的家庭凝聚力與家庭連帶形式，在本研究問卷第三部分的「家

庭與社會關係量表」中，可以得到進一步的驗證。在此量表中，主要以「家庭關係導向」

和「社會關係導向」兩個軸向的分數，做為家庭到與社會網絡的交互影響的推論依據。其

中，與家庭有關的題項包括「家庭關係和諧度」以及「家庭網絡重要性」兩大指標。至於

與社會有關的題項，則合併成「社會關係重要性」。此外，研究者還透過自製的家庭與社

會關係量表，以測量受訪者的主觀感受（有別於前述的「家庭凝聚指標」與「家庭連帶集

中性指標」以客觀測距分數為依據）。接著透過 LSD 模式，將這些指標和量表分數與不同

族群語用習慣進行多重比較，結果發現：使用不同語言的群組在家庭關係量表上呈現若干

差異。例如，針對「整體而言，我和家人關係十分融洽」這項題目，閩南語和國語、閩南

語和客語間均有差異存在，而針對「我常以言詞或行動主動表達對家人的關心」這項題目，

閩南語和國語間均有差異存在。針對「我感覺家人之間的凝聚力很強」這項題目，閩南語

和國語、閩南語和客語間均有差異存在（參見表 37）。若以家中主要使用的語言為標準，

檢驗不同族群對於社會關係重要性的重視度是否有所不同，結果發現：客與使用者（客家

人）對於社會關係的重視程度明顯較其他語言使用者來得更高（顯著性=0.025）（參見表

43、圖 26）。但重視社會關係並不意味著較能利用社會網絡資源。關鍵在於如何將家庭或

社會資源導入有效的人際網絡利益中。 

  本研究還以線性回歸方式比較「家庭網絡重要性」、「家庭網絡重要性」、「社會關

係重要性」這三個指標與「請問您每天平均花多少時間與家人相處」以及「請問您每天平

均花多少時間與朋友相處」這兩題。結果發現：「家庭關係和諧度」和「與家人相處時間」

二者間確實有極顯著正相關存在（顯著性=0.002）；同時「社會關係重要性」和「與朋友

相處時間」二者間確實也有顯著正相關存在（顯著性=0.005）。這表示，無論是家庭或社

會網絡，都有賴時間與情感成本的投入，也唯有當關係被視為重要時，才具有網絡鑲嵌的

意義。（參見表 38、表 41）。從網絡利益的角度而言，家人、同學或朋友所從事的行業

將構成重要的人際背景網絡，並可能對於就業有相當大的影響。這也是本研究第二章（文

獻回顧）的重要考查結果。本研究透過「請問您家中是否有人曾從事與您相同的行業」、

「您的同學或朋友中，是否有人曾從事與您相同的行業」兩個題目，分別對照「請問您當

初入行時，是否曾透過家人幫您介紹工作（包括介紹熟悉該行業的其他朋友）」與「請問

您是否曾透過朋友或同學幫您介紹工作」進行交叉比對。結果發現：雖然「家人」和「同

學、朋友」這兩組網絡相對於就業介率之卡方檢定皆未達顯著水準，但從 Pearson 卡方數

值和線性對應觀連係數來看，透過同學與朋友介紹工作的相關性較家人來得更重要（參見

表 42、表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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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若進一步就「社會關係」的構成進行細部的類型比較（如區分同學、朋友、鄰居、同

事…等關係），也可獲得許多重要的發現。本研究首先就「您最要好的朋友與您的關係是」

與「您與最要好的同事是如何認識的」進行比較，在將複選題次數重新分配並將分數正則

化後發現，大部分受訪者最要好的朋友都源自「曾是同學」的關係（54.6%），其次才是

同事關係（29.4%），其他的社會關係相對並不顯著（合計只佔 16.0%）。再就受訪者與最

要好的同事如何認識進行分析，結果發現，絕大多數受訪者最要好的同事都是因工作而認

識（59.7%），其次才是「曾是同學」的關係（22.5%），再其次是透過「朋友介紹」（6.7%）

和「參加活動認識」（5.2%），其他類型比例極低（合計低於 5%）。 

  研究發現幾個值得深思的現象。如上述，54.6%的受訪者都認為最要好的朋友源自同

學關係，僅 29.4%是同事關係；相反地，在最要好的同事關係中，只有 22.5%曾是同學。

因此，邏輯上來說，良好的同學關係並不反映在良好同事關係中，也就是說，對許多人而

言，「同學」與「同事」根本是兩個關係交疊不太深的獨立網絡。因此可以推斷：在「同

學」和「同事」這兩個網絡間，要嘛是缺乏「橋」或「結構洞」這類的位置，要嘛就是普

遍存在的結構洞阻礙了資訊和資源的有效流通。另一個更重要的發現是：研究者根據上述

數據重新檢視同學或朋友網絡的職業關連性與網絡訊息利益（表現在就業上的助力），結

果發現有高達 73.8%的同學或朋友曾從事與受訪者相同的行業，但卻只有不到四成（39.1%）

的人回答「曾透過朋友或同學幫您介紹工作」（參見表 46-47、圖 29-30）。 

  此種現象意味著：即使同學間彼此從事的行業相近，但多數人寧可獨善其身，也不願

求助或協助自己同學入行。以此結果對照表44和表45的卡方檢定推論｛透過同學與朋友介

紹工作的相關性較家人來得更重要家庭連帶｝，可發現苗栗地區民眾無論在家庭資源導入

社會網絡，或是將同學朋友等社會資本轉換為職場利益等涉及社會網絡的實際運作上，均

有相當大的結構性限制。研究者認為關鍵可能在於家庭結構的基本型態。事實上，初入社

會時曾透過家人而非朋友介紹工作的比例僅有15.5%（參見表48）。另一個重要的發現是：

即使在有限的社會網絡的運模式下，既定的社會網絡能否提供專業上的協助，基本上與族

群沒有直接關連，但卻與族群文化有關。事實上，對照「家庭與社會關係量表」中的「當

我有工作(學業)上的困擾時常得到朋友協助」，發現是否常得到朋友協助和是否有客家血

緣無關，至少兩者間的差異極低（顯著性=0.0495）（見表50-51），但卻和家中使用的語

言有關（顯著性=0.009）。透過ANOVA分析，發現客語家庭最常得到朋友的協助（M=4.12）、

其次是閩南語家庭（M =4.03），國語家庭受訪者的分數很低（M =3.83）（參見表52-53）。 

  研究者透過統計分析發現：血緣性的族群因素並不顯著，但文化性的「語用環境」才

是造成差異的主要原因，且客語使用者得到的幫助明顯高於其他語言族群。據此應可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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論，客語族群彼此互助的動機或文化需要較高。但由於兩者的差異相當大，因此必須先釐

清一個問題：具客家血緣的非客語使用者和不具客家血緣的客語使用者這兩個群體間的社

會網絡資源優勢是否存有差異。下表是修正後（重新加權）的「客家血緣與主要使用語言」

的交叉表，由其中數據可看出：雖然苗栗地區具有客家血緣的客家人僅有半數左右（51.9%）

以客家話為主要語言，另有43.2%的人以國語為主要語言。但儘管如此，客語使用範圍在

很大程度上仍是以客家人為主的語言。一個明顯的證據是：不具客家血緣的客語使用者僅

佔6.7%，且主要是居住在「客家地區」的民眾。這些人因環境需求而以客語為主要使用的

語言，主要的原因之一正是因為可以得到更多的社會網絡的支持（參見表54）。進一步利

用多變量分析，將「客家血緣」視為共變數納入「主要使用語言」與「當我有工作學業上

的困擾時常得到朋友協助」和「當我有工作學業上的困擾時常得到親人協助」的對比性分

析中。結果如下表所示（參見表55、圖31-32）。校正後的主要語言使用與所得到的親人或

朋友的協助，確實存在著差異；且前者達到統計上的顯著水準（顯著性=0.007），而後者

則未達到（顯著性=0.116）。可見無論是否具有客家血緣，當客語使用者遇到專業困難（指

工作或學業）時，所能得到的朋友協助，均大於家人所能給予的協助。就社會網絡分析的

角度而言，社會網絡的資源差異，提供了一個關於客家社會支持系統的合理解釋。 

  根據這個解釋架構，客家的社會支持（相對於家庭的支持）應該較非客家族群更強。

但如此一來，就必須回答：客家族群的社經文化地位為何始終處於弱勢地位，以致高達

43.2%的客家家庭不以客語為主要語言？一個重要的思考方向是：此一現象是否意味著，

客家的社會網路支持系統所能使用的「社會資本」具有重大侷限（例如無法提供優於其他

族群的網絡接觸利益）？  

 

（四） 族群網絡與社會資本：資源的可及性和有效性 

  本研究在關於社會資本的研究中發現，受訪者所使用的語言與其最要好的同事的族群

歸屬間具有高度的偏態。特別是本區的客家和閩南族群，彼此的社會網絡都具有較高的集

中化現象。60.63%的客語使用者最要好的同事是客家人、21.88%是閩南人，而 56.0%的閩

南與使用者最要好的同事是客家人，28.0%是客家人。相對的，國與使用者最要好的同事

的族群分佈較平均（50.0%的客家人相對於 30.15%的閩南人）。此外，良好的同學關係並

不反映在良好同事關係中，對許多人而言，「同學」與「同事」根本是兩個關係交疊不太

深的獨立網絡。因此可以推斷：在「同學」和「同事」這兩個網絡間，要嘛是缺乏「橋」

或「結構洞」這類的位置，要嘛就是普遍存在的結構洞阻礙了資訊和資源的有效流通。另

一個更重要的發現是：研究者根據上述數據重新檢視同學或朋友網絡的職業關連性與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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訊息利益（表現在就業上的助力），結果發現有高達 73.8%的同學或朋友「曾從事與您相

同的行業」，但卻只有不到四成（39.1%）的人回答「曾透過朋友或同學幫您介紹工作」

（參見表 46-47、圖 29-30）。此種現象意味著：即使同學間彼此從事的行業相近，但多數

人寧可獨善其身，也不願求助或協助自己同學入行。 

  為驗證客家的社會網路支持系統所能使用的「社會資本」是否具有侷限，本研究根據

「改良版台灣地區新職業聲望與社經地位量表」針對民眾所可能接觸的高職業聲望與社經

地位的職業分別給分，並測量受訪者與這些高職業聲望者的接觸距離。結果發現：客籍菁

英在商、醫、工業比例不高（這或許與客家社會中的整體文化氛圍有關）且即使在「中小

學、學前特教教師中」中，客籍親屬也只佔 62.5%，低於苗栗客家人口比例。這顯然與一

般認知中客家「耕讀社會」的傳統印象不盡相符。由此可見，在苗栗地區一般人所能接觸

到的高社經地位者中，客家人所佔比例相對是低的。相對的，另一個有趣的發現是：在法

學或法律專業人員中，客籍親屬比例竟然高達 75.0%。此一數據明顯高於客家人在全國司

法人員中所佔比例。較合理的推論有二：其一是苗栗地區客籍菁英確實有集中在司法系統

發展的現象；其二是苗栗地區的司法界客籍菁英提供民眾較高的接觸機會或管道，以致大

部分民眾都能直接或間接地接觸到他們。但目前似乎沒有明確的證據足以支持第二項假

設。 

  再進一步分析朋友中社經地位最高者的職業與其族群背景，發現在一般人所能接觸到

的最高社經地位親屬中，客籍親屬無論在雇主與經營者、大專院校教授與研究人員、醫師、

工程師等職業上，皆遠低於其在人口結構所佔比例。例如，雇主與經營者中客籍親屬僅佔

57.4%，大專院校教授與研究人員中客籍親屬僅佔54.2%，醫師中籍親屬僅佔52.4%，工程

師中籍親屬僅佔40.0%（參見表61）。再就朋友中社經地位最高者的職業與其族群背景，

發現在一般人所能接觸到的最高社經地位親屬中，具客家背景者無論在雇主與經營者、大

專院校教授與研究人員、中小學、學前特教教師中、醫師、工程師等職業上，皆遠低於其

在人口結構所佔比例，且比例甚至更低於親屬網絡中的客籍菁英比例（參見表63）。針對

高社經地位的客籍菁英職業分佈進行比較，可發現在社會網絡與親屬網絡間的最大差異，

在於親屬網絡所能接觸到的客籍菁英比例，以法學或法律專業人員最高（75.0%），工程

師最低（12.8%）。但在朋友構成的社會網絡中卻完全逆反：法學或法律專業人員比例最

低（16.7%）；相對的，工程師（含建築師、資訊工程師、測量師，技師）的客籍比例則

高達100.0%。一個重要的問題：苗栗地區民眾的親屬網絡中所能接觸到的客籍高社經地位

的工程師比例明明很低，然則社會網絡中所能接觸到的客籍高社經地位的工程師，為何清

一色是客家人？此一問題也許涉及到「族群－專業網絡」與產業生態之間更複雜的連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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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既有的資料暫時無法回答這個問題。 

  最後，本研究將「職業聲望」與「社經地位」得分除以接觸距離，以比較客家與非客

家族群在各種家庭與社會網絡中的資本可及性。結果並未發現差異。在本研究縝密的分析

架構下，研究者有信心據此推論：苗栗地區的客家族群和客語使用者在社會網絡上並未出

現結構上的弱勢。其就業文化差異與個人成就動機應是受到其他因素的影響。另，根據社

會資本的總得分分析偏態，發現職業聲望與社經地位的接觸總分的分配狀況，存在較高的

偏態係數，因此並非常態分配，而是峰態偏左的分配曲線（見表64）。進一步檢驗發現：

職業聲望與社經地位接觸總分檢驗與教育程度之間，存在某些顯著的組內差異。 

 

二、 完成之工作項目及成果 

 

（一）本研究完成之工作項目 

(1) 釐清苗栗地區客家家庭組織型態與資訊傳遞模式對於家庭網絡型態之影響。 

(2) 研究苗栗客家地區家庭網絡之人文特性，以及資訊傳遞型態對於家庭成員利用社會

網絡之影響。 

(3) 釐清苗栗地區家庭資訊傳遞型態對於成員可運用的社會資本量的影響。 

(4) 釐清苗栗地區家庭網絡型態對於成員可參與的社會網絡型態之影響。 

(5) 研究社會網絡型態以及網絡多元性對於可能獲取的社會資本的廣度與可及性之影

響。 

(6) 釐清客家地區的族群網絡與專業網絡對於個人社經地位與成就之影響。 

 

（二）本研究獲得之成果 

  家庭訊息傳遞模式、約束模式以及社會網絡的侷限，很可能是當前客家文化發展上的

最大問題，也是台灣客家文化復振運動成敗之關鍵。然而此一論題在客家研究中從未被認

真處理，故有必要審慎斟酌，並透過實證研究加以釐清。事實上，在當代的社會研究者眼

中，「家庭」除擔負教育與社會再生產功能之外，更兼具文化與經濟功能。因此，透過家

庭資訊傳遞模式之微觀研究，很可能指向整體社會網絡結構的宏觀結構。就本研究而言，

最重大的成果與意義在於以下三個方面。 

(1) 開拓客家學術研究新領域：將社會網絡分析的觀點引入客家研究，並試圖釐清客家家

庭的資訊傳遞型態，是否較偏向傳統型（單核心）網絡？由於傳統型網絡的家庭成員，

較不易將資源運用於專業網絡中，在社會資本的取得上亦將面臨較大約束，且較不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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獲得社會網絡的多元性。倘若客家家庭確實表現出某些網絡結構上的弱點（例如內部

訊息冗餘、以及連外網絡的結構洞匱乏），則有必要同時由微觀與巨觀方式，解析當

代客家地區家庭網絡與社會網絡型態，以掌握客家文化處於弱勢（劣勢）之真實社會

因素。 

(2) 建立客家社會網絡調查問卷範例：本研究所使用的「苗栗地區家庭關係與社會網絡研

究問卷」，經過長時間的前測（初測、覆測）與分析驗證，具有相當寶貴之實用價值，

其中主要的題組與量表皆可供未來相關調查研究之問卷設計參考。 

(3) 建立客家社會研究基礎資料庫：本研究所收集到的苗栗客家地區家庭型態與社會網絡

資料，可做為客家社會研究的基礎資料庫，並提供未來相關研究使用。未來亦可設法

轉換格式，進行更深入的網絡分析研究。 

 

（三）參與之工作人員獲得之訓練 

(1) 熟悉與本研究相關之文獻資料。 

(2) 培養研究設計、調查與執行能力。 

(3) 培養資料分析與理論模型之建構（修正）能力。 

 

（四）研究限制與建議 

  本研究最大限制在於研究資源不足。雖然社會資本與社會網絡的研究極具發展價值，

也是未來客家社會研究必然發展的取徑，但由於社會網絡相關研究所使用的問卷，必須能

反映受訪者與不同網絡成員實際的接觸狀況，因此在技術上並不容易進行。一般來說，超

過 100 個答項的複雜結構問卷的有效回收率都不高。也因此，必須動用的調查人力規模不

可能太低。本計劃進行期間動用許多私下的人力資源投入研究調查工作。雖然回收樣本數

有限，但由樣本的背景描述看來應具有相當之代表性。研究者期望未來能有更充裕的研究

人力和更長的研究期程，投入相關研究。 

  另一個研究過程中遭遇的重大限制，在於分析軟體的開發與運用。本計劃原本希望能

將 UCINET 和 PUCK 等社會分析軟體運用於社會資本的相關網絡分析中。但受限於調查數

據的形態、資料庫格式轉檔與軟體運算環境的限制，最後放棄 SNA（社會網絡分析）的軟

體開發工作。 

  無論如何，本研究只是一個客家社會網絡分析的起點，期盼未來能有更多人力投入相

關研究。研究者深信此類研究，絕對有助於開拓客家文化研究的新視野，並提供具體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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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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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 一

苗栗地區家庭關係與社會網絡研究問卷

敬愛的先生、小姐您好：

我們是國立聯合大學客家學院的研究團隊，受客委會委託，目前正進行苗栗地區家庭
關係與社會網絡之研究。本問卷旨在了解您的家庭與社會狀況，採不記名方式，所有資料
僅供學術研究，絕不對外公開。請您放心填寫，並儘量勿留空白。您的寶貴意見對於客家
研究將有重要貢獻，本團隊衷心感謝您的配合。謝謝！

國立聯合大學資訊與社會研究所
研究計畫主持人：李威霆博士

聯絡電話：

電子郵件： 

【第一部分 個人基本資料】 

1. 性別：□男性 □女性

2. 年齡：□20 歲以下 □20-29 歲 □30-39 歲 □40-49 歲 □50-59 歲

□60-69 歲 □70 歲以上

3. 請問您的教育程度：□研究所(含)以上 □大學 □專科 □高中∕職

□國中 □國小(或以下)

4. 請問您從事的行業：□農林漁牧狩獵業 □礦業及土石採取業 □製造業 □水電燃

氣業 □營造業 □商業(含餐旅業) □運輸倉儲及通信業

□金融保險不動產及工商服務業 □公共行政、社會服務及個人服務業

□學生 □家庭主婦 □待業中 □自由業 □其他＿＿＿＿＿＿＿＿＿

5. 請問您是否有客家血緣？□是 □否 □不確定

6. 請問您家中主要使用的語言：□國語 □閩南語 □客語 □其他＿＿＿＿

7. 請問您全家年收入大約是：□30 萬以下 □31-60 萬 □61-100 萬 □101-150 萬 □
151-200 萬 □201 萬以上

8. 請問您目前住在：＿＿＿＿＿＿＿(請填鄉、鎮、市)
9. 請問您定居在苗栗時間：□3 年以下 □3-5 年 □5-10 年 □10 年以上

【第二部份 家庭關係】 

10. 請問您目前的家庭型態屬於：□個人戶 □夫婦二人家庭 □核心家庭

□三代同堂家庭 □單親家庭 □祖孫二代家庭 □其他＿＿＿＿＿＿＿

11. 請問您家中成員（連同您本人在內）共有幾＿＿＿人？（請填數字）

12. 您認為誰是家中最了解您的人？＿＿＿＿＿＿＿(請填稱謂)

13. 您認為家中誰最了解每個成員的狀況(可複選)？＿＿＿＿＿＿＿＿＿＿

14. 遇到各種問題時，家中最能幫您解決問題的人是：＿＿＿＿＿＿(請填稱謂)

15. 誰是您家中最主要的經濟來源？＿＿＿＿＿＿＿(請填稱謂)

16. 誰是您家中最主要的意見領袖？＿＿＿＿＿＿＿(請填稱謂)

17. 請問您如何得知親人的近況？□自己主動連絡親人 □親人主動與我連絡 □透過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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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家人連絡(請說明稱謂＿＿＿＿＿＿) □和親人都不熟 

18. 請以 1-10 分表達您與每位親人的接觸頻繁程度和情感親密程度。同一欄中有兩位以上

親人時（如兩個姐姐）請以關係最密切者計分。無此親人請填"0"。 

親屬稱謂 接觸頻率 親密程度 親屬稱謂 接觸頻率 親密程度 
夫/妻   爸爸   
媽媽   兒子   
媳婦   女兒   
女婿   哥哥   
嫂嫂   弟弟   
弟媳   姐姐   
姐夫   妹妹   
妹夫   阿公(爺爺)   
阿婆(奶奶)   外公   
外婆   公公/岳父   
婆婆/岳母   孫子女   
外孫子女   伯伯、伯母   
叔叔、嬸嬸   姑姑、姑丈   
舅舅、舅媽   阿姨、姨丈   
堂兄弟   表兄弟   
堂姐妹   表姐妹   
姪子女   外甥子女   
配偶的兄弟   配偶的姊妹   

 

【第三部份 家庭與社會關係量表】 

請根據您的實際感受判斷以下敘述，並依同意程度，

於右方的 "□" 打 " "。 

非
常
同
意

同
意 

沒
意
見 

不
同
意 

非
常
不
同
意

19. 整體而言，我和家人關係十分融洽 □ □ □ □ □

20. 我常以言詞或行動主動表達對家人的關心 □ □ □ □ □

21. 我認為我家人的情感表達方式是比較傳統的 □ □ □ □ □

22. 我感覺家人之間的凝聚力很強 □ □ □ □ □

23. 我以我的家庭為榮 □ □ □ □ □

24. 我以我的工作(學業)為榮 □ □ □ □ □

25. 我認為家人的關係是朋友無法取代的 □ □ □ □ □

26. 當我有工作(學業)上的困擾時常得到親人協助 □ □ □ □ □

27. 當我有工作(學業)上的困擾時常得到朋友協助 □ □ □ □ □

【第四部份 社會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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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請根據以下所列職業，以 1-10 分表達您與他們的接觸距離（即當您想與他們接觸時的

困難程度）。｛1 分代表最容易接觸，10 分代表最難接觸｝ 

職業類別 代碼 職業細類 接觸 
距離 

110 雇主與經營者（董事、董事長、總經理、副總經理、局長、監察人）  

120 企業主管（或經理）  

130 各級學校校長  

140 各級民意代表  

管理∕監

督人員 

370 辦公室監督（股長、科長、課長、副理、協理、襄理）  

201  大專院校教授與研究人員  

202 中小學、學前特教教師  

專業人員

(含工程

師) 211 法學（律）專業人員（律師、法官、書記官）  

 212 語文，文物管理專業人員（作家，記者，編輯圖書館管理師）  

 213 藝術、娛樂專業人員（聲樂家）  

 214 宗教神職人士（如神父）  

 221 醫師（含心理師、職能治療師）  

 222 藥師、營養師  

 223 護士、助產士、護理師  

 230 會計師及商學專業人員（如投資分析師，專利顧問）  

 240 農學生物專業人員（如農業技師）  

 250 工程師（含建築師、資訊工程師、測量師，技師）  

311 法律、行政半專業助理（含海關、稅收檢驗員）  助理（半）

專業人員 350 工程技術員（含聲光，檢驗，廣電設備管制，技術師，攝影師）  

29. 請在您可能接觸到的親戚、朋友/同學、同事中，各挑出一位社經地位最高者，並填寫

下表（包括其職業、與您熟識程度、連絡方式、接觸頻率、族群）： 

連絡方式 職業 

（可參考上題代碼） 

熟識程度 
(以 1-10 評分) 直接 間接

接觸頻率 
(以 1-10 評分)

客
家
人

閩
南
人 

外
省
人 

原
住
民 

不
確
定 

親戚   □ □  □ □ □ □ □ 

朋友   □ □  □ □ □ □ □ 

同事   □ □  □ □ □ □ □ 

30. 在您親戚中社經地位最高的人，其稱謂是＿＿＿＿＿＿＿ 

31. 請問您每天平均花多少時間與家人相處？□1 小時以下 □1-2 小時 □2-3 小時 □

3-4 小時 □4 小時以上 
32. 請問您每天平均花多少時間與朋友相處？□1 小時以下 □1-2 小時 □2-3 小時 □

3-4 小時 □4 小時以上 
33. 請問您每天下班後平均花多少時間與同事相處？□1 小時以下 □1-2 小時 □2-3 小

時 □3-4 小時 □4 小時以上 

【第五部份 社會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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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請問您家中是否有人曾從事與您相同的行業？□是(稱謂)＿＿＿＿＿ □否 

35. 您的同學或朋友中，是否有人曾從事與您相同的行業？□是 □否 

36. 請問您當初入行時，是否曾透過家人幫您介紹工作（包括介紹熟悉該行業的其他朋

友）？□是（請填稱謂＿＿＿＿） □否 

37. 請問您是否曾透過朋友或同學幫您介紹工作？□是 □否（跳答 39 題） 
38. 請問曾幫您介紹工作的朋友或同學中是否有客家人？□是 □否 □不確定 
39. 請問您最要好的朋友與您的關係是：（可複選）□曾是同事 □曾是同學 □曾是鄰居 

□曾是網友 □參加活動而認識 □其他（請說明＿＿＿＿＿＿） 

40. 承上題，請問您最要好的朋友是：（可複選）□客家人 □閩南人 □外省人 □原住

民 □新住民 □其他（請說明＿＿＿＿＿＿＿＿＿＿＿＿） 

41. 請問您與最要好的同事是如何認識的：（可複選）□因工作認識 □朋友介紹 □曾是

同學 □曾是鄰居 □曾是網友 □參加活動認識 □我沒有同事 □其他（請說明

＿＿＿＿＿＿＿＿＿＿＿＿） 

42. 承上題，請問您最要好的同事主要是：□客家人 □閩南人 □外省人 □原住民 □

新住民 □各族群都有 □其他＿＿＿＿＿＿＿＿＿ 

 

問卷到此結束。感謝您協助填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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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 二 

台灣地區新職業聲望與社經地位量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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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 三  

苗栗地區家庭關係與社會網絡研究 問卷發放日誌 

發放員 駐點起迄日期 發放地點 發放份數 回收份數 備註 

彭琋筠 
2010/07/01~ 
2010/07/12 

苗栗市 40 38 
當天發放現

場協助填答 

朱國志 
2010/07/01~ 
2010/07/15 

苗栗市 50 50 
當天發放現

場協助填答 

賴詩怡 
2010/07/06~ 
2010/7/17 

獅潭、頭屋 20 19 
當天發放現

場協助填答 

曾能崇 
2010/07/07~ 
2010/07/14 

苑裡、通宵、
竹南、頭份、
後龍 

50 50 
透過社區發

展協會協助 

曾能崇 
2010/07/15~ 
2010/07/22 

公館、銅鑼、
南庄、頭屋、
造橋 

50 49 
透過社區發

展協會協助 

曾能崇 
2010/07/23~ 
2010/07/30 

三義、大湖、

泰安 
50 50 

透過社區發

展協會協助 

朱國志 2010/07/23  苗栗市 50 50 
當天發放現

場協助填答 

羅原廷 2010/07/25  苗栗市 30 29 
當天發放現

場協助填答 

羅原廷 2010/07/28  苗栗市 20 14 
當天發放現

場協助填答 

江 珮 珊

羅原廷 
2010/08/01~ 
2010/08/07 

苗 栗 市 、 通

宵、竹南 
50 50 

當天發放現

場協助填答 

賴詩怡 2010/8/25  苗栗 30 30 
當天發放現

場協助填答 

合計 440 4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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行政院客家委員會補助大學院校發展客家學術機構計畫 

  

九十九年度整合計畫 

研究成果報告全文 

 

 

從苗栗的人文層面剖析客家情懷 

的未來願景 

 

子計畫四： 

 

苗栗地區客家聚落發展與生活空間形塑的人文區位重建：以

地理資訊系統（GIS）做為再現及整合平台 

 
國立聯合大學客家研究學院資訊與社會研究所 

陳君山 助理教授 

 

中華民國九十九年十一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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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就性質上而言，本計畫屬於一種具延續性與整合性的研究計畫。本計畫的延續性在於

其接續本計畫共同主持人 2008 年獲客委會補助執行之〈苗栗地區客家聚落發展歷程之人

文區位重建〉研究案的各類具體成果（包含歷史與人口調查、產業與經濟調查、及語言與

族群認同調查等面向各類指標），應用地理資訊系統（GIS），予以轉化繪製成「數位化社

會地圖」(digital social map)，並進一步地透過各種「數位化社會地圖」的圖層套疊，

且結合苗栗地區客家聚落各種人文社會屬性資料，以整體地呈現客家聚落發展及其特殊意

義，換言之，在此應用地理資訊系統構建出苗栗地區客家聚落發展之人文區位各構面關聯

的「再現」（representation）平台。 

而本計畫的整合性則在於應用地理資訊系統所具備的科技性能，發揮其分析、綜合、

及視覺化各類屬性資料結合空間資料的能力，讓地理資訊系統成為研究苗栗客家聚落的不

同人文社會科學之開放性「知識共同操作平台」。透過此一「知識共同操作平台」的建置，

整合苗栗客家聚落的各類研究主題及研究發現，不論是質化或量化資料、文字或影像資料

等，皆可納入此一平台中，除可提供不同人文社會科學發展、整合的基礎外，同時可建置

未來「苗栗學」的人文社會科學數位化地圖資料庫，更能在一定條件下，進一步地開放民

眾查詢之客家聚落地理資訊平台。 

此外，本計畫亦將客家聚落發展的研究範疇擴大至客家聚落總體生活空間之探究，惟

因考量時間、經費之侷限，初步將以客家聚落民眾之生活型態與消費型態為探究面向。藉

由問卷調查方法的運用，將接受訪談之客家民眾，依其生活導引的不同，區分出四種不同

生活風格群體類型，且將其在休閒空間與消費空間活動之差異，透過地理資訊系統所建構

之空間移動軌跡圖呈現。 

關鍵字：客家聚落（hakka settlement），生活空間（life space），地理資訊系統（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數位化社會地圖（digital social map），生活風格（life 

style），消費型態（consumer spending pattern） 

 

一、 前言 

（一） 研究動機與背景 

  就性質上而言，本計畫屬於一種兼具延續性、整合性、及開展性的研究計畫。本計畫

的延續性在於，本計畫共同主持人李威霆 2008 在其獲客委會補助執行之〈苗栗地區客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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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落發展歷程之人文區位重建〉計畫中，參考 Manuel Castells 的「流動空間」概念，以

「聚落」作為該計畫之研究核心與分析基礎，藉由將「聚落」視為各種「在地社會」（local 

society）的具體展現，辨明運作中的主要社會趨勢（包括人口的消長與移動），以及考量

這些趨勢所呈現的歷史—地理特殊性意義，而進行「聚落」空間邏輯的重建。「聚落」實

為一切社會網絡、文化、經濟與產業發展的基礎。（李威霆，2008：5-6） 

 

  在該計畫中，其以聚落研究為基點，分析戰後苗栗地區十八鄉鎮在歷史上的人口變化

因素，以及本區域與區域外聯繫因素（地理、交通、產業關連），尤其著重比較本區的客

家聚落在工業化時期（1981-1996）以及後工業化時期（1996-2006）這兩種社會形態下的

歷史結構變化。而在其所進行的聚落形態與變遷的調查中，涵蓋了歷史與人口調查、產業

與經濟調查、語言與族群認同調查等三大類調查計畫在內，更獲致了各類具體的研究成果

（除了歷史與人口調查數據、產業與經濟調查數據、及語言與族群認同調查數據等各類量

化資料之外，面向指標之外，同時也建構了經濟發展梯度、產業梯度、及語族凝聚梯度等

量化面向指標），並從人文區位學的觀點，建構出一個客家聚落發展的解釋架構。（李威霆，

2008：7） 

 

  建立在上開研究的基礎上，本計畫係將苗栗地區「客家聚落」相關的各類具體研究成

果，應用地理資訊系統（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GIS），予以轉化、繪製成各

種「數位化社會地圖」(digital social map)，例如苗栗地區「客家聚落產業梯度圖」、

苗栗地區「客家聚落等語線」（hakkas isogloss lines）等，以延續既有客家聚落研究成

果，同時透過各種「數位化社會地圖」的圖層套疊，且進一步地結合苗栗地區客家聚落各

種基本人文社會屬性資料，例如人口結構、家庭所得水準及其分配、消費支出、以及民眾

生活水準等，以整體地呈現客家聚落發展及其特殊意義。換言之，在此應用地理資訊系統

構建出苗栗地區客家聚落發展之人文區位各構面關聯的「再現」（representation）平台。 

 

  本計畫的整合性則在於應用地理資訊系統所具備的科技性能，發揮其分析、綜合、及

視覺化各類屬性資料結合空間資料的能力，讓地理資訊系統成為研究苗栗地區客家聚落的

人文社會科學之開放性「知識共同操作平台」。透過此一「知識共同操作平台」的建置，

整合苗栗客家聚落的各類研究主題及研究發現，不論是質化或量化資料、文字或影像資料

等，皆可納入此一平台中，除可提供不同人文社會科學發展、整合的基礎外，同時可建置

未來「苗栗學」的人文社會科學數位化地圖資料庫，更能在一定條件下，進一步地開放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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眾查詢之客家聚落地理資訊平台。 

 

  而本計畫的開展性在於，本計畫除延續客家聚落發展的研究範疇之外，更進一步地將

研究範疇擴大至客家聚落總體生活空間之探究。客家聚落總體生活空間所涵蓋的範圍極

廣，包含了公共空間使用、犯罪生態區位、家庭形式及網絡、教育機構、醫療資源、社會

福利資源、歷史文化、古蹟文物、風俗民情、口述史料、飲食場域、習性與品味、社會資

本與地方權力、宗教祭祀、產業活動、音樂資源、休閒空間、消費空間等方面在內，惟本

計畫囿於時間、經費之考量，初步將先以客家聚落民眾之生活型態與消費型態為核心探究

面向，並將其研究成果整合入「知識共同操作平台」之中，在獲致具體成果基礎上，再逐

步地擴大研究範疇至客家聚落總體生活空間的其他面向之上。 

 

（二） 研究目的及重要性 

  本計畫之研究目的，計有下列三點： 

（1） 瞭解及釐清苗栗地區客家聚落發展之各個人文區位構面及其互動關聯，同時掌握及

描繪客家聚落之總體生活空間形貌，尤其是民眾生活型態及消費型態面向。 

（2） 將各類有關苗栗地區客家聚落之既有研究成果，轉化繪製苗栗地區客家聚落之各類

「數位化社會地圖」及「主題圖」，並進一步地透過圖層套疊技術的運用，產生新

的跨科系視角之問題意識，有助於激發跨科系整合研究。 

（3） 應用地理資訊系統（GIS）之科技性能，建置研究苗栗地區客家聚落的人文社會科

學之開放性「知識共同操作平台」。 

 

  本計畫之重要性在於將應用地理資訊系統，使其成為研究苗栗地區客家聚落的人文社

會科學之開放性「知識共同操作平台」。地理資訊系統（GIS）可以捕捉、儲存、分析、管

理及呈現任何指涉或聯結置空間區位的資料。狹義而言，它指的是具有整合、儲存、編輯、

分析、分享及顯示地理性資訊的任何資訊系統；廣義來說，它可以是指任何容許使用者針

對空間資訊進行互動式查詢、空間分析、編輯資料、製圖、及呈現前述操作結果的應用工

具。GIS 一詞亦可視為包含所有的硬體、軟體、資料、人員、組織、及制度性安排（流程

與法規等）的系統或體系，以蒐集、儲存、分析與散佈有關地球的資訊。不論是空間、地

理或地球，顯然與人類各類活動的核心都有牽連，因此，應用的面向包羅萬象，如環境影

響評估、自然災害防制、都市或城鄉規劃、商業行銷及物流管理、考古發掘、公共衛生、

歷史發展變遷研究等，皆可運用到 G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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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計畫則將運用地理資訊系統的視覺化技術於苗栗地區客家聚落的研究上。針對社

會、經濟、文史、政治、族群、及語言等各個面向，將既有的具體研究成果，透過屬性資

料的建檔與轉檔，繪製成各類「數位化社會地圖」來呈現，同時也將進行次級資料的空間

分析與統計，勾勒出苗栗地區客家聚落之總體生活空間樣貌。並藉由本計畫的研究成果，

發揮本所資訊的特性，建置客家學院之「知識共同空間操作平台」，且可再更進一步地將

此一平臺，對所有的客家研究者及民眾開放，透過 WebGIS 的技術運用，達到資訊開放分

享的目的。 

 
 

 

 

 

 

 

 

 

二、 文獻探討 

（一） 「生活空間」構念相關文獻 

  本計畫引入總體生活空間的構念，以勾勒客家聚落的現代樣貌。生活空間概念的抽象

化，如果具體說明其內容，比較容易理解。生活空間(總體社會空間)作為行動者日常生活

中社會實踐的場域，係透過三個層次來加以分析： 

 

  生活空間的第一個分析層次－對應於 Läppel 所提出的空間分析層次－為微觀空間層

次。在此一層次上，個人開展著各種生活風格表現的行動，以及進行著她/他們的空間知

覺與空間評價的過程。首先且基本的空間經驗形成了人們在身體鄰近的領域，在其中，以

人們的身體(Leiblichkeit)居於中心。此作為微觀空間的分析層次係涉及到行動者的各種

空間知覺、以及在私人空間的各種行動，例如在個人住家中的空間佔用、使用等。 

 

  生活空間的第二個分析層次為中觀空間層次。在此一層次上，各種互動透過與都市空

間相連結的住宅、勞動、休閒、生產、以及消費等脈絡中呈現出來。當代都會區生活空間

研究中，都市中行動者的社會行動與總體社會發展的空間關聯之瞭解，最明顯地表現在此

一中觀空間的層次上，因為這裏可以將各種跨越了私人的親密空間之空間建構的社會的互

動關係，且涉及到各種行動與物質的–物理的空間基礎扣連在一起，進行所謂生活風格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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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分析或氛圍分析(生活圈分析)。 

 

  生活空間第三個分析層次為鉅觀空間層次。在此一層次上，空間展現為作為各種權力

結構、法令規章與規範的關聯框架(Bezugsrahmen)，而這些權力結構、法令規章與規範亦

建構了微觀空間層次與中觀空間層次。鉅觀空間作為以民族國家所包含的社會或在一個世

界體系中的社會的多樣性來加以理解，在其中國家的、區域的、或都市的體系被嵌入其中。 

圖 1：「生活空間」的空間向度之構成要素 

 

 

 

 
來源: Andreas Klee, 《Der Raumbezug von Lebensstilen in der Stadt: Ein Diskurs über eine schwieri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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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ziehung mit empirischen Befunden aus der Stadt Nürnberg》, Passau: LIS-Verl., 2001, S.78. 

 

  總體生活空間的構念包含了四個要素。物質的–物理的實質空間乃是由一個分區、城

市或區域的各種物質性的(物理性的)空間元素與生活於其中的人們(的身體)所組成，對於

生活風格實踐而言，特別是住宅、購物與娛樂場所、休閒設施、以及公共空間扮演重要角

色。生活風格化的各種具有特色的形式，在都市或分區之內，以不同的程度被吸收入實質

空間元素中，且有助於來發展與維持不同的生活風格。同時，各種消費導向與娛樂導向的

設施、場所，以及公共空間乃是作為視覺化與風格化的舞台，藉此，特定的生活風格才能

夠開展。 

 

  各種社會的互動結構與行動結構能夠被聯結到生活風格特定的行動，且作為第二項卻

是核心的空間想法的組成要素之依據。空間的生產、佔用與運用乃是透過生活風格特定的

社會實踐來進行，且主要地展現在行動者之互動性的與表達性的行為之上。由這裏，發展

出了風格化實踐之主要的組成部分，主要在於與物質的–物理的實質空間的緊密地交互作

用，通過此一方式，實質的空間元素被包含進入各種行動之中且被加以使用，以及暗含著

意義的賦予與意義的改變之可能。例如，一個特定的居住區域的選擇及所佔有的居住空間

代表著各種在地化利益的體現，如此一來，即是在實質空間裏的一種社會地位化。在此一

關聯中，也存在生活風格相關的各種飲食的與文化的場所與設施，它們是基於各種差異的

價值、態度與行為方式所建立，且作為個別生活風格群體，對特定區域之佔用在建築上的

與功能上的顯露(Manifestation)。例如，以這種方式，空間佔用之社會實踐在文化的–

風格的領域裏引導出不同種類的餐館與咖啡座之形成。 

 

  各種制度化的與規範性的規制調節體系製造出物質的–物理的實質空間與它們的生

產、佔用與使用之間的關聯。各種法令規章、也包含社會規範、權力結構、及控制結構調

控著行動中的人們與其他行動者及實質空間元素的交往(Umgang)。這些機制，特別是在生

活風格實踐中有著重要的意義。風格化的各種可能性與範圍是受到法律規定的影響；各種

規劃性工具對於各種不同群體有所差異的空間佔用形式有著相當的影響，例如運用所謂的

生活圈保護條款。除此之外，一個生活風格群體中之各種規範代表著一種行為標準，此一

標準作為其成員接納特定的行為方式的基礎，且藉此逐漸結構化在她/他們的社會互動方

式與行為方式之中。因此，個人致力於滿足一種內在所要求的空間佔用與使用的行為，例

如，以一種至特別的餐廳、酒館或餐飲設施消費之形式。在這裏也出現了個人認同的確保

與以和其他群體的區隔作為生活風格之一種特定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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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活空間構念第四個組成要素是各種空間的記號體系、象徵體系、以及表現體系。在

此，首先包含了各種內在於物質的–物理的實質空間的象徵(Symbole)，這些象徵透過各

種不同的方式被個人所知覺與評價。特別是建築物所具有的各種建築上與設計上的特色，

以及各種都市建築的及都市計畫的措施，它們係以各種物質的形構元素顯露出來，透過特

定的美學形式與使用傳達出來，它們是風格化的「舞台」，並藉此表現出來。是以，例如

房屋正面、櫥窗佈置、以及一個酒館中所使用的傢俱等之形構元素，指明了那些生活風格

群體是它們的對話對象，且藉此能夠發展出一種歸屬感。 

 

  總體社會空間(總體生活空間)乃是受到上述四種要素之間的共同作用與相互影響所

形塑；生活空間具有一種總體社會所產生之空間的意義與內涵，而能夠透過物質的物理

的實質空間之社會的生產關係、使用關係、與佔用關係加以說明。但是，在此必須補充強

調的是，生活空間的各種社會特徵祇能夠透過行動者的社會(或生活)實踐－亦即，將人們

的各種社會行動與互動包含進來－才能夠被看見。在相當程度上，特別重視行動者之生活

方式與行為方式的探究，並分析她/他們是如何來使用空間與重新生產空間。 

 

  因此，本計畫在考慮到全球化、在地化、國家力量、及內捲化等各種作用力的交互影

響下，將苗栗地區客家聚落的公共空間與相關的人文社會特質視為一個「總體生活空間」，

以解析此一總體生活空間與此一空間內之人文社會特徵是如何被形構出來？如何體現出

客家聚落各區域之特色，並形成獨特文化而以公共空間為展現媒介？苗栗地區客家聚落內

的行動者透過特定的生活風格所形成氛圍(或生活圈)有哪些類型？其生活型態為何？且

其所對應的空間分佈為何？下圖〈苗栗地區客家聚落生活空間研究總體理論模型〉說明了

本計畫的整體理論基本架構。 

圖 2：苗栗地區客家聚落生活空間研究總體理論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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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此一模型中，全球化、國家干預、內捲化、在地化等作用力影響著總體社會空間，

透過總體生活空間各種內部機制運作－亦即各類資本總量、地方慣習、分割生活空間之各

種場域間的動態關係、以及不同生活風格群體間與生活空間的互動關係等，體現出苗栗地

區客家聚落的獨特發展特色，這也就是全球化與在地化力量交錯激盪之影響的一種具體展

現。在此，透過本計畫所擬涵蓋的所有研究面向：例如公共空間使用、犯罪生態區位、家

庭、教育機構、醫療資源、社會福利資源、歷史文化、古蹟文物、風俗民情、口述史料、

飲食場域、習性與品味、社會資本與地方權力、產業活動、音樂資源、休閒空間、消費空

間等之探究，即擬掌握總體生活空間內部機制運作之動態關係與空間關聯。 

 

（二） 「生活導引」與「生活風格」相關文獻 

  基本上，「生活風格」（Lebensstil）概念自從上上個世紀之交就已經在社會學中廣泛

地被加以使用。特別是在韋布倫（Thorstein Veblen）、齊美爾（Georg Simmel）、以及韋

苗栗地區客家聚 
 
 
落總體生活空間 

國家干預 

全球化 在地化 
1. 家庭與教育機構 

2. 歷史文化 

3. 醫療與福利資源 

4. 飲食場域、慣習 

   與品味 

5. 社會資本與地方 

   權力 

6. 犯罪生態區位 

7. 產業結構與活動 

8. 音樂資源 

9. 休閒空間 

10. 消費空間 

 內捲化 

內

捲

化 

體

現

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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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Max Weber）的著作，最常被提及，更被認為是對當前社會學生活風格論述，起著重

要的引領作用。 

 

  最先對一個階級的生活風格及與其相扣連的社會功能進行社會學分析起源於韋布倫

（Thorstein Veblen）。在他的分析中，韋布倫重新描繪了各個歷史的發展階段，這些發

展階段導致了他稱為有閑階級（leisure class）的形成。透過韋布倫的分析，不僅說明

了「有閑階級」在世紀交替時的炫耀式消費的社會學意涵，更進一步地論述了當前生活風

格定義的二個極重要的元素：表現性的性格、以及與此相聯結的追求社會認可與聲望。 

 

  對齊美爾而言，生活風格不是某一群體或社會階層過生活（Lebensführung）的特質，

而是對於某一特定的社會之認同、現實佔有、及對於社會週遭環境的參照之組織化的類型

結構。在這裏，他的分析焦點集中在處理受到貨幣經濟的普及化所刻劃的現代性的面貌，

並從文化批判觀點來描述與現代性相扣連的「風格」及主體之間關係的改變。根據齊美爾

的觀點，風格的多樣化導致了透過個人的風格佔有（Stilaneignung）的一種膚淺化與隨

意性。 

 

  韋伯（Max Weber）對生活風格概念並未加以系統性處理，也未將此一概念置入其社

會學基本概念的範圍中。強調韋伯對生活風格概念的見解對當前生活風格論述的重要性，

實有過度標榜的嫌疑。（Georg 1998）究其因，主要是因為韋伯在《基督新教倫理與資本

主義精神》和《經濟與社會》中所使用的「生活導引」（Lebensführung）並未被精準地譯

為「life-conduct」而是譯成「life-style」，因而造成上述的情形。韋伯區分出階級狀

況－其中心是經由市場媒合的地位成為生產工具而標示出來，及身分地位狀況－其目標在

於「榮譽」的壟斷且其自身透過共同的生活導引（Lebensführung）的各種特定形式而分

化。 

 

  當代對此一概念的努力在德國則是在八○年代初期首先透過布赫迪厄（Pierre 

Bourdieu）的鉅著《區別》的翻譯而引發。布赫迪厄首先是依慣例的從一種與職業團體相

關聯的劃分為三個主要階級出發：統治階級、小市民階級、及勞工階級。然而，上述的垂

直劃分透過一種依據各種經濟資源與文化資源（布赫迪厄稱之為「資本」）的水平分化來

加以補充，這些資源又個別地被分類為社會繼承及流動的不同模式。布赫迪厄第二步則是

將上述劃分出的職業群體扣連了特定的生活風格，這些生活風格，布赫迪厄是由涉及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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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認可與象徵的定義權力之個別所支配的資源和資源組合的最佳化來加以詮釋。 

 

  當布赫迪厄從一種集體行動者的構念出發時，呂特克（Hartmut Lüdtke）的生活風格

取向顯然的具有一種個人化的行動者觀點。在呂特克看來，生活風格是各種維持的日常生

活常規的結果，這些常規是在行動者特定的資源（社會狀況）與需求－價值－導向之各種

嘗試過程與犯錯過程之中逐漸地形塑出來。 

 

  不同於呂特克的觀點，舒爾徹（Gerhard Schulze）對生活風格議題的切入則是透過

一種知識社會學–建構論者的取向標示出來。舒爾徹認為，社會氛圍圈被界定為是知識共

同體及釋義共同體（Wissen- und Deutungsgemeinschaften），這些氛圍圈絕大多數是順

著年齡、教育、及個人風格類型等特徵而加以分類。 

 

  透過上述對生活風格構念理論發展脈絡的簡要描述，本節將進一步地整理當前有關生

活風格構念論述的若干取向。如前所提及，生活風格被視為是日常生活組合與日常生活形

構之種種團體特定的形式，它們是在文化品味及休閒活動的層次上被象徵性表現出來。亦

即，生活風格是作為積極地歸類與集體分隔的生活方式之界限，藉助於此一方式，人們如

何穿著、佈置、休閑、歸類自身及分類他人。是以，米卻羅描繪了這類日常生活世界的相

互區別、分類及歸類的方式為生活風格語意學（Lebensstilsemantik）：在這裏，「生活風

格語意學」乃是社會類別化，亦即個人與次人口群之各種分類與歸類，而以「生活風格」

和「風格」為招牌。生活風格成為一種類別，在此一類別中，社會不平等－祇要其在日常

生活世界中具體地顯現出來－得以被察覺。（Michailow 1994） 

 

  Zapf 則視生活風格為「作為數目有限的可見的行為安排，在其中，一個流動的富裕社

會中個人化、平等化、能力提升、分殊化等趨勢相互協調而成為新的體制樣式。各種生活

風格乃是暫時的體制樣式，鑒於逐漸減少的過高要求及漸次提高的選擇可能。」（Zapf 1987） 

 

  此外，生活風格與氛圍圈（Milieus）相互涉入且相互作用，作為介於各種主觀的態

度、心態或生活目標和各種客觀的因素－如職業位置或性別－之間的強化器或過濾器。而

各種在生活風格中表現出來的行動樣式（Handlungsmuster）、文化實踐、以及象徵歸類，

對於社會區別的描述與解釋比起迄今所關注到的更為強烈。因此，不同於傳統的社會結構

構念，資源的取得並不是研究對象，資源的運用才是。在此，介於社會結構狀況與生活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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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之間的一種系統性關聯已經被若干位學者予以排除；根據他們的想法，生活風格也能夠

獨立於社會狀況而有所變異。（Spellerberg 1996） 

 

  在一種「風格」中，各種不同的符號被組合在一起，且被賦予某一種重要性。當某人

形塑一種風格時，他的各種資源、各種行動可能性、以及可支配的時間將會彼此貫通、合

而為一，且其私人的偏好將會穩定下來。舒爾徹非常生動地描述：「在過去一段時間中，

朝向個人日常生活美學的主要及次要展示場所的路徑愈來愈趨固定。」（Schulze 1992） 布

赫迪厄則談論了在一種風格中美學符碼的「異質同構」（Homologie）。透過一種被實踐了

的風格，行動可能性的選擇被結構化了，且同時被侷限了，也就是說，行動能力與導向能

力完全地被扣連在一起。常規與習慣對於認同形塑與確保認同來說，有著極其根本的重要

性。呂特克則強調，在生活風格中，各種與身分地位相關聯的要素（榮譽、聲望、社會認

可、尊崇）與各種社會心理要素（認同、歸屬、劃界）匯流在一起。（Lüdtke 1990） 

 

  並非所有生活領域均具有同等的風格化能力。儘管在就業生活中，各種主觀的與發展

性的要素起著相當的作用，然而此一領域主要仍是由他者所界定的。只有對於特別強調創

意性及具自主性職業，風格化面向才會扮演一個重要角色，例如設計師或自由業如建築師

或醫師。具有重要象徵意義的生活領域－在這些領域中，有著普遍的美學標準－均是在勞

動生活之外。消費、所選擇的住宅格局或家居佈置、飲食文化、穿著行為、社會網絡或休

閒活動等，皆屬於這類的日常生活領域，這類領域最適合於彰顯身分地位及個人認同。 

 

  綜合上述各種有關生活風格的構念，不難發現，生活風格概念界定最為困難之處即在

於其複雜性。原則上，整體生活都可以匯聚入一個構念（Konzept）之中：家戶脈絡

（Haushaltskontext）、互動行為、價值、目標、媒體使用、以及休閒行為與消費行為。

上述各種不同的生活風格構念正反映出一種希望將整體生活涵蓋在生活風格概念的意

圖。但正因為這樣的一種意圖，反倒增加了概念界定的困難。因此，本研究係採取 Zapf

的見解，將生活風格理解為：「在既存的生活狀況、可支配的資源、及所採取的生活規劃

之框架中，日常生活組合的相對穩定樣式。」（Zapf 1987）  

 

  上述定義的優點在於其將各種不同生活領域－勞動、家庭、休閒、消費－與日常生活

的行為方式的安排居於生活風格概念理解的中心。同樣地 Müller 的定義也指出了相同的

方向：「在這些指標下，生活風格可以被理解為是生活導引的時空結構化樣式，其受到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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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資源（物質的及文化的）、家庭形式和家計形式、以及價值取向所決定。」（Müller 1992） 

 

  有別於消費經濟學和行銷學進行市場區隔化研究時，常使用 AIO 量表，以測量及辨識

不同消費群體的生活型態，基本上，生活風格群體分析與氛圍圈分析，特別強調各種社會

文化判準在進行各種社會區隔劃界時的重要性。除了將社會垂直劃分為低階層、中階層、

以及高階層外，在生活風格研究中水平面向，其以各種不同的主觀的特徵、風格化、態度

與價值觀所構成的形式呈現，扮演著一個重要的角色。透過這二種面向的結合，在社會空

間中產生了一幅包含各種不同氛圍的剖面圖，在其中，各個不同的氛圍圈有著其自身的生

活風格。各種生活風格元素對於一種氛圍圈的自我認同有著重要的意義，其不但可區別出

此一氛圍圈與其它氛圍圈，且藉此表達了社會內聚與外斥的界限。（Götz 2001） 透過此

一方式，生活風格研究便能夠描繪出現代社會的多樣性。 

 

  在德國市場研究領域中，最廣為人知的氛圍圈類型學乃是由 SINUS-Institut (現稱為

SINUS Sociovision)所提出的 SINUS 氛圍圈模式（SINUS-Milieu-Modell）。SINUS 氛圍圈

模式的基本思考在於，想要重新建構人們的社會真實僅能透過掌握瞭解其日常生活意識才

得以奏效。生活世界應當儘可能地不加歪曲地掌握。生活世界意謂著個人之主觀真實的全

部，也就是所有日常生活中具有重要意義的各種體驗領域－例如工作、家庭、休閒活動、

消費等－其對於各種態度的發展與改變、價值轉變與行為操控，甚至連願望、憂慮、渴望、

夢想等亦可列入其中－起著決定作用。為了能夠發展出確定的氛圍模式，過去所使用的短

期當前的生活風格類型－其主要是以繫於流行時尚的各種表面現象為導向，便派不上用

場，取而代之的乃是以各種社會差異之真實存在的區別為導向。這些氛圍圈模式一直由

SINUS-Institut 持續不斷地進行更新與改進。 

 

  SINUS-Institut 發展其氛圍圈模式主要是使用下列判準：（Hoffmann 1999） 

– 生活目標：透過生活哲學與生活策略來表現，不過也將價值與生活品行一併加以實證

性掌握； 

– 社會生活狀況：在此一部分主要調查個別氛圍圈在全體中佔的比例，藉此亦掌握社會

人口結構（例如年齡、生活條件、教育、職業、以及所得等）； 

– 勞動/績效：對於勞動的態度與對於物質上的安全則是在此一類別中測量。 

– 社會意像：政治傾向、系統滿意度、以及社會公益的知覺與投入等，均在此一類別中

測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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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庭/伴侶關係：伴侶關係、角色看法、以及個人對幸福的定義等，在此一類別中加

以測量； 

– 休閒活動：休閒如何安排、出於何種動機、人際交往、以及社會生活等，則在此一類

別中掌握； 

– 期望與引導圖像：認同對象、榜樣、以及渴望等，為此一類別探究重點； 

– 生活風格：美學的基本需求、氛圍圈特屬的風格世界，則是最後的實證類別。 

 

  建立在上述的氛圍圈建構判準上，二○○○年在德國舊聯邦州（即原西德各州），可

確定出十種不同的氛圍圈類型，形成了下面的「氛圍圈剖面圖」（參見圖 3） 

 

圖 3：二○○○年 SINUS 氛圍圈剖面圖（德國西部聯邦州） 

 

 

來源：Sinus Sociovision, Das Modell sozialer Milieu von SINUS in der Typologie der Wünsche  

Intermedia, 2000, S.4. 

 

  個別氛圍圈類型的內部特徵描述，可依社會生活狀況、生活目標、以及生活風格等三

個面向，臚列整理如下表：（參見表 1） 

 

表 1：氛圍圈剖面圖內部特徵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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氛圍圈類型 社會生活狀況 生活目標 生活風格 

開創者的氛圍圈  

（Etabliertes Milieu） 

（9.9％）  

 

年齡集中在戰後第

一個世代（50 到 60

歲） 

 

超出一般平均的高

教育水平 

 

許多擔任領導職務

高階白領雇員與高

階公務員、以及自營

作業者、企業經營者

與自由業人士 

 

高收入到最高收入

之所得階層 

透過表現取得了職

場上的與物質上的

成就，強烈的目標追

求，隨時處於領導待

命與創發待命狀態

(成就倫理) 

 

對於不斷改變的結

構性條件能有彈性

的且敏感纖細地調

整 

 

屬於社會上層階

級，強烈自信的身分

地位觀念，以及相符

合的權力意識 

 

與他人有所區別的

生活圈，財務獨立，

擁有資產、房地產，

高生活水準；完好的

家庭生活 

 

實用主義的－理性

的生活哲學，人定勝

天的思維，對科技進

步抱持正面態度) 

與較其為低的階層

區隔出來，在私人生

活與休閒活動喜歡

與同圈子內一起（新

階級意識） 

 

密集頻繁地參與社

會生活與文化生

活，積極活躍地參與

社團、聯合會、以及

俱樂部 

 

明顯的獨有性（排他

性）需求，對藝術、

飲食、品酒等的內行

人，對品質要求極

高、強烈的風格維繫

感 

傳統市民階級的氛

圍圈  

（Traditionelles bü

rgerliches Milieu） 

（13.7％） 

 

年齡集中在戰爭世

代（65 歲及 65 歲以

上）；婦女所佔比例

高 

 

大多數具有畢業的

職業訓練之中學文

憑 

 

許多低階的或中階

的白領雇員與公務

員，以及小規模的自

營作業者及農業經

營者 

 

高比例的年金領取

者及退休俸金領取

者 

 

大多數為普通的至

中等的所得 

堅守各種傳統價值

－如義務履行、禮

貌、秩序、忠實、信

賴與紀律 

 

持久性財產的創

造：房地產（例如自

有住宅），物質的保

障，生活水準的維持

 

現狀導向：確保所達

到的成就，維持秩序

井然的環境 

傳統主義，適應，安

全 

 

較易於自我設限、急

難狀況之規避性，傳

統的節儉心態 

 

偏愛不受流行樣式

影響且結實耐用的

產品，要求較好的

（中等的）品質，耐

用性與容易保養 

 

秩序與乾淨為最重

要的風格原則 

 

幸福世界的導演；結

蛹化（以窗簾、矮樹

籬、籬笆作為防護

牆） 

傳統勞動者的氛圍 年齡集中在 60 歲及 只要達到一種還算 對自我社會生活狀



 

206 

 

圈  

（Traditionelles 

Arbeitermilieu） 

（4.1％） 

 

60 歲以上 

 

大多數具有中學畢

業及緊接著的職業

訓練文憑 

 

高比例為產業部門

的專業勞動者，以及

短期訓練或未受過

訓練的勞動者 

 

絕大部分經常是年

金領取者 

 

有著普通的至中等

的所得  

滿意的生活水準、不

錯的工資所得；沒有

崇高遠大的目標 

 

穩定的工作位置，老

年階段穩定的物質

保障，家庭的維護與

保障 

 

社會整合：受到朋

友、同儕、以及鄰居

之認可肯定（傳統的

工人文化） 

 

儉樸及對生活必需

品的適應調整（量入

為出），務實態度（實

事求是） 

況之實用主義的－

節制清醒的觀點；簡

單，節儉 

 

傳統的角色分工，家

庭視為團結共同體 

不浮誇的消費需 

求、不從事炫耀性消

費；但是對自製品感

到自豪 

 

偏愛於堅固的、結實

的且耐久的產品，對

於流行新產品抱持

懷疑 

 

日益增長的憂慮，擔

心陷入社會的邊緣

（傳統人際連帶團

結的逐漸瓦解－例

如世代契約；各種對

全球化的恐懼） 

消費－物質主義者

的氛圍圈  

（Konsum–material

istisches Milieu） 

（10.6％） 

 

社會弱勢團體的聚

合 

 

極少的正式教育、經

常是缺乏從業資格 

 

高比例為未受過職

業訓練的或僅受短

期職業訓練的勞動

者，高失業率 

 

明顯的體現在低所

得階層之上 

顯著的消費物質主

義：以中產階級的物

質水準為榜樣（電

視、錄影機、手機、

汽車、渡假） 

 

希望能夠獲得認

可，能夠趕得上，»

我亦屬於他們«（標

準性與市民階級

性），但是經常會感

覺受到排斥與差別

待遇 

 

夢想能夠過»不一樣

的生活«（財富、奢

華、聲望），等候»難

得的機會«突然的降

臨 

抑制對未來的想

法，焦點集中在當下

與今朝（從生命中多

少得到點什麼，得到

自己應得的一份） 

 

生活經常祇是勉強

糊口：財務運用可能

性受到限制（»靠借

貸過活«），經常入不

敷出 

 

自發性的消費風

格，一時衝動地跟隨

新的流行或時尚－

藉此來顯示，自己能

夠趕得上他人；打腫

臉充胖子扮演著重

要角色 

適應者的氛圍圈 

（Adaptives Milieu） 

（8.2％） 

 

年輕氛圍，年齡集中

在四十歲以下，經常

為家戶中的子女 

 

三分之二至少有中

學文憑；許多是學徒

（正接受職業訓練

者）、中學生與大學

生 

 

生活應該儘可能的

舒適愜意，能夠負擔

得起對自己所喜愛

事物的花費－但仍

保留彈性及務實態

度（以現實為參照的

享樂主義） 

 

有著各種想法與計

畫，承擔共同責任，

不具封閉的世界圖

像，對於傳統不具有

責任義務，緊緊追隨

新事物，容忍不同風

格的、流動的、習俗

的-現代的消費風

格，在休閒與職場上

偏愛先進科技產

品，休閒導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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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職業中的具專

業資格工作者：專業

技工（經常在先進科

技產業），具資格的

白領雇員，公共事業

之從業者 

 

中等至高所得，經常

為雙薪 

獨立自主的行動，不

受他人決定的生活

問題解決導向，服膺

個人績效原則 

 

進一步地開展自我

精神層面與專業層

面，不斷地向前進取

（終生學習） 

 

不論何時何地祇要

找到機會便能擁有

職場上的與物質上

的成就（"適應性的

領航"） 

身分地位導向者的

氛圍圈  

（Statusorientiertes 

Milieu）  

（17.9％） 

 

具有結業的職業訓

練之中學文憑以及

擁有高中文憑者 

 

許多專業勞動者與

具有資格的白領雇

員，以及（小規模的）

自營作業者與自由

業人士 

 

為中等至高所得階

級 

強烈的身分地位導

向（"我亦屬於他們

"），透過績效達到職

場的和社會場域的

成功 

 

擁有可供展示的成

就，獲得比一般人更

多，享受社會聲望 

 

消費價值的高度重

視（汽車、渡假、排

他性的休閒活動） 

 

金錢扮演著一種重

要角色，不僅僅是對

生活風格，同時也是

對個人自我的保障

（儘可能地累積財

產） 

 

經常憂慮於社會生

活狀況的衰退與惡

化：維持現狀與保持

較高的生活水準作

為核心的生活價值 

以上流階層之水準

為導向。追求奢華 

 

聲望導向的消費風

格，高度重視各種身

分地位象徵；愛展現

的美學 

 

排他性的休閒活

動，嗜好與旅遊多數

是作為社會定位且

以心目中榜樣的地

位為導向 

 

在職場上與社會生

活上履行各種角色

期待（不會引起他人

不愉快的注目與感

覺） 

享樂主義者的氛圍

圈  

（Hedonistische 

Milieu） 

（11.6％） 

 

年齡集中於四十歲

以下 

 

絕大部分僅具較低

的正式教育（»中輟

者«) 

 

許多中學生與學徒

（正接受職業訓練

者）、相當高比例為

自由，無拘無束，自

發隨興（表態性的拒

絕傳統習俗及原則）

 

享受人生，生活過得

多采多姿，追求人際

間交往、趣味與行

動；逃離各種日常生

活的強制 

 

生活在此時此地此

刻，缺乏生命規劃：

隨波逐流，船到橋頭

自然直 

 

自發性的消費風

格，金錢花費的難以

控制；對於數位科技

產品、服飾、音樂、

多媒體具有高度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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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業者、未受過職業

訓練與僅受短期職

業訓練的勞動者、以

及約聘雇員－「打零

工者」（»Jobber«） 

 

大多數為普通的至

中等的所得 

刻意和「一般庸俗

者」（»Spießern«）區

隔開來；次文化的界

限－若不是自我意

識的話，就是具有著

一種失落者的感受 

費偏好 

 

享受美好生活、奢

華、安逸與便利的樂

趣 

 

然而也經常體驗到

各種界限、侷限與競

爭壓力（"暫時性工

作"總是很少有大的

機會） 

 

表態性的叛逆，風格

抗議（"強烈的刺激

"），對於社會建制的

刻意劃界 

後現代主義者的氛

圍圈 

（Postmodernes 

Milieu） 

（6.1％） 

 

年輕氛圍，年齡集中

於四十歲以下；許多

單身者 

 

較高的教育文憑 

 

（中階的）白領雇

員，（小規模的）自

營作業者與自由業

人士；許多中學生、

大學生與年輕的學

術工作者 

 

所得分布幾乎是從

低所得到高所得都

有 

自我人格不受阻撓

的開展，追尋多樣的

生命經驗，想要發現

人類的所能與適合

於自己的事物；自我

感覺、才能與渴望能

無拘無束地開展 

 

拒斥外在的強制、規

範、意識型態與榜

樣，自我承諾；非傳

統的個人生涯，豐富

多樣的個人生命傳

記 

 

充滿樂趣與內容豐

富的生活：一直到各

種經驗的極限（新存

在主義） 

以自我為參照之生

活策略：擁有、存在

與享受－儘可能沒

有各種侷限性的義

務 

 

矛盾曖昧作為生活

形式，»多重認同«：

嘗試實驗著各種不

同的生活風格，生活

在各式各樣的景

象、世界與文化之中 

 

強烈的人際交往與

娛樂需求；不停地活

動著（經常外出、參

加活動、運動） 

 

喜愛實驗性的美學

安排演出與有風格

特色的民俗；有著作

為生活風格前衛創

造者的自我意識，追

尋不同於流俗，追求

原創性的與真實的

事物 

現代市民階級的氛

圍圈  

（Modernes bü

rgerliches Milieu） 

（7.8％） 

 

經常是人口較多的

家戶，友善兒童的氛

圍；年齡集中於 30

到 60 歲 

 

具有資格的中等教

育文憑 

 

大多數為初階/中階

和諧的、愉悅的、"

被呵護的"生活（現

代離俗主義份子），

追求私人田園詩般

的環境 

 

廣泛的安全追求－

物質上、社會生活

上、感情上；適當合

希望追求生活品

質、舒適與享受；強

烈的便利性導向 

 

以共同體為參照對

象的私人生活（家

庭、親戚、朋友圈），

"虛擬的大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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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領雇員或公務員 

 

中等的所得階級 

宜的生活水準（中產

階級的歸屬感） 

 

家庭與快樂的子女

經常是最重要的生

活目標 

 

個人的自我開展－

以一種基本的準備

狀態，隨時要適應及

關心他人與環境 

各種社會價值（友

誼、包容、公平）具

有重要的意義，和鄰

里及環境之間的平

衡與和諧；生態正確

的行為，"生態道德" 

 

偏愛於傳統習慣的

－現代的美學：親切

的－精緻的、生活喜

悅的安排佈置－缺

乏風格化的不受羈

束者 

知識份子的氛圍圈 

（Intellektuelles 

Milieu） 

（10.1％） 

較寬廣的年齡範圍

一直到"新老年"世

代 

 

較高到最高的正式

教育（文科中學文

憑、大學） 

 

具有資格的與領導

層級的白領雇員，自

由業人士，較高比例

為大學生 

 

高所得水準 

生態的責任與政治

的正確性：社會正

義，關注到社會中的

弱勢團體與自然生

態環境；開放價值觀

與包容 

 

各種後物質主義的

要求：自我實現，個

體性，創造個人自身

的自由空間（也對抗

所有的專業強制），"

去快節奏化"  

 

在職場中良好績效

與成就，然而缺乏傳

統的生涯導向（工作

作為挑戰）；在職場

上與私人生活上追

求意義與滿足 

 

在婚姻和家庭中的

解放與伴侶關係，拒

絕傳統的角色期待 

具生態環境意識的

與健康意識的過生

活（良好狀態），追

求身體、心理與精神

三者間的均衡；時間

支配 

 

拒絕»意義空洞的«

消費，避免»過度浪

費« 

 

細緻的享受：簡單就

是富裕，保守的陳述

與細緻的區分 

 

活躍積極地參與社

會與文化生活，擅於

利用媒體的行為 

 

在一種全球思維下

思考（"全球涉入"），

全球化的懷疑者 

 

  上述 SINUS 氛圍圈類型學，提供了我們透過生活風格、日常生活美學與消費行為等面

向來瞭解總體社會的重要參照。誠然，上述個別氛圍圈之間的界限有著若干的重疊，且亦

存在若干過渡形式與混合形式。例如老年群體在上述氛圍圈剖面圖的所有氛圍圈類型中均

可以發現，然而，有別於年輕世代或中年世代，老年群體呈現了一種不同的分配結構。與

總人口的氛圍圈類型相比較，老年人特別是在保守高雅的氛圍圈、小市民階級的氛圍圈、

以及在傳統勞動者氛圍圈高度體現出來。而在無關傳統的勞動者氛圍圈中，老年人所占的

比例約略同於總人口的比例。總結來說，百分之七十五的老年人分布在這上述四個氛圍圈



 

210 

 

類型當中，至於其它的氛圍圈則明顯地不具代表性。（Schroeter & Prahl 1999） 

 

  除了 SINUS 氛圍圈類型學之外，德國社會學家舒爾徹（Gerhard Schulze）在其著作

《美感社會：當代文化社會學》（Die Erlebnisgesellschaft: Kultursoziologie der 

Gegenwart）一書中，對現代人生活風格的美學體驗，進行了縝密的討論與分析。（劉維公 

2001） 舒爾徹試圖藉由他的氛圍圈研究，形塑出當代社會的圖像。在這裏，同樣地涉及

到社會真實的描繪。他運用氛圍圈研究發展出當代社會為一種「美感社會」的觀點。根據

舒爾徹的分析，伴隨著美感導向的日常生活影響力的擴大，當代社會已經出現由共同美學

體驗的人所形成的美感共同體－即社會氛圍圈。而舒爾徹的研究企圖則在於，以經驗調查

方法來呈現美感共同體的特色即彼此間的關係。（劉維公 2001） 

 

  舒爾徹的氛圍圈理論乃是建立在一種美學空間的三大日常生活美學圖式之上：「高級

文化圖式」（Hochkulturschema）、「平凡瑣細圖式」（Trivialschema）、以及「緊張刺激圖

式」（Spannungschema）。這些圖式被視為是美感選擇可能性的各種內在關聯，（這些內在

關聯）對應於其所處氛圍圈中的個別人們。基本上，這三種日常生活美學圖式並不是互斥

的，而是可以相互結合的。正是由於不同的結合方式，會有不同的日常生活美學出現，產

生不同的美感導向，進而區分出不同的美感共同體。Schulze 的各氛圍圈的美感導向、社

會生活狀況、生活美學圖式的結合方式、享受圖式、首要觀點、問題界定、以及生活哲學

之間的關係，可參見下表：（參見表 2） 

 

表 2：各氛圍圈的美感導向 

 
生活美學圖式的結

合方式 (＋表親

近；－表排斥) 

各氛圍圈的美感導

向 

身分地位 

「高

級文

化」

圖式

「平

凡瑣

細」

圖式

「緊

張刺

激」

圖式

享受

圖式

首要

觀點

問題

界定 

生

活

哲

學 

尊貴氛圍圈（Das 

Niveaumilieu） 

超過 40 歲，高

教育程度，較

高的職業團

體，在勞動場

所階序上佔有

較高位置，主

要為為較年長

之人事教育訓

＋ － － 靜觀

內省

 

階序

等級

追求

名位 

完

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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練的與自由的

學術工作者，

較高的家居舒

適度 

和諧氛圍圈（Das 

Harmoniemilieu） 

超過 40 歲，稍

低的教育程

度，主要是較

年長的勞工與

銷售人員、以

及年金領取

者；家庭主婦

比例蠻高，已

婚者或喪偶

者，較低的家

居舒適度，很

少具有自有住

宅 

－ ＋ － 愉快

舒適

危險

不安

追求

安全 

調

和 

娛樂氛圍圈（Das 

Unterhaltungs- 

milieu） 

低於 40 歲，低

教育程度，依

賴性就業，較

低的職業地

位，主要是已

婚者或同居

者，極少居家

舒適度 

－ － ＋ 行動

活動

需求

渴望

追求

刺激 

自

我

陶

醉 

整合氛圍圈（Das 

Integrations- 

milieu） 

超過 40 歲，中

等教育程度，

中階雇員與公

務員，屬高比

例為家庭主婦

之中等的地位

與收入群體，

主要是已婚者

或喪偶者，較

高的家居舒適

度，主動積極

的社團參與 

＋ ＋ － 愉快

舒適

與 

靜觀

內省

社會

期待

追求

一致 

調

和

與 

完

美 

自我實現氛圍圈

(Das 

Selbstverwick-lichun

gsmilieu) 

低於 40 歲，中

等或高教育程

度，許多在學

及進修者，中

等的地位團體

為主流，許多

社會福利工作

者，從事專

業、具資格的

各類事務，高

比例為未婚人

士 

＋ － ＋ 行動

活動

與 

靜觀

內省

內在

核心

追求

自我

實現 

自

我

陶

醉

與 

完

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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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日常生活空間移動相關文獻 

  瑞典地理學家 Hägerstrand 認為行動者不僅僅是一些運動著的軀體，同時是有意圖的

存在，有著自身的目的，人們要使自己努力實現這些目的，就不得不利用時間和空間本質

上有限的資源，來克服他們所面臨的制約。就那些影響不同群體和個體的移動和溝通的制

約而言，不同的社會共同體之間以及一個共同體之內，顯然都存在著重要的差異。任何一

種行為在時空方面的伸展都會受到一定的限制，不同的個體在彼此發生互動的時候，他們

每日、每周、每月乃至整個生活路徑的軌跡所形成的互動網絡都受到這些因素的影響。把

個體運動的典型模式再現為二週重複的例行活動，將這些資料繪製成圖，從而把它們作為

構成時空中生活路徑的因素來加以分析。也就是，將一個特定個人的日常活動記錄下來，

只要它們構成了時間和空間中的軌跡，就很容易用這些軌跡構想此人例行活動的粗略特

徵，來刻劃一個生命的路徑。這種方式劇中刻劃了一個生命的路徑，從而涉及了在所謂「生

命周期」中的時空運動的一般式。（Giddens 2002） 本研究採借其模式，以填寫生活日誌

方式，記錄民眾二週之活動，繪製成日常生活軌跡圖，尤其是休閒空間與消費空間活動軌

跡圖。 

 

 

 

 

 

 

 

 

 

 

 

三、 研究方法與統計分析 

（一） 研究方法與資料蒐集 

  本計畫所採取的研究方法，主要有文獻分析法、次級資料分析法、田野調查、及問卷

調查。其中，文獻分析的目的在於探討苗栗地區客家聚落社經發展概況與人文特色；次級

資料分析的目的在於蒐集及應用政府官方、民間機構、及學術調查研究等之數據，並進行

統計分析及處理，同時將分析結果輸入（或匯入）成屬性資料，以應用 GIS 繪製為「數位

化社會地圖」；而進行田野訪查的目的係在於考察及印證文獻分析的相關結果；至於問卷

調查之目的，在於測量苗栗地區客家聚落民眾之生活型態與消費型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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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調查工具 

  有關問卷調查的部分，本研究根據研究目的與架構，同時並考量問卷項目與題目的層

次性與系統性，設計出一份〈客家聚落生活風格與休閒消費型態之研究〉的調查問卷（參

見附錄一）。此份問卷內容可分成四大部分： 

– 人口基本資料及社經地位 

– 生活風格量表與生活領域重要性 

– 各類休閒活動與休閒行為 

– 各類消費行為與消費模式 

 

（三） 樣本選取 

  本研究係以苗栗縣客家聚落十六歲以上民眾為問卷調查對象。在此所指稱之「客家聚

落」係以行政院客家委員會委託調查《97 年度全國客家人口基礎資料調查研究》中，苗栗

縣鄉鎮市人口中，單一自我認定為台灣客家人比例超過 60%以上之鄉鎮市，即屬本研究界

定之「客家聚落」。根據上述標準，苗栗縣計有苗栗市（80.1%）、頭份鎮（68.8%）、卓蘭

鎮（66.2%）、大湖鄉（75.4%）、公館鄉（83.0%）、銅鑼鄉（91.0%）、南庄鄉（68.7%）、頭

屋鄉（86.3%）、三義鄉（67.7%）、西湖鄉（65.8%）、造橋鄉（72.8%）、三灣鄉（75.0%）、

及獅潭鄉（64.3%）。苗栗縣各鄉鎮市客家人口比例圖，可參見圖 4。 

 

圖 4：苗栗縣各鄉鎮客家人口比例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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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研究所進行〈客家聚落生活風格與休閒消費型態之研究〉，因受限於研究經費與人

力資源的限制，僅能由上述客家聚落中，以十六歲以上民眾為研究對象，共計選取 350 份

樣本施測，回收問卷除一份為無效問卷外，其餘 349 份皆屬有效。客家聚落各鄉鎮市，則

是依其客家人口數的不同，調整施測樣本數，各鄉鎮市完成有效問卷數，可參見下表：（參

見表 3) 

表 3：客家聚落各鄉鎮市完成的有效問卷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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鄉鎮市 98 人口數 客家人比例 客家人口數 

客家人口

占苗栗縣

客家總人

口比例

應抽樣本 

頭份鎮 96261 68.8% 66228 25% 88 

苗栗市 90826 80.1% 72752 28% 97 

卓蘭鎮 18497 66.2% 12245 5% 16 

大湖鄉 16186 75.4% 12204 5% 16 

公館鄉 34813 83% 28895 11% 38 

銅鑼鄉 19633 91% 17866 7% 24 

南庄鄉 11318 68.7% 7775 3% 10 

頭屋鄉 11702 86.3% 10099 4% 13 

三義鄉 17713 67.7% 11992 5% 16 

西湖鄉 7939 65.8% 5224 2% 7 

造橋鄉 13737 72.8% 10001 4% 13 

三灣鄉 7393 75% 5545 2% 7 

獅潭鄉 5059 64.3% 3253 1% 4 

 

（四） 客家聚落民眾生活風格類型形成的方法過程 

  生活風格群體類型的形成係建立在實證資料的基礎上，透過多變項統計分析方法之協

助，在這裏，方法選擇與分析程序基本上與迄今各種有關生活風格群體研究極其類似。一

般而言，生活風格類型的形成是採兩階段進行。首先，是在因素分析的框架中，就形成群

體的變項加以結構化及簡化；其次，則是採取集群分析來進行生活風格類型的建構，藉此

生活風格群體的實質內涵得以刻劃出來。 

（1） 因素分析  

  如上所述，本研究首先用因素分析來結構化及簡化所得到的數據，以期找出苗栗地區

客家聚落民眾的主要生活風格群體範疇或類型背後的核心特質。因素分析係通過研究眾多

變項之間的內部依賴關係，探求觀測數據中的基本結構，並用少數幾個假想變項來表示基

本的數據資料結構。這些假想變項能夠反應原來眾多觀測變項所代表的主要資訊，並解釋

這些觀測變項之間的相互依存關係，是以，可將這些假想變項稱為基礎變項，亦即因素

（Factors）。換言之，因素分析就是研究如何以最少的資訊流失卻能把眾多的觀測變量濃

縮為少數幾個因素。 

 

  就本研究而言，第一步係將基於研究目的所設計之五十題有關生活價值導向的調查項

目，依其反映資訊的本質特徵的能力，透過因素分析加以簡化。有關因素分析之因素萃取



216 

程序係採取主成分分析法（Principal components）。主成分分析實際上是獨立於因素分

析的一種簡化數據技術。因素分析中將主成分分析的結果做為一個初始因素解，因為在確

定因素個數時主要會用到主成分分析產生的一個統計量－即固有值（Eigenvalue）。此外，

為了更便於解釋，本研究也採取因素旋轉的方法，通過改變座標軸的位置，重新分配各個

因素所解釋變異量的比例，使因素結構更為簡單，且更容易說明。然而，由於簡化準則不

同，有著不同的因素旋轉方法。本研究係採取正交旋轉方法（Orthogonal rotation）中

的「最大變異法」（VARIMAX）來進行分析。 

 就本研究電話訪問部份來看，針對上述十八題有關生活價值導向的調查項目進行因素

分析，先扣除因素負荷量過低的題目（一般而言，因素負荷量低於 0.3 時可以不解釋），

並在萃取因素時選取固有值大於等於 1的因素（因為每個變項的變異量為 1，每個保留下

來的因素至少應該能解釋一個變項的變異量，否則就達不到精簡的目的）。本研究共取出

十個因素（參見表 4），這十個因素累積解釋了數據中總變異量的 73.65％。 

表 4：因素萃取表 

因素特徵 

題號 題目 

因素負荷

量 
B148. 我時常注意新的資訊和知識 0.749 

B147 對我而言，科技的進步替我的生活帶來更多的樂趣 0.653 

B137 我覺得電腦和其他高科技電子產品都相當有趣 0.627 

B137 我對於不斷去學習新的事物沒有興趣 -0.599

B109 只要有時間，我一定會參與各類藝文活動 0.591 

B101 我常會渴望尋求各種新奇和生動的體驗 0.589 

B111 對我而言，沒有太多機會能夠去改變生活的現狀 -0.446

科技導向、創新

求新導向、不安

於現狀、地位導

向 

B138 只要適當使用，現代科技只會對人類帶來好處 0.403 

B136 對女性而言，最重要的成就來自於她的家庭 0.788 

B149. 面對家庭與事業無法兼顧的情況時，女性還是應當以家庭為重 0.716 

B141 一個人擁有自己的家庭時，生命才有意義 0.660 

B143 生活井然有序，我才會感到自在 0.547 

B134.

在我的日常生活中，傳統的價值觀如節儉、整潔和秩序等，還是相

當地重要 

0.487 

家庭導向、秩序

導向、傳統價值

導向 

B102. 對我來說，家庭生活比起工作更重要 0.470 

B150. 我很關心國家發生的大事 0.684 

B119 我全心全力支持我們的國家 0.672 

B113. 一個理想的職業是能夠讓人去發揮政治和社會的影響力 0.598 

B112. 生活中的真正滿足是來自於責任義務的履行 0.515 

國家/社會責任

導向、解放/現實

導向 

B139 人們應該採取積極的作為，去追求社會的公義和對抗壓迫 0.488 

B104 對我而言，生活的意義是享樂，以及得到我所想要得到的東西 0.729 

B127 我的座右銘是：追求享受，儘可能地過著快樂的生活 0.717 

B106 我希望可以隨心所欲地過自己的生活 0.640 

B105 我很能夠理解，為什麼有些人會只想要做他們自己所喜歡的事 0.571 

B116 結婚之後，夫妻仍然應該與各自的朋友圈保持聯絡 0.391 

享樂主義/物質

主義導向、解放/

現實導向、自由

導向 

B125 如果現在我有足夠的錢，我就不想再工作 0.359 

B145 所謂的績效壓力，根本就是不想工作的藉口 0.669 績效導向、自信
B144 我相當有自信去應付未來的任何挑戰 0.5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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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133 在我看來，物質佔有是一種負擔，而且限制了個人的自由 0.490 

B131 科技的發展帶給現代社會許多問題 0.432 
導向、後物質導

向 
B142 用金錢衡量一切是不道德的 0.395 

B122 我經常在想，如何能夠退出這個社會 0.678 

B103 我時常夢想可以不必再為別人工作 0.644 

B123 我因為沒有能力擁有我所喜歡的東西而感到不快樂 0.445 

B128 我真正想做的是放棄一切和遠離一切 0.362 

社會疏離導向 

B124 

即使明白擁有自己的房子是件好事，不過我不想為它長年縮衣節

食、省吃儉用 

0.349 

B117 沒有工作緊張、沒有績效壓力 0.658 

B110 我願意辛勤工作，以便能夠擁有更多的財物 0.544 

B114 對我而言，家務事不外揚是非常重要的 0.517 

B118 工作對我來說，最重要的是確保不要犯錯就好 0.438 

向上晉升導向、

保守導向、儀式

主義導向 

B115 超時工作應當要加以禁止 0.312 

B121 我完全不擔心安全問題；我所想要的就是生命的刺激 0.648 

B140 我對傳統的職業倫理，如紀律和責任感等，感到厭惡 0.556 

B126 對我而言，工作就只是為了賺錢，沒有其他意義 0.554 

隨性導向、及時

行樂導向 

B130 我買東西時不會考慮到我是不是真的有買得起它們的能力 0.457 

B108 我的生活完全不受宗教信仰的影響 0.660 

B146 每個人都追求在事業上能夠爬到更高的位置 0.461 
外控導向 

B107 就算不斷地充實自己，也不能保證職場上能夠成功 0.438 

B132 我一點也不在乎社會對我的看法 0.667 

B135 對我來說，人生重要的不是未來，而是現在 0.564 
自我中心導向 

B120 工作上的成就不是那麼重要 0.479 

 

（2） 集群分析 

  緊接著因素分析之後，本研究採取集群分析來建構生活風格群體類型。集群分析是一

種根據研究對象的特徵對研究對象進行分類的多元分析技術。集群分析將性質相近的個體

歸成一類，使得同一類中的個體具有高度的同質性，不同類之間的個體具有高度的異質

性。（Backhaus 1996） 一般說來，係將透過因素分析所萃取出的因素－其具有個別的因

素值（Factor scores）－作為變項來使用，進行集群分析。在這裏，就集群的形成而言，

一組因素是不可或缺的，如此一來才能透過許多顯著的特徵來描述各種風格類型－亦即被

含括成一類的人們會具有相似的特徵。 

 

  現今廣泛採用的集群分析方法有二類：階層集群分析（Hierarchical Cluster 

Procedures）及疊代集群分析（Iterative Partitioning Procedures）。前者係根據所選

取的特徵，試圖找出具有相對同質性的觀察值（或變項）組別。其所使用的演算法，會從

個別集群中的每一個觀察值（或變項）開始，然後再與集群組合，直到只剩下一個為止。

由於階層集群分析在集聚過程中需要儲存距離矩陣，並且在每一步的併類過程中都要做很

多計算，如此一來，當樣本數很大時必須要佔用較多的電腦內部記憶體空間及花費較長的

運算時間。疊代集群分析則是根據所選取的特徵，讓演算法（其可以處理大量觀察值）找

出性質相似的觀察值群組。由於疊代集群分析在集聚過程中具有較不佔用電腦內部記憶體

空間、運算速度較快的優點，較適用於大樣本的集群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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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本研究而言，由於調查樣本數為 349 人，屬於較大樣本數，不利於採用階層集群分

析方法。是以，本研究採疊代集群分析法來進行集群。就操作過程而言，本研究係針對上

述萃取出的十個因素，再採取 K平均數集群分析（K-means Cluster）來進行集聚，當集

群數指定為三、四、五、六群時，再分別與此十個因素進行變異數分析，差異均達顯示水

準。 

 

  由於集群分析的目的是要對研究對象進行分類，因此如何確定分類數的問題係集群分

析中迄今仍尚未解決的問題之一，主要的困難在於對類的結構與內容很難給出一個統一的

界定，這樣就難以設定理論上與實證上都可行的虛無假設。實證上主要係根據研究目的，

從實用的角度出發，選擇合適的分類數。（Klocke 1993） 是以，進一步就各指定集群數

之群聚所呈現的結果及其所包含的因素內容來考量，本研究選定四群為合適的分類數。此

四個集群在各個因素上的分數、集群分布狀況、及它們在各結構變項（即性別、年齡、職

業、居住地區等）的表現如下表：（參見表 5、表 6） 

 

 

 

表 5：各集群在因素上的表現 

 

 集群 

因素 1 2 3 4 

科技導向、創新求新導向、不

安於現狀、地位導向 
-.43122 .41139 .15985 .05052 

家庭導向、秩序導向、傳統價

值導向 
-.26435 .40707 .68159 -.39708 

國家/社會責任導向 .31519 .46491 -1.31860 -.24001 

享樂主義/物質主義導向、解放

/現實導向、自由導向 
.25257 -.55761 .44733 .03385 

績效導向、自信導向、後物質

導向 
.53919 .05749 -.08385 -.68936 

社會疏離導向 .38352 -.17001 -.38434 -.12745 

向上晉升導向、保守導向、儀

式主義導向 
-.05795 .46299 -.32990 -.23644 

隨性導向、及時行樂導向 .05289 -.51261 -.08693 .48747 

外控導向 -.21291 .46989 .53768 -.456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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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中心導向 .48626 -.45074 .71142 -.48750 

 

表 6：各集群的分布狀況 

集群一 集群二 集群三 集群四 合計 

個數 % 個數 % 個數 % 個數 % 個數 % 

117 33.53 94 26.93 44 12.61 94 26.93 349 100 

 

  根據上述四個集群在各個因素上的分數、集群分布狀況、及它們在各結構變項的表

現，大致可以歸類出此四大集群的特徵並命名如下： 

 

集群一：自信績效導向型 

  此一集群約占所有受訪者的 33.53％，為最大的集群。他們生活的生活態度較不求創

新，較安於現狀，不太看重個人地位，對新事物的接受程度較低，對科技的使用較無興趣。

在工作方面強調績效，對自我有著高度自信，也樂意接受未來的挑戰，對國家及社會事務

抱持著關心的態度。不太強調物質的佔有，具有後物質主義的價值觀。較傾向於以自我為

中心。 

 

集群二：負責創新導向型 

  此一集群約占所有受訪者的 26.93％。他們在乎生活中的秩序、注重傳統與家庭、對

國家及社會事務抱持強烈的責任義務感。他們的生活意義不太重視享樂，較追求事業上的

向上晉升，心態上較為保守。不會安於現狀，勇於接受挑戰及重視創新，樂於嘗試新科技，

但也重視未來生活保障，不認同及時行樂的價值觀，不會以自我為中心。 

 

集群三：傳統務實導向型 

  此一集群約僅占所有受訪者的 12.61％，在四個集群中的所占比例最低。他們非常強

調生活中的秩序、極其注重家庭與傳統價值，對國家與社會事務抱持高度冷漠的態度，毫

不重視，更不會參與。他們的生活意義重視享受快樂，強調物質的滿足，追求對各種束縛

的解放，重視現實，事業上向上晉升的企圖並不積極。他們不認為自己能改變現狀，抱持

聽天由命的態度，以自我為中心的性格非常明顯。 

 

集群四：享樂隨性導向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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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一集群約占所有受訪者 26.93％。他們對於生活中的秩序、績效、傳統與家庭、以

及責任義務皆抱持否定的態度。對國家與社會事務抱持冷漠的態度，對自己高度地缺乏信

心，非常強調物質的滿足，不在乎個人的社會地位。他們的生活意義重視及時行樂，抱持

「今朝有酒今朝醉」的態度，不擔心個人未來的生活保障，追求生活的刺激，不會以自我

為中心。 

 

 

 

 

 

 

四、 「數位化社會地圖」繪製與「社會空間資訊平台」網站建置 

  李威霆在其獲客委會補助執行之〈苗栗地區客家聚落發展歷程之人文區位重建〉計畫

中，參考 Manuel Castells 的「流動空間」概念，以「聚落」作為該計畫之研究核心與分

析基礎，藉由將「聚落」視為各種「在地社會」（local society）的具體展現，辨明運作

中的主要社會趨勢（包括人口的消長與移動），以及考量這些趨勢所呈現的歷史—地理特

殊性意義，而進行「聚落」空間邏輯的重建。「聚落」實為一切社會網絡、文化、經濟與

產業發展的基礎。（李威霆，2008：5-6） 

 

  在該計畫中，其以聚落研究為基點，分析戰後苗栗地區十八鄉鎮在歷史上的人口變化

因素，以及本區域與區域外聯繫因素（地理、交通、產業關連），尤其著重比較本區的客

家聚落在工業化時期（1981-1996）以及後工業化時期（1996-2006）這兩種社會形態下的

歷史結構變化。而在其所進行的聚落形態與變遷的調查中，涵蓋了歷史與人口調查、產業

與經濟調查、語言與族群認同調查等三大類調查計畫在內，更獲致了各類具體的研究成果

（除了歷史與人口調查數據、產業與經濟調查數據、及語言與族群認同調查數據等各類量

化資料之外，面向指標之外，同時也建構了經濟發展梯度、產業梯度、及語族凝聚梯度等

量化面向指標），並從人文區位學的觀點，建構出一個客家聚落發展的解釋架構。（李威霆，

2008：7） 

 

  本計畫則係將上述有關苗栗地區「客家聚落」相關的各類具體研究成果，運用美國環

境系統研究所（ESRI）所開發之 ArcGIS 9.3 應用軟體，以及臺灣崧旭資訊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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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開發之 SuperGIS 應用軟體，將各類有關苗栗地區客家聚落之既有研究成果，轉化繪製

苗栗地區客家聚落之各類「數位化社會地圖」及「主題圖」，將原本僅能透過文字敘述方

式呈現的「想像的社會空間」，轉化成視覺化的「具象的社會空間」，可做為不同系所之共

同資料與整合基礎，並進一步地透過圖層套疊技術的運用，產生新的跨科系視角之問題意

識，有助於激發跨科系整合研究。截至目前為止，共計完成 172 幅主題圖，主要集中於「產

業」與「人口」二大範疇，例如苗栗地區「客家聚落產業梯度圖」、苗栗地區「客家聚落

等語線圖」（hakkas isogloss lines）、「苗栗地區各鄉鎮客家人口比例圖」、「苗栗縣人口

老化指數(1998~2009)」、「苗栗縣各鄉鎮市年度歲入歲出」、「苗栗縣各鄉鎮市農業人口戶

數和耕地面積」、及「苗栗縣各鄉鎮歷年人口比例變化圖」等。除此之外，亦透過網路蒐

集苗栗縣政府主計處所公布之各種人口、產業相關數據，同時亦參考《重修苗栗縣誌》內

各類相關資料及圖表，進行各類主題圖的繪製。 

 

  上述「數位化社會地圖」與「主題圖」則放置於本計畫所建置之「知識共同空間操作

平台」網站，放置於本所伺服器中，並將其命名為「社會空間資訊平台─客家 GIS 好好玩」，

網址為：www.hakkagisfun.nuu.edu.tw。目前僅提供各類「數位化社會地圖」與「主題圖」

供查閱及參考，未來將會進一步規劃結合 WebGIS，以達空間資訊充分分享之目的。 

 

  此外，有關客家聚落民眾休閒空間與消費空間之呈現上，針對願意配合本研究進行軌

跡圖繪製之受訪者，則採用 google earth 繪製其軌跡圖，同時配合地理資訊系統(GIS）

軟體內影像對位、圖徵和環域功能，來呈現受訪者的日常生活軌跡，並藉以比對及分析其

活動範圍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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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不同生活風格群體休閒空間與消費空間差異性分析 

（一） 苗栗縣客家聚落民眾生活導向 

  在此次問卷調查中，設計了九道題目來測量民眾的生活導向，透過受訪者對這九道題

目所詢問各類生活領域對受訪者的重要性，並由受訪者選出這些生活領域對其重要的程

度。研究者再將各集群成員在每道題目回答「重要」及「非常重要」的比例相加，按其高

低順序排列。 

 

  從表 7 可以看出，對全體受訪者來說，「家庭與子女」被認為是最重要的生活領域，

換言之，「家庭與子女」是引導民眾日常生活最重要的生活導向。「朋友」、「親戚」及「休

閒」雖居於民眾重要的生活領域的第二、第三、及第四位的重要生活導向，但相較於「家

庭與子女」，則存有一段顯著差距。 

 

  值得注意地是，若觀察不同生活風格群體時，可以明顯地發現，不同生活風格群體對

不同生活領域的看重程度有所差異，尤其是在「休閒」及「工作」等生活領域，更呈現出

明顯差異。上述二個生活領域，卻正是生活風格最重要的表現領域。 

 

表 7：生活領域重要度 
集群  

自信績效導向

（選取重要及

非常重要者的

%） 

負責創新導向

（選取重要及

非常重要者的

%） 

傳統務實導向

（選取重要及

非常重要者的

%） 

享樂隨性導向

（選取重要及

非常重要者的

%） 

生 活 領 域 的 重

要程度（選取重

要 及 非 常 重 要

二者的%） 

01.家庭與子女 91.4 96.8 95.5 85.1 91.7 

02.朋友 82.1 84.9 77.3 64.9 77.6 

03.親戚 77.8 85.0 68.2 62.8 74.4 

04.休閒 70.1 80.4 70.5 63.9 71.2 

05.鄰居 40.1 63.4 54.6 35.5 47.0 

06.工作 31.9 64.6 50.0 45.7 46.7 

07.宗教信仰 46.2 52.2 31.8 36.2 43.2 

08.社團活動 18.9 47.3 29.5 30.2 30.9 

09.政治參與/政治活動 12.0 16.3 11.4 16.0 14.1 

 

（二） 苗栗縣客家聚落民眾的各類休閒活動與休閒行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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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此次問卷調查中，設計了二十五道題目來測量客家聚落民眾日常生活所從事的各類

休閒活動與休閒行為。從表 8 至表 31 顯示了，不同生活風格群體的民眾表現在各類休閒

活動與休閒行為，有著高度的差異性。此外，在此次問卷調查中，也設計了九道題目來測

量客家聚落民眾所從事的各類日常生活的活動頻率。從表 32 至表 40 顯示，不同的生活風

格群體民眾表現在各類日常生活的活動頻率也有著明顯的差異。此一發現，實再次突顯了

生活風格群體分析與氛圍圈分析對瞭解總體社會所具有的重要意涵。 

 

表 8：看書／雜誌 

 

    集群 總和 

    1 2 3 4   

休閒活動參與

頻率-看書／雜

誌 

每天 個數 

23 44 10 10 87

    % 
19.7% 47.3% 22.7% 10.6% 25.0%

  至少一星期一次 個數 36 15 7 14 72

    % 
30.8% 16.1% 15.9% 14.9% 20.7%

  至少一個月一次 個數 8 6 8 12 34

    % 
6.8% 6.5% 18.2% 12.8% 9.8%

  更少 個數 19 15 9 39 82

    % 
16.2% 16.1% 20.5% 41.5% 23.6%

  從來沒有 個數 31 13 10 19 73

    % 
26.5% 14.0% 22.7% 20.2% 21.0%

總和 個數 117 93 44 94 348

  %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表 9：看錄影帶/DVD 

 

    集群 總和 

    1 2 3 4   

休閒活動參與頻

率-看錄影帶

/DVD 

每天 個數 

4 6 5 4 19

    % 
3.5% 6.8% 11.4% 4.3% 5.6%

  至少一星期一次 個數 11 15 2 6 34

    % 
9.6% 17.0% 4.5% 6.4%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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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少一個月一次 個數 11 8 3 10 32

    % 
9.6% 9.1% 6.8% 10.6% 9.4%

  更少 個數 29 39 15 55 138

    % 
25.2% 44.3% 34.1% 58.5% 40.5%

  從來沒有 個數 60 20 19 19 118

    % 
52.2% 22.7% 43.2% 20.2% 34.6%

總和 個數 115 88 44 94 341

  %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表 10：使用電腦/上網 

 

    集群 總和 

    1 2 3 4   

休閒活動參與

頻率-使用電腦/

上網 

每天 個數 

13 5 6 4 28

    % 
11.2% 5.6% 13.6% 4.3% 8.2%

  至少一星期一次 個數 8 10 3 7 28

    % 
6.9% 11.2% 6.8% 7.4% 8.2%

  至少一個月一次 個數 13 6 1 5 25

    % 
11.2% 6.7% 2.3% 5.3% 7.3%

  更少 個數 6 15 6 28 55

    % 
5.2% 16.9% 13.6% 29.8% 16.0%

  從來沒有 個數 76 53 28 50 207

    % 
65.5% 59.6% 63.6% 53.2% 60.3%

總和 個數 116 89 44 94 343

  %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表 11：散步／運動／跳舞 

 

集群 

    1 2 3 4 總和 

       
個數 95 62 32 64 253每天 

    

% 

81.9% 66.7% 74.4% 68.1% 73.1%

休閒活動參與

頻率-散步／運

動／跳舞 

   個數 12 16 5 13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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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     

% 

10.3% 17.2% 11.6% 13.8% 13.3%

個數 3 7 2 6 18   

至少一個月一

次 

    

% 

2.6% 7.5% 4.7% 6.4% 5.2%

個數 5 5 4 8 22   

更少 

    

% 

4.3% 5.4% 9.3% 8.5% 6.4%

個數 1 3 0 3 7

    

% 

   

從來沒有 .9% 3.2% .0% 3.2% 2.0%  

個數 116 93 43 94 346總和 

   

%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表 12：爬山／郊遊／健行 

集群 

    1 2 3 4 總和 

       
個數 10 13 9 14 46每天 

    

% 

8.5% 14.1% 20.5% 14.9% 13.3%

個數 22 18 3 18 61   

至少一星期一

次 

    

% 

18.8% 19.6% 6.8% 19.1% 17.6%

個數 46 25 3 23 97   

至少一個月一

次 

    

% 

39.3% 27.2% 6.8% 24.5% 28.0%

個數 24 25 18 32 99   

更少 

    

% 

20.5% 27.2% 40.9% 34.0% 28.5%

休閒活動參與

頻率-爬山／郊

遊／健行 

個數 15 11 11 7 44

    

% 

   

從來沒有 12.8% 12.0% 25.0% 7.4% 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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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數 117 92 44 94 347總和 

   

%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表 13：看球類/運動比賽 

集群 

    1 2 3 4 總和 

       
個數 9 14 4 6 33每天 

    

% 

7.9% 15.7% 9.8% 6.5% 9.8%

個數 4 13 2 7 26   

至少一星期一

次 

    

% 

3.5% 14.6% 4.9% 7.5% 7.7%

個數 6 4 3 10 23   

至少一個月一

次 

    

% 

5.3% 4.5% 7.3% 10.8% 6.8%

個數 22 26 10 48 106   

更少 

    

% 

19.3% 29.2% 24.4% 51.6% 31.5%

休閒活動參與

頻率-看球類/運

動比賽 

個數 73 32 22 22 149

    

% 

   

從來沒有 64.0% 36.0% 53.7% 23.7% 44.2%  

個數 114 89 41 93 337總和 

   

%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表 14：看表演／音樂會/民俗戲劇（客家大戲、歌仔戲、京劇等） 

    集群 總和 

    1 2 3 4   

休閒活動參與頻率-

看表演／音樂會/民

俗戲劇（客家大戲、

歌仔戲、京劇等） 

每天 個數 

4 3 0 2 9

    % 
3.5% 3.3% .0% 2.1% 2.6%

  至少一星期一 個數 7 2 5 14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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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 

    % 
6.1% 2.2% 11.6% 14.9% 8.2%

  至少一個月一

次 

個數 
8 10 6 12 36

    % 
7.0% 11.1% 14.0% 12.8% 10.5%

  更少 個數 68 51 12 52 183

    % 
59.1% 56.7% 27.9% 55.3% 53.5%

  從來沒有 個數 28 24 20 14 86

    % 
24.3% 26.7% 46.5% 14.9% 25.1%

總和 個數 115 90 43 94 342

  %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表 15：看電影 

    集群 總和 

    1 2 3 4   

休閒活動參與頻

率-看電影 

每天 個數 
2 2 0 1 5

    % 
1.7% 2.2% .0% 1.1% 1.5%

  至少一星期一次 個數 3 2 2 1 8

    % 
2.6% 2.2% 4.7% 1.1% 2.4%

  至少一個月一次 個數 3 4 3 4 14

    % 
2.6% 4.5% 7.0% 4.3% 4.1%

  更少 個數 32 47 16 59 154

    % 
27.8% 52.8% 37.2% 63.4% 45.3%

  從來沒有 個數 75 34 22 28 159

    % 
65.2% 38.2% 51.2% 30.1% 46.8%

總和 個數 115 89 43 93 340

  %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表 16：泡湯/洗三溫暖／SPA 

    集群 總和 

    1 2 3 4   

休閒活動參與頻

率-泡湯/洗三溫

暖／SPA 

每天 個數 

3 3 1 1 8

    % 
2.6% 3.4% 2.3% 1.1% 2.3%

  至少一星期一次 個數 9 6 2 2 19

    % 
7.8% 6.7% 4.5% 2.1% 5.6%

  至少一個月一次 個數 14 13 6 9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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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2.2% 14.6% 13.6% 9.6% 12.3%

  更少 個數 60 32 18 55 165

    % 
52.2% 36.0% 40.9% 58.5% 48.2%

  從來沒有 個數 29 35 17 27 108

    % 
25.2% 39.3% 38.6% 28.7% 31.6%

總和 個數 115 89 44 94 342

  %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表 17：聽演講／看展覽 

集群 

    1 2 3 4 總和 

       
個數 1 0 0 0 1每天 

    

% 

.9% .0% .0% .0% .3%

個數 0 5 2 3 10   

至少一星期一

次 

    

% 

.0% 5.6% 4.8% 3.2% 2.9%

個數 6 17 6 7 36   

至少一個月一

次 

    
% 5.2% 18.9% 14.3% 7.4% 10.6%

個數 23 37 7 58 125   
更少     

% 
20.0% 41.1% 16.7% 61.7% 36.7%

休閒活動參與

頻率-聽演講／

看展覽 

個數 85 31 27 26 169

    
% 

   
從來沒有 

73.9% 34.4% 64.3% 27.7% 49.6%  

個數 115 90 42 94 341總和 

   

%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表 17：聽音樂 

    集群 總和 

    1 2 3 4   

休閒活動參與頻

率-聽音樂 

每天 個數 
34 27 15 13 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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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9.3% 30.0% 35.7% 13.8% 26.0%

  至少一星期一次 個數 33 12 10 8 63

    % 
28.4% 13.3% 23.8% 8.5% 18.4%

  至少一個月一次 個數 3 8 1 21 33

    % 
2.6% 8.9% 2.4% 22.3% 9.6%

  更少 個數 23 22 6 38 89

    % 
19.8% 24.4% 14.3% 40.4% 26.0%

  從來沒有 個數 23 21 10 14 68

    % 
19.8% 23.3% 23.8% 14.9% 19.9%

總和 個數 116 90 42 94 342

  %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表 18：書法／繪畫 

集群 

    1 2 3 4 總和 

       
個數 1 1 2 3 7每天 

    

% 

.9% 1.1% 4.7% 3.2% 2.0%

個數 2 7 3 3 15   

至少一星期一

次 

    

% 

1.7% 7.7% 7.0% 3.2% 4.4%

個數 7 5 1 4 17   

至少一個月一

次 

    

% 

6.1% 5.5% 2.3% 4.3% 5.0%

個數 24 26 9 54 113   

更少 

    

% 

20.9% 28.6% 20.9% 57.4% 32.9%

休閒活動參與

頻率-書法／繪

畫 

個數 81 52 28 30 191

    

% 

   

從來沒有 70.4% 57.1% 65.1% 31.9% 55.7%  

個數 115 91 43 94 343總和 

   

%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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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9：泡茶/喝咖啡 

集群 

    1 2 3 4 總和 

       
個數 26 36 17 22 101每天 

    

% 

22.6% 39.1% 40.5% 23.4% 29.4%

個數 17 24 6 16 63   

至少一星期一

次 

    

% 

14.8% 26.1% 14.3% 17.0% 18.4%

個數 34 6 2 20 62   

至少一個月一

次 

    

% 

29.6% 6.5% 4.8% 21.3% 18.1%

個數 19 10 6 24 59   

更少 

    

% 

16.5% 10.9% 14.3% 25.5% 17.2%

休閒活動參與

頻率-泡茶/喝咖

啡 

個數 19 16 11 12 58

    

% 

   

從來沒有 16.5% 17.4% 26.2% 12.8% 16.9%  

個數 115 92 42 94 343總和 

   

%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表 20：下棋／玩牌／麻將 

    集群 總和 

    1 2 3 4   

休閒活動參與頻

率-下棋／玩牌

／麻將 

每天 個數 

4 3 3 3 13

    % 
3.5% 3.3% 7.0% 3.2% 3.8%

  至少一星期一次 個數 12 17 5 7 41

    % 
10.5% 18.5% 11.6% 7.5% 12.0%

  至少一個月一次 個數 17 7 3 11 38

    % 
14.9% 7.6% 7.0% 11.8% 11.1%

  更少 個數 46 18 13 46 123

    % 
40.4% 19.6% 30.2% 49.5% 36.0%

  從來沒有 個數 35 47 19 26 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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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30.7% 51.1% 44.2% 28.0% 37.1%

總和 個數 114 92 43 93 342

  %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表 21：種花／園藝 

集群 

    1 2 3 4 總和 

       
個數 19 27 10 13 69每天 

    

% 

16.5% 30.0% 23.3% 13.8% 20.2%

個數 7 20 4 5 36   

至少一星期一

次 

    

% 

6.1% 22.2% 9.3% 5.3% 10.5%

個數 10 5 3 12 30   

至少一個月一

次 

    

% 

8.7% 5.6% 7.0% 12.8% 8.8%

個數 33 13 8 44 98   

更少 

    

% 

28.7% 14.4% 18.6% 46.8% 28.7%

休閒活動參與

頻率-種花／園

藝 

個數 46 25 18 20 109

    

% 

   

從來沒有 40.0% 27.8% 41.9% 21.3% 31.9%  

個數 115 90 43 94 342總和 

   

%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表 22：唱歌／KTV 

集群 

    1 2 3 4  總和 

       
個數 2 5 4 6 17每天 

    

% 

1.7% 5.6% 9.1% 6.4% 5.0%

休閒活動參與

頻率-唱歌／

KTV 

   個數 5 9 3 5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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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     

% 

4.3% 10.0% 6.8% 5.3% 6.4%

個數 13 11 8 12 44   

至少一個月一

次 

    

% 

11.3% 12.2% 18.2% 12.8% 12.8%

個數 52 20 11 41 124   

更少 

    

% 

45.2% 22.2% 25.0% 43.6% 36.2%

個數 43 45 18 30 136

    

% 

   

從來沒有 37.4% 50.0% 40.9% 31.9% 39.7%  

個數 115 90 44 94 343總和 

   

%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表 23：釣魚 

    集群 總和 

    1 2 3 4   

休閒活動參與頻

率-釣魚 

每天 個數 
1 0 1 0 2

    % 
.9% .0% 2.3% .0% .6%

  至少一星期一次 個數 1 1 0 0 2

    % 
.9% 1.1% .0% .0% .6%

  至少一個月一次 個數 2 2 1 2 7

    % 
1.7% 2.2% 2.3% 2.1% 2.0%

  更少 個數 10 16 6 52 84

    % 
8.7% 17.8% 13.6% 55.3% 24.5%

  從來沒有 個數 101 71 36 40 248

    % 
87.8% 78.9% 81.8% 42.6% 72.3%

總和 個數 115 90 44 94 343

  %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表 24：攝影/照相 

    集群 總和 

    1 2 3 4   

休閒活動參與頻

率-攝影/照相 

至少一星期一次 個數 
3 0 3 3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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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6% .0% 7.0% 3.2% 2.6%

  至少一個月一次 個數 8 13 7 5 33

    % 
7.0% 14.6% 16.3% 5.3% 9.7%

  更少 個數 26 28 7 56 117

    % 
22.6% 31.5% 16.3% 59.6% 34.3%

  從來沒有 個數 78 48 26 30 182

    % 
67.8% 53.9% 60.5% 31.9% 53.4%

總和 個數 115 89 43 94 341

  %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表 25：國內外旅行 

    集群 總和 

    1 2 3 4   

休閒活動參與頻

率-國內外旅行 

至少一星期一次 個數 
1 1 2 0 4

    % 
.9% 1.1% 4.5% .0% 1.2%

  至少一個月一次 個數 13 17 9 22 61

    % 
11.2% 19.5% 20.5% 23.7% 17.9%

  更少 個數 79 58 19 57 213

    % 
68.1% 66.7% 43.2% 61.3% 62.6%

  從來沒有 個數 23 11 14 14 62

    % 
19.8% 12.6% 31.8% 15.1% 18.2%

總和 個數 116 87 44 93 340

  %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表 26：志願服務（擔任志工、義工） 

    集群 總和 

    1 2 3 4   

休閒活動參與頻率-

志願服務（擔任志

工、義工） 

每天 個數 

2 3 0 2 7

    % 
1.7% 3.5% .0% 2.1% 2.1%

  至少一星期一次 個數 5 7 4 4 20

    % 
4.3% 8.1% 9.5% 4.3% 5.9%

  至少一個月一次 個數 14 10 1 2 27

    % 
12.1% 11.6% 2.4% 2.1% 8.0%

  更少 個數 16 20 7 54 97

    % 
13.8% 23.3% 16.7% 57.4% 28.7%

  從來沒有 個數 79 46 30 32 1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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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68.1% 53.5% 71.4% 34.0% 55.3%

總和 個數 116 86 42 94 338

  %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表 27：逛街購物 

    集群 總和 

    1 2 3 4   

休閒活動參與

頻率-逛街購物 

每天 個數 
5 3 4 8 20

    % 
4.3% 3.3% 9.3% 8.7% 5.9%

  至少一星期一次 個數 53 14 12 16 95

    % 
46.1% 15.6% 27.9% 17.4% 27.9%

  至少一個月一次 個數 15 27 5 17 64

    % 
13.0% 30.0% 11.6% 18.5% 18.8%

  更少 個數 22 24 9 36 91

    % 
19.1% 26.7% 20.9% 39.1% 26.8%

  從來沒有 個數 20 22 13 15 70

    % 
17.4% 24.4% 30.2% 16.3% 20.6%

總和 個數 115 90 43 92 340

  %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表 28：與孫子玩/帶孫子 

    集群 總和 

    1 2 3 4   

休閒活動參與頻

率-與孫子玩/帶

孫子 

每天 個數 

23 29 13 15 80

    % 
19.7% 31.5% 30.2% 16.0% 23.1%

  至少一星期一次 個數 37 9 4 26 76

    % 
31.6% 9.8% 9.3% 27.7% 22.0%

  至少一個月一次 個數 18 10 2 17 47

    % 
15.4% 10.9% 4.7% 18.1% 13.6%

  更少 個數 15 12 12 18 57

    % 
12.8% 13.0% 27.9% 19.1% 16.5%

  從來沒有 個數 24 32 12 18 86

    % 
20.5% 34.8% 27.9% 19.1% 24.9%

總和 個數 117 92 43 94 346

  %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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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9：手工藝/鉤針編織 

    集群 總和 

    1 2 3 4   

休閒活動參與頻

率-手工藝/鉤針

編織 

每天 個數 

0 0 3 0 3

    % 
.0% .0% 7.0% .0% .9%

  至少一星期一次 個數 4 3 2 4 13

    % 
3.5% 3.4% 4.7% 4.3% 3.8%

  至少一個月一次 個數 3 6 0 3 12

    % 
2.6% 6.8% .0% 3.2% 3.5%

  更少 個數 46 21 11 58 136

    % 
40.0% 23.9% 25.6% 61.7% 40.0%

  從來沒有 個數 62 58 27 29 176

    % 
53.9% 65.9% 62.8% 30.9% 51.8%

總和 個數 115 88 43 94 340

  %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表 30：什麼都不做/閒散 

    集群 總和 

    1 2 3 4   

休閒活動參與頻

率-什麼都不做/

閒散 

每天 個數 

10 6 11 4 31

    % 
8.8% 6.7% 26.8% 4.3% 9.2%

  至少一星期一次 個數 12 9 2 9 32

    % 
10.5% 10.1% 4.9% 9.7% 9.5%

  至少一個月一次 個數 7 5 6 7 25

    % 
6.1% 5.6% 14.6% 7.5% 7.4%

  更少 個數 17 20 10 55 102

    % 
14.9% 22.5% 24.4% 59.1% 30.3%

  從來沒有 個數 68 49 12 18 147

    % 
59.6% 55.1% 29.3% 19.4% 43.6%

總和 個數 114 89 41 93 337

  %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表 31：進修/學習 

    集群 總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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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 3 4   

休閒活動參與

頻率-進修/學習 

每天 個數 
4 10 5 3 22

    % 
3.5% 11.4% 11.4% 3.2% 6.5%

  至少一星期一次 個數 15 17 13 11 56

    % 
13.0% 19.3% 29.5% 11.7% 16.4%

  至少一個月一次 個數 11 10 3 13 37

    % 
9.6% 11.4% 6.8% 13.8% 10.9%

  更少 個數 26 20 4 45 95

    % 
22.6% 22.7% 9.1% 47.9% 27.9%

  從來沒有 個數 59 31 19 22 131

    % 
51.3% 35.2% 43.2% 23.4% 38.4%

總和 個數 115 88 44 94 341

  %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表 32：外出用餐 

    集群 總和 

    1 2 3 4   

日常活動參與

頻率-外出用餐 

每天 個數 
3 8 0 10 21

    % 
2.6% 8.5% .0% 10.6% 6.1%

  至少一星期一次 個數 29 36 15 17 97

    % 
25.4% 38.3% 34.1% 18.1% 28.0%

  至少一個月一次 個數 48 21 8 20 97

    % 
42.1% 22.3% 18.2% 21.3% 28.0%

  更少 個數 24 27 12 38 101

    % 
21.1% 28.7% 27.3% 40.4% 29.2%

  從來沒有 個數 10 2 9 9 30

    % 
8.8% 2.1% 20.5% 9.6% 8.7%

總和 個數 114 94 44 94 346

  %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表 33：採購食物/日用品 

    集群 總和 

    1 2 3 4   

日常活動參與頻

率-採購食物/日

用品 

每天 個數 

14 15 11 23 63

    % 
12.1% 16.0% 25.0% 24.5% 18.1%

  至少一星期一次 個數 69 44 24 32 1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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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59.5% 46.8% 54.5% 34.0% 48.6%

  至少一個月一次 個數 8 11 3 12 34

    % 
6.9% 11.7% 6.8% 12.8% 9.8%

  更少 個數 14 18 4 26 62

    % 
12.1% 19.1% 9.1% 27.7% 17.8%

  從來沒有 個數 11 6 2 1 20

    % 
9.5% 6.4% 4.5% 1.1% 5.7%

總和 個數 116 94 44 94 348

  %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表 34：探訪子女/親人 

    集群 總和 

    1 2 3 4   

日常活動參與

頻率-探訪子女/

親人 

每天 個數 

13 17 12 37 79

    % 
11.4% 18.3% 27.3% 39.8% 23.0%

  至少一星期一次 個數 35 24 8 21 88

    % 
30.7% 25.8% 18.2% 22.6% 25.6%

  至少一個月一次 個數 30 26 11 12 79

    % 
26.3% 28.0% 25.0% 12.9% 23.0%

  更少 個數 30 23 10 18 81

    % 
26.3% 24.7% 22.7% 19.4% 23.5%

  從來沒有 個數 6 3 3 5 17

    % 
5.3% 3.2% 6.8% 5.4% 4.9%

總和 個數 114 93 44 93 344

  %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表 35：探訪外地親戚 

    集群 總和 

    1 2 3 4   

日常活動參與

頻率-探訪外地

親戚 

每天 個數 

1 0 0 0 1

    % 
.9% .0% .0% .0% .3%

  至少一星期一次 個數 2 3 1 11 17

    % 
1.8% 3.2% 2.3% 11.8% 4.9%

  至少一個月一次 個數 22 20 10 32 84

    % 
19.3% 21.5% 22.7% 34.4% 24.4%

  更少 個數 73 61 23 45 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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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64.0% 65.6% 52.3% 48.4% 58.7%

  從來沒有 個數 16 9 10 5 40

    % 
14.0% 9.7% 22.7% 5.4% 11.6%

總和 個數 114 93 44 93 344

  %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表 36：去證券公司／股市看盤交易 

    集群 總和 

    1 2 3 4   

日常活動參與頻

率-去證券公司

／股市看盤交易 

每天 個數 

2 8 1 2 13

    % 
1.7% 8.6% 2.3% 2.2% 3.8%

  至少一星期一次 個數 3 1 0 2 6

    % 
2.6% 1.1% .0% 2.2% 1.7%

  至少一個月一次 個數 3 2 2 3 10

    % 
2.6% 2.2% 4.5% 3.3% 2.9%

  更少 個數 15 15 9 18 57

    % 
13.0% 16.1% 20.5% 19.6% 16.6%

  從來沒有 個數 92 67 32 67 258

    % 
80.0% 72.0% 72.7% 72.8% 75.0%

總和 個數 115 93 44 92 344

  %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表 37：與朋友聚會/聊天 

    集群 總和 

    1 2 3 4   

日常活動參與頻

率-與朋友聚會/

聊天 

每天 個數 

24 28 24 41 117

    % 
20.9% 30.4% 54.5% 44.1% 34.0%

  至少一星期一次 個數 27 23 7 29 86

    % 
23.5% 25.0% 15.9% 31.2% 25.0%

  至少一個月一次 個數 47 25 6 9 87

    % 
40.9% 27.2% 13.6% 9.7% 25.3%

  更少 個數 13 12 5 13 43

    % 
11.3% 13.0% 11.4% 14.0% 12.5%

  從來沒有 個數 4 4 2 1 11

    % 
3.5% 4.3% 4.5% 1.1% 3.2%

總和 個數 115 92 44 93 3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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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表 38：與鄰居聚會/聊天 

    集群 總和 

    1 2 3 4   

日常活動參與頻

率-與鄰居聚會/

聊天 

每天 個數 

19 28 24 40 111

    % 
16.4% 31.1% 55.8% 42.6% 32.4%

  至少一星期一次 個數 30 26 5 24 85

    % 
25.9% 28.9% 11.6% 25.5% 24.8%

  至少一個月一次 個數 32 5 3 13 53

    % 
27.6% 5.6% 7.0% 13.8% 15.5%

  更少 個數 30 25 7 15 77

    % 
25.9% 27.8% 16.3% 16.0% 22.4%

  從來沒有 個數 5 6 4 2 17

    % 
4.3% 6.7% 9.3% 2.1% 5.0%

總和 個數 116 90 43 94 343

  %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表 39：宗教活動(寺廟燒香、上教堂) 

    集群 總和 

    1 2 3 4   

日常活動參與頻

率-宗教活動(寺

廟燒香、上教堂) 

每天 個數 

7 5 3 6 21

    % 
6.1% 5.4% 6.8% 6.4% 6.1%

  至少一星期一次 個數 35 21 4 19 79

    % 
30.4% 22.6% 9.1% 20.2% 22.8%

  至少一個月一次 個數 25 29 17 33 104

    % 
21.7% 31.2% 38.6% 35.1% 30.1%

  更少 個數 30 25 11 22 88

    % 
26.1% 26.9% 25.0% 23.4% 25.4%

  從來沒有 個數 18 13 9 14 54

    % 
15.7% 14.0% 20.5% 14.9% 15.6%

總和 個數 115 93 44 94 346

  %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表 40：參加社區鄰里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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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集群 總和 

    1 2 3 4   

日常活動參與頻

率-參加社區鄰

里活動 

每天 個數 

1 5 4 4 14

    % 
.9% 5.4% 9.3% 4.3% 4.1%

  至少一星期一次 個數 8 16 3 15 42

    % 
7.0% 17.4% 7.0% 16.1% 12.2%

  至少一個月一次 個數 16 8 8 29 61

    % 
13.9% 8.7% 18.6% 31.2% 17.8%

  更少 個數 66 35 12 30 143

    % 
57.4% 38.0% 27.9% 32.3% 41.7%

  從來沒有 個數 24 28 16 15 83

    % 
20.9% 30.4% 37.2% 16.1% 24.2%

總和 個數 115 92 43 93 343

  %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三） 苗栗縣客家聚落民眾的各類消費模式 

  在此次問卷調查中，設計了十一道題目來測量客家聚落民眾的消費態度與消費行為。

從表 41 至表 50 顯示了，不同生活風格群體的民眾在消費態度上表現出高度的差異。例如

在「為了搶購促銷商品，多花點時間也無所謂」項目的回答上，自信績效導向型的成員有

半數抱持同意的態度，負責創新導向型的成員卻有將近八成抱持不同意的看法。或是在「為

了更好的享受，多花一點錢還是值得的」項目的回答上，自信績效導向型的成員高於七成

抱持同意的態度，但享樂隨性導向型的成員卻有高達六成五抱持反對的態度。 

 

  此外，在問及客家聚落民眾在過去一年中所使用的購物管道時，依舊可以發現不同生

活風格群體的民眾之間的差異。表 51 顯示了，負責創新導向型的成員使用「網路購物」

及「電視購物」等購物管道明顯地高於其它集群。而傳統務實導向型的成員透過「人員直

銷」方式購物的比例明顯地高於其它集群。 

 

表 41：我喜歡購買具有環保標章或強調環保的商品 

集群 

    1 2 3 4 總和 

       我喜歡購買具

非常不同意 個數 5 3 2 4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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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 3.2% 4.5% 4.3% 4.0%

個數 11 16 9 8 44   

不同意 

    

% 

9.5% 17.2% 20.5% 8.5% 12.7%

個數 13 5 5 21 44   

不太同意 

    

% 

11.2% 5.4% 11.4% 22.3% 12.7%

個數 45 14 9 24 92   

有點同意 

    

% 

38.8% 15.1% 20.5% 25.5% 26.5%

個數 30 37 17 22 106   

同意 

    

% 

25.9% 39.8% 38.6% 23.4% 30.5%

有環保標章或

強調環保的商

品 

個數 12 18 2 15 47

    

% 

   

非常同意 10.3% 19.4% 4.5% 16.0% 13.5%  

個數 116 93 44 94 347總和 

   

%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表 42：為了搶購促銷商品，多花點時間也無所謂 

集群 

    1 2 3 4  總和 

       
個數 5 12 9 5 31非常不同意 

    

% 

4.3% 12.9% 20.9% 5.3% 9.0%

個數 23 33 14 32 102   

不同意 

    

% 

19.8% 35.5% 32.6% 34.0% 29.5%

個數 41 29 7 36 113   

不太同意 

    

% 

35.3% 31.2% 16.3% 38.3% 32.7%

為了搶購促銷

商品，多花點時

間也無所謂 

   個數 24 6 7 14 51



 

242 

 

    

% 

20.7% 6.5% 16.3% 14.9% 14.7%

個數 23 9 6 6 44   

同意 

    

% 

19.8% 9.7% 14.0% 6.4% 12.7%

個數 0 4 0 1 5

    

% 

   

非常同意 .0% 4.3% .0% 1.1% 1.4%  

個數 116 93 43 94 346總和 

   

%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表 43：為了更好的享受，多花一點錢還是值得的 

集群 

     1 2 3 4 總和 

       
個數 3 3 2 2 10非常不同意 

    

% 

2.6% 3.2% 4.5% 2.1% 2.9%

個數 10 19 4 18 51   

不同意 

    

% 

8.6% 20.4% 9.1% 19.1% 14.7%

個數 18 17 10 42 87   

不太同意 

    

% 

15.5% 18.3% 22.7% 44.7% 25.1%

個數 37 14 13 14 78   

有點同意 

    

% 

31.9% 15.1% 29.5% 14.9% 22.5%

個數 47 34 12 15 108   

同意 

    

% 

40.5% 36.6% 27.3% 16.0% 31.1%

為了更好的享

受，多花一點錢

還是值得的 

個數 1 6 3 3 13

    

% 

   

非常同意 .9% 6.5% 6.8% 3.2% 3.7%  

總和 個數 116 93 44 94 3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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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表 44：網路購物或電視購物沒保障，還是到商店裡選購商品比較保險 

集群 

     1 2 3 4 總和 

       
個數 3 0 0 1 4非常不同意 

    

% 

2.6% .0% .0% 1.1% 1.2%

個數 3 7 1 3 14   

不同意 

    

% 

2.6% 7.5% 2.3% 3.2% 4.0%

個數 15 10 4 21 50   

不太同意 

    

% 

12.9% 10.8% 9.1% 22.3% 14.4%

個數 39 14 6 32 91   

有點同意 

    

% 

33.6% 15.1% 13.6% 34.0% 26.2%

個數 47 44 21 35 147   

同意 

    

% 

40.5% 47.3% 47.7% 37.2% 42.4%

網路購物或電

視購物沒保

障，還是到商店

裡選購商品比

較保險 

個數 9 18 12 2 41

    

% 

   

非常同意 7.8% 19.4% 27.3% 2.1% 11.8%  

個數 116 93 44 94 347總和 

   

%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表 45：為了省錢買東西時我會貨比三家 

集群 

    1 2 3 4 總和 

       
個數 4 4 3 3 14 

為了省錢買東

西時我會貨比

三家 

非常不同意 

    
3.5% 4.3% 6.8% 3.2%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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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個數 4 5 4 11 24    

不同意 

    

% 

3.5% 5.3% 9.1% 11.7% 6.9% 

個數 11 16 8 21 56    

不太同意 

    

% 

9.6% 17.0% 18.2% 22.3% 16.1% 

個數 37 18 10 32 97    

有點同意 

    

% 

32.2% 19.1% 22.7% 34.0% 28.0% 

個數 52 35 12 24 123    

同意 

    

% 

45.2% 37.2% 27.3% 25.5% 35.4% 

個數 7 16 7 3 33 

    

% 

   

非常同意 6.1% 17.0% 15.9% 3.2% 9.5%  

個數 115 94 44 94 347 總和 

   

%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表 46：有做廣告或是有品牌知名度的產品比較可靠 

集群 

      1 2 3 4 總和 

       
個數 2 4 4 5 15非常不同意 

    
% 

1.8% 4.3% 9.1% 5.3% 4.3%

個數 3 11 7 17 38   
不同意     

% 
2.6% 11.8% 15.9% 18.1% 11.0%

個數 31 13 11 24 79   
不太同意     

% 
27.2% 14.0% 25.0% 25.5% 22.9%

個數 43 20 6 28 97   
有點同意     

% 
37.7% 21.5% 13.6% 29.8% 28.1%

有做廣告或是

有品牌知名度

的產品比較可

靠 

   個數 32 34 10 17 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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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1% 36.6% 22.7% 18.1% 27.0%

個數 3 11 6 3 23

    
% 

   
非常同意 

2.6% 11.8% 13.6% 3.2% 6.7%  

個數 114 93 44 94 345總和 

   

%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表 47：買東西便宜就好，不必在意是不是有品牌 

集群 

      1 2 3 4 總和 

       
個數 4 6 3 5 18非常不同意 

    

% 

3.5% 6.5% 6.8% 5.3% 5.2%

個數 16 32 7 22 77   

不同意 

    

% 

13.9% 34.4% 15.9% 23.4% 22.3%

個數 29 32 18 42 121   

不太同意 

    

% 

25.2% 34.4% 40.9% 44.7% 35.0%

個數 47 9 5 14 75   

有點同意 

    

% 

40.9% 9.7% 11.4% 14.9% 21.7%

個數 17 11 8 9 45   

同意 

    

% 

14.8% 11.8% 18.2% 9.6% 13.0%

買東西便宜就

好，不必在意是

不是有品牌 

個數 2 3 3 2 10

    

% 

   

非常同意 1.7% 3.2% 6.8% 2.1% 2.9%  

個數 115 93 44 94 346總和 

   

%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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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8：我會購買明星或名人介紹代言的商品 

集群 

     1 2 3 4 總和 

       
個數 7 13 7 9 36非常不同意 

    

% 

6.1% 13.8% 16.3% 9.6% 10.4%

個數 44 48 11 44 147   

不同意 

    

% 

38.6% 51.1% 25.6% 46.8% 42.6%

個數 39 22 19 27 107   

不太同意 

    

% 

34.2% 23.4% 44.2% 28.7% 31.0%

個數 21 5 3 12 41   

有點同意 

    

% 

18.4% 5.3% 7.0% 12.8% 11.9%

個數 3 3 2 2 10   

同意 

    

% 

2.6% 3.2% 4.7% 2.1% 2.9%

我會購買明星

或名人介紹代

言的商品 

個數 0 3 1 0 4

    

% 

   

非常同意 .0% 3.2% 2.3% .0% 1.2%  

個數 114 94 43 94 345總和 

   

%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表 49：我喜歡的商品，價格往往比較昂貴 

集群 

      1 2 3 4 總和 

       
個數 6 6 6 5 23非常不同意 

    

% 

5.2% 6.4% 13.6% 5.3% 6.6%

個數 45 23 8 39 115

我喜歡的商

品，價格往往

比較昂貴 

   

不同意 

    
39.1% 24.5% 18.2% 41.5% 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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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個數 41 29 17 32 119   

不太同意 

    

% 

35.7% 30.9% 38.6% 34.0% 34.3%

個數 11 13 2 10 36   

有點同意 

    

% 

9.6% 13.8% 4.5% 10.6% 10.4%

個數 12 16 9 7 44   

同意 

    

% 

10.4% 17.0% 20.5% 7.4% 12.7%

個數 0 7 2 1 10

    

% 

   

非常同意 .0% 7.4% 4.5% 1.1% 2.9%  

個數 115 94 44 94 347總和 

   

%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表 50：我喜歡購買最新流行的商品 

集群 

     1 2 3 4  總和 

       
個數 11 17 11 8 47非常不同意 

    

% 

9.6% 18.1% 25.0% 8.5% 13.6%

個數 31 37 11 42 121   

不同意 

    

% 

27.2% 39.4% 25.0% 44.7% 35.0%

個數 47 22 14 28 111   

不太同意 

    

% 

41.2% 23.4% 31.8% 29.8% 32.1%

個數 21 6 2 11 40   

有點同意 

    

% 

18.4% 6.4% 4.5% 11.7% 11.6%

我喜歡購買最

新流行的商品 

   個數 4 8 6 4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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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 8.5% 13.6% 4.3% 6.4%

個數 0 4 0 1 5

    

% 

   

非常同意 .0% 4.3% .0% 1.1% 1.4%  

個數 114 94 44 94 346總和 

   

%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表 51：過去一年內曾使用過的購物管道 

集群 
% 全體 

1 2 3 4 

樣本數 349 117 94 44 94 

網路購物 5.4 4.3 10.6 4.5 2.1 

型錄郵購 4 6.8 4.3 2.3 1.1 

電視購物 7.7 8.5 10.6 9.1 3.2 

人員直銷 12.3 7.7 11.7 29.5 10.6 

都沒有 71.1 76.9 64.9 56.8 76.6 

 

（四） 苗栗縣客家聚落不同生活風格群體民眾之休閒空間軌跡圖 

  針對客家聚落不同生活風格群體民眾之休閒空間與消費空間軌跡路徑圖之繪製，因多

數受訪者皆無意願進一步地配合進行日常生活日誌之記錄，且研究團隊亦囿於時間、經

費、及人力，故僅就苗栗市少數願意配合的民眾進行軌跡路徑圖之繪製，根據不同生活風

格群體，繪製出下列四幅軌跡路徑圖：（參見圖 5至圖 8） 

 

 

圖 5：自信績效導向型民眾休閒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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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負責創新導向型民眾休閒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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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傳統務實導向型民眾休閒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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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苗栗縣客家聚落不同生活風格群體民眾之消費空間軌跡圖 

  除上述不同生活風格民眾之休閒空間軌跡路徑圖之繪製外，另外，根據客家聚落不同

生活風格民眾之消費空間的差異，其軌跡路徑圖亦繪製如下：（參見圖 9至圖 12） 

 

 

 

 

 

 

 

 

 

圖 9：自信績效導向型民眾消費休閒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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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0：負責創新導向型民眾消費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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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傳統務實導向型民眾消費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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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享樂隨性導向型民眾消費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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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 結論 

  本計畫核心主軸有二：其一為應用地理資訊系統，將各類不同來源的屬性資料，製作

成「數位化社會地圖」或「主題圖」，讓這些資料內容得以視覺化呈現，有助於資料的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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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與分享。為達成上述意圖，本計畫建置了一個「知識共同空間操作平台」；其二則為探

索苗栗縣客家聚落總體生活空間之樣貌，是以，進行了「客家聚落生活風格與休閒消費型

態之研究」問卷調查，先以客家聚落客家民眾之生活風格、消費及休閒為主要調查與呈現

面向，更將少數有意願協助進行休閒空間與消費空間活動軌跡建構之受訪者，繪製將其日

常消費與休閒生活軌跡圖。 

 

  透過上述計畫核心主軸的引導，本計畫發現客家聚落客家民眾的生活導引可區分出四

大類型，分別為：（1）績效自信導向型；（2）負責創新導向型；（3）傳統務實導向型；及

（4）享樂隨性導向型。而在上述四種不同生活導引的驅使下，在總體生活空間之活動軌

跡，尤其是休閒與消費面向上，確有空間差異性存在，值得進一步地發展與深化，並進行

理論的檢證與意義解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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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一：《客家聚落生活風格與休閒消費型態之研究》問卷 

問卷編號：□□－□□－□□－□□□ 

 

客家聚落生活風格與休閒消費型態之研究 
 
 
您好，我們是國立聯合大學資訊與社會研究所的老師與學生，目前正在

進行一項由行政院客家委員會贊助的研究計畫，題目是『客家聚落生活

風格與休閒消費型態之研究』。我們希望透過您對這份問卷內容的回答，

掌握客家聚落民眾日常生活中所表現的不同生活風格與休閒消費的樣

態，分析結果將可做為政策調整的參考與依據。 

 

這項研究預計訪問苗栗縣客家聚落三百位民眾，您的參與協助，將是此

一研究成功與否的重要關鍵。如果您所表達的意見能夠越貼近您真實的

想法與狀況，則這項研究的分析結果就會愈精確、更可靠。這份問卷中

所有的填答內容，皆僅做為本研究整體分析之用，絕不會另做他途，同

時更將絕對保密，懇請據實回答。謝謝您的合作及協助！  

 

若是您對於本計畫有任何疑問，或想更進一步地瞭解計畫的詳細內容，

歡迎隨時與我本人或研究助理聯絡。敬祝  闔家平安！ 
 
計畫主持人：國立聯合大學資訊與社會研究所專任助理教授 

            陳君山 

            TEL：037-381839 

            Mobile：0989905304 

 

研究助理：  國立聯合大學資訊與社會研究所研究生 

            彭慧貞 

            Mobile：0910110499 
 

訪問時間：民國 99 年    月    日 

訪員簽名：                  

                                       訪談開始時間：      時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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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 首先請問，您是客家人嗎？□1. 是  □2. 否 （本研究對象僅限於客家人) 

 

A2. 您是什麼時候出生的？（本研究對象僅限於民國 83 年以前出生者） 

    民國      年      月 

 

A3. 記錄受訪者性別：□1. 男  □2. 女 （觀察得知） 
 
Part B 生活風格量表 

 

B1. 接下來想請問您對以下一些事情的看法與態度，您只要依照您真實的感覺，回答同意

或不同意的程度即可。 

 

生活事物 非常不

同意 

（1）

不同意

 

（2）

不太同

意 

（3）

有點同

意 

（4）

同意 

 

（5） 

非常同

意 

（6） 

01. 我喜歡體驗各種新奇和有趣

的事物。 

      

02. 我認為家庭生活比工作來得

重要。 

      

03. 我常常希望自己可以不必再

替別人工作。 

      

04. 我認為生活就是要享受（有好

玩就去玩），以及得到自己想要的

東西。 

      

05. 我很能夠理解，為什麼有些人

會不管別人的看法，只想要做他們

自己所喜歡的事。 

      

06. 我希望可以隨自己的意思過

日子。 

      

07. 我認為就算很努力打拼，也不

能夠保證在事業上就會成功。 

      

08. 我的生活完全不受宗教信仰

的影響。 

      

09. 我只要有時間，就會去參加各

種藝文活動。 

      

10. 我願意拼命工作，來賺到更多

的財富。 

      

11. 我認為我不太可能有辦法來

改變目前的生活狀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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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我認為負責任及盡義務會讓

我在生活中得到真正的滿足。 

      

13. 我認為在政治上和社會上能

夠發揮影響力的工作是一個理想

的工作。 

      

14. 我認為家內事不要隨便到處

宣揚是很重要的。 

      

15. 我認為加班是不對的，政府應

當要禁止。 

      

16. 我認為，結婚之後夫妻還是應

該與各自的朋友經常保持聯絡。 

      

17. 我認為工作不應該讓人緊

張，也不應該有業績的壓力。 

      

18. 我認為做一份工作（吃人頭

路）最重要的是不要犯錯就好了。

      

19. 我全心全力支持我們的國家。       

20. 我認為事業上的成功不是那

麼重要。 

      

21. 只要現在生活過得精采就好

了，我完全不擔心未來生活是否有

保障。 

      

22. 我對這個社會感到相當失望。       

23. 我會因為沒有能力擁有我所

喜歡的東西而感到不快樂。 

      

24. 我不會因為想要買自己的房

子而一輩子省吃儉用。 

      

25. 如果現在我有足夠的錢，我就

會馬上辭職（不再工作） 

      

26. 我認為工作就只是為了賺錢

而已，沒有其他的意義。 

      

27. 我認為人生就是要享受，讓自

己儘可能過著快樂的日子。 

      

28. 我會想脫離現在的生活，一切

都不要管。 

      

29. 我覺得電腦和其他高科技電

子產品都相當有趣。 

      

30. 我買東西時不會在乎價錢。       

31. 我認為科技的發展給現在社

會帶來許多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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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我不在乎社會其他人對我的

看法。 

      

33. 我認為一直想要追求物質滿

足是一件很累的事情，也會讓自己

感到不自由。 

      

34. 在我的日常生活中，傳統的價

值觀如節儉、整潔和秩序等，還是

相當重要。 

      

35. 我認為人生最重要的是把握

現在。 

      

36. 我認為女性最大的成就來自

對她的家庭的付出。 

      

37. 我對於不斷去學習新的事物

沒有興趣。 

      

38. 我認為適當使用科技可以對

人類帶來好處。 

      

39. 我認為每個人都應該積極去

爭取社會正義和對抗不公平對待。

      

40. 我對傳統的職業觀念，如上班

要守時、守規定、要有責任感等感

到厭惡。 

      

41. 我認為每個人都應該要（結婚

生子）擁有自己的家庭，人生才有

意義。 

      

42. 我認為用金錢來衡量一切，是

不道德的。 

      

43. 我認為生活要有秩序，我才會

感到自在。 

      

44. 我認為我有能力應付未來可

能發生的所有事情。 

      

45. 我認為別人嘴巴上說的業績

壓力，根本是不想工作的藉口而

已。 

      

46. 我認為每個人都應該在事業

上追求爬到更高的地位。 

      

47. 對我而言，科技的進步替我的

生活帶來更多的樂趣。 

      

48. 我時常注意新的資訊和知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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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我認為當家庭與事業無法兼

顧的時候，女性還是應該以家庭為

重。 

      

50. 我很關心國家發生的大事       

 
B2. 接下來想請您就下列生活領域，圈選出它們對您的重要程度 

生活領域 完全不

重要 

（1） 

不重要

 

（2） 

不太重

要 

（3） 

有點重

要 

（4） 

重要 

 

（5） 

非常重

要 

（6） 

01.家庭與子女       

02.工作       

03.休閒       

04.朋友       

05.親戚       

06.宗教信仰       

07.政治參與/政治活動       

08.鄰居       

09.社團活動       

 
 
Part C  休閒及消費型態量表 

 
C1. 請就以下各類場所，圈選出您大約多久去？ 

場所 一週二~三

次或更常 

（1） 

一週一次

 

（2） 

大約二週

一次 

（3） 

一個月一

次 

（4） 

更少 

 

（5） 

從來沒有 

 

（6） 

01.KTV／卡拉 OK       

02.錄影帶／影碟出

租店 

      

03.社區活動中心       

04.寺廟／教堂       

05.百貨公司       

06.量販店       

07.超級市場       

08.傳統菜市場       

09.(連鎖)咖啡廳       

10.健身中心       

11.三溫暖       

12.SPA／美容沙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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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證券商／號子       

 
C2.請就以下活動，圈選出您大約多久參與一次？ 

活動 一週二~三

次或更常 

（1） 

至少一週

一次 

（2） 

大約二週

一次 

（3） 

至少一個

月一次 

（4） 

更少 

 

（5） 

從來沒有 

 

（6） 

01.外出用餐       

02.採購食物日用品       

03.逛街購物       

04.探視父母／子女       

05.與朋友聚會聊天       

06.與親戚聚會聊天       

07.宗教活動(如拜

拜、去教堂) 

      

08 郊遊／踏青／爬

山 

      

09.看表演／音樂會       

10.社區鄰里活動       

 
C3. 接下來想請您就以下各種休閒活動，圈選出您參與或從事的頻率 

休閒活動 每天 

 

（1） 

至少一週

一次 

（2） 

大約二週

一次 

（3） 

至少一個

月一次

（4） 

更少 

 

（5） 

從來沒有 

 

（6） 

01. 看書／雜誌       

02. 看DVD/錄影帶       

03. 使用電腦/上

網 

      

04. 散步／運動／

跳舞 

      

05. 爬山／郊遊／

健行 

      

06. 看球類/運動

比賽 

      

07. 看表演／音樂

會/民俗戲劇（客家

大戲、歌仔戲、京

劇等） 

      

08. 看電影       

09. 泡湯/洗三溫

暖／S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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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聽演講／看展

覽 

      

11. 聽音樂       

12. 書法／繪畫       

13. 泡茶/喝咖啡       

14. 下棋／玩牌／

打麻將 

      

15. 種花／園藝       

16. 唱歌／KTV       

17. 釣魚       

18. 攝影/照相       

19. 國內外旅行       

20. 志願服務（擔

任志工、義工） 

      

21. 逛街購物       

22. 與孩子/孫子

玩 

      

23. 手工藝/鉤針

編織 

      

24. 進修/學習       

25. 逛夜市       

26. 玩室內遊戲機

（Wii 或 Xbox)、卡

帶、其他遊戲 

      

27. 什麼都不做/

閒散 

      

 
 
 
C4. 接下來想請您就以下各類運動，圈選出目前固定或常做的那些運動 (可複選，請直接

圈選在數字上) 

01. 散步 02. 游泳 03. 籃球 04. 交際舞／國標舞

/土風舞 

05. 慢跑、跑步 06. 網球/羽毛球 07. 高爾夫球 08.太極拳 

09.外丹功/法輪功/

元極舞 

10. 瑜珈 11. 伸展操／體操 12. 騎腳踏車 

13. 爬山／健行 14. 棒球/壘球 15. 騎馬/馬術 16. 釣魚/垂釣 

17. 足球/手球/排球 18.韻律操／舞 19. 撞球 20. 拳擊/摔跤 

21. 保齡球 22. 柔道/空手道/跆

拳道 

23. 風浪板/帆船 24. 衝浪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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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攀岩 26. 滑翔翼/飛行傘 98. 其他(註明) 99. 都沒有 

 
C5. 接下來想請您就以下各項知識或技能，圈選出目前正在學習的知識或技能 (可複選，

請直接圈選在數字上) 

01. 語言 02. 電腦／上網等 03. 企業管理／行

銷 

04. 音樂／樂器 

05. 烹飪／烘培／

縫紉／編織等 

06. 運動／瑜珈／

跳舞等 

07. 藝術／繪畫／

設計 

08. 風水／算命 

09. 身體保健／中

醫 

10. 心理學／心靈

成長 

11. 園藝 12. 棋藝 

98. 其他，請註明                  99. 都沒有 

 
C6. 對於社會週遭發生的事，您主要透過哪些管道得知？(可複選) 

□1.電視  □2.報紙  □3.廣播  □4.雜誌  □5.網路  □6.家人／兒女   

□7.親戚／朋友／鄰居  □8.其他，請註明             。 

 

C7. 請問您在過去一年內，是否曾使用過以下的方式來購買商品？(可複選) 

□1.網路購物  □2.商品型錄／郵購  □3.電視購物  □4.人員直銷   

□ 5.都沒有 

 

C8. 平常如果感覺有壓力，您會做些什麼以消除壓力？(可複選) 

□1.找家人／朋友聊聊或傾吐  □2.找專家／醫師協助  □3.看書／看電視／看電影／

聽音樂  □5.吃美食／大吃大喝  □6.做運動  □7.三溫暖／SPA   

□8.逛街購物  □9.旅行／郊遊／兜風  □10.參加宗教活動／心靈課程   

□11.抽煙／喝酒  □12.唱歌／KTV／跳舞   

□13.其他，請註明             。  

 

A4. 您平常生活與工作有使用哪些語言？（可複選） 

□1. 國語/普通話  □2. 閩南語  □3. 客家語  □4. 原住民族語言   

□5. 英語  □6. 日語   

□7. 其他，請註明        

 

A5. 請問您的教育程度是？ 

□1. 不識字  □2. 識字，但未就學（含私塾、自修）  □3. 小學   

□4. 國中/初中  □5. 高中（職）  □6. 專科  □7. 大學  □8. 碩士   

□9. 博士   

□10. 其他，請註明        

 

A6. 請問您是否有信仰任何宗教：（如果有兩種以上的宗教信仰，以最主要的為主）（單選） 

□1. 都沒有  □2. 佛教（信仰佛祖、菩薩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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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道教（信仰太上老君、玉皇大帝等）  □4. 基督教  □5. 天主教

□6. 一貫道  □7. 回教  □8. 民間信仰（信仰關公、媽祖、土地公等）

□10. 其他，請註明

A7. 請問您目前的婚姻狀況？ 

□1. 有配偶或同居人  □2. 配偶已過世  □3. 離異或分居  □4. 單身

A8. 請問您是否有子女？ 

□1. 沒有

□2. 有，子 位，女 位。 

A9. 請問您目前（或過去）的工作情形是？ 

□1. 已退休（之前工作行業         職務 ） 

□2. 有全職工作（工作行業         職務 ） 

□3. 有兼職工作（工作行業         職務 ） 

□4. 一直為全職家庭主婦

□5. 其他，請註明

A10. 請問您目前（或過去）是為誰工作？ 

□1. 自己當老闆，沒有僱用其他人  □2. 自己當老闆，而且有僱用其他人

□3. 在政府機關任職  □4. 受雇者，在私人企業上班

□5. 受雇者，在公營企業工作

□6. 其他，請註明

A11. 請問您目前個人平均生活費用大約多少錢？（單選） 

□1. 不到 6000 元  □2. 6000 以上不滿 12000 元

□3. 12000 元以上不滿 18000 元  □4. 18000 元以上不滿 24000 元

□5. 24000 元以上不滿 30000 萬元

□6. 30000 元以上

□7. 無法估計

□8. 不知道

最後，我們還有一個問題想請問您： 

如果我們想要再次拜訪您，並進行面對面訪談，您是否願意接受我們的拜訪？ 

□1. 願意  □2. 不願意

（若您願意接受訪談，煩請留下聯絡地址及聯絡電話） 

您的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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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的聯絡電話：

致 贈 您 全 家 禮 券 一 張！ 

謝 謝 您 的 協 助！ 

訪談結束時間： 時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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行政院客家委員會補助大學院校發展客家學術機構計畫 

  

九十九年度整合計畫 

研究成果報告全文 

 

從苗栗的人文層面剖析客家情懷 

的未來願景 

 

子計畫五： 

型塑客家伯公廟建築與中心─四方祭祀圈文化之數位

典藏呈現─以苗栗石圍墻庄為例 

 
國立聯合大學客家研究學院資訊與社會研究所 

晁瑞明 助理教授 

私立東南科技大學建築學系所 

劉懿瑾 講師 

 

中華民國九十九年十一月三十日 

 

型塑客家伯公廟建築與中心－四方祭祀圈文化之數位典藏呈現 
－以苗栗石圍墻庄為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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晁瑞明    
  國立聯合大學資訊與社會研究所副教授   

劉懿瑾 
東南科技大學營建科技系所講師 

 
摘要 

 
客家族群對於土地具有深刻的情感關係；依土地所形成的祭祀圈，成為客家民族別具

特色的文化，客家獨有的祭祀圈設置方式牽連著歷史、人文、天文地理，土地公廟與當地

居民的生活文化息息相關，因此蘊含許多值得挖掘的人文寶藏，值得深入研究探討。石圍

墻庄為一客家地方聚落，本文係以石圍墻庄為標的，透過人、活動、意義、空間的關聯性

與場所之間的互動來探討石圍墻庄客家地方聚落「中心—四方」的神聖空間性。石圍墻庄

的墾拓與發展與其建庄設隘有關，而聚落對於文化群體而言，是具有獨特意義之居存空

間，此居存空間包含了各種不同尺度的「場所」，每一個「場所」，都是文化群體透過種種

人文地理現象賦予其意義和價值形塑而成。本研究試圖由「中心—四方」﹙環﹚的空間形

式概念為基礎，發展出當地聚落的空間性。進而探討其神聖空間之象徵界域所帶來內—
外、異—同、聖—俗、自然—人文、形上—形下、安全—危險、熟悉—陌生等雙重對立的

領域。透過本研究首先使庄頭的庄民所能感受到實存內在性。展現於文化地景所外顯的符

號象徵或內蘊的生活方式中。庄民生活於層層交疊的存在空間中，以具體的生活經驗去詮

釋空間，使其成為一個充滿意義的地方。並在保有濃厚客家氣息的石圍墻地區為研究對

象，更能明顯的突顯客家本身獨特的祭祀文化，同時達到客家文化典藏與傳播的目的。 
本計劃以石圍墻當地的土地公廟的建築與人文歷史為資料，搭配 3D 模型的設計，將

資訊放置在開放原始碼(Open source)的網路平台上，並與文字、圖片甚至影像做整體的介

紹，同時運用地理資訊系統(GIS)呈現伯公廟在地圖上的意義，加強「中心—四方」的神聖

性，讓大眾瞭解客家土地公廟的歷史沿革、人文典故、營建特色，呈現三維立體建築的模

型，土地公廟的建材(磚、泥、土)或屋、瓦、梁運用貼圖技術展示，多視角在網頁上表現。

讓更多人體會客家土地公廟的構造類型的轉變、建築形式的設置、材料應用及建造技術的

變化，這將會是本計畫力求達到的主要目的。 
若有餘力及經費補助下，本研究團隊更希望於研究執行後期以 360°的數位環景攝影方

式，呈現出石圍墻伯公廟的四周環境實況；並且佐以 Google Google SketchUp 的幫助；去

建構石圍墻地區伯公廟的虛擬立體建築。並在石圍墻伯公廟的虛擬立體建築，除了按實際

比例縮小繪製外；還會針對重點部位去強化詮釋，像是伯公廟裡的伯公材質（石頭、木頭、

貴金屬、塑膠等等）、伯公廟屋簷的特徵、伯公廟對聯的對句等等。並將具體的具象成果

以 360°的環景攝影圖片以及虛擬立體建築放置到 Moodle 開放數位平台上，透過簡單易懂

的文字敘述方式來讓廣大客家文化學習者達到最大的學習效果。 
 

關鍵字：客家、聚落、中心－四方、神聖空間、3D 模型、Google SketchUp、Mood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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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論 
1.1 研究背景與動機 

客家族群本以土地為生，對於土地有深厚的情感關係。台灣客家人，在渡大海，

入荒地，篳路藍縷，以啟山林的傳統信仰中，幾乎繼承了漢民族的文化而來。尤其是，

台灣在許多人對於大大小小各種鬼神都加以膜拜，以求「萬無一失」的心態下，不但

寺廟眾多，而且所祀奉的神氏也有數百多種(曾逸昌，2006)。根據土地的情感，客家

民族逐漸形成極具特色的祭祀圈，依地區特色所形成的祭祀圈都有所不同，除了依據

當地的居民有所差異之外，對歷史、人文、天文地理都有深刻的牽連。苗栗縣公館鄉

-石圍牆為純樸的客家文化聚落，公館平原上，位居苗栗縣境中央部份，介於東側八角崠山

脈與西側後龍溪河谷間之區域。在地形分區上本研究區屬於苗栗河谷平原區（林朝棨，1957）。 
而石圍墻，位於公館鄉的上游地區，有人就地形，把苗栗縣畫分為「前山」、「內山」兩個地

帶。前山指苗栗西邊地形較平緩地區。內山則指加里山脈邊緣八角崠，飛鳳山以東的多山地

區，因此稱，苗栗前山大隘—石圍墻，也是苗栗地區進入內山地區的主要門戶，在早期開發

時代更是與原住民對抗的第一線。本計畫以當地的伯公祭祀圈文化為研究對象，該地所深

蘊的鄉土文化特質，是在長期的時間進程中先民一點一滴的屯墾和建設的過程之中形成場所

的認同感。 
本文係以石圍墻庄為標的，透過人、活動、意義、空間的關聯性與場所之間的互

動來探討石圍墻庄客家地方聚落「中心—四方」的神聖空間性。石圍墻庄的墾拓與發

展與其建庄設隘有關，而聚落對於文化群體而言，是具有獨特意義之居存空間，此居

存空間包含了各種不同尺度的「場所」，每一個「場所」，都是文化群體透過種種人文

地理現象賦予其意義和價值形塑而成。本研究試圖由「中心—四方」﹙環﹚的空間形

式概念為基礎，發展出當地聚落的空間性。進而探討其神聖空間之象徵界域所帶來

內—外、異—同、聖—俗、自然—人文、形上—形下、安全—危險、熟悉—陌生等雙

重對立的領域。透過本研究首先使庄頭的庄民所能感受到實存內在性。展現於文化地

景所外顯的符號象徵或內蘊的生活方式中。庄民生活於層層交疊的存在空間中，以具

體的生活經驗去詮釋空間，使其成為一個充滿意義的地方。 
在資訊蓬勃發展的時代，為了讓更多人瞭解石圍牆當地的「文化群體」是如何依

存在文化歷史的脈絡下，最恰當的方式為形塑出屬於自己的「場所」，並且呈現在網

際網路上，使得更多人可以瞭解客家伯公祭祀圈的特色。本計畫以 Google SketchUp
軟體為設計平台，運用立體幾何圖在三維空間下朔造立體伯公廟模型。另外，貼圖技

術可將土地公廟的建材(磚、泥、土)或屋、瓦、梁運用貼圖技術展示，放置於開放原

始碼（Open source）網站，搭配文字與圖片介紹各種伯公廟的歷史沿革、人文典故、

營建特色，使伯公廟在虛擬實境下能夠活靈活現。透過網路社群的鏈結達到快速傳播

客家祭祀圈的資訊，將會使客家祭祀圈的文化特色凸顯在全球的文化上。 
本計劃企圖使客家族群特有的祭祀圈文化，運用在石圍牆當地的查訪的第一手資

料，將伯公廟運用 3D 朔模技術搭載於學習平台 Moodle，經緯度座標則運用地理資訊

系統(GIS)呈現。嘗試以網路科技與客家民俗做出新的結合，讓客家民族文化得以有創

新與擴展的發展。未來本計畫希望以 360°的數位環景攝影方式，以 Google SketchUp
建模實體環境，呈現伯公廟周圍的實際情況。若有足夠的經費補助下，本計畫將會將

伯公廟細部建築加強朔模，同時針對細部材質加強貼圖品質，以達到虛擬實境的完整

呈現。 
 

1.2 研究問題與目的 
以下為本計劃想要探討的問題，透過問題探討解決研究目的，使得客家祭祀文化得以

創新發展，同時產生良好的拓展契機。 
1、「苗栗公館石圍墻庄」文化群體運用何種有意義的活動，在文化歷史發展的脈絡下，

形塑出屬於石圍墻庄人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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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探究文化群體在其生活世界中，具有哪些「場所」以形構成聚落的神聖空間性。 
3、這些「場所」與富有意義的活動，在平台的上該如何展現與介紹，才能夠達到讓

人深刻瞭解伯公祭祀圈的文化特色。 
針對以上研究問題，企圖達到以下研究之目的： 
1.對「苗栗公館石圍墻庄」文化活動充分了解其帶來的意義。 
2.由歷史發展下挖掘石圍牆庄的人文特色，並與數位平台可以完整結合。 
4.將朔模完成的 3D 伯公廟與石母祠，放置在 Moodle 網站平台上搭配文字、圖片、音

樂傳播。 
5.透過地理資訊系統(GIS)呈現伯公廟的位置，能夠清楚呈現「中心—四方」的神聖性。 
6.讓虛擬伯公廟與石母祠的人文特色能夠與資訊網路平台完整結合，甚至能夠以虛擬

實境（Virtual Reality）方式呈現。 
第二章  文獻探討 

 

2.1 石圍墻庄的發展 

2.1.1 拓墾歷史 

石圍墻的開發，始於清嘉慶二十二年(西元 1817 年)，以苗栗盆地來說是拓殖最晚之

地，當時的石圍墻，屬於一片亂石羅列的河埔地，雜木叢生，荊棘遍地。苗栗六庄人

士(麻里、維祥、西山、芒埔、嘉盛、田寮)，為防「蕃害」，公推吳琳芳為墾主，把守

鳥溪河（即今後龍溪）上游牛鬥口-今上福基南側。並協議募股八十一份，每股出資四

十銀圓，作埤鑿圳開墾，於嘉慶二十二年十月由墾主出面，與後龍新港兩社平埔族人，

議定讓出荒埔七十餘甲，眾墾戶除積極拓荒外，並同心協力，擔磚搬瓦，採石築牆（圖

2.1），建造墾主公館及隘丁宅寮，招募鄉勇，巡守銃庫，抵禦蕃寇（黃鼎松，1998）。
石圍墻稱為前山大隘，是貓裏，蛤仔市平原和內山交界處，六庄人士為了防備泰雅族

由此進入平原，急需設隘守禦（圖 2.2）。 

  
圖 2.1 苗栗一堡圖（資料來源改編自《公館

鄉誌》） 
圖 2.2 乾隆年間苗栗前山地區漢人街庄、官治、

隘寮分佈（資料來源改編自淡水廳志；朱毓慧

1998） 
 

2.1.2 建庄設隘 

清嘉慶二十二年(西元 1817 年)，吳琳芳成為石圍墻的墾主，先與後龍、新港兩社

平埔族取得土地之後，以隘首身份開庄設隘的經過為： 
首先選地：根據《石圍墻越蹟通鑑》，雙方在墾約中約定，拓墾的土城包括由新港社讓

出之荒埔二十八甲二分，後龍社讓出荒埔四十五甲，共七十三甲二分（陳漢初，1991）。 
其次築牆：石圍墻聚落在建成之初宛若一座城堡，用巨石圍成七尺高、六尺寬的石牆，

築石為牆（圖 2.3），圍繞二里護衛（圖 2.4），在牆上種植開滿紅花長著尖刺俗稱「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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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企」的植物，圍牆週邊更種植刺盤樹與刺竹來加強防禦功能。 

 
 

圖 2.3 石圍墻遺蹟現聳立在鄧明開先生的農地

上 
（本計畫拍攝） 

 

圖 2.4 邱新和先生手繪陳北開先生口述之石圍墻庄圖

最後徵隘丁：隘佃合一。庄設隘的同時，徵求二十八名隘丁，以石圍牆為中心，

給每一個隘丁有一間房子住，有五分田耕，條件是要護衛石圍墻庄。這種「隘佃合一」

的做法，對隘防來說，是種保障。 

2.1.3 村落特性—安全與防禦性 

綜合以上發展脈絡得知，石圍墻庄是一座「隘城」，屬於高度「武裝護衛」取向，

面對石圍墻庄「計劃性聚落」因而有「安全與防禦性」的特色，可由下列四點看出： 

表 2.1 村落安全特性(本計畫整理) 

墾拓方式 
利用「隘佃合一」的做法，隘丁在擔任巡防之餘，可以墾拓。在開墾田園、建

庄及築水圳時，採合股的方式進行，主要是以分工防衛的方式，以防止番害，

主要是考慮安全的重要，以減少風險與損失。 

村落的選

址考慮 

遠離山，並利用天然的山勢與溪流做為屏障。為把守烏溪（即今之後龍溪）

上游牛鬥口—今福基南側，據地方耆老陳北開說，因牛鬥口是後龍溪河最

窄、最低處，位居要位，而石圍墻位在此進出口，與後龍溪做為屏障在此

建庄設隘。 

領域層級 

為了安全考量，在村落的圍種植有三重莿竹防禦設隘、種植莿竹、以及利

用溪流或水圳將村落隔離與封閉。村廟與四方的伯公廟建立完整的精神防

禦體系。 

空間組織 
然而石圍墻建庄時，從選址的考慮、神明信仰的建構、祭祀關聖帝君，都

在強調「安全與防禦」的重要。石圍墻和番所形成的防禦體系，是在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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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銃庫壢，而壢為當初設隘置隘勇七名持槍守衛，存放隘勇槍枝的倉庫比

較低窪的地方，並在屋宅周邊建築石圍與設置槍孔。村落是圍聚式的集居

形態，約成矩形，庄中央保留有一塊公用地，提供做為庄民的活動使用，

並以揆一樓前為主要的出入道路在庄的出入口集中，並設置有南、北柵門

（圖 4），村落中心形成，庄內劃分宅地，縱、橫路各有三條，以關帝廟—

揆一樓為主，廟前的道路，也成為最重要的軸線。 

2.1.4 芎中七石隆興聯庄 

所謂「聯庄」，即結合數庄之力，設隘聯防，守望相助，維護地方安寧。「芎中七石隆

興」 五聯庄的形成（圖 2.6），與「水」有關。根據陳漢初《石圍墻越蹟通鑑》書中記載 ，
早時河流由東流出時，蛤仔市隘寮等地區，年年受害甚大，所以蛤仔市（公館一帶）民每

遇竹造石萣攔河斷水，使全條河水向西流因此石圍墻、老雞隆、七十份、中心埔、芎蕉灣

等庄居民非常著急，不但有田佃家屋之危，亦有數千人命之危，五庄人不得以聯合抵抗，

兩方強硬對抗，致生五庄聯盟是約。一為保障水害問題，二為保全灌溉水權。五庄人為團

結民心，以媽祖為信仰中心，演變成後來的五聯庄信仰，輪流主辦祭祀事宜，至今還是這

五庄人每年的大事。 

 
 

圖 2.5 石圍墻庄 
（資料來源︰台灣堡圖 1904 明治 37 年） 

圖 2.6 芎中七石隆興聯庄相關位置圖（資料來源︰

改編自 Google 地圖） 
 
2.2 石圍墻地方聚落「中心—四方」 

2.2.1「中心—四方」的神聖空間性 

石圍墻（圖 2.5）這庄頭的存在空間，其神聖向度是透過中心的的大廟—揆一樓，

和四方的伯公廟，建立了聚落的內部和外部的神聖空間性。根據潘朝陽的形而上的宇

宙圖式觀念(cosmological schemata)，「天地神人．四位一體」在聚落的安頓，其真諦在

於說明聚落作為人之存在場域，是以「神聖目的性」為其中軸；亦即聚落的「中心」

和「環」（圖 2.7），恆有一種神聖取向，因為唯有「神聖」，方足以安穩海得格所云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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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神人在聚落建造中之「安居」而成為其空間的意義性內涵。這個神聖的目的性或取

向，落實且呈現在聚落空間，即成為其「神聖向度」（潘朝陽，1994）。 

2.2.2 石圍墻的中心大廟 

庄頭中心大廟的營建、構成與發展，是由歷代居於該地的人群，在長期的時間進

程中，對其積極賦予意義而來的；另一方面，聚落的發展與聚落的空間性，多依庄頭

中心廟宇的各種宗教文化活動，而賦予聚落神聖性（池永歆，2000）。石圍墻揆一樓

關帝廟在拓墾初始擔負全體庄民的信仰寄託，是庄民信仰中心，亦是庄民意識凝聚的

對象。建築能創造地方，使地方成為極明顯的公眾或公共象徵(public symbol)，藉由

給予它所在的空間顯著性與具意義或重要的氣氛，能夠創造地方(Tuan，1979)。藉由

揆一樓中心大廟（圖 2.8）的廟宇活動及庄民參與，呈現出大廟之空間性及內涵。 

0 20 50 100 M

開庄伯公

石母祠

關帝廟

揆一樓

辟邪石母祠 墳地關帝廟

揆一樓

神聖空間

墳地

開庄伯公   
圖 2.7 石圍墻庄神聖空間示意圖（本計畫繪製） 圖 2.8 揆一樓前廣場（本計畫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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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圍墻庄頭的中心大廟， 以關帝廟為主，關帝廟在嘉慶二十二年（1817 年），吳

琳芳築隘修城而建造石圍墻庄時，遂於墾主正堂，祀奉關聖帝君神位，供莊民膜拜，

是為現在關帝廟前身，附近地區故而稱「關爺埔」，沿用至今，除福德祠外，關帝廟為

本庄唯一寺廟。並於道光二十七年（1847 年）十月，增祀孔聖神位，光緒三十三年（1907
年）十月，更名「揆一樓」。樓名取自孟子離婁篇「先聖後聖，其揆一也」，以示文武

二聖，其道一貫之意，頗具深義。正殿楹聯「揆千秋再千秋，亦後先道脈；一萬世兩

萬世  也今古人心」，文辭雅馴，氣象恢宏（公館鄉誌，1994）。而揆一樓祀奉神明之

信仰內涵，則以關聖帝君武裝防衛性，媽祖、觀音母性神，三官大帝天、地、水三界，

文武二聖。 

2.2.3 石圍墻伯公廟的景觀配置與內在意涵  

「存在空間」是人本主義地理學最基本的觀念，其空間概念不是抽象的幾何空間，是

按照人的意向性和目標而界定的空間（杜立偉，2000）。由人本主義地理學的空間觀點，

來詮釋這個以土地神為神聖中心的存在空間—「神聖空間」的景觀配置與內在意涵 ，透

過對石圍墻地區土地公廟的田野檢證，分析土地廟的景觀內涵以及實質環境空間配置下所

彰顯的意義。 

2.2.3.1 實質環境的意涵 

所以土地公廟為最普遍的信仰，本村雖不大，卻有十一座土地公廟，在石圍墻就土地

公廟所在位置景觀，配合地理環境及歷史背景，其實質環境的意義有： 
（1）  庄頭信仰中心 

傳統民間信仰之土地公廟所鑒管對象乃是一方小區域的農耕、開發、治安、生死等事，

是居民生活世界的守護神；因護佑範圍不同，分為二類：「庄」福德祠及「鄰、區」祠德

祠。所謂「庄」福德祠，是先民拓墾之初最先創建者，是指此福德祠乃是由全庄人民共同

敬奉，神明鑒管的是全庄之事（朱毓慧，1998），如石墻開庄伯公。 
（2）  庄域空間的界定 

土地公廟所在位置得顯示聚落區位的界限，於聚落外圍以護衛保佑轄內居民生活安康

為職能，即為一例證。福德祠作為聚落領域的界定，亦可由其位於村庄出入口或村庄四界

的位置來表示，如隘頭伯公。 
（3） 鎮煞保安 

緊鄰石圍墻之石墻公墓是石園墻庄逝去先民的所在，石墻公墓東南側石圍墻開庄伯

公，鎮煞袪邪、保安是其職能之，一方面為庄之陽界的守護神，另一方面監管陰界的墓地，

即藉福德正神的神能阻隔墳墓陰煞的侵擾，以護衛石墻村民潔淨的生活世界。 
（4） 守護水源 

就福德祠與水圳、聚落環境實質意義而言，水道蜿蜒流貫聚落，水頭福德祠監管入庄

水流之平安豐沛；水尾福德祠把守出庄水流，不使庄產外流。土地公廟座向反映出肥水不

落外人田的心理（林美容，1987）。水源的平安潔淨十分受到重視，反映於居民建置福德

祠的座向是以面對水流方向為主。延著石圍墻主要灌溉圳道而行，於圳道旁及其附近可見

到座向多為面對水流方向。順著水流流向，於水道流入聚落處而設之福德祠多稱為「水

頭」，於水道流出聚落處而設之福德祠多稱為「水尾」。如二鄰石墻村水尾伯公，番仔埔圳

水尾伯公。 
（5） 物阜民豐 

庄民對土地崇拜，土地生養承載萬物以賦予黎民生存繁衍的感恩，福德祠是是庄民祈

求農物豐收的對象，以保佑物富地饒、五榖豐收，是石圍墻福德祠普遍具有的職能。在這

以務農為主的村落，石圍墻所有的福德均位在田園環境附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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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3.2 土地公景觀配置 

﹙1﹚化胎 
根據當地耆老說道伯公廟後的化胎，又稱花臺，為正身後方隆起之半圓形的土地，有

化欲萬物，如座椅之靠背，穩固根基的意思，強調了生生不息的意義。福德祠建物周圍植

有樹木、後方有半月形小丘突起之景象，源自於傳統漢人土地崇拜及風水觀念，小丘即為

「化胎」。「化胎」乃是指於福德祠後方或用石塊、土塊所堆砌之突起半月形小丘，「填其

地為坡，意謂地勢至此變化而有胎息」（羅香林，1992；朱毓慧，1998）。這表客家文化風

水運息所在的化胎，就田野訪查在石圍墻的十一個福德祠皆有化胎。 
 

（2）社樹 
由漢文化的土地崇拜傳統，所衍生的土地公或伯公的崇拜現象背後，作為此一觀念系

統具體落實的神聖宗教景觀土地公廟與伯公廟，廣為分布於石圍墻庄地方的空間四周。這

些伯公廟旁有些植有大榕樹，有些則保留著當地原生的巨樹如楓樹、楠樹，這些大樹即是

漢文化土地崇拜下的「社樹」（潘朝陽，1994）。在石圍墻保有傳統形式之社樹多是以高大

喬木立於祠宇後為明顯象徵，如開庄伯公的榕樹（圖 2.9），十五鄰之一伯公於祠宇後方栽

植大片竹林（圖 2.10），部分有灌木環繞祠宇形成屏障。「社樹」的栽植，是以樹木的繁茂

昌盛來象徵土地生生不息的生機。 

  
圖 2.9 開庄伯公廟旁的榕樹（本研究拍攝） 圖 2.10 十五鄰之一伯公雞臘竹作社樹（本研究

拍攝） 
 
﹙3﹚神明形式 

石圍墻地方，原即水稻業鄉間，本研究調查本村十一座土地公廟，皆為石碑形的「福

德正神香位」和石雕土地公神像，表達了漢文化的土地崇拜以「石」為其圖騰之長遠傳統。

在碑面邊框上，客家人則多刻有裝飾紋飾。石碑香位，可視為客籍群體的文化景觀，而石

碑香位，也是從古代社壇以石為主的建制中傳下的（潘朝陽，1994）。人形化神像已漸增

多，合祀伯公的出現顯示石圍墻客家庄頭在都市化、現代化過程中傳統觀念、價值的改變。 
 

﹙4﹚廟宇座向 
至於福德祠座向或偏東南、或偏西南，仍以面向南方為主，亦是承襲自土地生養、承

載萬物的觀念。（易，坤彖辭）：「坤厚載物，德合無疆」，中國民間宗教的土地崇祀現象，

其核心內涵，正是先民感恩「坤道」土地能博厚崇拜萬物，並廣生以及養育生命而來，（易，

繫辭下傳）曰：「乾，陽物也，坤，陰物也。陰陽合德而剛柔有體，以體天地之撰，以通

神明之德」。「陰物」之「坤」，即「地之道」，土地以此陰德，而能使人民之由土地「有所

取財」。就此觀念傳承，土地神屬「坤陰」，故其居北向南，乃是應有的區位方向，此即取

法土地陰幽之義（潘朝陽，1994；朱毓慧，1998）。石圍墻座落於田園環境之福德祠，除

了開庄伯公面向東，二鄰石墻村水尾伯公面向西外，其餘均面向南邊，或偏西南，或偏東

南，由座向看，表現了「土地坤陰」之本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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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3.3 伯公祭儀活動 

在石圍墻庄有十一座福德祠，每年二月初二為土地公壽誕，也是頭牙，會尊請本庄所

有土地公至關帝廟接受祭祀，並設席吃「伯公福」，庄民每人出一佰元，或每戶出資二佰

元到三佰元不等。根據石圍墻耆老的說法，每年十月二十九「完天神」，一說伯公生，即

耆老的客語說法「十月朝伯公生」時尊請庄上十一座伯公至關爺廟聚祀並吃伯公福，來祈

求庄民的平安。另外為求「天公」的賜福庇佑，根據伯公生的爐主輪值制度，由於庄有天

公的崇拜，而有「起天神福」之儀式，以祈求年年的平安，因此與「伯公福」兩相配合，

象徵著石圍墻領域之向心性與神聖性。 

 
2.3 石圍墻庄聚落神聖空間的界定活動 

2.3.1  中心大廟揆一樓的神聖性活動 

中心大廟揆一樓所供奉主神祇的神明生，在石圍墻庄中是一件大事，為了神明生，每

年都會以擲筊杯方式，由神明挑選出爐主或頭家，來負責神明生的各種工作，庄頭廟前大

埕的酬神演戲，大拜拜，庄民依神明生時的宴客，是庄民一年生活中的一件大事。經由宗

教祀典的進行，無形中有著整合庄民的社會功能，這也就是民間宗教與庄民生活密切相關

的特質。 

   
圖 2.11 石圍墻庄慶成集福 1947

（周友錦先生提供） 
圖 2.12 揆一樓前 1947（周友錦

先生提供） 
圖 2.13 黃立盛家族神猪、羊角

大賽 1966（黃藍康先生提供）

2.3.2 關平太子生 

石圍墻庄地方，石圍墻庄以關平太子的神明生五月十三日為辦桌請人客的日子（圖

2.11、2.12）。石圍墻庄地方，庄民藉由神明生當天的宴客活動，邀請各方的親友同聚於庄

內，共同感受神明生熱鬧的氣氛，也藉由宴客，邀請久遠不見的親友，前來同享這份歡樂

（圖 2.13）。使得石圍墻庄的地方空間，因神明生而顯露出連外來者也能深刻感受到它是

一個充滿意義的空間。來自外地的各方親友，藉由不同的路徑，同往石圍墻庄地方參加廟

會活動，營造出石圍墻庄是一個充滿意義的地方 。據陳漢初先生《石圍墻越蹟通鑑》所

錄，每年五月十三日，定例聘請伶人演戲（頭棚戲祝關平壽誕戲，二棚戲酬謝五谷爺戲）。

演戲之費用，除募捐外，係依照水寸均開（水寸共有三百零三寸，為旱時作為分水灌溉依

據）。 

2.3.3 完福收冬戲 

所謂客家人特有之祈福儀式，通常分為春福（過年後、元宵前）與秋福（中秋後、冬

至前）。秋福，時間大約在農民曆十月左右，由各庄或二、三庄聯庄舉行並決定日期與祭

祀時間。 
慶典儀式在陳漢初《石圍墻越蹟通鑑》中說道，年尾收戲，頭棚酬謝天神良福戲，第

二棚酬謝五谷爺收穫戲。收冬戲費用，依許天神良福名單均開。有新丁者及當年輪值福首

爐主者均須做出紅龜粄敬神以外，依照名單各須分配一塊，新丁粄普通者一斤以上，四、

五斤以內，亦有每塊十四、五斤者，福首粄每塊十兩以上。福首粄及新丁粄分別於昭和年

間及中日甲午戰爭時停止分配。村中家有添丁者則作「新登粄」，祭拜完成後分贈予村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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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慶添丁之喜。 

  
圖 2.14 五聯庄做戲，拜拜 2003（本研究拍攝） 圖 2.15 公館庄頭作鬧熱 1965 

（資料來源邱德雲 2001：124） 
 
每當拜拜當天一到，石圍墻庄地方的庄民，經由不同的時空路徑，通常會先前往

中心大廟揆一樓拜拜，看戲（圖 2.14、2.15）。吃福活動，庄民眾同心協力辦好活動，

除了有其宗教文化意涵外，亦有著凝聚庄民對於石圍墻庄地方的向心作用。而拜拜的

熱鬧活動與豐富意義，陳其澎稱此活動儀式為「台灣版本的嘉年華會」，而陳其澎在

＜台灣傳統社區中象徵界域之建構＞一文中指出 Dr. Jordan(1989)對台灣拜拜的觀察，

有以下的發現: 
 

﹙1﹚拜拜的頃刻，維繫了父系家族與母系家族的互惠互利的關係。 
﹙2﹚透過拜拜，個人得以藉此機會擴展個人的社會網路。 
﹙3﹚由於拜拜被視為社區中共同的事務，攸關社區共同的榮辱，因此社區中的民眾同心

協力辦好活動甚至暫時忘掉平日的糾紛。（陳其澎，1995） 
 

2.3.4 巡境活動界定聚落空間神聖性 

從作拜拜的眾多活動中，庄民於庄中大廟所舉行的巡境活動，最能彰顯出神祗神聖力

對聚落空間的囿定活動。對於巡境活動所彰顯的神聖空間性，池永歆指出： 

巡境，又稱繞（遶）境、迎（舁）熱鬧，是台灣漢人民間信仰，常見的宗教文化

活動，也是鄉土宗教文化活動的重要組成要素。巡境活動的主要作用，是要藉由

神祗的神聖力來綏靖祈安、禳除邪穢，以謀求聚落的淨福。（圖 2.17）巡境活動

的深層義諦，彰顯在活動本身所開顯之空間性(spatiality)。 
 
透過庄中心的大廟和庄頭內的各個庄廟所組織的神聖路徑，整個巡境活動所彰顯的神聖

空間性，係由以下幾個要素構成：其一，巡境活動所囿定的空間中，存在著許多的神聖地

方，包括經過庄頭內的各個庄廟；各個神聖地方彼此間並非分割明確，而是互存著聯屬關

係。其二，各個神聖地方以巡境活動的神聖路徑而被組織，此路徑反映出方向與聯結的強

度。其三，最具特殊重要性與意義的神聖中心與地方，庄頭的村大廟，即是一神聖中心。

整個神聖空間，即由此三要素而構成（池永歆，2000）。在石圍墻巡境活動在「芎中七石

隆興」五聯祭時（圖 2.16、2.18），會將這五個庄頭的神聖路徑組織起來，護佑整個神聖空

間（圖 2.19）。 
 

   
圖 2.16 芎中七石隆興五聯庄

2003（本研究拍攝） 
圖 2.17 苗栗媽祖生日迎六庄

1965（資料來源邱德雲

圖 2.18 聯庄祭祀 2003 
（本研究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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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132） 
 

 

 
 
 
 
 
 
2.4 3D 建築朔模的探討(多媒體技術之研究與整合應用)  

3D軟體在今日的許多領域都有其相當的重要性，除了應用在動畫或電影上面，在3D
建築的朔模或建築導覽方面，許多成效都可以利用3D軟體來完成，而許多歷史建築、古蹟

的細節部分，都能夠利用3D軟體來幫助使用者在不同的時空環境下來進行導覽觀賞，而不

用千里迢迢地來到實地進行觀賞，即可達到相同效果。而石圍牆的伯公廟，也可以利用相

同的方式來進行探討。  
而利用3D來補助，在製作上基本可以分為建模、材質、動畫設定三個部分。建模是利

用各種不同方法繪製並定義物件的造型，而材質是將建好的模型貼上各種材質，例如籃球

與足球基本上模型是一樣的，但貼上黑白相間的五邊形與六邊形材質，看起來就像是足

球；而貼上暗橘色且有點狀分佈的材質便宛如是一顆籃球。  

2.4.1 3D 模型建構(多媒體技術之研究與整合應用)  

在Google SketchUp 中我們可以利用許多方法來定義模型，利用功能可以直接在

Google SketchUp 中繪製幾何圖形，如box(四方盒)、sphere(球狀體)、cylinder(圓柱體)、
torus(圓環體)、cone(管狀體)…等許多幾何模型，而在利用許多造型工具便可令這些單純的

模型更多樣化。而2D shape(造型物件)則是圓、線、弧、四邊形…等2D 物件，利用2D 的
物件也可以定義出3D 的物件，例如利用杯子的剖面再設定旋轉軸便可以建構一個杯子的

模型。另外，也可以利用「路徑跟隨」這個指令來任意的定義出不規則的造型。  
例如，畫出一個矩形之後，透過「推/拉」這個指令將其成為一個四方體如圖2-20，再

將線條繪製在四方體的表面上，再次運用「推/拉」這個指令，便可以得到一個一張椅子如

圖2-21，而這只是一個簡單的呈現，在Google SketchUp中可以運用更多指令的搭配，繪出

更多更栩栩如生的3D 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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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20 四方體示意圖 

 

 
圖2-21 椅子示意圖 

 

2.4.2 3D 材質繪製與設定(多媒體技術之研究與整合應用)  

一個場景是否栩栩如生除了模型和燈光外正確的運用材質也是重要的ㄧ環，無論是明

亮的、黯淡的、反光的、透明的都可以做調整，或者調整花紋的密度、位置、角度以達到

期待的效果。材質是2D 圖形，因此我們可用Photo Impact 來繪製或修改。  
例如，可以利用Photo Impact 來修改拍攝的照片，將照片中所需要部份剪下之後，利

用「扭曲、傾斜、縮放」來調整剪取過後的圖片，將其調整為正面或是平面。最後存檔。

如圖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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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22 Photo Impact軟體操作圖 

 
在Google SketchUp 中做出一個四方體，並將Photo Impact所產生的圖片貼入，便會有

照片中的圖案的效果。如圖2-23。 
 

 
圖 2-23 貼皮效果 

 
本計畫利用 Google SketchUp 繪製軟體來建立石圍牆庄伯公廟的立體模型，並透過以

上的各種技巧來達到石圍牆庄伯公廟的建築外觀、屋簷特徵、建材、伯公神像材質（石頭、

木頭、貴金屬、塑膠等等）、伯公廟對聯的對句等等細部設置，即能夠達到一定程度的虛

擬石圍牆庄伯公廟 3D 朔模建築。如此方有足夠的資訊能夠傳播給在不同時空的觀賞者導

覽，並提供足以跟親自到實地參訪相同的學習效果。 
 
 
 
 

2.5 石圍牆伯公廟與地理資訊系統的結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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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客家族群對於大地的情感有所特色的，加上客家族群所經過的漫長歷史與整個環

境，是龐大且複雜的。相對之下，石圍牆當地的客家民族也具有如此強烈的民族歷史背景，

且苗栗地區屬於純樸的客家民族，因此當地的祭祀圈足以呈現客家民族的祭祀特色。藉由

地圖上的呈現，來理解其背景與大地的關係，或許稍嫌不足以瞭解背後的民族特性。但如

果透過與地理資訊系統(GIS)的結合，由其圖資的套疊與虛擬影像的呈現，比起一張圖表還

來的生動與真實性。因此透過網路地理資訊系統的輔助，對於石圍牆當地伯公廟的嚴格與

歷史能讓瀏覽者有較好的體會與其思考。 
在網路地理資訊系統尚未出現前，是以地圖作為人類用來紀錄各種空間現象的主要工

具之一。即使經過了千百年來，地圖對於人類的指引與貢獻仍是不可忽視。但是經由長時

間的經驗累積，人類對於地圖的使用，已有了許多慣用的使用方法及便利的使用型態；而

電子地圖，顧名思義，它不再是用紙張來傳遞，而是電子訊號，因此有著許多絕對的優勢

是傳統地圖無法達到的，例如：查詢分析，路徑規劃等。也隨著電腦的發展，地理資訊系

統（GIS: 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應運而生。 
地理資訊系統在網路上的發展已經越來越成熟，而且所應用的層面也越來越廣泛，舉

凡各式生活所需，飲食、娛樂、交通…等等，都已經漸漸的融入一般人的生活當中。藉由

網路資訊彈指可及的特性，使用者便可迅速獲得由 Web GIS 提供的資訊。近年來，也由於

網際網路的蓬勃發展，隨著 Internet 的商業化趨勢，以及 WWW 的風行，各 GIS 廠商也致

力於開發 Web Base 的相關產品，電子地圖才能走向大眾化。 
目前已有許多 GIS 廠商推出 Internet 上 GIS 的解決方案，如 ESRI 公司的 ArcView IMS、

MapObjects IMS 及 ArcIMS、AutoDesk 公司的 MapGuide、MapInfo 公司的 Mapxsite、
Mapxtreme、Intergraph 公司的 GeoMedia Web Map 等。如今，使用者只需要透過網際網路

瀏覽軟體，就能獲得許多豐富的地圖資訊；而我國許多縣市政府、學校及公司行號均已有

提供許多這一方面的服務。這也是 Web GIS 與其他需要各種高級配備才能使用的單機式

GIS 最大的不同。從個人桌上型電腦透過瀏覽器，使用者可經由圖形伺服器，利用網際網

路以達到圖資之傳播與交流。且由於網路有效率的傳送內容、地圖、圖形和其他相關訊息

而形成互動。使得網路地理資訊系統除了提供原本地理資訊庫的空間與屬性資訊之外，更

能進行許多應用的資訊整合展示平台。 
 

  
圖 2.24 Web GIS 原始範例圖 圖 2.25Web GIS 圖資套疊範例 

 
石圍牆伯公廟的分布特色和文字描述，藉由 GIS 各種圖層的套疊，可以清楚地明白「中

心-四方」的地理位置，若加上文字、圖片、影音資料更可以探索其神聖特性。客家祭祀圈

文化由此產生出新的意義，而透過這些新的意義產生，再通過將地理參考影像和其他諸如

行政邊界、程式地圖等數位地圖疊合，GIS 能夠提供更多的洞察資訊（鮑曙明，2001）。   
而石圍牆伯公廟的分布由地理資訊系統，透過多樣的基本民族歷史、圖像表徵、祭祀

傳統等，透過圖層套疊技術以及時間、空間座標系統上的資料屬性定位，把其空間分部以

及地域性的呈現，將客家族群祭祀圈特色與其與生活環境的關係、民族歷史背景的相互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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織影響下，所孕育而生的祭祀圈文化內涵和特殊性，將會有更深刻的體會瞭解與感受。而

非只有感官上的聽覺接收，對於「中心-四方」的神聖感受與歷史環境下，所產生的龐大氛

圍，只是做片面且薄弱的接觸，甚至變成為專門性的學術探討，無法讓普羅大眾做分享與

體會。傳統的祭祀文化和文字描述，藉由 GIS 各種圖層的套疊，可以清楚地明白事物的地

理位置，若加上文字資料更可以探索特殊的文化意義。 
 

2.6 祭祀圈資料搭載數位學習平台 Moodle 

數位學習平台Moodle名稱的由來是由「物件導向動態學習環境模組」 (Modular 
Object-Oriented Dynamic Learning Environment)的首字字母縮寫而得來的，由Martin 
Dougiamas所開發。Moodle是以網路線上課程為主的軟體包，它是一個可以支援社會建構

工作教育的發展專案。Moodle是一個課程管理系統(Course Management System, CMS)，也

是一個被設計來幫助使用者在網路上設計一套課程，如此的網路學習系統有時候也被稱作

為學習管理系統(Learning Management System, LMS)或虛擬學習環境(Virtual Learning 
Environments , VLE)。Moodle比起其他數位平台更具備社會建構的基礎，因此適合與學習

相結合提供給使用者使用。本計畫將石圍牆資料加入至Moodle平台上，設計一套完整的介

紹課程供使用者學習石圍牆的祭祀圈特色。 
本計畫採用Moodle為平台的理由為： 

(一) 開放的平台 

Moodle系統採用PHP (Personal Home Page)語言，並搭配資料庫來實現系統運作，因此

只要支援PHP和資料庫(如MySQL、Postgrep等)的作業系統平台，皆可順利建置，所以

伺服器作業系統的選擇性較多。因此，Moodle具有跨平台，易於讓使用者輕易操作，

並具有簡便的設計界面讓使用者可以快速建構數位學習平台。 

(二) 易學易用的環境 

開發人員可以透過物件模組化的設計，快速建置網路課程，透過內建的教學活建立線

上學習課程，並且也能使用簡易清晰的使用者介面，透過瀏覽器可自發性的學習或是

進行網路合作學習。動模組，規劃虛擬教室的課程進行，快速且直覺地 

(三) 高度個人化 

Moodle支援了70個國家的語言介面，使用者可以自行設定平台顯示語言，並且支援佈

景主題功能，開發人員能夠使用或設計個人專屬的介面環境。此外，因為程式碼完全

公開，且程式內容皆有詳細之註解，網站管理者可以自行開發或修改模組，以符合特

殊領域應用需求，量身打造專屬的網路學習環境，這是市面上未公開商業化網路學習

平台所無法提供的(葉平、鄭大慶、胡師賢,2001)。 

(四) 擬真的虛擬教室 

透過高度互動的模組如聊天室、討論區、分組教學等，使用者可以訓練合作學習的能

力，尋求問題解決的方法，而每位參與者皆有專屬的個人學習歷程記錄，以及個人頭

像等，從瀏覽器中可以清楚得知線上課程的參與情形，減少網路學習的孤立感。 

(五) 多樣化的教學活動及資源模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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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活動方面，提供學習問卷調查(Survey)、投票表決(Choice)、討論區(Forum)、聊

天室(Chat)、作業安排(Assignment)、線上測驗(Quiz)、學習日誌(Journal)、工作坊

(Workshop)、WebQuest等；教學資源方面，則提供純文字資料、簡報、網頁、圖形、

MP3音效、串流視訊、Flash網頁原件等教學媒題上傳，並支援外部教學資源功能提高

教學資源的豐富性與通用性。 

(六) 全面性的評量 

Moodle提供了多樣化的評量方式，例如課程參與度、討論區參與和線上測驗等，開發人員

可針對每項教學活動，分配不同權重，以評量本身的學習狀況，並給予適時的回饋。 

Moodle 系統和其他商用或未公開原始碼之網路學習平台功能比較差異，如圖2.25所
示。我們可以清楚看出 Moodle 系統對於網路學習的支援功能近趨完整，與商業化平台相

較之下相去不遠，而且Moodle可以自由地下載、使用、修改而且甚至散佈，以最少的成本

達成數位學習網路教學的目的。套用在祭祀圈文化的介紹更是完備，可以與網路使用者產

生更進一步的互動，達到傳達石圍牆祭祀圈的獨特文化。因此本計畫採用Moodle為數位學

習系統平台。 

 
圖 2.26 Moodle 平台與其他數位系統比較 

(資料來源：江世勇(2004)， LDAP 分散式認證架構下之開放原始碼教學平台建置與導入-以高職為

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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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研究方法 

3.1 研究架構 

為使苗栗石圍牆祭祀圈特色能夠透過網路名聲遠播，本計畫使用 Google 
SketchUp 軟體建置模型，模型類別則以當地的伯公廟與石母祠為主，將祭祀圈建築

物之實體照片轉換為數位模型。之後，將模型運用建材照片貼圖完成模型。完成之

立體模型放置於開放原始碼的數位平台 Moodle 上，平台環境為 windos server 2003
作業系統，加上 PHP 4.2 與 MY SQL 為整體網站架設環境。另外，將實地訪查伯公

廟的經緯度座標，利用 GIS 完整呈現「中心-四方」的神聖性，呈現伯公廟分布在地

理位置上的意義。最後設計完整的石圍牆介紹課程，課程的編排以文字、模型圖片、

影像為主，搭配 Google Earth 開放式的地理資訊平台顯示伯公廟的絕對位置，期望

瀏覽平台的使用者能夠徹底了解石圍牆的祭祀圈特色，甚至流露出如在石圍牆當地

聆聽解說的體會，從遠方就能夠瞭解而不用實地拜訪。以上為本計畫主要實施計畫

的步驟與期望，傳統客家的祭祀文化必須加入嶄新的科技技術，藉此客家文化才可

以讓更多人瞭解，引起更多學者研究使得客家文化整體概念在世界各種族群文化中

更加完整。  

 
圖 3.1 計畫流程圖  

3.2 石母崇拜與伯公廟 

3.2.1 界定聚落四周空間的伯公與石母 

台灣民間信仰中，常以土地公廟作為界定聚落四方空間的神聖存在物。閩南

稱之為土地公廟，客家人稱之為伯公廟，這象徵著漢文化對土地的崇拜之情。

而石母崇拜，顯現的是土地的「生養」和「承載」以慈母看待大地，為社群的

慈母。顯出鄉民對於繁子衍孫的文化深層意義。  

土地崇拜，原本就是自然崇拜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漢人原始的土地崇拜，

其所崇拜的是：土地的自然屬性及其對社會生活的影響力。是一種人對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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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ture)與地方(place)的依戀之情，屬於人(man)與自然(nature)的關係，亦即所謂

「人--地」關係(Tuan，1976)。  

伯公廟為庄頭「神聖空間」的最基本貞定物，客家土地崇拜的發展—伯公，

祂在神靈系統中是地方基層的行政神，猶如人間的里鄰長。客家地區可能是台

灣最盛行土地公信仰的地方（毅振，1986）。土地公廟數量之鉅代表著與人民

生活之密切，每每在人群聚居的最小單位就有一座土地公廟（林美容，1987）。

「庄頭庄尾土地公」土地公廟作為神聖性標誌是台灣聚落常見的景觀。在石圍

墻地區，陌路阡頭幾乎都供有伯公護衛整個庄頭。  

                

 
  

圖 3.2 石圍墻庄伯公廟分佈圖（本計畫繪製） 圖 3.3 石圍墻庄現況圖 
（本計畫繪製改編自林務局航測圖） 

3.2.2 石母祠 

苗栗縣客家地區，頗盛行「石母」的信仰，即屬於泛靈信仰中的自然事物崇拜。

古時風俗，小孩出生之後，因經常遭逢危厄疾病，不易撫養，而有錢人家則認拜他人

當義父母，而貧戶人家則無多餘之財帛來認拜義父母，只得以自然事物或一般形象來

認拜。民間信仰認為石頭是硬的，拜石母，可以使兒童的身體或命運較「硬」，不會生

病，也能抵抗邪魔的侵優，保佑其順利長大成人。「石母」客語「石哀」即母親之意。

在石圍墻庄的石母祠，共有兩座（圖 3.4、3.5）。 

 

  
圖 3.4 九鄰石母祠 
（本研究拍攝） 

圖 3.5 十二鄰石母祠 
（本研究拍攝） 
 

九鄰石母祠(圖 20)路旁朝北豎有高約兩個石頭，左為石爺，右為石母。位於揆一

樓後面苗二十七線東側，石圍墻庄西南側，也就是當年築柵內建銃庫時的南大門的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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側，有一石母祠。石母崇拜，又是地母崇拜，淵源遠古的自然土地神之圖騰，石圍墻

庄的崇拜形式，更具有古早傳統結構和景觀，首先，其以「壇」形式表現，此實即陰

幽土地必受「天陽」而通貫天地上下為一氣之古義的表現，其次，其以兩塊巨石平行

直立而構成神主，此種圖騰符號即「－－ 」；予以重之，即「≡≡」，由此而象徵了女性、

母性能生能養的「坤」德，珍貴性文化景觀，其「神聖性」，並不下於村大廟揆一樓（潘

朝陽，1994）。 
石母兼有土地神和註生娘娘的兩種神格。石圍墻庄以揆一樓為「神聖中心」，配

合以境界線上的開基伯公祠、石母祠及民宅之辟邪鏡，而構成了庄的「神聖空間」。 
本庄另一石母祠座落十二鄰，黃屋側之田中。沿黃屋旁之竹林而進，田頭可見一

大石，周圍以小石圍拱，前置石板供桌、旁有小金爐一座。石頭的崇拜是屬於對自然

物的信仰。十二鄰石母祠，必須經由田埂小徑才能到達，一般為十二鄰、十三鄰與黃

氏族人奉祀，但亦有不少外人來祭拜、求「絭」，祈求孩童平安成長。是由信徒備牲禮

四果祭祀，自備古錢紅繩線掛上所謂的「穿孔錢」，當孩子十六歲以上，要娶新娘，長

大成人時，再來「脫絭」。 

3.2.3 石圍墻伯公廟的分類與祭祀內涵 

 石圍墻庄聚落內土地公廟有十一座(圖 3.5、3.6)，其所擔任的職務與扮演的角色

不同，也因此會產生庄內廟神格高低不同的差異。以土地公廟在該聚落設立的時間及

所具備的功能可將土地公廟做一分類，可分為「開庄伯公」與「專職伯公」二類 。
石圍墻地區的土地公廟多，本文藉由區域內的土地公廟，以探討石圍墻土地公廟在各

個小區域中的空間框架以及土地神祭祀崇拜內涵。 
所謂的開庄伯公，在時間上來說是墾民開墾某地區所共同設立的第一個伯公廟。

在墾區拓墾時期所設立的伯公主要作用通常是「宣告」，藉由祭祀行為請伯公保佑此

區域以免遭受天災人禍的侵擾（杜立偉，2000）。在石圍墻，幾乎所有的居民對於該

庄的開庄伯公廟都稱之為「大伯公」，這應該與開庄伯公的層級以及管轄的範圍、權

責大小有關。 
（１）十一鄰  石墻村開庄伯公（圖 3.7、3.8） 

 吳琳芳率領眾人建隘築墻建成石圍墻庄，於公館構造同時，「本座福德祠溯自嘉

慶二十二年，歲次丁丑，係石圍墻開庄立奉，已歷一百七十年矣！」。根據陳漢初《石

圍墻越蹟通鑑》云「立福德祠於東北崗，栽植榕樹兩株為紀」（圖 3.8）這是石圍墻庄

的「開庄伯公」。 
   「開庄伯公」，一方面為庄之陽界的守護神，另一方面則監管著陰界的墳場，復可

看見臨墳場區的庄民住宅，懸掛著「辟邪鏡」（圖 3.6），以袪除對沖墳墓陰煞的侵襲，

因此，「開庄伯公祠」和「辟邪鏡」形成無形的一條「神聖線」，阻隔著場的煞氣，而

保障了石圍墻庄的境界之潔淨（潘朝陽，1994）。位於石墻公墓（圖 3.5）東南側石墻

開庄福德祠（圖 3.7、3.8），鎮煞、袪邪是其職能之一。石圍墻這個屬於隘墾之地，在

庄旁有一大公墓，象徵了隘墾區的生活方式和文化景觀，而形成了隘墾區文化社會的

空間獨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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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5 石墻公墓 
（本計畫拍攝） 

圖 3.6 面對公墓的住家

（本計畫拍攝） 
圖 3.7 石墻村開庄伯公

祠（本計畫拍攝） 

圖 3.8 開庄伯

公神像 
（本計畫拍

攝） 
    專職伯公是指專司一職的土地公，如居民開墾耕稼，時有原住民出沒，為維護庄

民安寧，組織隘勇保衛，以隘頭做據點的隘頭伯公，保護水圳，象徵留駐村落財源的

水尾伯公等。具有專職性質的伯公多半為私人所設，基本上，多管理與居民生活密切

相關的山林埔地、田園或水源。由此看來，每一個土地公廟，不論是開庄伯公或專職

伯公廟皆架構出一個神聖空間，土地公廟皆為其神聖空間的中心。地方的黃藍芳老先

生說道，開庄伯公、隘頭伯公、番仔埔八尊福神福德祠及二鄰石墻村水尾伯公每年二

月二日、十月朝是庄裡有作伯公生的四大專職伯公廟，這顯示著庄民對於宗教之認同

性與食福活動緊密的結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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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二鄰  石墻村水尾福德祠（圖 3.9、3.10） 

0 20 50 100 M
廟宇座向

苗25線
關爺埔圳

番仔埔圳

二鄰石墻村水尾伯公

   

圖 3.9 二鄰石墻村水尾福德祠

座落關係圖（本計畫繪製） 
圖 3.10 二鄰石墻村水尾福德祠

（本計畫拍攝） 

圖 3.11 二鄰石墻村水尾福德

祠（本計畫拍攝）  

 
石墻村水尾福德祠位在石墻村北邊的位置，在村中主要交通苗二十五縣道邊，土

地公廟所在的位置亦可作為劃分聚落界線的依據。聚落的水圳在水頭與水尾常設有土

地公廟。石圍墻地區的隘頭伯公與水尾伯公則分別在石圍墻庄的水頭與水尾的位置，

成為水圳界線的依據，形成基本的空間領域單位，共同造出的神聖空間（圖 3.9）。 
（３）三鄰  官爺鋪路西阮奇發福神廟（圖 32、33） 

黃標萬家族

三鄰

官爺鋪路西阮奇發伯公

0 20 50 100 M

廟宇座向

   關爺埔圳

   
圖 3.12 三鄰 官爺鋪路西阮

奇發福神廟祠座落關係圖

（本計畫繪製） 

圖 3.13 官爺鋪路西阮奇發福

神廟（本計畫拍攝） 
圖 3.14 官爺鋪路西阮奇發福

神廟（本計畫拍攝） 

   石圍墻庄北邊屬於關爺埔，官爺鋪路西阮奇發福神廟是關爺埔空間領域之中的基本核

心。土地公廟緊鄰黃標望家族伙房，面對關爺埔圳，並以其神聖性建構了關爺埔的神聖空

間（圖 3.12）。 
 

（４）六鄰  福德祠（圖 3.16、3.17） 

黃春錦家族

涂氏家族

六鄰伯公

0 20 50 100 M

食水圳

廟宇座向    

圖 3.15 六鄰 福德祠座落關係圖

（本研究繪製） 
圖 3.16 六鄰福德祠（本研究拍

攝） 
圖 3.17 六鄰福德祠（本研究拍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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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十二鄰  上座福德祠（圖 3.19、3.20） 

上吳家

十二鄰上座伯公

李氏家族

0 20 50 100M
廟宇座向

家族

番仔埔圳

 
 

 

圖 3.18 十二鄰 上座福德

祠座落關係圖（本研究繪

製） 

圖 3.19 十二鄰上座福德

祠（本研究拍攝） 
圖 3.20 十二鄰上座福德

祠（本研究拍攝） 

 
（６）番仔埔圳水尾伯公廟（圖 3.22、3.23） 

0 20 50 100 M
廟宇座向

番仔埔圳

番仔埔圳水尾伯公

 
 

 

圖 3.21 番仔埔圳水尾伯公廟

座落關係圖（本研究繪製） 
圖 3.22 番仔埔圳水尾 
伯公廟（本研究拍攝） 

圖 3.23 番仔埔圳水尾伯公

廟（本研究拍攝） 

 
 （７）隘頭伯公（圖 3.25、3.26） 
 

王傳秀家族

隘頭伯公

0 20 50 100 M
廟宇座向

七十份圳

食水圳

關爺埔圳

 

  

圖 3.24 隘頭伯公 
座落關係圖（本計畫繪製） 

圖 3.25 隘頭伯公 
（本研究拍攝） 

圖 3.26 隘頭伯公 
（本研究拍攝） 

 
本座福德祠係原立於嘉慶二十二年歲次丁丑吉旦。位於十四鄰，石墻村的東南邊，

面對七十份圳，是庄裡水圳中水頭的位置，迄今一百七十年餘，靠近堤防的伯公祠。石

圍墻開庄後，本庄石圍墻開庄居民為開墾耕稼時有番人出沒，為顧及庄民之安寧秩序，

特組隘勇保衛，以此隘頭為據點，稱為「隘頭伯公」。作為石圍墻防衛最前線之意義，

隘頭福德祠是可界定石圍墻聚落領域（圖 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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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十五鄰  福德祠（一）（圖 3.28、3.29） 
 

十五鄰之一伯公

徐得榮家族

0 20 50 100 M
廟宇座向

關爺埔圳

 

 

圖 3.27 十五鄰福德祠

（一）座落關係圖（本研

究繪製） 

圖 3.28 十五鄰福德祠

（一）（本研究拍攝） 

圖 3.29 十五鄰福德祠

（一） 
（本研究拍攝） 

 
 
(９)十五鄰  福德祠（二）（圖 3.31、3.32） 
 

徐得榮家族

十五鄰之二伯公

0 20 50 100 M
廟宇座向

關爺埔圳

 
  

圖 3.30 十五鄰福德（二） 
座落關係圖（本研究繪

製） 

圖3.31 十五鄰福德（二）

（本研究拍攝） 
圖 3.32 十五鄰福德祠

（二） 
（本研究拍攝） 

 
(１０)關爺埔福德祠（圖 3.34、3.35） 
 

下吳家

關爺埔伯公

0 20 50 100 M
廟宇座向

關爺埔圳

家族

   
圖3.33關爺埔福德祠座落關

係圖（本研究繪製） 
圖 3.34 關爺埔福德祠 

（本研究拍攝） 
圖 3.35 關爺埔福德祠 

（本研究拍攝） 

 
關爺埔福德祠座落位置在石圍墻關爺埔聚落之西側，是界定關爺埔聚落的領域（圖

3.33），護衛保佑境內居民生活安康為其職能，代表土地公「能生」、「能養」、「承載」的功

能。 
 

3.2.4 合祀伯公的內涵與空間配置 
近年來，社會結構的變化，傳統的農村聚落多面臨著「無法再依靠農耕持家」的衝擊；

因此農村人口大量流失，導致散居型態的農村人口越趨越減少，而原境的土地公遂乏人祭

拜，致使土地公廟以「聯合辦公」的型態出現（杜立偉，2000）。合祀伯公的出現，人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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神之間的互動與宗教感恩愈趨淡薄，且人與神所共同建構出來的神聖空間結構亦一一瓦

解，傳統的以土地神為中心的空間核心亦因現代化與都市化使其神聖性逐漸崩潰 （潘朝

陽，1994）。石圍墻地區有二座土地公廟合祀，一是十三鄰石墻村番仔埔八尊福神福德祠，

一是隘頭伯公，這顯示現代化、都市化對傳統農村帶來嚴重的衝擊。 
 
（1）  十三鄰   石墻村番仔埔八尊福神福德祠（圖 3.38、3.39）  

 

  

圖 3.37 墻村番仔埔八尊福神

福德祠座落關係圖（本計畫

繪製）  

圖 3.38 十三鄰石墻村番仔埔

八尊福神福德祠（本計畫拍

攝）  

圖 3.39 十三鄰石墻村番仔埔

八尊福神福德祠（本計畫拍

攝） 

表 3.1 石圍墻土地公空間配置景觀環境調查表  

伯公名稱 化胎 社樹 整建 合祀伯公 伯公形式 廟宇座向

十五鄰之一伯公 有 有 無 無 石碑 東南 
十五鄰之二伯公 有 無 有 無 石碑 西南 
二鄰石墻村水尾伯公 有 有 有 無 石碑 西 
三鄰官爺鋪路西阮其發伯公 有 有 有 無 石碑 南南西 
關爺埔伯公 有 有 有 無 神像 南南東 
六鄰伯公 有 有 有 無 神像 南南西 
番仔埔圳水尾伯公 有 有 有 無 神像 南南西 
十二鄰上座伯公 有 有 有 無 神像 西南 
開庄伯公 有 有 有 無 神像 東 
十三鄰番仔埔伯公 有 有 有 有 石碑 西南西 
隘頭伯公 有 有 有 有 石碑、神像 南 

 
 
 
 
 
 
 
 

十三鄰番仔埔伯公

楊庚章家族

十二鄰石母

黃記得家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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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祭祀圈建築 3D 朔模  
本計劃運用Google Google SketchUp 8 作為朔模軟體，主要以幾何圖形為基本物體，

參照石圍牆當地的伯公廟照片，在Google Google SketchUp 8 以點、線、面拉出雛形，在

朔模的過程中必須注意三維空間的座標改變， 才能夠將實體朔模較完整。  
例如，伯公廟朔模時，必須將伯公廟拆解成十部分，第一部分為如彎月般的屋脊，運

用四方體加上弧線後，運用「推/拉」功能進行調整，使其形成屋脊。如圖3-40。第二部分

為屋簷本身，一樣先是以四方體為基礎，在四方體的平面上繪製上三角形的線條，再運用

「推/拉」功能進行調整清空內部，則完成了屋簷的部份。如圖3-41。第三部份為建築本身，

以四方體為基礎，再透過平面上線條的繪製再透「推/拉」就完成了建築本身的模型。如圖

3-42。第四部份為廟的地板部份，透過將矩形拉起，就形成地板部份。如圖3-43。接著將

前四個部份組裝起來後，就完成建築本體。如圖3-44。 

 
圖3-40 屋脊 

 

 
圖3-41 屋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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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42 建物本身 

 
圖3-43 地板 

 

 
圖3-44 建築本體 

 
在第五部份，繪製伯公廟週遭建物(香爐、金爐)，透過四方體的變形以及堆疊，繪製

成了伯公廟週遭建物的3D模型如圖3-45、3-46。第六部份，將伯公廟的地面以及伯公廟後

方的化胎部份透過矩形以及弧線的繪製，經由「推/拉」，將其完成。如圖3-47。第七部份，

透過Photo Impact 將拍攝影的照片，經由剪裁以及在Google SketchUp當中的顏料罐找到相

近的顏色貼圖以及放進模型中。最後，將所有部份，加以組合。如圖3-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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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45 香爐 

 

 
圖3-46 金爐 

 

 
圖3-47 地面及化胎 

 

 
圖3-48 整體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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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地理資訊系統呈現地方意義 
本計畫主要分為三階段進行，而每一階段都是為了在 Moodle 上呈「中心-四方」地域

上分布的神聖性。第一階段至石圍牆當地訪查伯公廟的同時，運用 GPS 定位每一座伯公廟

的經緯度座標，建置檔案資料時，每座伯公廟都具備座標屬性，從二鄰的福德祠到十五鄰

的伯公廟都具備座標。座標轉製成試算表格的形式匯入至 ARC GIS 標示每一座伯公廟的位

置，製作成一張石圍牆當地伯公廟的分佈專屬圖資。 
將製作好的圖資套用在 Google Earth 上，因 Google Earth 本身具有豐富的地理資訊圖

層，搭配本計畫製作出的祭祀圈分佈圖層套疊，可以在操作介面上呈現豐富的地理資訊，

而在這些地理資訊中可以分析出不同的意義。加上清楚的標記圖徵與文字介紹，可以將該

做伯公廟的建置時間與歷史沿革，呈現豐富的祭祀圈地理分布資訊，瞭解「中心-四方」在

石圍牆的分佈狀況，如此達到資訊與傳統文化的結合，甚至以地理資訊系統解釋歷史文

化，加強傳統文化的整體性，讓網路使用者加深對石圍牆當地的祭祀文化。 
另外，本計畫預期利用 HTML 網路語法，將套疊在 Google Earth 的地理資訊系統，崁

入 Moodle 系統平台中作為完整的介紹課程，加強使用者對於學習平台的互動性，加深學

習印象。當使用者學習完成之後，同時可以上傳自己的學習心得與線上使用者分享，讓線

上學習有完整的回饋環線產生，促成良好的學習成效。 
 

 
 

圖 3.49 芎中七石隆興聯庄相關位置圖

（資料來源︰改編自 Google 地圖） 圖 3.50 石圍墻庄伯公廟分佈圖（本計畫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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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ARC 
GIS製作圖

資

GPS衛星定位

石圍牆當地訪查

MOODLE
平台

3D朔模

第一階段 第二階段 第三階段  
圖 3.51 本計畫 GIS 流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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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研究結果 
 

4.1 伯公廟 3D 建置 
本計畫將實地拍攝在苗栗公館石圍牆地區，以揆一樓為祭祀中心，向外拓展的11座伯

公廟，運用Google SketchUp、PhotoImpact繪圖軟體，將伯公廟朔模完成，以下為實地拍攝

照片以及3D 朔模模型的對照表。如表4.1。 
實際照片與 3D 朔模模型對照表 4.1 

伯公

名稱 實際照片 3D 朔模模型 

十五

鄰之

一伯

公 

 

十五

鄰之

二伯

公 

 

二鄰

石墻

村水

尾伯

公 

 

三鄰

官爺

鋪路

西阮

奇發

伯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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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爺

埔伯

公 

 

六鄰

伯公 

 

番仔

埔圳

水尾

伯公 

 

十二

鄰上

座伯

公 

 

開庄

伯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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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

鄰番

仔埔

伯公 

 

隘頭

伯公 

 
 

4.2 地理資訊系統完成石圍墻庄伯公廟定位 
本計畫以苗栗縣公館鄉石墻村之伯公廟為研究藍本，石墻村位於苗栗縣境中央部份之公

館平原上，介於東側八角崠山脈與西側後龍溪河谷間之區域。如圖 4.1 所示。 
 

 
圖 4.1 石墻村位置 

石墻村內有十一座伯公廟坐落，神聖向度是透過中心的的大廟—揆一樓，和四方的十

一座伯公廟，建立了聚落的內部和外部的神聖空間性，稱為「神聖向度」。本計畫以 GPS
定位器將石墻村內的伯公廟定位後整理出伯公廟之經緯度列表(見表 4.2)，再匯入 Google 
Earth 呈現出十一座伯公廟分布之位置，如圖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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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 石墻村伯公經緯度 
編號 伯公名稱 經度 緯度 

1 十五鄰之一伯公 120°48'48.29"東 24°29'33.62"北 
2 十五鄰之二伯公 120°48'46.84"東 24°29'20.90"北 
3 二鄰石墻村水尾伯公 120°48'56.36"東 24°29'15.82"北 
4 三鄰官爺鋪路西阮奇發伯公 120°48'55.46"東 24°29'00.23"北 
5 關爺埔伯公 120°49'02.97"東 24°28'58.07"北 
6 番仔埔圳水尾伯公 120°49'16.11"東 24°28'46.05"北 
7 六鄰伯公 120°48'52.17"東 24°28'42.56"北 
8 十二鄰上座伯公 120°49'16.60"東 24°28'38.38"北 
9 開庄伯公 120°49'11.43"東 24°28'23.56"北 
10 十三鄰番仔埔伯公 120°49'33.30"東 24°28'21.03"北 
11 隘頭伯公 120°49'30.73"東 24°27'59.19"北 

 

 
圖 4.2 石墻村伯公分布圖 

 
本計畫搭配 Google 旗下之免費 3D 軟體 Google SketchUp 進行伯公廟之 3D 繪圖建置，

完成後使用 Google Earth 圖資以設定精準之傳送點，設定完成後上傳至 Google Earth 開啟，

於 Google Earth 直接點選操縱 3D 圖像之伯公廟，觀察其 360 度之結構。每座伯公廟除 3D
繪圖模型外，皆有照片與此伯公廟特色的列表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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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成果展示如下： 
1. 十五鄰之一伯公  

 

 
圖 4.3 十五鄰之一伯公 3D 展示圖 

 

 
圖 4.4 十五鄰之一伯公介紹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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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十五鄰之二伯公 

 

 
圖 4.5 十五鄰之二伯公 3D 展示圖 

 

 
圖 4.6 十五鄰之二伯公介紹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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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二鄰石墻村水尾伯公 
 

 
圖 4.7 二鄰石墻村水尾伯公展示圖 

 

 
圖 4.8 二鄰石墻村水尾伯公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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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三鄰官爺鋪路西阮其發伯公 
 

 
圖 4.9 三鄰官爺鋪路西阮其發伯公 3D 展示圖 

 

 
圖 4.10 三鄰官爺鋪路西阮其發伯公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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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關爺埔伯公 
 

 
圖 4.11 關爺埔伯公 3D 展示圖 

 

 
圖 4.12 關爺埔伯公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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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六鄰伯公 
 

 
圖 4.13 六鄰伯公 3D 展示圖 

 

 
圖 4.14 六鄰伯公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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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番仔埔圳水尾伯公 
 

 
圖 4.15 番仔埔圳水尾伯公 3D 展示圖 

 
圖 4.16 番仔埔圳水尾伯公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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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十二鄰上座伯公 
 

 
圖 4.17 十二鄰上座伯公 3D 展示圖 

 

 
圖 4.18 十二鄰上座伯公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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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開庄伯公 
 

 
圖 4.19 開庄伯公 3D 展示圖 

 

 
圖 4.20 開庄伯公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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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十三鄰番仔埔伯公 
 

 
圖 4.21 十三鄰番仔埔伯公 3D 展示圖 

 

 
圖 4.22 十三鄰番仔埔伯公介紹 



 

313 

 

11. 隘頭伯公 
 

 
圖 4.23 隘頭伯公 3D 展示圖 

 

 
圖 4.24 隘頭伯公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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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石圍墻庄 Moodle 數位平台 
將完整的石圍牆介紹以文字、模型圖片、影像為主要課程編排，期望瀏覽平台的使用

者能夠徹底了解石圍牆的祭祀圈特色，甚至流露出如在石圍牆當地聆聽解說的體會，從遠

方就能夠瞭解而不用實地拜訪。如圖:4.25 
 

 
圖 4.25 石圍墻庄 Moodle 數位平台 

 
透過石圍墻庄 Moodle 數位平台內的課程建立線上學習課程，使用者可針對所需課程

進行參與並且使用簡易清晰的使用者介面，透過瀏覽器可自發性的學習或是進行網路合作

學習。如圖:4.26 
 

 
圖 4.26 學習課程類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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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者也可透過高度互動的模組如聊天室、討論區、分組教學等，互相討論以知線上

課程的參與情形，減少網路學習的孤立感。如圖:4.27 
 

圖 4.27 討論區 
 

4.4 苗栗公館石圍墻庄伯公介紹、比較 
在台灣的開發史上，人與土地有著密切不可分的關係。對土地崇拜的傳統，存在於各

個民族中，即是一種人與土地的關係。人在有形無形中依存土地公信仰，而土地公所扮演

的就是人與土地依存的仲介。人與土地、土地與土地公、土地公與人，三者間相輔相成衍

生出種種的信仰習俗(林美容，1998)。 
 早期移民者為了表達對土地的情感與感恩，於拓荒、住所，設立士地公祭拜，求得心

靈寄託之安定感；使得土地公與先民拓荒墾地的過程緊密相連，在先民的傳統思想裡，也

建立了人類對土地伯公之崇拜。 
客籍地區稱土地神為「伯公」，將土地神視為親人，有如家中的長輩般親近。土地公

信仰可以說是台灣地區最普遍的信仰，無論士、農、工商皆有在祭拜。農曆初一、十五或

初二、十六或農事、工程之起工、完工時，信眾也都會進行祭祀。且在每年農曆二月初二

更會有盛大的慶典活動，來恭祝土地神的聖誕。充分顯示土地伯公在人們心中的崇拜與親

近，因此土地伯公的文化，自然成為極為重要的文化資產。 
 

4.4.1 石圍墻伯公廟的分類與祭祀內涵 
石圍墻庄聚落內土地公廟有十一座，其所擔任的職務與扮演的角色不同，也因此會產

生庄內廟神格高低不同的差異。以土地公廟在該聚落設立的時間及所具備的功能可將土地

公廟做一分類，可分為「開庄伯公」與「專職伯公」二類 。 
(一) 開庄伯公 

在時間上來說是墾民開墾某地區所共同設立的第一個伯公廟。在墾區拓墾時期所

設立的伯公主要作用通常是「宣告」，藉由祭祀行為請伯公保佑此區域以免遭受天災

人禍的侵擾（杜立偉，2000）。在石圍墻，幾乎所有的居民對於該庄的開庄伯公廟都

稱之為「大伯公」，這應該與開庄伯公的層級以及管轄的範圍、權責大小有關。 
 

(二) 專職伯公 
是指專司一職的土地公，如居民開墾耕稼，時有原住民出沒，為維護庄民安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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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織隘勇保衛，以隘頭做據點的隘頭伯公，保護水圳，象徵留駐村落財源的水尾伯公

等。具有專職性質的伯公多半為私人所設，基本上，多管理與居民生活密切相關的山

林埔地、田園或水源。由此看來，每一個土地公廟，不論是開庄伯公或專職伯公廟皆

架構出一個神聖空間，土地公廟皆為其神聖空間的中心。 

表 4.1 石圍墻土地公空間配置景觀環境調查表  

伯公名稱 化胎 社樹 整建 合祀伯公 伯公形式 廟宇座向

十五鄰之一伯公 有 有 無 無 石碑 東南 
十五鄰之二伯公 有 無 有 無 石碑 西南 
二鄰石墻村水尾伯公 有 有 有 無 石碑 西 
三鄰官爺鋪路西阮其發伯公 有 有 有 無 石碑 南南西 
關爺埔伯公 有 有 有 無 神像 南南東 
六鄰伯公 有 有 有 無 神像 南南西 
番仔埔圳水尾伯公 有 有 有 無 神像 南南西 
十二鄰上座伯公 有 有 有 無 神像 西南 
開庄伯公 有 有 有 無 神像 東 
十三鄰番仔埔伯公 有 有 有 有 石碑 西南西 
隘頭伯公 有 有 有 有 石碑、神像 南 

 
4.4.2 對聯的文字教化功能 
 將石圍墻庄地區伯公廟之對聯加以整理，可發現當地居民充分運用有限的共同記憶的

對聯文字，以達到社會教化的目的。除了常用的「福德正神」與「伯公」外，石圍墻地區

伯公對聯中，經常出現的有運用地名、庇護鄰里的文字，大都是從對土地的民俗信仰裡演

伸出來的。 
（一）地名運用的對聯 
伯公是聚落各戶的地方守護神，所以在廟祠對聯的書寫上，也就常見將本地地名分別

寫在門聯、柱聯或是龕聯的左右聯上。以十二鄰上座伯公為例，其龕聯為「福有攸歸端賴

正，德無不偹厥惟神」；門聯有四句為「福德有感依種心田，正神無私有憑正果；福座蕃

仔埔德澤靈通全方位，神臨石圍墻恩光普照滿村莊」。 
 
（二）庇護鄰里的對聯 
當伯公信奉規模較大後，逐漸變成鄰里間的共同祭祀，轉換祈求地祇神明庇護里社的

想法，投射到對聯之中。以十三鄰番仔埔伯公為例，其龕聯為「神通廣大時添福，德澤魏

峩日進祥」；門聯有四句為：「福佑家家平安樂業，德庇處處吉慶呈祥；福澤無窮惠及地方

萬民康泰，神靈有赫善施鄉里五殼豐登」。 
 

石墻村伯公廟龕聯統整，如下表 4.2：(以地理位置，由北而南排序) 
 

表 4.2 石墻村伯公廟龕聯統整 
伯公廟 龕聯 

十五鄰之一伯公 福興土後由心正 
德配地宜應化神 

十五鄰之二伯公 福庇萬民泉沾德 
正直無私薦尊神 

二鄰石墻村水尾伯公 福蔭羣生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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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庇兆姓深 
三鄰關爺鋪路西阮奇發伯公 福田存正直 

德澤顯神靈 
福大德大光明正大 
神安民安合境平安 

關爺埔伯公 福種心田田正果 
德從禮義善臺疆 

番仔埔圳水尾伯公 福人全大德 
正直乃為神 

六鄰伯公 福大德大光明正大 
神安人安永久平安 

十二鄰上座伯公 福有攸歸端賴正 
德無不偹厥惟神 

開庄伯公 福臨人間天下穩 
德化民心世界平 

十三鄰番仔埔伯公 神通廣大時添福 
德澤魏峩日進祥 

隘頭伯公 福尊顯赫居九五 
德大恩高濟三千 

 
石墻村伯公廟棟聯統整，如下表 4.3：(以地理位置，由北而南排序) 
 

表 4.3 石墻村伯公廟棟聯統整 
伯公廟 棟聯 

十五鄰之二伯公 棟畫誠樑宮宇堂皇神顯赫 
廟貌重新壯嚴肅穆萬民安 

三鄰關爺鋪路西阮奇發伯公 福星高照應四時風調雨順 
神靈護庇和八節五穀豐登 

六鄰伯公 地靈人傑得正氣結成癸山兼丑 
日月迢光通民心奠定黃屋為鄰 

 
石墻村伯公廟門聯統整，如下表 4.4：(以地理位置，由北而南排序) 
 

表 4.4 石墻村伯公廟門聯統整 
伯公廟 門聯 

十五鄰之二伯公 石塚成牆千古在 
已來功竣萬載存 

二鄰石墻村水尾伯公 石內黃金騰瑞氣 
墻中白玉降禎祥 

三鄰關爺鋪路西阮奇發伯公 福道光明昌義正 
德高靈赫是真神 

關爺埔伯公 福地重新嘉穗稔 
神靈賜福得年豐 

番仔埔圳水尾伯公 福座田邊德澤宏施波千頃 
神臨宅旁恩光永照佑萬民 

十二鄰上座伯公 福德有感依種心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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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神無私有憑正果 
開庄伯公 開基護佑石墻同霑歌福德 

庄地安和村民共仰曰正神 
十三鄰番仔埔伯公 福佑家家平安樂業 

德庇處處吉慶呈祥 
隘頭伯公 福德有感憑正果 

正神無私依心田 
 
石墻村伯公廟柱聯統整，如下表 4.5：(以地理位置，由北而南排序) 
 

表 4.5 石墻村伯公廟柱聯統整 
伯公廟 柱聯 

十五鄰之二伯公 拜祝虔誠祈福德 
亭前焚香禱正神 

二鄰石墻村水尾伯公 福神庇百姓 
社主保村莊 

三鄰關爺鋪路西阮奇發伯公 福蔭家家多發展 
德垂戶戶納禎祥 

關爺埔伯公 壬向水湖神靈應 
山峯秀麗德民安 

番仔埔圳水尾伯公 福德有感人人尊仰堪稱伯 
正神無私事事為祈尊為公 

十二鄰上座伯公 福座蕃仔埔德澤靈通全方位 
神臨石圍墻恩光普照滿村莊 

開庄伯公 仰天不辱神清淨 
俯地無欺人自安 

十三鄰番仔埔伯公 福澤無窮惠及地方萬民康泰 
神靈有赫善施鄉里五殼豐登 

隘頭伯公 隘頭墾荒戶戶發跡勤稼穡 
伯公護佑家家沾恩遍農功 

 
石墻村伯公廟對聯總整，如表 4.6：(以地理位置，由北而南排序) 
 

表 4.6 石墻村伯公廟對聯總整 
伯公廟 龕聯 棟聯 門聯 柱聯 

十五鄰之一伯公 V   V 
十五鄰之二伯公 V V V V 

二鄰石墻村水尾伯公 V  V V 
三鄰關爺鋪路西阮奇發伯公 V V V V 

關爺埔伯公 V  V V 
番仔埔圳水尾伯公 V  V V 

六鄰伯公 V v   
十二鄰上座伯公 V  V V 

開庄伯公 V  V V 
十三鄰番仔埔伯公 V  V V 

隘頭伯公 V  V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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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論 
承如上述架構的思考，人營建了「中心 – 四方（環）」的「圓」之聚落，其目的即「安

居」。不但形體在此之安居，也必須心靈在此之居；它即是人在天地之間創造的一個為了

「安居」的地點。透過這個模式，使石圍墻庄這個有武裝防衛性的聚落得以安居，而庄民

在聚落內的生活，形成了其存在空間的方向和路徑。 
做為石圍墻地方空間性之開端，在田野調查的過程中，當地的居民也希望藉由地方上

文史工作者及地方政府重新對於石圍墻地方歷史紋理展開新的關懷。希望喚起石圍墻居民

的社區意識，自我認同，使我群重新建構和凝聚。看到客家這個民族，在每個陌生的環境

皆能竭力墾拓，遷徙的過程中養成不畏艱苦的硬頸精神，因此石圍墻庄，一個原本的隘城

特性，在未來發展上能尋求一種在地性的文化角度，相信石圍墻社區總體營造是個願景，

用這個概念在來建構一個充滿意義與感覺的地方，讓石圍墻空間有令人感動的意義序列，

建立環境的自明性，讓庄民有根植心中對場所的認同衍生地方感。 
而透過田野調查的文獻收集以及建構石圍牆庄伯公廟 3D 建築模型，再將所整理的資

料匯聚到開放原始碼(Open source)的網路平台上，並與文字、圖片甚至影像做整體的介紹，

讓大眾瞭解客家土地公廟的歷史沿革、人文典故、營建特色，呈現三維立體建築的模型，

土地公廟的建材(磚、泥、土)或屋、瓦、梁運用貼圖技術展示，多視角在網頁上表現。讓

更多人體會客家土地公廟的構造類型的轉變、建築形式的設置、材料應用及建造技術的變

化；期望能讓客家文化與資訊科技之間產生強而有力的交流，並希望能讓客家文化與資訊

相結合，透過開放原始碼(Open source)的網路平台傳播，來全方位地呼應客家精神並永續

傳承客家意識。 
在未來發展上能尋求一種在地性的文化角度，石圍墻社區總體營造是個願景，用這個

概念在來建構一個充滿意義與感覺的地方，讓石圍墻空間有令人感動的意義序列，建立環

境的自明性，讓庄民有根植心中對場所的認同衍生地方感。 
註 本研究之研究方法及相關論述引自作者碩士論文，於 2008~2009 年重新測繪及紀

錄石圍墻土地公之空間配置及景觀環境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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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庄行動化時間貨幣銀行提升社會互助能量之研究 

－以外籍配偶與銀髮族為例」 

 

任文瑗 

國立聯合大學資訊與社會研究所教授 

 

摘要 

時間銀行係透過「你幫我、我幫你」的互助風氣，年輕人用體力、專長賺取時間貨幣，

老年人利用閒暇時間、服務幫忙年輕人賺取時間貨幣。透過時間貨幣的流通，時間銀行協

助人們重新定位人際關係，賦予生命新意義。台灣在時間銀行的推動已超過十年，活動重

點著重於以傳統紙券方式鼓勵志願服務、時間貨幣的儲存。計畫提供一行動服務時間銀行

資訊平台，改良傳統紙券方式的時間銀行活動設計，讓行動服務協助時間銀行運作得更有

效率，吸引更多人參與時間銀行的互助、互惠的相互扶持、社會服務等。本計畫的實施步

驟分為二個階段：第一階段，以採用質性研究法進行深入訪談，深入探索客庄的銀髪族與

外籍配偶在「資源需求」上的內容，藉以修訂、設計資料庫的內容，研究結果將銀髪族與

外籍配偶的需求建置在時間銀行資訊平台。另外，本研究亦根據文獻、理論等，探討客庄

銀髪族和外籍配偶對於行動化時間銀行資訊平台的使用意願，並推導出研究命題。第二階

段，則是以調查研究法進行實證研究，以 TPB 理論、認知風險等構念探討大學生對於行動

化時間銀行資訊平台的使用意願，研究結果顯示「主觀規範」與「態度」會直接影響使用

行動化時間銀行的使用意願，「主觀規範」直接影響「態度」，進而形成行動化時間銀行資

訊平台的使用意願的間接效果。本計畫的重點在於使用行動服務配合時間銀行活動，吸引

更多人加入時間銀行，提供更多元化的服務給時間銀行會員。因此，本計畫嘗試以行動服

務提供時間銀行會員即時化、無所不在的時間銀行資訊，除了促進時間貨幣的流通，更希

冀透過時間銀行的行動服務讓民眾能夠在社區內、或跨社區相互幫助、相互依賴、相互受

益，享受與參加社群美好人際互惠的關係與活動。 

關鍵字：時間銀行、時間貨幣、社會支持、數位落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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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研究動機與目的 

一、研究動機 

時間銀行(Time bank)為國際流行的志工互惠服務，入會完全免費，會員登記個人專長

和才能，透過「時間銀行」訊息網絡，會員互相尋求和提供勞務。時間銀行會員透過自身

的時間、能力與專長賺取「時間貨幣」(Time Dollar)。時間貨幣隨時可提取使用，例如：

某些會員用「時間貨幣」請人看顧老幼，或請人油漆等，某些年長會員請小朋友會員指導

老人進入 21 世紀的科技世界。每位會員出勤一趟時間服務，即能在「時間銀行」的帳戶，

儲存一筆可流通的「時間貨幣」，等到自己有需要時，可以領取出來，得到他人時數的幫

助。 

「時間貨幣」概念已推行約有 30 年歷史，興起於 1980 年代的美國，擴及到全球各地，

在全世界約超過 1000 個以上時間銀行的非營利組織。時間貨幣本質是一種非經濟與非對

價的交易型態，而這種幫助別人、為人付出的同時除了可以獲得實質性回饋，亦能享受人

們彼此互助的溫暖。時間貨幣有多種名稱與型態，例如：在日本被發展為「照護券」(Tickets 
for Caring Relationship)系統；在香港被發展為「時分券」；在台灣被發展為「互助券」等

型態。「時間貨幣」概念重新定義工作不是只有「賺錢」而已，除此之外強調透過互助精

神累積親密與信任關係的社會資本(Social Capital)，協助社會邊緣弱勢者，進而促進人與人

之間的互信與尊重，降低人際間冷漠的人際關係。 

「時間銀行」與傳統銀行一樣亦有借貸項目，卻不需要擔保人。某些會員是在需要時

才知道「時間銀行」，因情況需要先接受會員服務，等到問題處理完善後，再加入「時間

銀行」會員，努力累積時間貨幣，以平衡赤字。有不少會員是只儲存時間貨幣，卻從來不

提取時間銀行的時間貨幣，甚至把時間貨幣轉送給需要的人。某些社團組織的時間貨幣是

可以流通在國際社會，突破國際貨幣兌換限制。「時間銀行」的會員，不論教育、地位、

貧富等，每項勞務、服務與時間等都是等值。小朋友教老人上網、企業家幫人修電腦、畫

家幫人修盆栽等實例發生在每一天，他們所創造出的時間價值都是一樣寶貴。「時間銀行」

的人際網絡建立互惠的信任基礎，每位會員各展專長，一個沒有教育、地位、貧富等階級

劃分的人力地球村正在擴大發展中。 

年(月)底別及

機構類別
機構數(所) 可供進住人數(人) 實際進住人數(人) 使用率(％)

96年底 1,016                   51,765                       37,128                      71.72
97年底 1,056                   54,364                       38,735                      71.25
98年底 1,080                   55,757                       40,617                      72.85
99年6月底 1,089                   56,514                       41,326                      73.13
  長期照顧機構 1,032                   46,028                        34,530                        75.02
     長期照護型機構 52                        2,806                          1,799                          64.11
     養護型機構 980                      43,222                        32,731                        75.73
  安養機構 43                        9,296                          6,386                          68.70
  社區安養堂 9                          344                            53                             15.41
  老人公寓 5                          846                            357                           42.20
資料來源 本部及各直轄市 縣(市)政府社會處(局)

表一、近年長期照顧及安養機構概況
表 1-1  近年長期照顧和安養機構概況 

資料來源：內政部統計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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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內政部統計處截至 99 年 6 月底止之數字顯示，我國戶籍登記人口之 65 歲以上老

人計有 247 萬 4,471 人，占總人口比例達 10.69％，老化指數 66.72％，均呈持續增加之現

象。為因應人口老化趨勢導致高齡人口安養及長期照顧需求之成長，行政院於 96 年核定

「我國長期照顧十年計畫」，針對家庭照顧功能較為不足之高齡人口提供機構式照顧。目

前老人長期照顧及安養機構計有 1,089 所，進住人數計 4 萬 1,326 人，使用率 73.13％逐年

增加，詳見表 1-1 和表 1-2。根據苗栗縣政府 97 年人口統計資料(苗栗縣政府，2009)，苗

栗縣總人口數為 560,397 人，各鄉鎮市之人口密度以苗栗市、竹南鎮、頭份鎮等三個地區

最高。近年來人口戶量呈現逐年下降的趨勢，由民國 88 年的 3.92(人/戶)，降至民國 97 年

的 3.36(人/戶)，降幅為 14.29％。尤其是人口老化問題相當嚴重，97 年平均每 100 位青壯

年人口要扶養 43 位依賴人口。 

由於社會結構的快速轉型，外籍配偶在台灣逐年增加的態勢，儼然形成一個龐大卻弱

勢的新移民族群。據內政部統計處截至 99 年 7 月底統計，外籍配偶因結婚過來台灣已登

記在案有 6 萬 8,746 對，較 98 年同期大幅回升 11.0％，其中以大陸、港澳人士占多數，有

63.45％，過半主要集中於東南亞地區的外籍配偶；若按其國籍別觀察，以越南最多，印尼

次之，日本居第三；而以區域劃分，則以北部地區最多，再者是南部地區，中部地區 2,212
人居第三，最後是東部及金馬地區。由歷年統計資料，可知外籍配偶依通婚來台定居者有

逐年增加趨勢，如表 1-3 所示。 

苗栗縣因山多平地少，工商業較不發達，謀生較不容易，造成青年人口的外移嚴重。

近年來由於外籍配偶與外籍配偶的子女的加入，人口外移的情形有較為改善的趨勢。多數

外籍配偶之婚姻關係為經濟弱勢或社經地位較低者，故其所生育第二代“新臺灣之子”的教

育及學習問題，以及外籍配偶在生活上適應等問題成為苗栗地區大眾急欲協助的對象。教

育部 98 年資料顯示，苗栗縣全縣共有 63,307 位學生就讀國中小學，其中有 4,726 位是外

籍配偶子女，佔苗栗縣國中小學生總人數的 7.47%。由於新移民之婚姻關係大多為經濟弱

勢或社經地位較低者，故其所生育第二代“新臺灣之子”面臨諸多問題，例如：語言、文化

背景等，讓這些新台灣之子在學習、成長的過程中面臨適應困難、學習等問題。 

單位：所

長期照護型機構 養護型機構

總計 1,089            52                    980               43                   9                   5                  
 公立機構 25                 -                       1                   14                   9                   1                  
 公設民營 15                 1                      8                   2                     -                    4                  
 財團法人 109               8                      77                 24                   -                    -                   
 小型機構 940               43                    894               3                     -                    -                   
資料來源：同表二。

公私立別 總　計
長期照顧機構

安養機構 社區安養堂 老人公寓

民國99年6月底表 1-2 公私立老人長期照顧和安養機構數

資料來源：內政部統計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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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目的 

本研究擬透過行動化時間銀行資訊平台，搭配行動服務(手機簡訊、電郵等)，讓時間

銀行會員朝向年輕多元化、跨地域、跨職業類別的公民運動方向發展。擴大社群的互助能

量，讓更多年輕人學習付出、關懷社會弱勢，厚實社會人際的照護關係，讓物資、人力能

流動性的輸送給需要的人，讓社會上充滿互信、平等、互惠與尊重的溫馨氛圍。主要研究

目的聚焦於下列二項研究目的： 

1. 以客庄銀髪族和外籍配偶為對象，以質性研究法探討客庄銀髪族和外籍配偶對於行動

化時間銀行資訊平台的使用意願。 

2. 以國內大學生為研究對象，以調查研究法探討大學生對於行動化時間銀行資訊平台的

使用意願。 

單位：人；％；對

占總結婚對

數比例(%)
大陸地區 港澳地區

東南亞

地區
其他地區

民國90年 46,202 27.10 26,516 281 17,512 1,893 3,400 42,802 170,515
民國91年 49,013 28.39 28,603 303 18,037 2,070 4,366 44,647 172,655
民國92年 54,634 31.86 34,685 306 17,351 2,292 6,001 48,633 171,483
民國93年 31,310 23.82 10,642 330 18,103 2,235 3,176 28,134 131,453
民國94年 28,427 20.14 14,258 361 11,454 2,354 3,139 25,288 141,140
民國95年 23,930 16.77 13,964 442 6,950 2,574 3,214 20,716 142,669
民國96年 24,700 18.29 14,721 425 6,952 2,602 3,141 21,559 135,041
民國97年 21,729 14.03 12,274 498 6,009 2,948 3,516 18,213 154,866
民國98年 21,914 18.71 12,796 498 5,696 2,924 3,673 18,241 117,099
民國98年

1-6月 10,957 17.70 6,246 264 2,936 1,511 1,857 9,100 61,921
民國99年

1-6月 10,460 15.22 6,398 239 2,331 1,492 1,838 8,622 68,746
較98年同期

增減(％)
-4.54 ①-2.48 2.43 -9.47 -20.61 -1.26 -1.02 -5.25 11.02

資料來源：本部戶政司。

註：①係為增減百分點。

按國籍(地區)分

總結婚登

記對數

表一、歷年國人結婚登記之外籍與大陸港澳配偶人數

外籍與大陸配偶人數

男 女

大陸、港澳地區 外國籍

按性別分

年(月)別

 資料來源：內政部統計處 

表 1-3 歷年國人結婚登記之外籍與大陸港澳配偶人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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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研究重要性 

本研究欲透過行動化時間銀行資訊服務平台，協助苗栗縣地區銀髪族、外籍配偶與新

臺灣之子等，希望藉由行動化時間銀行資訊服務平台讓社會資源(資源提供者)能量得以快

速協助社會弱勢(資源需求者)的需求，結合不同社群力量發揮社會互助精神，以人助、自

助等方式提升社會互助能力，協助社會弱勢族群。 

參、 文獻探討 

第一節  社會支持 

社會支持的概念最早源自 1970 年臨床醫學的研究，Cassel and Cobb 從臨床醫學及傳染

病的角度，發表有關社會支持對生理和心理健康影響的報告，其研究發現，當個體處於壓

力狀況下，若能擁有互動性的支持，比起孤立的個體更能預防身心健康受到傷害，亦能成

為個人在疾病發生率與嚴重性上扮演調節的角色(李娟慧，2000；劉宗幸，1999)。對於社

會支持的相關研究，採多向度的觀念，隨研究的理論和內容，其定義和內涵亦有不同看法，

如下彙整國內外研究者對社會支持的定義： 

一、 強調幫助個體因應生活壓力，維護其心理健康和增進適應能力 

Caplan(1974)提出社會支持為持續性的社會聚合，個人與其他人及社會網絡相互作用

成為支持系統，當面臨壓力時，將提供訊息、安慰或庇護，以維護其心理健康。Cohen and 
Wills(1985)認為社會支持是指他人所提供，以幫助一個人應付所面臨壓力的資源。

Thoits(1986)則認為社會支持是由重要他人，提供在壓力情境下受困者一些因應的協助。

Johnson and Sarason(1978)也認為個人在生活中面臨壓力情境時，會向其所擁有的社會網絡

中尋求支持，以減輕壓力情境所帶來的負面影響。Cutrona and Daniel(1990)表示社會支持

是社會網絡中能幫助個體因應生活中負面事件的人際行為，包含直接協助、情感表現、建

議等。井敏珠(1991)亦持相同看法，個體在壓力的情境下，社會支持能滿足其需求或增進

其適應的能力。陳宇杉(2004)則認為個人在面對情境的壓力事件時，為了滿足其心理、物

質上的需求，從社會網路中的重要他人，包括親人、朋友、師長、同事及專業人員所得到

的支持力量，可以幫助個人減少壓力、滿足需求及增加適應能力。 

二、 強調個體主觀認定受到他人支持的自我相關訊息 

Cobb(1976)認為社會支持是一種與自我相關訊息，使個體主觀認定他是被關愛、尊重

的，是個有價值的人，且相信自己屬於一個能溝通、互惠，擔負相互義務的人際網絡中。

Turner(1983)亦認為社會支持係指能夠經驗到和認知到被他人所支持，此包含為個人所認知

到與自我相關的訊息。Sarason et al. (1983)視社會支持包括兩個基本要素，意即當個人需要

幫助時，知覺到有人可以求助，及對這些支持感覺滿意的程度。林麗玲(1988)、施雅薇(2004)
皆認為社會支持是一種主觀的感受，必須要接受者感受到被支持才算是社會支持。汪俐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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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則是認為社會支持可視為個人經由與他人的互動，得到主觀上情緒需求的滿足，如

獲得認同與安全感，或是實質需求的滿足，像是提供訊息與協助家務，而對個人帶來正向

的影響，包括減少壓力或增加因應問題的能力等(李佩琦，2009)。 

三、 強調個體透過交流互動，使獲得社會網絡所提供的不同方式之協助： 

House and Kahn(1985)認為社會支持是人際之間的交流活動。從交流活動中彼此可獲得

情感的慰藉、物質的互通、知識的交換與自我評價的提升，Antonucci and Kahn(1980)亦認

為如此。井敏珠(1991)認為社會支持是個體透過互動，而使其周遭的任何人或有關機構成

員提供各種情緒上、實質上獲訊息上的支持和回饋。胡中宜(1996)和蔡姿娟(1999)進一步提

出社會支持乃個體透過互動，從其周遭網絡中的重要他人，如同儕、家人、福利機構，獲

得各種形式的支持幫助，以增強個人內外在資源、滿足福利需求，並增進個體的生活適應

能力和生活福祉。曾豔秋(2002)認為社會支持是一種互動的過程，當個人在追求生活目標

時，其周遭重要他人所供的情緒、工具或訊息等任何形式之支持、幫助。陳燕禎(2005)指
出社會支持是經由連結和協助的交換，並與他人之互動而來的，然而，滿足基本社會需求

的過程，尤其在尊重、親密與安全感等方面，乃經由家人、親友或其他重要他人之人際互

動中獲得(王冠今，2010)。 

綜上所述，本研究將社會支持定義為：「個體與社會網絡互動的一種動態歷程，透過

多樣的支持來源，包括從親近的家人、師長、同儕和提供支持的機構人員等，以不同形式

的支持協助，使個體知覺到能因應壓力和促進身心健康的資源，以達到滿足其需求和增進

生活適應能力。」 

相關文獻中，與社會支持相關的理論分別有：社會整合理論、社會交換理論、緩衝理

論和個體環境適應論，分述如下： 

1. 社會整合理論 

社會整合理論為社會學大師涂爾幹(Durkhein)所發展出的一個重要理論，此理論是以個

人的社會參與、整合和有意義的互動所形成的「集體意識」(collective conscience)作為群體

的信念和行為準則。此外，理論著重在人口、團體或組織存有的社會整合特質，強調社會

因素和社會實體的重要性。從社會整合的觀點來看，社會若能提供完整的支持系統與良好

的支持內涵，並建構優質的社會意識，則能有效減少社會適應的問題，及增加個體的適應

能力(王素蘭，2006)。例如，銀髪族和外籍配偶若能主動參與社會上的文化活動，來形成

彼此間的生活默契，則能建構一個良性的社會意識，並分享豐富的社會支持系統。 

2. 社會交換理論 

社會交換理論是奠基於「酬賞」的觀念上。依此觀念而言，社會支持是指人與人之間

的交換行為，需有對等性。換言之，提供資源者在交換的過程中，因花費時間、能量、資

源等，獲得了內在的滿足，及因提供支持而獲得正向之社會評價。另一方面，受惠者則在

得到支持的過程中受益，亦滿足了自己的需求(Shinn et al., 1984)。所以社會交換理論強調

雙方在互惠的原則下，人與人的關係得以持續進行。例如，銀髪族和外籍配偶的家人在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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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支持的過程中，建立親密關係，獲得了信任，外籍配偶便可得到社會支持。 

3. 緩衝理論 

緩衝理論是由 Antonovsky 等學者所提出，認為社會支持代表一個緩衝器，保護人們在

壓力中得以有緩衝的力量。研究發現，擁有較多社會支持的個體，比較能夠彈性處理生活

上的壓力問題，使生活中出現較少不良的身心影響，因此社會支持被認為有緩衝的效果，

以及在緩和心理壓力，促進身心健康上有其不可忽視的重要性(Caplan, 1974; Swinddle, 1983; 
Felner, 1984)。例如：銀髪族和外籍配偶在生活中遭遇困難或挫折時，親人的支持、朋友的

鼓勵，就是一台緩衝器，可幫助其排除困難並恢復信心。 

4. 個體環境適應論 

個體環境適應論是用來解決在社會交換過程中，個人所面臨自尊、網路壓力等問題的

重要理論。根據此理論，調適作用的產生依個體的需求或環境的供應而定。若環境供應的

支持能夠切合個體在量、時間、資源、架構、功能等方面的需要時，則調適作用就能發擇

功效(Shinn et al., 1984)。例如，外籍配偶在台灣的文化認同過程中，獨居或行動不便之銀

髪族，若能得到政府與民間多方的資源與照顧，必能及早建立其多元文化的認同觀，進而

豐富台灣的多元文化之美(陳美玉，2010)。 

總括來說，若銀髮族和外籍配偶能主動參與社會活動，經由親人、朋友、政府和民間

團體提供社會支持的過程中，建立友善關係，便可以幫助弱勢族群在環境適應上更能得到

滿足。 

第二節  數位落差 

數位落差(Digital Divide)指能夠有效使用資訊科技者與無法有效使用者之間的差距。資

訊科技雖然帶給人們便利，但是也帶來了不少問題。曾淑芬(2002)的研究發現，由於電腦

與網路科技的高度發展，已快速拉大知識取得、財富累積以及社會地位差距的現象；現在

資訊素養與資訊應用能力成為現代人必備的基本能力，只要能掌握及運用資訊及網路，便

能進一步改善生活素質與社經環境，所以使用電腦機會的多寡及運用資訊科技能力的高

低，將成為主宰貧富差距的力量。造成數位落差的原因很多，包括教育文化、科技發展、

政府政策、資源分配、社會結構等層面，而從曾淑芬(2002)的調查報告，造成數位落差的

主要因素大致可歸納為五項，分述如下： 

1. 城鄉差距：偏遠地區的家庭，其電腦擁有率較城市為低，接觸數位資訊的機會亦較城

市為少；以台灣為例，台北市民眾的資訊使用率，遠高於偏地區的鄉鎮。 

2. 社經地位：收入不高的家庭較無購置電腦設備能力，往往也就大幅降低使用電腦與網

路的機會。 

3. 教育程度：教育程度越高者，使用數位資源的機會就越多。 

4. 弱勢族群：身心障礙者(如視覺障礙、肢體障礙)，因先天的限制，使其接觸電腦的機

會較一般人來得困難，因而造成極大的數位鴻溝。 

5. 年齡層次：青少年對電腦網路的使用較年紀較長者，因銀髪族在適應新科技的環境

時，會有排斥或產生障礙之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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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瞭解我國數位落差狀況，行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曾辦理一系列數位落差調查，

在「數位學習國家型科技計畫」中，將「縮減數位落差」列為重要項目之一(縮減數位落差，

積極創新為關鍵，2009)，在「挑戰二○○八~Ｅ世代人才培育計畫」中，亦有「縮短中小學

城鄉數位落差」之項目(教育部補助偏遠地區改善資訊學習經費作業要點，2007)。 

資訊近用(access)是衡量數位落差的重要指標，政府當局為讓全民能機會均等的享有網

路與電腦的硬體設施，且因地理、社會結構限制所造成的數位落差，特別是要補助偏遠地

區及弱勢族群之資訊基礎設備的建置，使人人都可以運用資訊科技來豐富人生，例如在偏

鄉地區建構高速網路、發展各類身心障礙者適用的電腦輔具、提高各行業電子化的應用、

推廣生活中網路的應用、改善清貧學生接觸電腦的機會，都是轉化數位落差為數位機會的

作為。 

除了資訊近用之外，資訊素養亦是數位落差的重大因素，故在資訊教育的規劃上，必

須有完整的配套措施，從行政支援、軟硬體設備、師資到教育訓練等各方面的配合，才能

有效提昇全民的資訊素養。資訊素養(Informational Literacy)是一種概念，用來表示個人對

於資訊處理的能力，它也是一種工具和技能，是現今資訊社會生活的必備基本能力。廣義

而言，資訊素養指有目的性的蒐集資料並加以處理的能力，反之，狹義的資訊素養則是相

同於電腦素養(郭鍠莉，1996)。McClure(1994)提出資訊素養的內涵加以剖析，包含下列面

向：(1)傳統素養(traditional literacy)：具備讀、寫、算的能力。就圖書館的利用而言，要能

夠認識圖書館功能、圖書資料類型、排架目錄、與運用文獻撰寫研究報告。(2)媒體素養 
(media literacy)：具備瞭解非文字印刷形式媒體，以解讀、評估、分析、製作、評估的能力。

(3)電腦素養(computer literacy)：具備使用電腦軟硬體，例如文書處理、試算表等工具來處

理檔案資料的能力。(4)網路素養(Network literacy)：具備瞭解網路功能、應用網路資源、

檢索、處理、利用和評估網路資源的能力(許時逞，2009)。 

有關銀髮族資訊尋求行為的研究甚少，針對銀髮族資訊行為的研究中多數也會探討到

健康方面的需求(高持平，2007)。陳文增(1998)指出，銀髮族最喜歡和最習慣使用的媒體以

電視為最多，其次是報紙、雜誌和廣播。而 Bell(1990)認為銀髮族獲得資訊的管道是電視

和人際互動。銀髮族因身體機能退化與對資訊科技的畏懼等，提升銀髮族的資訊素養是比

較有困難度、較具挑戰性的。除此之外，有關外籍配偶與其子女的資訊素養之提升(林惠玲，

2009；林素芬，2006；林詩琴，2007)，亦是關注的重點。資訊與電腦網路的迅速發展，使

資訊科技已成為我們生活的一部份，亦可謂是基本權力。歸納上述，要減少客庄的銀髪族

和外籍配偶之數位落差，需增加苗栗地區的資訊近用，透過資金勸募、政府資源和民間互

助支援，添購基本資訊配備，並提昇資訊教育的培養，消弭數位落差。 

第三節  社會支援資訊仲介者 

資訊不對稱(asymmetric information)，係指私有資訊存在的情形，每個人的認知來自於

他所擁有的資訊，當資訊不同時，認知就不同(郭敏華，1997)。但就一般顧客來說，所知

的資訊很少是完整或無誤的，因顧客常過度自信，以為他們知道的多過於他們實際知道的

(Alba and Hutchinson, 2000)，而資訊不對稱便是用來描述這種情況，亦即對於交易的標的

(產品或服務)，賣方常擁有比顧客更多的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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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不對稱一詞，源自於 Akerlof(1970)的檸檬車(lemon car)市場，即壞車驅逐好車現

象，而在經濟學中亦有類似的葛萊興法則(Gresham’s law)，即劣幣驅逐良幣法則。Akerlof
以二手車捕捉資訊不對稱的問題本質，說明品質和不確定性，假設個人在二手車市場買車

時，他們知道一部車屬於好車或壞車的機率，但是並不知道他們所買的是好車還是壞車

(lemons)。事實上，二手車市場上大部分交易的都是壞車，好車可能不會被交易，最後，

壞車將好車驅逐市場(類似劣幣驅逐良幣)。然而，Akerlof(1970)的檸檬車(lemon car)市場現

象與葛萊興法則並不完全相同：(1)壞車驅逐好車，因為他們以好車相同的價格出售，而劣

幣驅逐良幣兌換比率平穩，且買賣雙方大概均能區別好的和不好的貨幣；(2)壞車以好車相

同的價格出售，這是因為買方無法描述好車與壞車的差異。這兩種相似現象具有啟發意

義，但內涵並不完全相同(張秀珍，2009)。因此，凡是各類經濟與社會活動涉及相互關連

但不同立場的兩方，當一方無法完全了解或預知另一方的重要資訊與態度時，雙方的決策

行為就成為「資訊不對稱」的研究對象(利菊秀等，2004)。在傳統的行銷機制中，仲介業

者(Intermediaries)所採用的行銷方式是壟斷資訊的，而在線上電子交易市場，資訊仲介較傳

統仲介業者，能提供更多即時資訊。換言之，資訊仲介的功能在於結合市場資訊以透過協

商來完成交易，扮演的角色不僅是聚集資訊，更藉著資訊的分析與重分配，來提供全功能

的服務技術。因此，資訊仲介可存在於不同的形式，包括資訊共享的社群、業界徵求網站、

搜尋引擎等。再者，資訊仲介較能提供安全的交易機制，透過資訊科技，提最符合需求的

產品資訊，並透過社群的分享資訊降低成本，享受數位化經濟的加值服務(趙申，2004)。 

資源需求者(例：客庄銀髪族和外籍配偶)、資源提供者(例：願提供社會互助活動的志

工)和社會支持資訊仲介(例：時間銀行資訊平台、資訊仲介者)之間的關係便是如此，當需

要他人支援的銀髪族或孤立無援的外籍配偶等社會弱勢等待奧援的資訊不容易被傳播、發

現，如果能夠透過行動化時間銀行資訊平台的傳播，應能有效降低社會支持資訊不對稱的

現象。除此之外，社會支持資訊仲介的角色不應侷限於資訊系統，應該把「資訊代理人」

的角色亦考量進來。因為不少社會弱勢可能沒有電腦、網際網路的設備，再加上部份老人、

外籍配偶的識字不多的問題，或對資訊操作的不熟稔或一無所知等問題，在推動行動化時

間銀行的過程中，特別須要社會支持資訊仲介者的角色。 

本研究中的時間銀行即是資訊仲介者(Infomediary)提供服務的平台，經由此平台提供

搜尋、進行即時資訊交換、分享和安全通路等服務，成為連結資源提供者和資源需求者快

速集合的網路社群管道，是目前新興的資訊仲介模式(參見圖 3-1)。本研究認為，以行動化、

資訊平台方式推動時間銀行的社會互助活動過程中，一定要考慮社會弱勢對於使用資訊、

文字上的困難，因此「社會支持資訊仲介者」不只是資訊系統，亦應包括瞭解社會弱勢的

志工、服務人員等。唯有透過相關志工、熱心人士將資源需者的資訊放在時間銀行資訊平

台，讓資訊提供者才能快速得知社會某個角落有急待援助的社會弱勢，減少社會支援的資

訊不對稱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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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計劃行為理論 

計劃行為理論(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r, TPB)主張個人對特定行為的態度、主觀規範

與行為控制知覺等構念，會影響個人的行為意願，而且行為意願會影響行為。有關 TPB 理

論各構念的意涵，將分述如下： 

1. 行為(behavior)  

從個人對某些特定行為的意願預測得知。 

2. 行為意願(behavior intention) 

指個人從事某特定行為之意願的強弱程度，主要是受到態度(attitude)與主觀 規範

(subjective norm)兩者的影響，是預測行為的良好變數。Fishbein and Ajzen(1975)認為行為意

願是個人欲從事特定行為的主觀機率(subjective probability)，行為的意願愈強代表當事人愈

有可能去從事該行為。 

3. 對行為的態度(attitude toward the behavior) 

指個人對特定行為的正面或負面之感覺。態度的形成是個人對特定行為可能導致結果

的「行為信念」(behavorial belief)，以及對該行為「結果評價」(outcome evaluation)的乘積

和所構成。例如，如果覺得使用時間銀行可以獲得時間貨幣(行為信念高)，而且個人又很

重視透過該行為所獲的的利益(結果評價高)，代表當事人對於使用時間銀行的意願抱持著

正面的態度。 

資訊仲介服務 

內容 

比對 

搜尋 

隱私 

安全通路 

及時資訊 

資訊仲介服務 

內容 

比對 

搜尋 

隱私 

安全通路 

及時資訊

產品與服務資訊 

資訊流 

產品與服務資訊 

賣方 資訊仲介 買方 

資訊流 

圖 3-1 資訊仲介模式(資料來源： Grover and Teng, 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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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主觀規範(subjective norm) 

指個人從事某項特定行為時所預期的社會壓力。主觀規範的形成是由依從動機和規範

信念乘積和構成。例如，如果朋友、同儕(參考團體)非常期待他（她）使用時間銀行（規

範信念高），他（她）又願意依從（依從動機高），代表主觀規範對時間銀行的使用意願具

有強烈且正面的影響力。 

5. 行為控制知覺(perceived behavioral control) 

「行為控制知覺」強調執行某特定行為時，感受容易或困難的程度。行為控制知覺是

控制信念和便利性知覺的乘積和所組成。例如，如果本身有網路操作技能（控制信念高），

對於時間銀行的使用也覺得容易（便利性知覺高），代表行為控制知覺對於時間銀行的使

用感受是容易、便利。 

根據 TPB 理論的推論，本計畫擬以下列三項構念探討時間銀行的使用意願：(1)主觀

規範，係指重要關係人(父母、師長)對使用時間銀行之贊成、或反對的意見，亦即使用時

間銀行所預期的影響力。主觀規範越強，重要關係人與參考團體越支持使用時間銀行；主

觀規範越弱，重要關係人與參考團體越不贊成使用時間銀行。(2) 對時間銀行使用的態度，

個人對於使用時間銀行的正面或負面的評價。持正面態度者，支持和接受使用時間銀行；

持負面態度者，不支持、不接受使用時間銀行。(3)使用時間銀行之行為控制知覺，在特定

情境下使用時間銀行之行為控制知覺是指判斷是否使用時間銀行的意願依據。使用時間銀

行之行為控制知覺越高，使用時間銀行的意願越高；使用時間銀行之行為控制知覺越低，

使用時間銀行的意願越低。 

第五節  認知風險 

認知風險理論始於 1960 年，最先用於解釋顧客行為(Bauer, 1960)。相當多的研究檢定

傳統顧客在作決定時風險考量的影響（Lin ,2008）。Bauer(1960)強調他所關心的認知風險是

主觀知覺到的風險，而非客觀風險。因為他認為顧客是有限理性的行為者，無法像精算師

那樣，用數學公式計算風險。僅能借由主觀的內外部訊息進行風險評估(Featherman et al., 
2006)。認知風險的產生，是由於個體處在某一種無法完全確定的情況，並且關注於一個貧

乏或是錯誤的決定時(Fraed-rich and Ferrell, 1992)。認知風險對於個人在做決策時的評估與

選擇時，扮演極為核心的角色(Campbell and Goodstein, 2001)。因此，認知風險對於解釋個

體行為是一很有力的工具(Mitchell, 1999)。 

儘管認知風險在不同的學術研究領域上，顯現出不同的意義和定義。然而，大部分的

學者仍舊認為認知風險是一個具多元面向的構念。例如，Cunningham (1967)將認知風險區

分成六個風險因素，分別命名為績效風險、財務風險、機會/時間風險、心理損失風險、社

會風險以及安全風險。Jacoby and Kaplan(1972)的研究推導出對於認知風險的整體衡量，認

為認知風險由績效風險、財務風險、身體風險、心理風險及社會風險。Peter and Tarpey（1975）
則結合上述五個構念，再加入時間風險構念，提出使用者認知風險的六個構念，財務風險、

績效風險、心理風險、身體風險、 社會風險及時間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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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知風險被認為顯著影響使用意願(Fu et al., 2006)。認知風險被定義為使用者的信念認

為自身將蒙受損失，但這同時也追求一個給定的結果(Warkentin and Gefen, 2002)。認知風

險是由行為與環境的不確定性所組成，行為不確定性的存在是由於非個人可完全主宰的網

路影響。因為這樣的特質，使得使用者認為網路提供者占盡了優勢，並且可以恣意利用使

用者。而環境不確定性的產生，則是因為網路不可預測性技術的特質，亦即網路無法控制

使用者(Pavlou, 2003)。在這樣使用者與提供者雙向的不確定情況下，認知風險降低了用戶

的使用意願。 

肆、 研究方法 

本研究擬以行動化時間銀行資訊平台的服務功能，針對時間銀行兩種使用者「資源需

求者」、「資源提供者」探討其使用意願，在研究方法與研究設計部份分為二部份：（一）

針對客庄的「資源需求者」(銀髪族、外籍配偶)使用行動化時間銀行資訊平台的意願，利

用個案研究方法收集個案相關資料，對個案進行深入訪談。（二）針對客庄的「資源需求

者」(大學生)對於使用行動化時間銀行資訊平台的意願，利用實徵研究方法對大學生進行

調查，藉以探索影響使用意願的因子。 

一、 「資源需求者」使用行動化時間銀行資訊平台意願之研究設計 

本研究擬以社會支持、數位落差與社會支持資訊仲介者三構念作為初始的研究架構(圖
4-1)。利用個案研究方法，收集個案相關資料，進行個案之深入訪談。期望透過系統化的

資料分析，歸納個案的結論、提出研究命題。個案研究適用於探索問題的本質(Markus, 1989; 
Lee, 1989)。Yin(1994)認為在一段時間內，以特定事件為對象，分析個案的行為，可以找

出為何(Why)、如何(How)形成特定事件的原因與過程。由於本研究主旨在於探討客庄弱勢

族群的需求和資訊不對稱的情形，因此本研究適用個案研究法。 

（一） 研究方法 

Yin(1994)指出欲廣泛瞭解現象發生的本質，這一類型的研究問題適合採用個案研究

法。因此，本研究為研究問題現象的本質，擬以多重個案研究法進行研究。 

1. 分析單位 

分析單位的定義應與研究的初始問題之定義方式相關(Yin,1994)。由於本研究之目的欲

瞭解銀髪族與外籍配偶採用時間銀行之意願的因素，因此以個人(Individual)層級作為本研

究之分析單位。 

2. 個案的選擇與訪談對象 

國內銀髪族與外籍配偶等議題經常在相關研究中被提及，然而以行動服務方式提供的

社會互助議題研究並不多見。本研究擬以客庄弱勢族群(銀髪族和外籍配偶)作為研究對

象，分別選定三位受訪對象，作為個案訪談對象。有鑑於客庄弱勢族群(銀髪族和外籍配偶)
對社會資源需求不一，因此本研究挑選各種不同身份、需求的研究對象，深入訪談受訪對

象對於採用行動化時間銀行資訊服務平台的意願。因此，個案的訪談內容對社會弱勢族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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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用行動化社會互助服務之意願，應具有相當程度之代表性。 

3. 資料的收集 

本研究採用深度訪談方法，以「無結構的訪問」方式深入訪談受訪人(銀髪族和外籍配

偶)，讓受訪人針對行動化社會互助的議題，與訪者自由交談、任意達表自己的意見。訪談

過程中，每次時間約為 1.5~2 小時，研究者及其助理除詳細記錄訪談內容外，並在徵得被

訪者許可的情形下同步錄音。訪談結束後，研究者再請受訪者逐項確認訪談內容。其次，

完成銀髪族和外籍配偶兩類團體的訪談後，發展「結構型問卷(structured questionnaire)。這

種「結構式的訪問」之問卷，是配合研究題材、目的、假設、理論而設計的問卷，問卷內

容是結構化。 

個案的訪談雖採用多重個案深入訪談方式進行，然而銀髪族和外籍配偶的個案訪談對

象，每一類只有三位受訪人（為確認老人表達內容，本研究另有訪問一位苗栗戊山園安養

中心的社工）。為彌補研究個案較少之缺陷，針對銀髪族和外籍配偶團體，本研究針對銀

髪族和外籍配偶兩類團體，每一類團體隨機挑選 120 位受訪者，再進行「結構式的訪問」，

藉以彌補廣度的不足，提升個案研究之高度發現性(Discoverability)的優點。透過「無結構

的訪問」、「結構式的訪問」兩種方式蒐集多重個案資訊，藉以增加個案研究的信度與效度。

本研究採便利抽樣，邀請銀髪族填答結構式訪問的問卷，過程中某些老人因為不識字，則

由助理以客語交談、代為填答問卷，回收問卷有男性老人 63 位、女性老人 57 位，共計 120
份問卷。另外，在外籍配偶受訪對象中，多數都能閱讀中文，因此多數外籍配偶均能填答

問卷，回收問卷共計 113 份。這些結構式問卷的填答內容，協助本研究瞭解老人、外籍配

偶最需求的社會支援項目，同時亦協助本研究修改行動化時間銀行資訊平台的服務內容。 

（二） 個案研究 

1. 個案簡介 

本研究以客庄苗栗縣的銀髪族(E1、E2、E3)和外籍配偶(W1、W2、W3)作為深入訪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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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  研究架構一（社會弱勢的資源需求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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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象，銀髪族與外籍配偶個案相關背景資料分別說明於表 4-1 與表 4-2。 

表 4-1 銀髪族個案資料 

銀髮族 年齡 退休前工作 身體狀況 家庭狀況 
E1 80 歲 家管 輕度重聽，尚能自理生活 2 子 2 女，各自有家庭

E2 80 歲 自由業 能自理生活 2 子 1 女，各自有家庭

E3 84 歲 鐵路局 能自理生活 3 子 2 女，各自有家庭

註：另外針對亦對苗栗戊山園的社工進行訪談，訪談社會福利和服務概況、

銀髮族需求等，訪談資料編號 E4。 

表 4-2 外籍配偶個案資料 

外籍配偶 國籍 來台居留時間 工作 家庭狀況 
W1 大陸海南島 10 年以上 檳榔攤 2 子 (讀國一和國二) 
W2 大陸四川省 5~6 年 家管 1 子(一歲) 
W3 越南 10 年以上 雜貨店 1 子 2 女 

 

2. 個案採用行動化時間銀行資訊服務平台之意願的背景與過程 

有關銀髪族、外籍配偶等採用行動化時間銀行資訊服務平台的背景與過程，說明如

下： 

(1) 數位落差程度影響社會支持的資訊 

Albrecht et al.(1994)認為，社會支持為人類傳播基本型式，是人與人之間日常生活進行

的交換行為。Ridings(2000)在虛擬社群的使用與信任感研究中指出，虛擬社群提供人們交

流的場域，其中主要的兩種社會交換(social exchange)分別是「資訊支持」與「社會支持」，

即社群成員之間不僅存在資訊流通，尚有情感上的互動、陪伴或歸屬感等社會支持

(Wellman et al., 1996; 陳蓉萱，2005)。這種線上社會支持的形式徹底改變了傳統面對面社

會支持的兩個面向：溝通的管道及社會支持尋求者與協助者間的互動關係(Walther and 
Parks, 2002)。前者提供社會支持的尋求者與協助者不受時空限制的 CMC 環境(Wellman, 
2001)；而後者則是指CMC環境可提供個人在需要社會支持時更多的人際選擇(Hlevec et al., 
2006)(張惠蓉等，2008)。  

Pennebaker(1997)提出電腦中介／線上支持(computer-mediated social support, CMSS)團
體可能提供一個檢視書寫揭露影響的理想場域，一方面是因為這個範圍內的樣本對研究者

而言容易取得，也因為線上支持團體的匿名性對揭露創傷事件來說十分理想。電腦中介傳

播與面對面傳播不同的地方在於，網路上的傳播者經常使用代號來產生匿名的作用，而使

得深刻的揭露有可能在這個地方發生。Lieberman et al.(1992)也認為匿名性在傳播敏感的健

康資訊時，或許特別地重要。然而，就行動化時間銀行的社會互助活動而言，資源需求者

本身的資訊素養越低，能尋求的支援管道便愈少。由於線上社會支持又必然得仰賴數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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力才能進行溝通，致使弱勢資源需求者(例：銀髮族、外籍配偶等)和資源提供者之間因為

數位落差而造成資訊不對稱的現象產生，直接影響社會支援資訊的流通與社會互助活動的

推動。 

(2) 社會支持資訊仲介者協助資源提供者與資源需求者減少資訊不對稱的情

況 

虛擬社群經營者能以各種內容分析方法來分析社群會員討論的主題、蒐集會員個別資

料和會員在社群中的行為模式，一方面提供社群營運上策略制定的參考外，另一方面這些

會員的輪廓資料可用來作為招攬更多廣告、合作廠商的確實數據，讓廠商更能夠找到潛在

的消費會員。對會員來說，自身的使用行為、個人資料被社群經營者搜集，雖然有隱私權

被破壞的疑慮，但事實上仍有正面的幫助，因此 Hagel and Singer(1999)提出「資訊仲介者」

的概念。 

人們向資訊仲介者透漏有關自身的資訊，如性別、年齡或興趣等個人資訊，或向資訊

仲介者訂閱某類別的資訊，當企業、廣告商需要將新產品資訊散佈出去時，便可輕易將資

訊傳至有需要的人手中，如此一來，企業可確保行銷所投入的成本達到最大效益，人們可

不花任何時間、金錢得到有用資訊(湯宗勳等，2002)。以本研究的案例來說，時間銀行的

推廣首先需要搜集資源需求者和資源提供者的相關資訊方能進行服務，如果資源需求者的

數位落差高，此時社會互助資訊仲介者（資訊代理人），例如：社工、熱心人等的角色亦

顯重要，必須給予適當協助，將資源需求者的資訊張貼在時間銀行。如此一來，才能協助

資源提供者快速找到急待被協助的人們。 

社會互助活動過程中，第三方的社會支援資源仲介者(時間銀行、弱勢資訊代理人等)
是相當重要的角色。對行動化時間銀行資訊銀行系統平台而言，在網際網路環境中，扮演

著社會支援資源仲介者角色，加速社會支持資訊的流通。另外，考量到部份資訊落差較高

的資源需求者，協助將需求資訊張貼在行動化時間銀行資訊銀行系統平台的資訊仲介者亦

是相當重要，減少時間銀行找不到急待協助的資源需求者的窘況。 

(3) 提升資訊素養，協助資源需求者直接從網路上尋求社會支持，提升個人競

爭力 

網際網路上有非常多的資源，如果政府相關單位能協助年輕、有能力學習的外籍配偶

提升資訊素養、降低數位落差的情況，有助於外籍配偶利用網路資源尋求社會支持，快速

融入台灣的文化和生活，進而協助其第二代新台灣之子的學習與成長。這種情況，從單一

個體的再教育，進而帶動整個群體的轉變，是故外籍配偶的資訊素養的再提升實在有其必

要。 

(4) 期待透過行動化時間銀行資訊服務平台協助社會弱勢，提升社會互助、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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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的能量 

Prahalad and Ramswamy(2002)認為經驗網路是促進個人化經驗有效共創價值的基礎建

設，經驗網路是由廠商與顧客的個別獨特的經驗所交織而成的。經驗網路可以改變積習已

久的行為，也可以改變既有的需求型態。根據 Prahalad and Ramswamy(2002)觀點，行動化

時間銀行軸心觀念如下所述(參見圖 4-2)。 

I. 樞紐可以創造涵蓋技術與社會層面的經驗促成因素，這些因素是共創經驗網路的核

心，例如銀髮族和外籍配偶透過經驗網路的體驗，得到資源提供者(時間銀行社群)
的協助。 

II. 價值共創的新典範是 I2N2I(individual to nodal to individual)，而非傳統的 B2B 和

B2C。如網際網路的虛擬平台(例如：時間銀行)打破傳統的面對面、受時空限制的人

力仲介服務。 

III. 由使用者發動的共創經驗，可以選擇性地啟動整個供應流程，並透過樞紐來管理，

並提供所需的資源。例如：社會支援資訊仲介者透過時間銀行(樞紐)的發動，來平

衡資訊提供者和資源需求者間的供需關係。 

IV. 傳統的供應鍊依舊重要，只是轉變成非直線式的順序。例如：外籍配偶透過時間銀

行的建置，拉近不同國籍、文化的距離，並聯繫彼此間的情感交流。 

 

 

 

 

圖 4-2 時間銀行共創價值的基本轉變 

二、 「資源提供者」使用行動化時間銀行資訊平台意願之研究設計 

（一） 研究架構與研究假說 

針對一般使用者(數位落差低、資訊素養高)，本研究以 TPB 理論為基礎，並引用認知

 

樞紐 

 

樞紐 

經驗網路 經驗環境 時間銀行社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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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險變數分析其對時間銀行使用意願的影響。相關之研究假說的推論，說明如下： 

1. 主觀規範 

根據 Ajzen(1985,1989)認為一個人的主觀規範會受到其它個體直接或間接影響。

Shepherd and O 它個體直接或間接影響。設計、Shimp and Kavas(1984)、Vallerand et al.(1992)
等研究指出，對特定行為的主觀規範會影響其態度。就行動化時間銀行資訊平台使用意願

而言，如果主觀規範較強，代表重要關係人與參考團體支持時間銀行的使用，這種來自主

觀規範的力量，會使當事人對使用時間銀行的意願趨向正向。反之，如果主觀規範較弱，

代表重要關係人與參考團體不支持時間銀行的使用，會使當事人對時間銀行使用的意願趨

向負面。因此推導假一。  

H1：主觀規範越強，對行動化時間銀行資訊平台使用的意願越正向。 

2. 行為控制知覺 

行為控制知覺代表個人認為其可以控制行為執行的程度。根據 Ajzen(1985, 1989)在
TPB 理論中，認為行為控制知覺會影響行為意願，並且直接影響實際的行為，例如個人想

作某事，若無實際的行為控制也無法執行。Hagger and Chatzisarantis(2002)的研究指出行為

控制知覺會直接影響行為意願。就時間銀行使用意願而言，有能力操作行動化時間銀行資

訊平台，越能有信心使用該資訊平台，越能強化其使用意願。反之，時間銀行使用之行為

控制知覺越弱者，越對使用時間銀行沒有信心，便會削弱其使用時間銀行的意願。因此推

導假說二。 

H2：行為控制知覺越強，行動化時間銀行資訊平台使用意願越強。 

3. 態度 

在 TPB 理論中，態度是一種個人對於某項行為的信念，並會引導當事人執行所欲完成

的目標。在 MIS 相關實證研究中，個人對於系統使用的態度會影響他們使用系統的意願

(Moore and Benbasat, 1993;Harwick and Barki, 1994)。在資訊相關研究中，支持個人對行為

態度會影響行為的意願(Kolekofski and Heminger, 2003; Ryu et al., 2003)。對行動化時間銀行

資訊平台使用意願的態度呈正向者，代表個人接受行動化時間銀行資訊平台的使用有較高

的接受度，其態度會影響個人的意願。反之，對使用時間銀行的態度呈負向者，對行動化

時間銀行資訊平台的接受度會偏低，代表個人不接受該平台的使用，其態度亦會影響其個

人意願。根據上述文獻與討論，顯示對於行動化時間銀行資訊平台的態度會影響該行為的

意願，因此推導假說三。 

H3：態度越正向，對採用行動化時間銀行資訊平台的意願越強。 

再者，主觀規範與態度並非為兩相互獨立的變數。主觀觀範被証實會影響態度的趨向

（Al-Rafee andCronan, 2006; Lim and Dubinsky, 2005）。Lim and Dubinsky (2005)指出說服理

論(Eagly and Chaiken, 1993)和認知失調理論(Festinger, 1957)可以解釋個人態度的構成與改

變。說服理論主張透過他人的建議或批評的一内化過程，可以間接地影響個人態度。至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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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知失調理論則聲稱個人可能改變態度，目的是為了可以附和重要他人。因此，正向態度

所呈現出來的行為，可能是因為直接受到他人的建議或資訊影響，進而導致行為的改變。

因此推導假說四。 

H4：主觀規範越強，採用行動化時間銀行資訊平台的態度越強。 

4. 認知風險 

心理無形性(mental intangible)係指對於該產品服務的特徵與使用結果難以描繪出一個

具體的影像。在電子化服務接受度的研究中發現，心理無形性高，使用者的認知風險會隨

之提升，在這樣的高風險認知下，使用者的資訊服務使用意願將會降低(Featherman and 
Wells, 2004)。另一方面，Vijayasarathy(2004)研究指出，安全性問題在評估網路使用態度時

有高度的相關性，間接影響使用者的使用意願。根據上述文獻，本研究認為網際網路的環

境中，由於網路本身的不確定性與高安全疑慮，使用者透過網站頁面的點選進行各項服

務，對於該項服務的運作與預期結果本來就難以描繪(高心理無形性)，加上個人資訊亦暴

露在高度的危險環境，其認知風險將比進行網路使用時高出許多，進而影響其進行網路使

用的意願。綜合以上，本研究認為，使用者對於行動化時間銀行資訊平台的認知風險程度

與對時間銀行使用意願呈負向影響。因此推導假說五。 

H5：感受到的認知風險越高，對行動化時間銀行資訊平台使用意願越低。 

根據 TPB 理論，以使用時間銀行的態度、主觀規範、認知行為控制等變數探討使用者

對於採用行動化時間銀行資訊平台的使用意願。除此之外，加入「認知風險」變數在研究

架構（參圖 4-3）。 

（二） 變數定義、衡量與問卷設計 

本研究架構有五項研究變數，變數的衡量指標及問卷測量問項之設計過程，均根據理

論基礎及相關文獻作為研究設計的基礎（參表 4-3）。研究設計主軸是讓受試者透過問卷的

 

H2 

H5 

H4 

H3 

H1 

時間銀行使用態度 

主觀規範 

行為控制知覺 時間銀行使用意圖 

認知風險 

圖 4-3  研究架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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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答，以瞭解個人對時間銀行使用意願，是否會受到主觀規範、使用態度、行為控制知覺

以及認知風險的影響。 

1. 主觀規範 

重要關係人通常贊同、喜歡、支持等方式表達對某種特定行為的支持(Ajzen, 2002)。
因此，本研究依據此測量工具衡量個人的主觀規範，包括：會影響我行為的人、對我而言

重要的人、認同我價值觀的人、以及師長、父母或朋友認為我應該或贊同我使用時間銀行

等四題問項。透過 Likert 五點尺度，受試者依據這些問項回答其同意程度（1 代表非常不

同意；5 代表非常同意）。若答題分數越高表示受試者認為重要關係人支持時間銀行使用；

反之，若答題分數越低表示受試者認為重要關係人不支持時間銀行使用。 

2. 行為控制知覺 

Ajzen（1991）認為知覺控制行為是指知覺易用性或困難執行的行為，或是以反應過去

經驗以及預期障礙和後果。根據上述文獻，本研究設計三項問項量測此變數，分別為我了

解時間銀行的使用、我有能力使用時間銀行以及使用時間銀行是容易的。透過 Likert 五點

尺度，受試者依據這些問項回答其同意程度（1 代表非常不同意；5 代表非常同意）。若答

題分數越高表示受試者越肯定自己使用時間銀行的能力；反之，若答題分數越低表示受試

者越肯定自己使用時間銀行的能力。 

3. 時間銀行使用態度 

Ajzen 和 Fishbein（1980）認為對行為的態度是指個人對該行為之預期結果的判斷或

評價，它反應了個人對行為結果的「好惡」或「利弊」的感覺（Fishbein and Ajzen, 1975）。
另外，Taylor and Todd(1995)提出行為的態度亦指對行為的喜歡與否的想法。本研究根據上

述文獻，選取出四項指標作為測量工具，分別是「好／壞」、「利／弊」、「喜歡／討厭」及

「愉快／厭煩」，並配合時間銀行使用的情境加以適當的修改。透過 Likert 五點尺度，受

試者依據這些問項回答其同意程度（1 代表非常不同意；5 代表非常同意）。若答題分數越

高表示受試者接受使用時間銀行；反之，若答題分數越低表示受試者不接受時間銀行使用。 

4. 時間銀行使用意願 

行為意願是行為的重要指標(Fishbein and Ajzen, 1975)，代表個人欲從事時間銀行之意

願的強弱程度與持續性。因此本研究根據上述文獻，設計了四項指標，分別為未來將會使

用、有意願使用、有意願常常使用以及期待使用時間銀行四題問項。透過 Likert 五點尺度，

受試者依據這些問項回答其同意程度（1 代表非常不同意；5 代表非常同意）。若意願強弱

性答題分數越高表示受試者對使用時間銀行，有意願從事該行為；反之，答題分數越低，

表示沒有意願從事該行為。若意願持續性答題分數越高表示受試者，有意願長時間從事該

行為；反之，答題分數越低，表示沒有意願長時間從事該行為。 

5. 認知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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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uer(1960)認為使用者在決定使用決策中，隱含著對結果的「不確定性」(Uncertainty)，
而這種不確定性就是風險最初的想法。根據此一概念，本研究將其定義為，時間銀行使用

的風險指當參與時間銀行使用時所可能造成的一切損失。並依據定義發展了三道問項，分

別為使用時間銀行會有很大風險、使使用時間銀行潛藏著高度損失以及決定使用時間銀行

是有風險的。透過 Likert 五點尺度，受試者依據這些問項回答其同意程度（1 代表非常不

同意；5 代表非常同意）。若認知風險答題分數越高表示受試者對使用時間銀行，認為有很

高的使用風險；反之，答題分數越低，表示對使用時間銀行，認為有較低的使用風險。 
 

表 4-3：研究變數、衡量構念及問卷設計對照表 
研究變數 衡量構念 問卷題號 量表來源 

會影響我行為的人 

對我而言重要的人 
認同我價值觀的人 

主觀規範 

師長、父母或朋友期待我使用

第一部份 
(1)(2)(3)(4) 

Johnny and 
Bolloju 
(2005) 

好/壞 

利/弊 
喜歡/討厭 

態度 

愉快/厭煩 

第一部份 
(5)(6)(7)(8) 

Johnny and 
Bolloju 
(2005) 

瞭解時間銀行使用方法 

有能力使用時間銀行 行為控制知覺 

使用時間銀行是容易的 

第一部份 
(9)(10)(11) 

Baker et 
al.(2007) 

使用時間銀行有風險 

潛藏高度損失 認知風險 
決定使用時間銀行是有風險的

第一部份 
(12)(13)(14) 

Pavlou and  
Gefen(2004) 

未來會使用 
未來有意願使用 
願意常常使用 

使用意願 

期待使用 

第一部份 
(15)(16)(17)(18)

Johnny and 
Bolloju 
(2005) 

（三） 資料分析方法 

1. 基本資料分析  

首先，進行樣本背景資料的敘述性統計分析。包含性別、年齡、教育程度、使用網路

的時間與每天平均使用網路的時間等次數、百分比分析。 
2. 信度檢定  

研究架構共計五個研究變數，包括主觀規範、行為控制知覺、時間銀行使用態度、時

間銀行使用意願和認知風險。信度的檢定採 Cronbach’s  α 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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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效度檢定  

本研究以探索性因素分析法(explorative factor analysis)作為建構效度的衡量；以相關分

析法(correlation analysis)作為研究變數之間區別效度的衡量。 
4. 假說的檢定  

進行結構方程模型（Structural Equations Model，SEM）多變量分析的基本假設檢定。

透過結構方程分析軟體 AMOS 7.0 進行路徑分析（Path Analysis）來檢定本研究所提出之

研究假說是否成立。實施徑路分析時，首先必須檢查遺漏值，避免造成「非定正矩陣」的

問題。再來，一般主要認為須滿足預測變數之常態性假設，以避免造成顯著性檢定和錯誤

率估計的偏差； 變數之資料分配是否符合常態性假設之檢定，可根據其分配之偏態

(skewness)與峰態(kurtosis)的 Z 值來決定。 

伍、 結果與討論 

一、「資源需求者」使用行動化時間銀行資訊平台意願之研究發現 

（一） 研究命題 

資訊科技的發展改變資訊儲存、組織與檢索的方式，所帶來的結果是資訊產生快速、

資訊量暴增、使用資訊的複雜性也隨之提高，在這樣資訊豐富的環境中，若缺乏使用資訊

的能力，根本無法享受資訊科技所帶來的好處，很可能還反而蒙受其害(Kuhlhau, 1999)。
從過去資訊貧乏的生活，到現在資訊超載的豐富環境，是數位科技革命將社會區隔成兩個

區塊，而兩個差距，即所謂的數位落差。數位落差指的是不能有效運用網路資訊與資源的

地區或族群，將成為社會的弱勢者，與相對強勢者之間產生的區別或分隔，這不僅是電腦

技術近用，媒體的使用也包括在內。 

因資訊科技的快速發展，全球在資訊財富上呈現「貧者愈貧，富者愈富」的數位落差

現象，外籍配偶的情況便是如此。既然無可避免，應調整、適應環境的改變。在訪談過程

中，外籍配偶為了想改變原鄉窮困的生活環境而依親來台，因對尋求資源的管道不熟悉，

致使無法得到社會支援。分析主要因素，歸因於本身數位能力不足。換言之，倘若給予外

籍配偶現有的資訊配備，和賦予教育訓練，外籍配偶在滿足物質上需求，在心理層面對資

訊、媒體的能力培養必定有認同感，對於數位學習的意願就愈高(W1、W2、W3)，遂提出

本研究命題如下：  

命題一：數位落差的程度，會影響資源需求者使用行動化時間銀行的

意願。 

人際聯繫與核心網絡理論，以全國性樣本做調查者，當屬 Moore(1990)的研究。然而

Moore 的研究將網絡特質只限於網絡規模與關係組成的面向，事實上，核心網絡從過去以

來，有關網絡的特質不外乎三個面向的特質：網絡規模與關係組成、網絡異質性、網絡社

會和空間親近性(熊瑞梅，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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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人與人之間聯帶的強度，包括：認識時間的長短，情感的緊密程度，親密性之間

(相互傾訴的內容)，及互惠性服務的內容，亦即「當人們相互之間交往互動愈頻繁的時候，

則他們彼此間易於形成濃烈的友誼情感」(Granovetter, 1973)。黃毅志(1998)研究顯示社會

階層愈高者，有愈大的社會網絡，與網絡成員互動愈密切，對組織活動的參與愈多，也就

是說社會聯帶強度較弱者所接觸的階層領域廣(陳東升、陳端容，2002)。相對於銀髮族和

外籍配偶而言，其因本身生理器官退化、身體殘缺或文化背景、經濟條件不足等，使得在

實體社群已無法和他人有效互動，更遑論從虛擬社群中得到支持。 

數位化網絡的形成，必然有著連接「資源需求者」與「資源提供者」間的橋樑，而扮

演溝通角色的「資訊仲介者」即是社會互助快速媒合的重要管道(E1、E2、E3、E4、W1、
W2、W3)。有鑑於此，本研究提出命題如下： 

命題二：社會支持資訊仲介者，會提升資源需求者使用行動化時間銀

行的意願。 

曾淑芬(2002)在台閩地區針對數位落差做調查研究，發現數位落差會影響貧富間之差

距，而解決數位落差的具體措施是提昇資訊素養，包括媒體素養、網路素養和資訊技術素

養。學者 Ettema(1989)利用知溝理論(knowledge gap)來解釋資訊差距，其將人們分成「資

訊富人」(information rich)和「資訊窮人」(information poor)，前者指在教育程度和取得資

訊來源較佔優勢者，如懂得利用圖書館資源和電腦使用，後者不但相對前者位居劣勢，且

在經濟能力上也是處於貧窮的狀態。以外籍配偶來說，想要改變原本處於弱勢不利地位，

就得透過資訊素養的培育，便有機會成為資訊富人。 

最早提出人力資本論的 Adam Smith，認為經由教育、自修或學徒所學得的才能，可視

為是固定資本，且這些才可為他本人賺取部分財富。所以，Adam Smith 所謂的人力資本係

指人所擁有的技能與能力(彭台臨，1989)。Schultz 提出人力資本的累積，其中最重要的因

素就是教育投資。教育投資創造出個人的技能與知識，故透過教育，能加強勞工適應科技

改變的能力(Woo, 1983)。倘若外籍配偶主動汲取資訊能力，在時間銀行的虛擬社群平台，

連結社群間的力量，就可以讓需求被聽見，扭轉原本經濟欠佳的生活環境(W1、W2、W3)。
因此，本研究提出命題如下： 

命題三：提升資源需求者的資訊素養能力，有助於資源需求者使用行動化時

間銀行的意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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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研究結論 

本研究相關之管理意涵有理論之管理意涵、實務之管理意涵二項：(1)理論之管理意

涵，資訊社會充斥各式資訊、資源在網路環境；然而，而有不少社會弱勢族群急待社會支

持的協助。透過時間銀行的互助能量，讓台灣貧富差距縮小，老齡化社會現象所帶來的資

源瓜分更合理運用，故本研究期望以未雨綢謀的方式，激發社群人飢己飢的仁愛情操，使

產官學皆能重視這領域的發展。(2)實務之管理意涵，台灣老人、外籍配偶等人數越來越多，

對社會支持的需求越來越需求。時間銀行可以有效減緩數位落差所帶來的資訊不對稱，雖

然老人在資訊素養方面，恐難透過學習再提昇，但外籍配偶本身卻可經由再教育，讓自己

由網際網路社群的聯合力量，得到人際關係支持和更多實質幫助，連帶使自己能夠有教育

子女的能力，而子女亦能夠和社會接軌，擺脫一直處於弱勢族群的社經地位。 
 

二、「資源提供者」使用行動化時間銀行資訊平台意願之研究發現 

本節針對回收問卷的樣本數據進行統計分析，同時檢定研究假說是否成立。依序分別

為敘述性統計分析樣本的基本資料，接著，各研究構念的組合信度、收斂效度、判別效度

及信度之檢測。然後，檢定時間銀行使用意圖是否受主觀規範、態度、行為控制知覺以及

認知風險的影響。最後，彙總研究假說的檢定結果。 

（一） 研究樣本回收 

本研究樣本以中部大專院校學生作為研究對象，挑選了三所中部大學，作為施測對

象。共回收紙本問卷 300 份。刪除無效問卷 61 份，共 239 份有效問卷，有效問卷回收率

為 79%，如表 5-1。 
表 5-1：問卷回收率 

回收數量 有效問卷 無效問卷 有效問卷回收率 

300 239 61 79% 

 

樣本特性描述的內容包括：性別、年齡、教育程度、使用網路的時間、每天平均使用

網路的時間等分述如下，如表 5-2。 

1. 性別 

男性共有 104 名（43.5%）；而女性為 135 名，（56.5%）。顯示本研究性別樣本分佈平

均。 

2. 年齡 

以 19 歲以下受訪人數為最多共 147 名（61.5%），其次 20-29 歲有 91 名（38.1%），40-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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歲有 1 名（0.4%）。本樣本顯示受訪者大多介在 29 歲以下，共占總樣本數的 99.6%。 

3. 教育程度 

以大學學歷者為最多共 230 名（96.2%），其次專科，共 6 名（2.5%）；研究所以上者，

共 2 名（0.8%），高中以下者有 1 名（0.4%）。 

4. 使用網路時間 

樣本的網際網路使用經驗之分佈情形，10 年以上者佔 77 名(32.2%)，7-9 年者佔 92 名

(38.5%)，4-6 年者佔 65 名(27.2%)，1-3 年者佔 5 名(2.1%)，無 1 年以下者。 

5. 每天平均使用網路時間 

每天使用電腦的時間之分佈情形，1-3 小時以上者佔 119 名(49.8%)，4-6 小時者佔 82
名(34.3%)，7-9 小時者佔 18 名(7.5%)，1 小時以內者佔 12 名(5.0%)，10 小時以上者佔 8 名

(3.3%)。 

（二） 同質性檢定 

樣本資料回收之後，應進行穩定度分析，確保回收樣本能有效反應母體的特性。為瞭

解前後期所回收之問卷是否具同質性，本研究採用變異數同質性檢定(test of homogeneity of 
variances)，表 5-3 顯示個別情境的樣本資料通過同質性檢定，統計結果未發現顯著差異。

這個結果說明樣本資料在研究構念上符合同質性要求，代表回收的樣本資料具有一定程度

的母體代表性。 

（三） 信度檢測 

本研究模式中共有五個變數，分別為主觀規範、態度、行為控制知覺、認知風險以及

使用意圖。此五個變數信度檢證將採用 Cronbach’s α 五個變數，計算結果如表 5-4。
Nunnally(1978)等人認為在 0.7 以上為可接受的最小信度值，表示量表具有相當高的穩定性

和精確性。依據統計的結果，顯示五變數的信度均在 0.7 之建議值上，表示本研究之變數

具有良好的信度水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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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2：樣本基本資料描述 

基本資料變項 變項 次數 百分比% 累積百分比 
男 104 43.5 43.5 

性別 
女 135 56.5 100.0 

19 歲以下 147 61.5 61.5 

20-29 歲 91 38.1 99.6 
30-39 歲 0 0 99.6 
40-49 歲 1 .4 100.0 
50-59 歲 0 0 100.0 

年齡 

60 歲以上 0 0 100.0 
高中以下 1 .4 .4 
專科 6 2.5 2.9 
大學 230 96.2 99.2 

教育程度 

研究所以上 2 .8 100.0 

1 年以內 0 0 0 
1-3 年 5 2.1 2.1 
4-6 年 65 27.2 29.3 
7-9 年 92 38.5 67.8 

使用網路時間 

10 年以上 77 32.2 100.0 
1 小時以內 12 5.0 5.0 

1-3 小時 119 49.8 54.8 

4-6 小時 82 34.3 89.1 

7-9 小時 18 7.5 96.7 

每天平均使用

網路時間 

10 小時以上 8 3.3 100.0 
 

表 5-3：研究樣本的同質性檢定 

變數 檢定方法 檢定值 p 值 

主觀規範 .813 .445 
態度 .914 .340 

行為控制知覺 .536 .586 
認知風險 1.493 .227 
使用意圖 

變異數分析 

1.122 .3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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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4：研究變數信度分析 

研究變數 題數 Cronbach’s α 

主觀規範 4 .872 

態度 4 .904 

行為控制知覺 3 .782 

認知風險 3 .886 

使用意圖 4 .883 

（四） 組合信度與平均變異數抽取量（AVE） 

本研究採用驗證性因素分析法(confirmatory factor analysis, CFA)，針對每一變數，逐一

檢測所使用的量表測量題項是否擁有單構面尺度的良好品質。因素負荷量值於 0.5 至 0.95
之間，表示模式的基本適配度良好，因素負荷值越大，表示指標變項能有效反應要測得的

構念特質。變數的組合信度是模式內在品質的判別準則之一，一般組合信度值在 0.6 以上，

表示模式內在品質佳。另外，平均變異數抽取量（AVE）可以直接顯示潛在構念所解釋變

異量有多少的變異量，來自測量誤差。若是 AVE 值越大，表示變數被構念解釋的變異量百

分比越大，相對的測量誤差就越小。一般判別標準是 AVE 值要大於 0.05。AVE 值是一種

收斂效度的指標，其數值越大，表示變數越能有效反應其共同因素構念的潛在特質。 

經驗證性因素分析法，表 5-5 顯示每個測量題項的因素負荷量均大於 0.5，而且每一

變數均能收歛為同一因素構面，表示本研究所使用的測量題項擁有單構面尺度的良好品

質。 

（五） 判別效度檢測 

判別效度可以從不同研究變數之間的相關係數檢測其判別效度。如果測量模型具有判

別效度，在抽樣誤差的範圍內，變數與變數之間的相關係數不可出現 1，以表示構念之間

的區別。表 5-6 研究變數相關係數矩陣數據顯示，各變數間的相關係數均達顯著水準 p< 
0.01。本研究變數之間的相關係數均不為 0，顯示變數之間的確存在某種實質上的關係，

代表研究量表具有相當程度的判別效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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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5：研究變數的驗證性因素分析結果 

構念 變數 因素負荷量 組合信度 AVE 

SN1 .753 
SN2 .858 
SN3 .805 

主觀規範 

SN4 .770 

0.8746 0.636 

ATT1 .862 
ATT2 .880 

ATT3 .795 
態度 

ATT4 .816 

0.9047 0.7038 

PBC1 .687 
PBC2 .786 行為控制知覺 
PBC3 .746 

0.7844 0.5488 

PR1 .819 

PR2 .888 認知風險 

PR3 .841 

0.8862 0.7222 

INT1 .739 
INT2 .797 

INT3 .844 
行為意圖 

INT4 .850 

0.8829 0.654 

 

表5-6：研究變數總和平均分數的相關係數 

變數 SN ATT PBC PR INT 

主觀規範 SN 1  

態度 ATT .606** 1  

行為控制知覺 PBC .422** .299** 1  

認知風險 PR .119 -.072 .256** 1 
 

行為意圖 INT .672** .652** .391** .085 1 

** 在顯著水準為0.01時 (雙尾)，相關顯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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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 假說檢定 

1. 常態性檢定 

以徑路分析實施假說檢定前，必須先行檢驗其變數之資料分配是否符合常態性假設，

本檢驗根據其分配之偏態(Skewness)與峰態度 Kurtosis)的 Z 值（即決斷值）來決定。Kline
（1998）對於偏態系數與峰度係數提出，偏態系數＞3，峰度係數＞8 時，即達到必須關切

程度。表 5-7 顯示各變數之資料分配，均符合常態性假設，故適合進行模型適配度檢定。 
表 5-7：常態性假設檢定結果 

2. 違
犯

估

計 

在

評鑑模

式適配

度 之

前，必

須先檢查違犯估計，做為檢驗估計係數是否超出可接受範圍。所謂違犯估計是指模式內統

計所輸出的估計係數，獲得不適當解的情況。Hair et al.（1998）提出違犯估計的項目有： 
1. 負的誤差變異數存在。 
2. 標準化係數超過或太接近 1（通常以 0.95 為門檻）。 

表 5-8：模式的估計係數(一) 

 Estimate S.E. C.R. P 
主觀規範 .427 .039 10.892 *** 
態度 .552 .051 10.909 *** 
行為控制知覺 .451 .041 10.909 *** 
認知風險 .690 .063 10.909 *** 

由表 5-8 可知，模式中誤差變異數（S.E.）測量誤差值為 0.19 到 0.63，並無負誤差變

異數存在；另外，由表 5-9 亦可知，模式中標準係數值之絕對值為 0.041 到 0.390，皆未超

過 0.95。結果顯示本模式並未發生有違犯估計之現象，因此可以進行整體模式適配度之檢

驗。 

表 5-9：模式的估計係數(二) 

   Estimate 
行為意圖 ＜── 主觀規範 .388 

N 偏態（Skewness） 峰態（Kurtosis）      衡量指標 

 
變數名稱 Statistic Statistic Std.Error Z值 Statistic Std.Error Z值 

主觀規範 239 -.452 .158 -2.861 1.965 .314 6.258 

態度 239 -.486 .157 -3.096 .860 .314 2.739 

行為控制知覺 239 .010 .157 0.064 1.314 .314 4.185 

認知風險 239 .204 .157 1.299 .320 .314 1.019 

使用意圖 239 -.345 .158 -2.184 1.766 .314 5.6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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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stimate 
行為意圖 ＜── 態度 .390 
行為意圖 ＜── 行為控制知覺 .099 
行為意圖 ＜── 認知風險 .041 

3. 假說檢定 

在評量整個模式與觀察資料的適合程度時，黃俊英（民 89）認為最好從每一衡量類型

中各選用一種或一種以上的指標，然後從中取捨接受或不接受模式適合度的共識，是比較

穩當的做法。本研究參考各學者的指標衡量標準，作為進行整體模型適配度的衡量，參見

表 5-10。 

表 5-10：適配度判斷指標 
指標 區間值 判斷值 文獻來源 
χ2 
/df 

 <2 
<5 

Wheaton et al. (1977) 
Kettinger and Lee(1994) 

GFI 0 - 1 Jöreskog anSörbom(1989) 

AGFI 
0 - 1 Jöreskog and 

Sörbom(1989) 
NFI 0 - 1 

NNFI 0 - 1 
Bentler and Bonettz(1980) 

Hair et al.(1998) 
CFI 0 - 1 

>0.90 

Bentler(1995) 
RMSEA 0 - 1 <0.08 Browne and Cudeck(1993) 

根據總體樣本的資料，以 AMOS7.0 統計軟體結構模型分析法(SEM)的模型契合度指標

檢定假說之實質關係。徑路模式之結果如圖 5-1 所示，可以發現假說 1 獲得支持（β= 0.41，
p< 0.001），如果時間銀行使用的主觀規範越強，重要他人如師長、父母或朋友的支持或贊

同，對時間銀行使用的意圖會越正向。假說 3 獲得支持（β= 0.33，p< 0.001），對時間銀行

的使用態度，即認為時間銀行是好的、有益的、會使人愉快的想法，會正向影響時間銀行

的使用意圖。假說 4 獲得支持（β= 0.26，p< 0.001），對時間銀行使用的主觀規範越強，即

越重視重要他人的看法，則對時間銀行使用的態度會越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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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1：模式徑路分析（*p< 0.05, **p< 0.01, ***p< 0.001）。 

 

在適配度指標方面，結果分別如下：卡方對自由度之比值（χ2/df）為 2.049、標準化

殘差均和平方根（RMSEA）為.066、比較適配指標（CFI）為.951、標準化適配指標（NFI）
為 .909 與適配度指標（GFI）為 .989。Kettinger and Lee(1994)曾建議卡方自由度比小於 5
是可接受的範圍。另外，檢定模型時應參考其他的契合度判斷指標，如果契合度指標能達

到顯著水準，即表示研究模型具有理想的契合度。本研究之模型適配度與假說徑路係數請

參見表 5-11。 
 

表 5-11：時間銀行模型適配度 

契合度指標 數值 契合度指標 數值 

χ2 256.065 AGFI .976 
df 125 NFI .909 

χ2/df 2.049  NNFI .940 
NCP 131.065 CFI .951 
GFI .989 RMSEA .066 

    

根據表 5-12 假說徑路相關係數，估計值指未標準化係數，此值可比較相對影響力；而

S.E.指的是標準化誤差。C.R.為決斷值相當於 t 值或 z 值，如果 C.R.＞1.95，則 p＜0.05；
如果 C.R.＞2.58，則 p＜0.01。本研究中假說 1、3、4 的 C.R.均＞2.58，故 p＜0.01，假說

驗證皆呈現顯著的情形。而假說 2、5 的 C.R.均未達 1.95 的標準，故假說驗證皆呈現不顯

著的情形。 

0.59 

0.02

0.45 

0.45 

0.33 

0.36 

0.07 
0.26*** 

0.33*** 

0.41***

時間銀行使用態度 

主觀規範 

行為控制知覺 時間銀行使用意圖 

認知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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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2：假說徑路相關係數(N=239) 

迴歸係數 假

說 
假說內容 

估計值 S.E C.R. P 
假說 
驗證 

H1 主觀規範 → 行為意圖 .406 .081 4.998 0.000 顯著 
H2 行為控制知覺→行為意圖 .074 .065 1.135 .256 不顯著 
H3 態度→行為意圖 .333 .066 5.081 0.000 顯著 
H4 主觀規範→態度 .263 .039 6.716 0.000 顯著 
H5 認知風險 →行為意圖 .020 .039 .498 .619 不顯著 

 

（七） 結論與建議 

本節根據前述討論與分析結果，提出本研究之結論與建議。首先是研究結果的彙總與

討論；接著根據研究結果對學術與實務提出建議；再來說明本研究的限制；最後為後續相

關研究的建議。 

1. 研究結果的彙總與討論 

本研究以結構方程式作為驗證研究模式的方法，並分析各變項之間的關係，經過資料

分析、模式適配度檢証後，可歸納出以下重要結論： 

(1) 使用者主觀規範越強，對時間銀行使用的意圖會越產生正向影響。 

研究結果顯示主觀規範是影響使用時間銀行的一個重要因素（β= 0.41，p< 0.01），這

樣的結果也與 Chen et al.（2007）對採用電子收費系統的意圖研究、黃齡逸（2005）對採

納中華電信 MOD 因素之研究相符。亦即時間銀行使用者對於時間銀行所抱持的主觀規範

越強，使用銀行的意圖則會越高，即研究所提出的假說 1 獲得支持。 

(2) 使用者使用態度越趨向正向，對時間銀行使用的意圖會越強。 

研究結果顯示態度是影響使用時間銀行另一重要的因素（β究結 0.33，p< 0.001）。此

結果與 Lin（2006）以台灣使用者為對象，對虛擬社群中的成員進行虛擬社群之使用意圖

研究，以及 Peslak et al.（2010）對預測即時通訊軟體使用意圖所作之研究相同。換句話說，

使用者對於時間銀行所抱持的態度越正面，使用時間銀行的意圖則會越高，即本研究所提

出的假說 3 獲得支持。 

(3) 對時間銀行使用的主觀規範越強，時間銀行使用的態度越強。 

研究結果發現，主觀規範也會影響時間銀行使用的態度（β究結 0.26，p< 0.001）。主

觀規範乃是個人執行某行為時，其重要關係人是否同意某人的行為。因此當重要關係人越

認同時間銀行的使用的看法時，使用者對時間銀行的使用態度會越趨正向。此研究結果與

Tarkiainen and Sundqvist(2005) 、許文楷(2006)的看法相同。綜上所述，發現「態度」與「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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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規範」會影響採用時間銀行之意圖，印證 Ajzen 與 Fishbein（1975）所提出的理性行為

理論之觀點。再者，主觀規範也會影響時間銀行的使用態度，可看出重要他人的看法與使

用者使用態度間可能具有重要關聯性。因此可知，時間銀行對使用者而言，呈現出正面的

使用意圖，所以，只要能夠將之廣為宣傳與善加利用，相信對於互惠社會的前景，會有很

大的助益。 

2. 學術與實務建議 

(1) 學術上建議 

本研究以 TPB 理論探究對時間銀行的使用意圖，發現主觀規範與態度，對使用意圖顯

現重要的影響。表示重要關係人的想法，可以左右使用者的使用意圖。本研究整合理論、

實務等方式探討時間銀行的使用意圖，研究結果與衡量指標等應可作為相關單位與後續研

究的參考。 

(2) 實務上建議 

儘管時間銀行在國外推行已屆三十年之久，然而台灣在這方面仍舊有待政府與民間單

位積極的推廣。因此，若能透過本研究的時間銀行網站，整合台灣目前實施人力時間銀行

的社區，加強對使用者而言，重要他人的支持與贊同的觀念，讓人人都能透過自身的技能

與時間，厚實社會人際的照護關係，讓物資、人力藉由時間銀行的網站，更快速且有效率

流動與輸送到需要的人身上。老齡化的時代已漸漸形成，政府若能整合民間的力量，對於

其互助服務的觀念善加推廣，讓青壯年能夠在閒暇之餘，投入社會服務行列，並且透過資

訊與通訊科技、網際網路，有效協助社會中可用資源、時間語能力貢獻給社會上有需要的

民眾。 

3. 研究限制 

雖然本研究在各方力求嚴謹，但是仍有在研究上無法克服的限制。相關的研究限制說

明如下： 

(1) 其他影響行為意圖的因素 

本研究「主觀規範」、「對時間銀行使用的態度」、「行為控制知覺」、「認知風險」等，

雖是影響時間銀行使用意圖的重要因素，但是其它因素對該行為意圖之影響亦仍然存在。

本研究未考慮其它因素之影響，對研究結果亦有可能產生部份限制。 

(2) 研究對象 

由於問卷的受訪者是大學生，因此無法比較與驗證其他類型的受訪者，因此這種研究

對象所得的研究結果無法推論至其他身份的人們。在時間、成本及人力的限制下，本研究

無法進行較大規模的調查，而且問卷的發送方式並非完全採隨機抽樣方式，可能導致研究

結果代表性不足的缺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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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研究方法 

時間銀行這類議題，在台灣仍只有零星社區推行，尚未達於普遍通曉。因此，行為意

圖是否會在未來付諸為實際的行為，無法進一步驗證行為意圖與行為之間的關聯。除此之

外，以調查問卷方式蒐集樣本資料，受訪者是否專注地填答問卷、是否誠實填答內心想法

等，很難在受訪者填答後再深入追問。這些均是調查問卷可能產生的研究限制。針對上述

的缺憾，本研究亦不能完全免除。 

4. 後續相關研究 

本研究藉由 TPB 理論，加入認知風險變數，探討影響時間銀行使用意圖的重要因素為

何。透過研究的結果，了解主觀規範、時間銀行使用的態度、行為控制知覺和認知風險，

對於成員們使用時間銀行的意圖會產生影響。然而，對於認知風險是否會對時間銀行使用

態度與使用意圖產生一個干擾效果，也是值得後續深入探討的議題之一。另外，本研究僅

以計畫行為理論作為探討時間銀行使用的一個面向，此一有趣且深具意義的議題，應該仍

有其他可以探討的面向，有待後續進一步的研究，以累積時間銀行在學術上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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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一 

個案資料庫 

編

號

資料

種類 資料內容 資料來源 

E
1

結構

化問

卷 

銀髮族基本需

求、身體和家庭狀

況 

西山老人休閒活動中心

楊蔣三妹女士 

E
2

結構

化問

卷 

銀髮族基本需

求、身體和家庭狀

況 

頭屋明德水庫 張嘉景

先生 

E
3

結構

化問

卷 

銀髮族基本需

求、身體和家庭狀

況 

福興里社區 蔣煥蘭先

生 

E
4 訪談 

社會支持志工服

務、銀髮族基本需

求和機構發展現

況等 

戊山園社工員 徐郁惠

小姐 

W
1 訪談 

外籍配偶基本需

求、婚姻狀況、子

女教養情形等 

大陸海南島 王衛星小

姐 

W
2 訪談 

外籍配偶基本需

求、婚姻狀況、子

女教養情形等 
大陸四川 魯海監小姐

W
3 訪談 

外籍配偶基本需

求、婚姻狀況、子

女教養情形等 
越南 陳碧麗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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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愛的同學您好： 

    感謝您撥空填答這份問卷！這是一份探討時間銀行使用意圖的學術性

問卷。您的意見將作為時間銀行管理單位與相關研究的參考依據，絕不作為

商業性用途。感謝您的熱情參與！               

                  國立聯合大學資訊與社會研究所 計劃主持人任文瑗博士、 

計劃研究員李孟瑋   敬上 

附錄二 

實證問卷 

 
 
 
 
 
 
 

 

第一部份:個人基本資料 

1. 性別:  □男       □女 

2. 年齡:  □19 歲以下   □20-29 歲 □30-39 歲 □40-49 歲□50-59 歲 □60 歲以上 

3. 教育程度:□高中以下    □專科   □大學   □研究所以上 

4. 您已經使用網路的時間:    □1年以內     □1-3年    □4-6年    □7-9年    □10年

以上 

5. 您每天平均使用網路的時間:    □1 小時以內  □1-3 小時  □4-6 小時 □7-9 小時  □10

小時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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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份:問卷內容 

說明：請您思考一下，在了解時間銀行的操作情形後，依照您的感覺作答，並請依照程度來

勾選，其中 1 代表非常不同意，5 代表非常同意。 

 

 

 

 

度程意同 
 非

常
不
同
意 

不
同
意 

普
通 

同
意 

非
常
同
意 

請在下列的問題中，勾選您認為最適合的答案 

1 2 3 4 5
1. 會影響我行為的人(例如，師長、父母、朋友等)認為我應該使用時

間銀行從事協助他人的服務。 
□  □  □ □ □

2. 對我而言，很重要的人（例如，師長、父母、朋友等）認為我應該

使用時間銀行從事協助他人的服務。 
□  □  □ □ □

3. 認同我價值觀的人（例如，師長、父母、朋友等）會贊成我使用時

間銀行從事協助他人的服務。 
□  □  □ □ □

4. 師長、父母、朋友等，會期待我使用時間銀行從事協助他人的服務。 □  □  □ □ □

5. 使用時間銀行協助他人是好的行為。 □  □  □ □ □

6. 使用時間銀行協助他人是有益社會。 □  □  □ □ □

7. 使用時間銀行協助他人，這想法很好。 □  □  □ □ □

8. 使用時間銀行彼此互助，讓人感覺愉快。 □  □  □ □ □

9. 我瞭解時間銀行資訊系統的使用方法。 □  □  □ □ □

10. 我認為我有能力使用時間銀行資訊系統。 □  □  □ □ □

11. 對我來說，使用時間銀行資訊系統是容易的。 □  □  □ □ □

12. 我認為使用時間銀行會有很大的風險。 □  □  □ □ □

13. 我認為使用時間銀行潛藏著高度的損失。 □  □  □ □ □

14. 我認為使用時間銀行是有風險的。 □  □  □ □ □

15. 未來我會使用時間銀行從事協助他人的服務。 □  □  □ □ □

16. 未來我有意願使用時間銀行從事協助他人的服務。 □  □  □ □ □

17. 未來如果我有空，我願意常使用時間銀行從事協助他人的服務。 □  □  □ □ □

18. 整體而言，我期待使用時間銀行從事協助他人的服務。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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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論 

 
壹、研究計畫之背景及目的 
    客家傳統風俗是客家文化之結晶，是客家民系日常生活之依據，更是豐富之客家文化

資產。台灣在全球化之後，隨著工商社會的發展，資訊科技的日新月異，使得傳統風俗慢

慢受到忽視，產生了被遺忘的危機，同時也使得文化的有斷層和流失的危機。苗栗縣歷經

二、三百年來的開發，各種族群在這塊土地上交流，留下許多豐富的文化資產。生、老、

病、死，是生命自然的循環，死亡是人生最悲痛的事，因此喪葬禮俗最為繁複，最為莊嚴

肅穆。喪葬禮俗之舉行，旨在無限的哀淒中，生者對死者盡情的挽留，雖或留不住人的肉

身，但可盡情留住人的靈魂。是以喪禮中每一儀節，都表示對死者的愛顧、體諒和安慰。

同時也一一表示生死一體，並無差別。生與死，是人生的也是哲學的重大問題。中國文化

之生命觀，一向重視養生與修行，儒家孟子說：「養生、送死無憾，王道之始也。」《孟子‧

梁惠王上》養生、送死，是人類的兩大需求，也是為政者對人民的基本關懷。傳統儒家的

養生，強調維持生命所需的物質，如飲食、宮室等；送死，是指死後的喪葬與祭拜等問題，

如棺椁、祭祀等。儒家認為王者的政事，最主要是在處理人民的這兩件大事，使人民生與

死都能無所缺憾，如此即可稱為王道之始。 

   客家人認為，祖先的靈魂可以庇佑後代子孫的安福，因此喪禮的舉行，除了安置死者、

入土為安之外，更表達了後世子孫孝思與祈求先靈佑福的意義。過去苗栗縣客家民間對於

慎終追遠的事，均依傳統古禮，繁文褥節頗多，值得加以探究。目前，全球化與現代化之

影響日益嚴重，許多傳統文化漸趨轉型。因此，許多思想家與教育家，紛紛創導珍惜傳統

文化之價值，以重建人生價值，社會各界必須從傳統文化中找尋優良的因子，以導引全球

化之發展，進而創造出新的文化整合。以禮俗而言，如何回歸傳統禮俗之文化意涵，傳承

固有有意義的客家禮俗重現，是現代台灣客家人應該思考的方向。客家族群是比較保守的

民系，雖然客家人遷徙到各地，卻仍然傳承著古代之傳統禮俗文化。客家人的喪葬禮俗，

仍可看出源自於中國古代的禮俗儀式。因此，每一項客家喪葬禮俗儀式都有其豐富之文化

意涵，代表客家人的文化精神與理念。 

相關研究文獻探討 

   陳運棟在《台灣的客家禮俗》指出，過去台灣客家家庭，幾乎家家戶戶都抄有註明客

家傳統禮俗儀節的小冊子，稱之為《家禮便書》、《家禮便冊》、或《家禮便覽》。在喪葬禮

俗方面，有一定之客家禮俗可以依循。然而，臺灣光復之後，政府以社會已經進入工商資

訊時代，居民生活大大改變，喪葬禮儀也因時代進步而改變，許多客家人平時喜談喜慶之

事，忌諱談論喪事，每遇家族中有喪事發生，都無從料理，一切都依照葬儀社、僧道及地

方上幾位幹辦〈頭兄〉是賴。地方政府有鑑於此，像苗栗縣政府於1989年由李阿成、陳運

棟、彭富欽合編，中華文化復興運動推行委員會苗栗縣總支會印行之《客家禮俗之研究》；

公館鄉公所於1998年出版《客家禮儀》，提供縣民或鄉民日常婚喪慶壽禮儀之依據。其他

有關客家喪葬禮俗的文獻有：光緒二十九年溫仲和所纂之《嘉應州志》卷八〈禮俗〉；光

緒年間至民國初年梅縣張祖基先生為基督教會所抄錄之《中華舊禮俗》喪葬禮俗部份；光

緒元年鎮平黃釗所纂《石窟一徵》卷四〈禮俗〉；陳拱初先生所著〈客家人的婚喪禮俗〉（中

原苗友雜誌刊入《中原禮俗實用範例專輯》）；鍾壬壽先生編著《六堆客家鄉土誌》第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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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堆民情風俗有關喪禮。專就苗栗客家傳統喪葬禮俗之文獻有：黃鼎松編《我們的家鄉苗

栗─民俗篇》第四章生命禮俗第四節喪葬禮俗〉；曾逸昌《客家通論》第十二章生命禮俗；

徐清明〈重修苗栗縣志住民志卷五上冊客家族群篇，生命禮俗〉；公館鄉公所編印的《客

家禮儀》。此外，有關客家喪葬禮俗之記載，還散見於苗栗縣客家鄉鎮之鄉鎮志之中。 

 貳、研究方法、進行步驟 

本研究之方法如下：本研究所採用的研究方法包括歷史研究法、田野調查（field 

work ）法、比較分析法、文獻分析法以及歸納法。其中在田野調查法方面，主要是以參

與觀察與訪談作為蒐集資料的方法。比較分析法針對苗栗縣境內十八鄉鎮之客家喪葬禮俗

做比較分析。以下大略介紹每一種研究法及本研究採用此種方法的原因。所謂歷史研究法

是指有系統的蒐集及客觀的評鑑與過去發生之事件有關的資料，以考驗那些事件的因、果

或趨勢，並提出準確的描述與解釋，進而有助於解釋現況以及預測未來的一種歷程。其研

究步驟為：界定研究問題，蒐集與評鑑資料，綜合資料，分析、解釋以及形成結論。本研

究所界定的問題有（一）客家傳統喪葬禮俗儀式為何？從歷史脈絡了解客家喪葬禮俗的發

展。（二）苗栗縣現代客家喪葬禮俗之建構。採用歷史研究法首重文獻與史料，史料大致

可分成：1、主要文獻與史料(primary sources)指的是事件的真正觀察者與參與者提出的

報告，或過去使用的物體可供直接研究者。本研究所採用的主要史料有地方志、鄉誌、禮

俗出版品、相關研究資料…等。2、次要史料(secondary sources)此項資料不是報導者真

正目擊事件而提出的報告；該報告或許是他和真正觀察者交談之後，或閱讀觀察者的報告

之後，再予以剪裁寫成，正因如此，在資訊的傳遞歷程中難免會造成歪曲的現象，因此只

有在無主要史料可供採用時，才使用次要史料。 

一般的田野調查，採用觀察和訪談為主要蒐集資料的方法。以下就本研究所採用的參

與觀察與訪談分述如下： 

 

 

 

1.田野調查法 

本計劃將進一步選擇十八鄉鎮之客家喪禮，進行個案研究法（Case Studies）與深度

訪談法( in-depth interviewing)，透過個案研究法描繪研究對象的實際狀況，並利用深

度訪談法對於研究對象所在環境及文化背景做詳細的描述與詮釋，以進一步深入探討實際

之喪葬禮俗。 

2、問卷調查與資料分析法─依據田野訪查資料，發出客家傳統喪葬禮俗問卷。 

    3、根據資料分析結果提出結論與建議。 

    4.進行步驟： 

研究實施流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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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問題背景 

   研究目的與問題 

相關文獻回顧              分析研究變項 

                          建立研究假設 

研究設計 

實地口述訪談     

 

耆老訪談                  問卷設計 

                          面談 

問卷施測、編碼、分析、整理 

調查結果               對比各地區儀式之異同 

結論與建議                  

    本研究針對傳統客家喪葬禮俗之文獻，先作文獻整理。此類之文獻很多，如李阿成、

陳運棟、彭富欽合編印行之《客家禮俗之研究》；公館鄉公所 1998 年出版《客家禮儀》，

陳拱初先生所著之〈客家人的婚喪禮俗〉；黃鼎松編《我們的家鄉苗栗─民俗篇》第四章

生命禮俗第四節喪葬禮俗〉；曾逸昌《客家通論》第十二章生命禮俗；徐清明〈重修苗栗

縣志住民志卷五上冊客家族群篇，生命禮俗〉；陳運棟所著之《臺灣客家禮俗》。此外，還

有苗栗縣客家鄉鎮之鄉鎮志。這類完整的文獻整理，臚列出傳統客家喪葬禮俗之全部內

容，實有助於建立實際田野調查前的先備知識。甚至將其印成文本，提供給喪家參考，也

是有益於受訪之葬儀社與禮俗專家對苗栗縣各地客家傳統喪葬禮俗之認識。大體上，現代

客家人大對傳統客家喪葬禮俗儀節都很陌生、有疏離感，從文獻中才知曉完整客家禮俗之

梗概。 

   本次研究之問卷設計，主要方向是針對傳統喪葬禮俗之項目，以及現代實際執行的喪

葬禮俗項目，作對比的設計。亦即從問卷項目中，請受測者填寫苗栗各客家鄉鎮目前實際

盡行的喪葬禮俗，以確實記錄客家目前所存在的喪葬禮俗細節。在問卷中詳述由文獻記載

與整理出來的傳統喪葬禮俗，讓問卷填答者對古代客家喪葬禮俗有所了解。 

第二章、苗栗客家傳統與現代喪葬禮俗之變遷 

    

    客家喪禮在近代以前，一直是傳承著出自《禮記》的〈喪服小記〉、〈喪大記〉、〈祭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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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祭義〉、〈祭統〉、〈奔喪〉、〈問喪〉、〈服問〉、〈閒傳〉、〈三年問〉、〈喪服四制〉等章和《孝

經》的〈喪親章〉與《儀禮》等書所記載的喪葬儀式與精神，經過歷朝歷代之變遷，隨著

客家人歷史上之多次遷徙，客家傳統喪葬禮俗亦隨著潮流與在地風俗而有所增減變化。本

研究者歸納上述文獻如：李阿成、陳運棟、彭富欽合編之《客家禮俗之研究》、公館鄉公

所出版之《客家禮儀》、《嘉應州志》卷八〈禮俗〉張祖基之《中華舊禮俗》、黃釗之《石

窟一徵》卷四〈禮俗〉、（中原苗友雜誌之《中原禮俗實用範例專輯》）、黃鼎松編之《我們

的家鄉苗栗─民俗篇》、曾逸昌《客家通論》、陳運棟之《臺灣客家禮俗》、徐清明之〈客

家族群篇，生命禮俗〉，以及苗栗十八鄉鎮志中所記載者等，歸納苗栗地區客家傳統與現

代葬禮俗之儀式變遷，整理如下列等大項： 

 

一、臨終禮節：   二、喪禮：      三：入殮： 

㈠徏舖       ㈠治喪        ㈠乞水 

㈡淨身       ㈡看日與擇地     ㈡沐浴 

㈢舉哀       ㈢孝服        ㈢穿壽衣 

㈣遮神       ㈣報白與訃告     ㈣辭生 

㈤辭生       ㈤哭路頭與奔喪    ㈤討手尾錢 

㈥吊九條      ㈥棺柩        ㈥扶屍入木與棺底佈置 

㈦示喪       ㈦放板 

         ﹝八﹞守舖     ﹝八﹞接板與磧棺 

四、封釘與打桶：  五、居喪期間：    六、午夜功德： 

㈠封釘       ㈠孝飯        ㈠搭功德廠 

㈡宗教儀式     ㈡居喪與戴孝     ㈡起晝 

㈢魂帛       ㈢守靈        ㈢朝北斗 

㈣孝堂       ㈣作七        ㈣誦經禮讖 

㈤香奠與答紙                          ㈤耍雜技 

㈥表演街頭劇 

㈦引魂過橋 

七、成服點主：   八、出山：      九、善後： 

㈠出殯       ㈠安靈後奉飯 

㈡安葬       ㈡靈柩移出堂外後靈堂的回復 

㈢出殯後（送火） 

㈣做七 

十、除靈後各項儀節： 

㈠做百日、做對年 

㈡合爐 

㈢撿骨及掛紙 

 

    上述這些客家喪禮儀節之變遷，或因各地方之一方一俗，或受各地宗教信仰差異之影

響，或受國民禮儀推動提倡之影響，各地區客家喪葬儀式禮俗簡化許多。經過本計畫之實

地田野調查，從觀察苗栗縣十八鄉鎮之客家喪葬儀式中，加以對照觀察，發現現代化之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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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家喪葬禮俗豐富之文化意涵逐漸消失，大約保留比較明顯者，厥為出殯時之所採用之「客

家三獻禮」儀式，尤其是往生者若是年紀較長的耆老，還會依三獻禮儀式舉行。否則，大

部分喪葬儀事均已簡化。 

 

第三章 苗栗縣客家喪葬禮俗儀式之文化意涵 

   人死是一件重大的事，所以喪葬祭祀的禮俗比起其它禮俗要來得莊嚴肅穆；客家人的

喪葬禮俗都是傳統的古禮，是歷久不替的。其繁文縟節往往使得辦理喪事的人有顧此失彼

之感。茲將喪葬儀式之實例過程加以說明介紹。 
一、臨終禮節 
      客家文化受佛教影響，認為人臨死之前會迴光返照，俗稱為﹝反青﹞，臨終之人會

在反青時，分手尾錢給子孫。佛教認為人之三魂七魄要離開肉體時，是非常痛苦的，因此

死者會艱辛、冒汗，客家人稱為「爬崎」。此時，客家禮俗會為死者舉進行一些儀式：如

「淨身」、「換衣」、「移水舖」、「舉哀」、「遮神」、「徙舖」等。 

〈一〉、徙舖 

     客家文化重倫理，篤親情。長者有疾，必延醫救治。如已病入膏肓，藥石罔效，即

隨時觀察其氣色五官，命子孫親人，隨待在側，隨時觀察病人之氣色。當見到病人臉色蒼

白，眼耳鼻舌縮小變形時，客家人會清開廳下之桌椅，由親人中之壯男或健婦抱提，此時

病人之腳不能碰到地，叫做「辭土」，隨即將病人由房中移至廳下臨時舖設之禾稈或草蓆

之床板上，稱為「徏舖」。依古禮，男性則移到廳下左側，女性則移右側。24頭在裡，脚在

外，換上壽衣（色藍，六十一大壽時，由女兒出資購買。）然後掛上蚊帳。25此時遠親近

鄰或得到消息，紛紛前來探視，子孫守在旁邊，盡最後之孝道。若有家人出遠門的，亦必

須儘可能趕回家省視，隨侍在側。 

    客家人認為若人死在「架子床」上，死者之靈魂會「舉眠床枷」，不能超生。因此，

若未成年者夭折，雖不移徙入廳下，亦須移到床前地上。凡被徙舖者，如自知將離開人世，

就會召喚家人留遺囑，分配遺物，此謂「分手尾錢」，預囑家人預備喪事。及古人所謂，

男喪為「壽終正寢」，女喪為「壽終內寢」的意義。 

〈二〉、淨身 

   將病人徙舖後，在病人嚥氣之前，客家習俗會由家人為病者擦拭身體，為之「淨身」。

通常是用蕬毛茉草沖熱水為之。淨身後由同性別之親人為病者穿上壽衣，壽衣通常上衣為

六件七層〈男單女雙〉，褲子二至三件，再穿上襪子、戴上帽子。若是女性，還會梳頭、

化妝，帶上手鐲、戒指、耳環、長壽針等飾物。客家古禮在病人氣若游絲斷氣前，會在病

人口鼻前置放新棉花，測試病人是否已經斷氣，此即是《禮記‧喪大祭》所謂：「屬纊以

俟絕氣」的意思。26 

〈三〉、舉哀  

   當病人氣絕，全身逐漸冰冷時，子孫大哭，一面舉哀，一面焚燒紙紮的轎和轎夫，俗

稱「魂轎」，或稱為「腳尾轎」，給亡靈乘坐歸陰。27以紅紙包銀幣，塞於死者口中，謂之

                                                 
24 客家習俗，如死在他鄉或兇死，不可擡入廳下。 
25 也有人認為不必掛上蚊帳 
26 見王雲五主編，《禮記今註今譯》﹝臺北：台灣商務印書館：1979 年 2 月﹞，頁 571。 
27 見謝新樹主編，《中原客家禮俗實用範例專輯》﹝苗栗：中原苗友雜誌社，1973 年 8 月），頁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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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玉」。廳前掛上白布，稱為「孝帘」，又稱為「白遮」。28在往生者足尾，放置油燈（盞）

或蠟燭，謂之「長明燈」，並倒擺一板凳，凳面抵其脚底，凳後放一碗十二分滿之飯，上

置熟鴨蛋一個，插上筷子，謂之「脚尾飯」，意乃使亡者不必挨餓並有力氣走陰府。飯後

置一香筒，香筒乃由一只大碗裝沙當香爐，點香燒銀紙〈腳尾紙〉，或稱為腳尾錢，供死

者沿途買路之錢即給牛頭馬面陰差用。祭拜之香不可間斷。客家人也把上述行為稱為「辭

生」，表示死者與生人之離別。有些人會請僧尼誦「開魂路」或誦經，如「腳尾經」、「金

剛經」、「彌陀經」。29在未入殮之前，子媳要守候在旁，防止蟲鼠囓傷或貓兒接近。客家古

老相傳，若貓兒跳上死屍，會使屍體僵立，起而攫人，被攫之人會無法脫出以致氣絕。故

鄰居有人死亡未入殮之前，居民都會把家中養的家貓關起來。 

〈四〉、遮神  

    當病人一旦斷氣，客家人或取下樑上三界公爐、天公爐，並以紅布或紅紙遮住客廳祖

位、以米篩遮住神位，以防「見刺」，稱為「遮神」。目前水泥洋房，若家中神廳在二樓，

也有人不遮神。死者若是長期服藥者，需將他用的藥罐等擊破，並唱「病已痊癒」使死者

的痛苦解除。後來演變成以以紅布或紅紙遮住廳下之祖位及神位，而不用米篩。但若家中

神廳在二樓，目前也有人不遮神。此時要送金花及一塊紅布，橫掛於鄰居門框旁上方，謂

之「掛紅」。所有紅紙書寫之對聯一律撕下，換上白色輓聯，以白紙書寫「嚴制」（父死用）

或「慈制」（母死用），貼於於正廳門邊。若老一輩還健在，則書寫」喪中」，日據時期書

寫「忌中」。30 

〈五〉、辭生  

    辭生及上述在亡者腳尾供上腳尾飯及腳尾燈，並請僧尼誦「開魂路」或誦經:「腳尾

經」、「金剛經」、「彌陀經」等儀式。 

〈六〉、吊九條  

    在靈堂，將門扉闔上一扇，並吊白布幔將屍床四周圍住，俗稱「吊九條」。31 

〈七〉 、示喪 

    家有喪事發生，在喪宅門口明顯地方，貼上白紙或懸掛白布，表示家有喪事即「示喪」。

一般喪宅門口所貼白紙用以表白逝者的身分。即前述書寫「嚴制」或「慈制」之儀式。 

〈八〉 、 守舖 

    即前述親人在未入殮前，必須留子孫在屍體旁守護，俗稱「守舖」，以免遭受貓狗老

鼠蚊蟲破壞，並期盼親人靈魂安詳。 

 〈九〉、招魂 

   本研究曾經徵詢老禮俗專家提到，古代客家人 

侍親均至孝，其實不相信親人已死，所以會在大門外，插一枝綠竹竿，上面掛上死者生前

常穿之衣服，用來招魂，吸引死者回魂復生。此一行為，極具深意。 

二、 喪禮     
〈一〉 治喪 
    客家習俗，注重敦親睦鄰，相互幫忙。所以只要一有喪事，親鄰朋友都有義務去幫忙，

男人幫忙料理喪事，如整理廳下，準備喪事物品，或請地理師排日課、請人採購搬運等。

                                                 
28 徐清明，《重修苗栗縣志住民志，卷五上冊客家族群篇》﹝苗栗：苗栗縣政府，2007 年 3 月﹞，頁 34。 
29 見江永輝，《客家禮儀》﹝苗栗：公館鄉公所，1998 年 4 月﹞，頁 23-24。 
30 見黃康寧等編，《薪傳禮俗》﹝新竹：新豐鄉禮俗協進會，2003 年 12 月﹞，頁 55。 
31 見黃鼎松，《我們的家鄉苗栗民俗篇》﹝苗栗：苗栗縣文化局，1984 年 6 月﹞，頁 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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女人則幫忙縫製喪服及入木所須物品。晚近，客家有名望之人去逝，都會由各界人士組成

「治喪委員會」，再選定若干對喪事較內行者，協商安排，或賦予職稱、工作項目，以分

層負責。包括：總務、出納、茶水、文書、跑腿……等項目。協助家屬料理喪事。 
〈二〉 看日與則地 
   客家人注重風水之說，辦理喪事必須「看日子」，即選日課。人一死，先遣子孫或鄰居

親友一、二人，前往地理師擇日館，請其選定進行大小殮、移柩、祭奠、還山、安葬之吉

利日期與時辰，以及當時之沖煞對向，避免生肖鄉衝而不吉。地理師也會選定埋大葬之地

點與方位等，現今都是選定火化、寄巖時日。選定日期後，派專人若干前往各親族戚友處

報喪，並告知出殯安葬日期，再印訃聞告知。訃聞之寫法已經制式化，家屬只要提供家屬

姓名即可。 
〈三〉 孝服 
   喪服，俗稱「孝服」，以前多係喪家購布請鄰婦協助裁製。孝服依親疏而有輕重之。孝

男及長孫帶草箍(編草成環，中加一梁，下套麻布及白布)，穿長麻衫(對襟式，下裾不緝，

有腰帶)，著草鞋套白布為襪，手持孝杖(父喪用竹，母喪用莿桐，長約尺二，上包麻布)。

未婚者，草箍中梁後無尾，麻衫無袖，長孫麻服下加一套苧服表示區別。32目前國民禮儀

流行，通常由葬儀社提供黑色長袍與布鞋，喪服簡化很多。

    孝媳，在家女及長孫媳戴麻頭(以七尺長白布折縫成左長右短，冒尖綴一塊麻布)，穿

長麻衫(下裾亦不緝邊)，長孫媳麻下亦加一套苧服，在家女因未婚，因此麻衫無袖(凡未

婚者孝服皆無袖)，孫男、侄男、甥男，戴頭白額上綴苧布，穿苧仔衫。出嫁女、孫女、

孫媳、姪女、姪媳、甥女戴苧頭，苧仔長衫。 

曾孫輩，戴藍穿藍。玄孫輩，戴紅穿紅。女婿，孫婿，戴白布荖包綴苧，穿白布長杉，

二者無分。兄弟，只戴頭白。姐妹，只戴白布頭。若有五代同堂，亦可以用紅布或紅

絲，含有引以為榮之意。33 
〈四〉 報白與訃告 
    當喪事相關之日課請擇日師看好之後，便要報喪。若是母喪，要通知外家，俗稱「報

白」。孝子往母舅家報白，要帶一黑一白兩塊布，到達時不可進門，只能在門口跪哭喊「娘

禮！娘禮！」舅舅聞聲而出，牽外甥起身，收下白布退還黑布。黑布等出山日，母舅來拜，

作為「壓種」用的「轉祖裙」，表示人死後升格為祖先神明，轉去祖先的身邊。34當母舅接

到外甥之報白，要請外甥喝甜茶，表示母舅會前往喪宅弔喪；若收下黑布即表要斷絕來往，

孝子要哀求改收白布，請母舅前往弔喪。從以上可知，客家文化看重外家，客家婦女辛勤

勞動，生兒育女，為夫家做牛做馬，傳宗接代。這一切都要感謝外家嫁女之成全。目前這

一禮俗幾乎簡化，只保留加倍磧還外家的禮金。 

    若是母舅以外的親戚，可以央請鄰居代為報喪。近年，除重要親戚仍央人訃告外，餘

皆印製訃聞郵寄通知，或電話通知。但印刷訃聞時，「訃」字要用黑色，「聞」字要用紅色。
35 

〈五〉 哭路頭與奔喪 
   客家喪禮中，出嫁之女兒聞知噩耗回家奔喪時，當離家一段距離便須號哭，俗稱「哭

路頭」；凡父母嚥氣時未隨侍在側的子孫，自外地回來，必須爬在地上匍匐入門，表示自

32見黃鼎松，《我們的家鄉苗栗民俗篇》﹝苗栗：苗栗縣文化局，1984 年 6 月﹞，頁 89。 
33 黃有志，《社會變遷與傳統禮俗》﹝臺北：幼獅文化事業公司，1992 年 11 月﹞，頁 116。 
34 黃鼎松，《我們的家鄉苗栗民俗篇》﹝苗栗：苗栗縣文化局，1984 年 6 月﹞，頁 90。 
35 徐清明，《重修苗栗縣志住民志，卷五上冊客家族群篇》﹝苗栗：苗栗縣政府，2007 年 3 月﹞，頁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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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不孝，未能隨侍在旁，也未能見父母臨終前之一面，以表達的一種會悔恨與悲痛之心情。

當有長輩來吊喪時，晚輩也要迎出門外跪迎，表達不孝，待長輩扶起，才可起身。本研究

發現，一貫道道親，當點傳師來喪宅拈香慰問時，家屬也會跪迎點傳師，亦是對天命之尊

重。 
〈六〉 棺柩 
  客家習俗都是土葬居多，過去人死後都用棺木埋葬。棺材是由六塊木板組合而成，最上

面覆蓋之木板稱為「天」，底下那塊稱為「地」，左右兩塊稱為「日月牆」，象徵左為日、

右為月，棺頭稱為「龜頭」，棺尾為「龜尾」。大殮前稱曰「棺」，而大殮後始曰「柩」。由

於一般人不喜歡聽到「棺材」兩字，故會以「老樹」或「老木」來代稱。買棺材又稱為「買

老樹」、「買壽板」或「買大屋」。目前提倡火葬，棺木以美觀大方為主，方型長盒式較多。

買棺木時，順便選用金斗甕或骨罈。目前除了家中有大祖塔者才用金斗甕，大都用小骨罈。 
〈七〉 放棺 
   當所買之大屋運送到喪家時，子孫們在門外哭泣接棺，俗稱「放板」，富有家庭有時會

請樂隊來迎接。 
〈八〉 接板與磧棺 
    以往喪家到棺材店買棺材時，會由鄰居子弟十人義務前往棺材店抬棺材回來。八個人

抬棺材，兩個人拿棺材凳，棺材凳是方便中途休息時，可以擺棺材放在凳上，讓抬棺者休

息。當棺材運到離喪宅十公尺遠時要暫停，孝男等穿孝服哀號來跪接，俗稱「接板」。接

板時為首者帶一袋米，內放銅幣、一副桶箍、一支新掃把，將米與桶箍放在板上，俗稱「磧

棺」，新掃把則用來掃棺，從天尾向天頭掃出，同時孝子每人孝服衣裙都配許多捲好的銀

紙在棺前燒，孝子媳婦在門外棺邊要燒壽金給土地公。同時還要由土公做法事，法事做完，

銀紙與壽金燒完，棺木才抬進家門。目前大都簡化，任由葬儀社載送棺木到喪宅，若在殯

葬場處理喪事，則更加簡單。 

三、 入殮 

   客家喪禮之入斂禮俗較為繁雜，分述如下: 

(一)乞水或買水 

    接棺後隨即乞水，即買回洗屍體之用水。子孫全部穿孝服，走到住家附近之在大圳溝、

坑壢或河川，由主喪人手捧新缽，率同親人，並攜帶香、四方金、四枚制錢，一路哀哭到

水邊後，要燒香焚金，要向河神伯公稟告，家有喪事須要買水，然後再投幣於河，下跪舀

水，不可逆流舀水，要順流舀水，舀水一次就成功，避免重舀，這就是「買水」。目前幾

乎沒有乞水儀式。 

(二)沐浴 

   乞水返家，旋即舉行沐浴、穿衫、辭生、分手尾錢儀式。沐浴，由長子或「土公」(就

是辦理下葬挖墓地的師父)，以白布沾乞自河川之水，由頭到腳做一比畫而已，比畫時「土

公」須唸吉祥話。 

(三)穿壽衣 

   為死者穿衣，古代有「套衫」儀式，古代死者口中常放玉或銅幣、金箔，俗稱「金嘴

銀舌」。死者之穿著，貼身一重必須用白色棉布衣褲，日後撿骨骨色才會潔白。因為客家

人相信地氣能庇蔭子孫，如果骨頭清白漂亮，就是有好地氣，子孫也會興旺。死者中層衣

服比較不講究，隨人穿，外層則穿長衫馬掛。死者衣服算重不算件，一般人都穿七重，年

紀大的可以增加幾重，但一定要奇數才吉利，絕對不可雙數。為死者穿服，通常是由媳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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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死者梳頭戴帽，由女兒進行穿鞋著襪的工作。不過男性死者若要理髮，要請男理髮師為

之，客家習俗為死人剃頭，價格比替生人剃頭貴十倍以上，而且要用紅包包好。若死者是

女性，則由長媳為家娘梳妝，要跪在地下離死屍約一尺以外，連哭帶號，恭恭敬敬梳理，

但是必須注意眼淚不能滴到屍身上。另外，古時在明末清初知臺灣，也有「張穿」、「套衫」

之禮俗，就是孝男在廳下前之簷下，戴斗笠，手持麻繩兩端，穿木屐站在小板凳上，一人

將壽衣一件件反套在孝男雙手，套好，把孝男手中的麻繩兩端向外拉，多件衣服拉出來，

把椅子踢倒，再把衣服穿在逝者身上。此種習俗，相傳是明末清初漢人，與滿人有「頭不

戴你天，腳不踏你地」的民族大義存在。 

(四)飼牲 

    飼牲需準備六至十二碗食物，包括雞、肝、土豆、韮菜、豆腐、猪肉等，陳於死者面

前，長子站在竹椅上，餘人跪於屍旁，由土公用竹筷代死者夾菜，每夾一道遍唸一句吉利

話，如「食雞子孫大家好起家，食肝子孫代代做大官……」。 

(五)討手尾錢 

   「飼牲」後即討手尾錢，把預放在死者衣袋內的硬幣分給子孫每人一枚，用白布(穿麻

服輩)或藍布(穿苧服輩)穿孔繫於手腕，父死繫於左手，母死繫於右手。希望子孫沾到死

者之遺澤，有傳宗接代、薪火相傳之意。 

(六)扶屍入木與棺底佈置 

   小殮或入木時辰一到，便須扶屍入棺。棺材底要舖稻草灰、黃古紙、七星板，後來改

舖大銀、茶米、石灰等吸水性強的東西，其上再舖白布稱為「棺席」，頭部放「雞枕」，雞

枕是用紅白布縫成菱角形枕套，內塞銀紙及些許雞毛狗毛，表示雞啼狗鳴死者才能知晨

昏。土公等四人拉緊「扛被」四角，將遺體抬入棺內，以大銀、小銀將遺體墊穩，務使屍

體不會動搖傾斜。男戴帽，女戴皺紗、耳環，左手持扇與手帕，右手持桃枝串七塊發粄。

「心舊梳頭妹做鞋」，穿上布鞋，右腳踏金紙，左腳踏銀紙，俗稱「右腳踏金左腳踏銀」。

土公扶屍入棺木時，子孫要在旁幫忙，此時忌人影被屍體壓住。 

    客家習俗會在屍體雙手上，置放物品；富者會戴若干金飾、玉器陪葬，然後戴手套，

手邊放一根桃枝及一個飯糰，供死者過惡狗崗時驅狗之用，同時還放一件左右褲管相反的

白布小褲子，俗稱「過山褲」，供死者在陰間騙惡鬼。客家傳說靈魂經過山區遇著惡鬼時，

丟下此褲，惡鬼拿到，這樣穿也不是，那樣穿也不是，正再猶疑時，靈魂已經遠離，平安

脫險了。屍旁又放一塊石頭、熟鴨蛋、豆苞。放時土公要唱：「石頭會爛，鴨卵出子，豆

苞發芽，那時陰陽才能相會。」每放一件東西，土公都有唱詞。棺底放背筋線、串銀紙墊

底的習俗，口袋都縫住、另放棺席布、再蓋上「蓋面被」，即銘旌面被，依序為孝子、外

家、孝女、孝孫、親戚所贈。客家人蓋很多件，先蓋親友贈送的，最後才蓋上兒子的蓋面

被，被上胸前放「照身鏡」。目前棺內放的都是紙摺的大悲咒經文蓮花，希望死者往生西

方極樂世界。 

四、 封釘與打桶 

〈一〉 封釘 

   客家喪禮中，當進行到屍體安置好後，要進行加蓋封釘之儀式。男喪由族長主釘，女

喪由母舅主釘，謂之「封釘」，習習又稱之為「封棺」。棺釘分四角四支長釘，天頭中間一

支小釘纏五彩布，長釘要整支打入，小釘只略釘一下，要由孝男用口咬起置於香爐，釘釘

時要唸吉祥話。封釘即是「大殮」。封棺前，另置一套衣服於棺口，孝子說「你座衫，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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座褲，分得子孫萬萬戶」﹝客語「褲」與「富」諧音﹞。然後衣置棺內，褲給孝子。封棺

時要說吉祥話之四句，如「一釘添丁又進財，二釘福祿天將來，三釘三元早及第，四釘代

代出俊才。」子孫釘串五色布釘在棺頭中央，說「子孫釘，子團圓，子孫富貴萬萬年。」

子孫釘由孝男用嘴取下。「封釘」儀式若留到出山日再做，俗稱「寄釘」。此時，如相隔三

日以上才出葬者，則須「打桶」，以防臭味溢出。 

〈二〉 宗教儀式 

   入殮時，客家習俗大體上都有舉行簡單宗教儀式，如誦「阿彌佗佛」、「度人經」等，

其餘鑼、鼓、吹諸手「吹打」，大殮蓋棺，家屬及親友得瞻視遺容。也有人會聘請八家將

等陣頭來助陣，增添許多宗教儀式之氣氛。 

〈三〉 魂帛 

    魂帛是用絲絹或用紙做成，當亡魂靈位。魂帛既代表靈位，不可草率，必須詳填農曆

生卒年月日時。中款寫亡者姓名，一般採「七」字或「十二」字，係按「生老病死苦」次

序來計算，七字或十二字均屬「老」。出殯時魂帛要隨隊上山，反主時要備魂轎接回，設

香案供之。魂帛有上山即燒掉，也有百日、對年或合爐才燒掉。魂帛又稱為神主牌，中款

書十二字者居多，應注意的是「主」寫成「王」字。若是用紙書寫，男喪用青只，女喪用

黃紙。男喪知寫法，如「顯祖考諡 OOOOO 公神王」；女喪如「顯祖妣諡 OOO 母 O 氏神王」。

「諡」字必須側書。如有長輩在，不用「顯」字而用「先」或「故」字。神主牌代表靈位，

傳統習俗須詳載生卒年月日。客家人之諡號，通常由長輩按照死者生平業績，取其相當之

字意者安之。諡法是對逝者生前行為、品德取的名號，由族長總其生平議定二字，書於神

主牌上。如男性之諡號： 

 

文章名世曰文。禁暴戢兵曰武。果敢銳往曰勇。堅強不屈曰剛。堅忍力行曰毅。揚名顯親

曰孝。盡心不欺曰忠。死節死義曰烈。容貌端嚴曰莊。取與不苟曰介。修不息曰勤。燭照

不昧曰明。守約不奢曰儉。表裏正直曰端。秉性純良曰善。公正不曲曰直。好施樂善曰惠。

沈潛自守曰靜。性厚而誠曰惇。易直而善曰良。寬厚和平曰溫。小心敬慎曰謹。德性澄粹

曰純。質素無文曰樸。厚重不澆曰厚。恭謹質寬曰恂。存心博愛曰仁。真實無妄曰誠。純

厚而固曰篤。言語剛直曰侃。善處兄弟曰友。肇造事業曰創。舉止規矩曰義。清廉自持曰

廉。美秀而文曰雅。才能拔類曰穎。多見多聞曰博。親和宗族曰睦。厚重過人曰敦。言行

端方曰正。德行善良曰賢。 

 

女性之諡號： 

 

和順事理曰宜。德性良善曰淑。矢志守身曰節。善持家務曰務。和從無違曰順。性情寬緩

曰柔。致命遂志曰烈。惠愛子孫曰慈。善事父母曰孝。和順溫恭曰婉。容儀雅靜曰嫻。有

志修道約修。 

 

〈四〉 孝堂 

    喪理期間要有孝堂，辦理喪儀。其地稱為孝堂，孝堂要以白布遮柩、設靈幃、架遺像、

亡者衣服、鞋、襪置於椅子，又應放置靈桌，供奉魂帛、裝上放置一對蠟燭、鮮花、設香

案、果品、燈火日夜不熄，以備親友之弔唁。近代照像傳到台灣後，也要為死者準備遺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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儀像應視死者有幾位孝，即沖洗幾張，俾供日後紀念。目前只又少數喪家，會請專人全程

攝影留念。 

五、 居喪期間 

  遺族自死者斷氣時起服喪，稱為「居喪」。死者之卑族者須脫冠履，披髮跣足，婦人則

脫去身上裝飾品，脫下彩色衣服，男不穿皮鞋，不着華服，男女各依其輩份輕重，穿孝服，

戴麻冠。   居喪之孝子禁止理髮，夫妻不能同房，禁訪朋友，參加喜宴及到寺廟參拜等，

此類居喪之俗，尤以殮葬以前為嚴格，以後直至「除靈」仍遵守之，以昭孝道。從去逝到

出殯，甚至是守孝期間，可能延長到七七圓七或百日之後，成為居喪期間。也有一定之儀

節： 

(一)孝飯 

為死者如生前般之準備飯菜，又稱捧飯，或扛飯。大殮後之次晨開始行之，於黎明後，

提供盥洗用具、早餐、香紙等敬奉給死者。約一炷香後，可以才燒銀紙。天黑黃昏前

數刻，必須提供晚膳，儀式像早餐時一樣。如此一直到滿七或百日始結束，再改為初

一、十五晨昏各拜一次，到對年才不再供膳，一直到舉行「合爐」儀式後，則按年節

祭祀禮節祭拜。 

(二)居喪與戴孝 

客家習俗，當死者小殮入木後，子孫禁止理容，而且要戴孝。 

(三)守靈 

死者出殯前，子孫必須日夜在靈幃守靈，夜間則在柩旁敷蓆而眠，俗稱「睏棺腳」。

因為侍死如侍生，生前晨昏定省，死後亦不忍讓死者遽爾孤伶。客家文化受儒、釋、

道三轎影響甚甚深，相傳亡者靈魂會於四後第七天，會返家再察看子孫是否能生活下

去，子孫也應緬思昔日「生育鞠養」之恩，須與文魂相依為伴。 

(四)作七 

   人死之日算起，每七日須做七。每七前夕要「丁憂」。丁憂時須備禮物二桌，一拜王官，

一拜亡靈。金包金紙拜王官，銀包銀紙拜亡靈。次日做頭七，所準備之物品如前。做七是

拜十殿王官，十殿王官如下： 

奏廣明王──首七 

楚江明王──二七 

宋帝明王──三七 

五官明王──四七 

閻羅天子──五七 

卡城明王──六七 

泰山明王──七七 

都市明王──百日 

平等明王──對年 

轉輪明王──三年 

   客家做七，一、三、五、七為大七，禮物比較豐盛；四七為女兒七（妹子七）由女兒

備牲儀拜之，但女兒回娘家時，必能不與喪家親人言語。四七前夕丁憂，仍由喪家辦理。

丁憂後，預置紅包、布，待女兒次日取而用之。「頭七」是孤哀子辦理，「七七」又稱「滿

七」、「圓七」，由孤哀子辦理有始有終，功德圓滿。每七為七日，逢奇數為大七、偶數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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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七。客家人以「四七」為女兒七。 

作七時用簡單果品、紅圓、發粿，象徵子孫要團圓昌旺，同時要準備鮮花水果祭拜。

居喪期間有人延請比丘尼誦經，或天天誦，或「作七」時誦。作七誦經應在前一夜戍時做

「丁憂」時誦之。 

在居喪期間，未出殯前，客家習俗不過節，遇祖先之忌日也不拜。出殯後，遇祖先之

忌日則如常祭拜。但過大節，如清明、端午、中秋、冬至等祭祖時，必須提前一日，於中

午先以數道飯菜祭拜新亡者，再於隔日祭祖。經過研究發現，很多上班族，一次即把七七

做完，簡化甚多。 

(五)香奠與答紙 

   死者親友通常會送錢給喪家買銀紙，燒與死者，俗稱「香奠」。喪家收到香奠，必須答

謝，俗稱「答銀紙分」，後來改以答毛巾最為通行。 

六、 午夜功德: 

   蓋人生前雖無大罪，難免會犯小過錯，因此子女為表達孝心，會為亡者舉辦法事，以

超渡亡靈，免墮地獄，或生天或即早出世投胎的意思，俗稱「做功德」或「做道場」。以

往都是請法師主持。法師屬道教，崇奉三清，三清即玉清、上清、太清。道家有上述陰司

十殿閻羅之說，謂喪家誠敬頂禮，由其誦經禮懺，便可憑三清法力，替亡靈消災消難，免

墮地獄，再轉世為人，托生富貴之家。 

午夜功德，或為做齋仔，或為誦經，又稱做道場，做功德。「做齋仔」屬道教儀式；「誦經」

屬佛教儀式。做功德時間，就喪家經濟能力而定。一般多為一晝一夜。做功德不論道教、

佛教，都有「請佛」、「引魂」儀式，也會用佛像、十殿明王像。佛教以誦各種佛經為主，

但是道教會有「過橋」儀式，女喪會增加「拜血盆」或稱「洗河江」儀式。 道士會製作

「紙幡」及「招魂幡」，以帶葉細竹舉之。 

作道場自首六起至首七，叫做「二晝」，只有首七一天，叫做「一晝」，二晝法事較一

晝為隆重。其禮節過程如下: 

(一) 搭功德廠 

   在家門露天搭功德廠，大小無度，因地制宜。因搭在往來通路，故必用白紙斗方黑字書

寫「借路」字樣兩張，分貼於通路的兩端，以示禮貌。 

(二) 起晝 

    功德廠搭成後，法師就把三清圖、十殿閻羅圖、天堂、地獄圖、唐僧西天取經圖等，

懸掛起來，琳瑯滿目。「首六」當天，天一亮，即開始鳴鑼擊鼓起晝。 

(三) 朝北斗 

   中午在附近廣場擺設七張八仙桌，每桌上面放一個米斗，盛米插香象徵北斗星座。法師

數人，一人為主，餘為從，都穿著綵袍黃頂黑靴，手執奏版，一面誦經禮懺，念念有詞，

一面繞桌奔跑，越快越鬧叫做「朝北斗」或「穿午敬」。 

(四) 誦經禮懺 

   午飯後略事休息，即誦經禮懺。把經本擱在案上，一面宣讀經文，一面敲金擊木應和，

鐃鈸齊鳴，鑼鼓間發，抑揚頓挫，音調調和，聲音大到傳遍村里。 

(五) 耍雜技 

   晚飯後，法師要耍雜技一場，如「穿火圈」、「倒豎蜻蜓」、「翻跟斗」，父死打關燈，母

死拜血盆，開佛光，行香等。所謂「倒豎蜻蜓」，是法師用一隻手，舉起八仙桌，停放在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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頭上，鬆開手一陣而桌不會倒下，以顯示法師之功力。 

(六) 表演街頭劇 

   也有客家地區之喪禮功德儀式，會由法師三人扮演師徒向上界取經，徒弟二人叫「清

風」、「明月」，隨師父登天取經挑回來，再由師父把來去沿途經過，用道白唱詞曲曲傳神，

與兩徒前呼後應，展現有如孫悟空與唐三藏往西天取經的經歷。 

(七) 引魂過橋 

   在功德廠前空曠之地，用大板凳及八仙桌連綴成橋狀，比較講究的，則在桌上兩傍用白

布結成欄杆，又於頭尾兩端結成橋門。橋頭分站紙紮身高盈丈的牛頭馬面兩個，手執鋼叉，

凸眼獠牙，面目猙獰，作把守狀。橋尾分站紙紮身高三尺的金童玉女兩個，油頭粉面，嫣

然含笑，作迎接狀。法師首先坐在橋頭唱道情詞，把父母生育之恩，和目蓮救母，劉全進

瓜，唐僧取經的種種故事，用山歌小調曼聲唱出，此時喪佳男女和近親戚族族女眷，則分

坐橋下兩傍接續焚冥鏹，叫做「燒橋腳紙」，停止哭泣。人靜更深，法師高聲漫唱，音義分

明，唱道情故事，俗叫做「勸世文」。 

待道情詞唱完，法師手執引魂帛前導，孝子跟後，魚貫而行，法師唱，引魂過橋，把

望鄉台，奈何橋的種種風光，和所見的種種鬼趣，曲曲傳出，令人聽來，毛骨悚然。如此

往來，經過七次，表示過了七洲橋，亡靈已到陰司，便告結束。本研究觀察數十場喪哩，

只有兩場有午夜功德，其餘大都是念經而已。而且許多念經都改在下午 5點以前結束，避

免吵到鄰居。 

七、 成服點主   

    人一過世，客家人會招請鄰居婦女縫製孝服，必須有一位熟悉喪服禮節者當領班，進

行「開剪」儀式。開剪要送紅包。開剪先裁長銘旌用布，再裁孝服，由重至輕，依序製作。

完成之孝服，放在籮筐中，以備成服使用。另外會製作頭箍、耳塞，讓孝子穿戴；父喪塞

左耳，母喪塞右耳。父母具喪，不塞。成服是指孝服已經做成，孝子開始要穿上孝服。做

功德前先行成服，孝子跪下接受族長或娘家代表遞給之孝服，授與者須講四句好話，如「成

服成服，報恩鞠育，孝於新親，天賜百福。」然後孝子女等，各自穿上喪服。過去成服有

靈前成服、當天成服或佛前成服三種方式。以往，成服都在入殮前完成，後來以成服後禁

忌很多，乃改在做功德前舉行，故成服而有「開鑼成服」的說法。由族長或娘家主持，顯

舉行「開鑼」儀式，敲鑼三下並說：「開鑼為先，孝感動天，子孫昌盛，富貴萬年。」開

鑼之後「做齋渡魂」正式開始。開始先敲三通鼓，這叫「起鼓」。 

   成服禮由族長或娘家主持，孝子跪下接受孝服，主持人要說四句如：「你父棄世，難免

悲傷，賜你孝服，世代榮昌。」接服亦有說四句者如：「百事孝為先，制禮定三年，麻衣

著上身，報答得升天。 

   成服必先備喪服和孝杖，然後在喪居門外露天供奉五牲祭品，祭告天地，禮請有聲望

的士紳或父老一人吉服主祭，賜杖。男喪用竹杖，俗稱父之節在外。女喪用桐杖，俗稱母

愛無節，即無限的意思。孝仗，又稱「孝仗棍」，長約一尺二，末端缚以麻布；長孫則缚

以紅布再缚以麻布。成服後族長或娘家「賜孝杖」，要說四句話：「天空地空，你父壽終，

賜你孝杖，百福亨通。」 

又提引魂帛，為法師招魂之用。隨後死者親屬依親疏等差穿上喪服，趨向主祭者叩拜

稽首，領受孝杖，羅跪祭台前哀號哭泣，就算成服禮成。 

   成服之後，孝子跪地，肩背後披一塊紅布，雙手在背後端著神主牌，主持人唱「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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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開，日吉時良，點王為主，世代永昌。」或「周公命諡，取善錄長，一點成主，萬事流

芳。」。唱到第三句，即用硃筆在「王」字之上加一點使成主字，謂之「點主」。。另有再

以黑墨筆點成黑色者。點主官以往是由當地之地方賢達擔任，或由族長、娘家主持，道士

從旁協助。  

八、 出山 

出山是客家喪禮把棺木抬到墓地埋葬之儀式過程，如下： 

(一) 出殯 

   出殯前一日依地理師指示派人打壙仔，並備妥墓碑；如係土葬，事先備好墓碑；如係

火葬，則準備「骨灰罈」。出殯前一晚，應該修齋普渡眾位無祀孤魂，分葷齋兩界，各設

香案，各插一枝香牌，葷界寫「本境男女無祀孤魂香位」，齋界寫「南無焦面大士香位」。

案上擺設各種祭品、壽金、銀紙、刈金、孤衣等。每碗祭品均需插一枝香。普渡時將遺像

置於薦以毯子的椅子上，上遮以黑傘，以禮品祭之。普渡時道士誦經，念普祭文。家屬要

預備好哀章、奠章、祭文、誄辭、弔辭。如母喪，備妥『轉祖衫』，一疋藍布、一疋黑布，

各八尺，給娘家留念。且要預備好八尺白布書寫「跪謝」二字。 

1. 移柩與壓棺位 

 出殯，俗稱出山，由日課師根據死者生辰，孝男生辰、葬地方向等因素而選日子與時間。

是日先移柩後家祭，移柩出大廳後，原地要放桶框，一只桶內盛水放錢、一把碗一把箸、

一盤發粿等物，以求吉祥，俗稱「壓棺位」。出殯前，由「抬重」者移柩於廳外，設香案、

供桌，準備行三獻禮。 

又舉行三獻禮前，必先「告靈」、「告祖」、「告天神」，祭奠前備妥主家與親戚的五牲及猪

羊。猪左羊右，子孫燒香後，唯一孝子為主祭，孝侄或孝孫一人為與祭。禮生三人，一通、

一引、一唸祭文。奠禮亦有由族戚二人為主祭者。祭奠場所佈置常設於喪家庭院或較寬敞

之空地，依地理師指定的方位放置靈柩，上覆蓋一件新毛毯。柩前設一布帘，帘上掛遺像，

左右貼輓聯，上方貼橫批，遺像前設一香案，案上有香爐、蠟燭、水果(或果盆、罐頭)、

哀章、奠章、紙幡。案前設跪墊，案前數尺放供桌，共桌上擺喪家及親戚提供的牲儀。末

端桌上擺三杯酒、三碗雞胗雞肝、以備三獻禮之用。供桌前設跪墊。供桌之左方擺猪、右

方擺羊，桌下一碗茅砂。禮生通立於香案右方，引立於末端供桌旁，讀祭文者立於香案旁，

孝子圍於靈柩四周，其餘觀禮者立供桌兩旁或前方。 

2. 陳列祭品 

   家祭要陳列數張方桌供擺牲醴，孝男、出嫁女都要辦五牲，孝男牲醴居前，孝女次之，

其後方為親戚朋友的牲醴；若母喪則外家也要辦猪頭五牲，擺在孝女之後，或牲醴桌之兩

側，後頭(即外家)的五牲中，雞是用活的，綁在桌腳。 

3. 家祭 

   祭桌前有茅砂供奠酒之用，家祭時由禮生喊唱香奠酒之儀，其先後順序為:孝男、孝媳、

孝女、孝孫、孝侄、女婿、孫婿，最後才是「後頭」(就是女家)，若是母喪，則孝男要去

跪著接後頭，後頭拜完，孝男接著跪請他行「封釘」儀式；父喪，則由族長「封釘」。封

釘後師公帶孝眷「旋棺」。 

4. 告白式(公祭) 

   要舉行告別式者，此時接著舉行。其儀式大略如下：奠禮開始、奏哀樂、來賓入席、

遺族入席、哀樂止、道士入場、道士誦經、遺族拈香、死者生平介紹、弔詞、謝詞、來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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拈香。 

5. 葬列 

   出山行列陣容，因死者年齡、身分、家庭貧富、子孫社會關係有長有短，一般常見陣

容，依其先後順序是：一對大燈、長婿放路紙、鑼鼓陣、花環花車、銘旌(所有的女兒分

送一支，形式是一幅白布中綴紅布上寫文字)、聯軸、西樂隊、聯軸、司功、靈柩(棺上多

有棺罩，昔用人扛、今多用車載)、孝男孝眷(長子或長孫捧斗舉幡仔)、親友來賓。 

6. 辭客 

   告別典禮完畢，列隊送葬：媳女二人送火最先、長銘旌、樂隊、花圈、輓聯、靈柩、

香爐、紙幡、子孫、親戚、朋友。靈柩抬起，中途不得著地，如須休息，用二長椅承之。

靈柩所經之路途，隔一段插一支香，每過一橋，插一支香並掛紅。路上仍須散發銀紙。路

過人家、商店，如店東燃炮致意，則須贈送毛巾。沿途有燃放鞭炮者，致贈一條毛巾。經

過神廟前，需點香燒金。 

經神廟前須燒金紙點香。靈柩抬離喪家三五百公尺處，子孫各一人回身跪辭後頭及親友來

賓，跪地手拉開「跪謝」白布，請葬者返回，請勿遠送，俗稱「辭客」。 

(二) 安葬: 

1. 放水與落壙 

   靈柩抵墓地，土公早已事先掘好長方形土坑，柩即暫停坑側，打桶者要先「放水」，將

棺木尾端的木栓打通，使屍體容易腐化。俟時辰到，土公即將靈柩緩緩垂直放入坑，地理

師以羅經校正方位後即行掩土，掩土前由孝男舉行「佩土」儀式，用孝服衣裙包少許灑到

坑內，然後才掩土。所以當棺柩一抵壙旁，必須等待時辰一到才能下葬。下葬前要舉行呼

龍，點主儀式。儀式完後，將神主置於墓碑處，並請一人持傘遮之，然後供五味碗、發粄、

飯、酒、銀紙等，再由道僧等舉行簡單的唸經儀式，子孫及所有送喪者至墓前燒香拜墓，

此為「祭墓」，然後由地理施行「呼龍」的儀式，意謂此墓風水極佳，具有龍氣，可佑子

孫秀賢，地理師呼唱時，子孫跪於墓前應聲「有喔！」。俗信風水之傳說，稱山脈為龍脈，

山神為龍神，為求龍神多眷顧此墓，以發其祥，故祭墓之後有『呼龍』一俗，其意是將風

水之靈氣引入墓壙，叫「進納」，又稱其為「塞金井」。因墓地是由地理師所挑選，所以呼

龍多請地理師主持，其後尚有撒五穀的習俗，以祈求喪家丁財兩旺。然後掩土、做墓頭。 

2. 築土成墓 

掩土成墓，並立土地公。掩土前請一人「開龍門」，即「放栓」。就是打開棺木預留的

洞口，埋葬後與外通氣，遺體才得以腐化。 

3. 點主與呼靈 

   葬後先拜土地公，次拜墓，拜完舉行「點主」儀式，由長男或長孫負手捧神主，面對

外跪於墓前，司功以銀硃筆在其上加一點即成。接著由地理師舉行上述「謝分金」、「呼龍」、

「灑五穀子」等儀式，孝眷齊跪墓前。再進行「做墓頭」儀式，須備金、香、酒、茶、蠟

燭、牲儀，祭畢，地理師將米斗中的稻穀、黃豆、綠豆、紅豆、花豆、鐵釘、硬幣等攪拌

後分給眾孝眷，孝眷將鐵釘、硬幣等留下帶回家，表示祈求祖先保佑子孫「添丁發財」，

其餘五穀則灑到墓上，祈求五穀豐收。 

呼龍歌如下： 

         手把羅經八卦成，盤古初分天地人，九天玄女陰陽法，魯度凡間楊救貧， 

         南山石上鳳凰飛，正是楊公安葬時，年通月利，百無禁忌，今日打開生龍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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輕輕引進 

         大封君，前面有山山拱秀，背後有屏振龍基。 

     手把羅經遙一遙，二十四山都來朝，手把羅經照一照，二十四山都榮耀。 

         前有朱雀旺人丁，後有玄武振明堂，左有青龍進財寶，又有白虎近田莊。 

         祿到山前人富貴，馬到山後旺兒孫，二十四山來龍，東西南北來龍。大龍小龍，

穿山過 

         石來龍，遠龍近龍，漂洋過海來龍。今日  

     我葬聽我斷，喝山山轉，喝水水朝，一要人丁千萬口，二要財寶自豐盈。 

         三要子孫螽斯盛，四要頭角倍崢嶸。五要登科及第早，六要牛馬六畜自成群。 

         七要南山北府庫，八要壽命好延長。九要家資石崇富，十要貴顯來無疆。 

         大吉大利，房房子孫，買田買地。家東主葬祖墳，財丁興旺，富貴雙全， 

         榮華富貴萬萬年！ 

 

4. 旋墓 

     臨行，子孫繞墓三匝，意即依依不捨的留戀，俗稱「旋墓」。 

5. 反主(喪家)與摘青 

孝眷人等送葬回家前，依俗每一個孝眷都要摘一芭樂枝回去，以祈求多子多孫。反主路線

與去時同，不必繞道。 

6. 安靈 

   反主抵家即安靈，要分輩分及大小邊，其方向由地理師占定，一般是取與墳墓相同的

方向。靈位安定，舉行安靈祭、洗淨、孝子及脫除孝服。 

7. 喪宴 

   喪家通常會備筵席請親友及幫忙的人吃飯。 

8. 巡山 

    巡山又稱「巡灰」。葬後二、三日，孝眷復行至墓地巡視先人墳丘是否安然之謂也。 

九、 善後 

   送葬返回後，要進行 「安香火、安靈」，之儀式，此後隨禁行三餐「扛飯」、點香、燒

銀紙等祭拜儀式 

(一)安靈後，每日每餐供奉飯食，點香燒銀紙，事死如事生，再盡孝道，供飯食期間有四

十九日者，有百日者，有一年者，亦有三年者。 

(二)當靈柩移出廳堂外後，要請一名工人打掃廳堂之髒物，再燒金放爆竹，致送紅包一個。 

(三)出殯後，死者之床舖被席及所有器皿，該拋棄者以火毀之；該留者刷洗乾淨，再搬回

原位。 

(四)出殯後，孝媳仍須「送火」，連續三天。首日送至墓地，次日後漸縮短。送火是為亡

者照路返家之意。 

〈五〉 作七 

如同前述，從人死之日算起，每七日須作七，每七前夕要丁憂。丁憂時須備禮物二桌，

一拜王官，一拜亡靈。金包金紙拜王官，銀包銀紙拜亡靈。 

十、 除靈後各項儀節 

   除靈後要除服：有圓七除服、除靈者，亦有百日、對年、三年除服、除靈者。除靈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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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靈牌、香袋燒燬，連同香灰放入祖先神位前的香爐內。 

(一)做百日、做對年 

    合靈人死之日算起，滿百日「做百日」，家屬卒哭，滿一年「做對年」(小祥)，滿三

年「做三年」，做對年之後亦有擇吉日提前做三年，並除服、除靈。 

(二)合爐 

    除靈後將香袋燒毀，取其灰與香灰放入祖先神位前之香爐內，又稱為「合火」或「合

爐」。此後，每逢死者生辰，須「做冥誕」，逢死日「做忌日」，至百歲為止。 

(三)撿骨及掛紙 

    死後滿四至六年，屍體已經腐爛，剩下骨頭，必須擇吉日啟攅、撿骨，再請地理師擇

吉地安葬。客家習俗都是地二次葬，撿骨後再覓地做墳墓。墳墓建造完成，叫「圓墳」。

客家民間，習慣建造「家塚」或「佳城，可以容納數十罐或數百罐骨罈者，減少許多二次

葬的麻煩。每年元宵後，正月十六到清明節之間掃墓，除了燒香燒紙錢以外，在墓碑上押

上「一疊」黃古紙，故稱掛紙。歿後第一次過年前三到五日，子孫帶芹菜、蔥、蒜、木炭、

糖果至墳墓祭拜，拜後祭品留一半在墓地，叫做「分年」。安葬後第一次掃墓叫「開春」。

撿骨後，等待時日做墓或放入家塚，骨罈暫寄一方，這叫「寄巖」，股談放入佳城，叫做

「進金」，進金時有一定的位置，叫做「祿位」。 

第四章 本研究主要成果 

本研究之主要成果如下： 

1.本研究進行客家喪葬禮俗文獻資料與出版品、苗栗十八鄉鎮志及相關資料文獻 40 種以

上之蒐 

   集，並加以研讀比較。 

2. 本研究經由向苗栗十八鄉鎮之喪葬禮儀師與喪葬禮俗專家請教，了解其喪葬禮俗之專

業知識與素養，掌握苗栗各地區喪葬禮俗之變遷與現況。研究者親自參與觀察喪禮之舉行

與部份撿骨、進金以及寄巖儀式，對各地之喪葬禮俗有所了解。 

3.研究發現大部分苗栗地區之客家傳統喪葬禮俗，幾乎都大同小異，且大都已經因「國民

禮儀」的流行而簡化，現代喪葬禮俗都因宗教信仰之不同而有所差異。特別是生前契約逐

漸流行，土葬大量減少，火葬增加。許多喪葬儀式之舉行，若家屬不堅持，幾乎都依照各

地葬儀社之習慣而進行。 

4.本研究經由研究過程，已經建立苗栗地區客家傳統與現代喪葬禮俗文化變遷之研究資料

庫。 

5.本研究結果足以掌握苗栗地區客家傳統與現代喪葬禮俗文化變遷之原因與經過。 

6.本研究發現，苗栗地區客家傳統與喪葬禮俗文化之傳承與演變，其脈 絡有跡可尋，傳

統客家喪葬禮俗，因簡化而產生很大之變化。50 歲以下的中、青人口，對傳統喪葬禮俗已

經十分陌生，家中若又喪事，會因繁瑣而主張簡化禮俗。但老一輩大都會蹟禪依傳統禮俗

來舉行喪禮。 

7.本計劃發現，喪葬禮俗還是有必要經過地方政府與殯葬業者間之溝通，依照國民禮儀，

加上客家地區之特色，給與整合調整。否則任由殯葬業者處理，雖入土為安，但禮俗之文

化意涵漸趨式微。 

8.建議客委會針對客家統喪葬禮俗，進行編撰計畫；並規劃一套完善之客家喪葬禮儀，俾

能保留與引領客家喪葬禮俗之變遷，並兼顧傳統禮俗精神與現代環保精神。 

9.本研究結果，呼籲地方政府重視殯葬業之存在，孟子曰：「養生送死而 無憾，王道之始

也。」殯葬業為人民「送死」，其服務功能是非常重要 的。殯葬業應納入管理，並提供其

可有效經營的環境。例如適度的開放火葬場用地之取得，避免居民之抗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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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台灣過去一向強調富而好禮的社會，「禮」是個人的美德，也是禮義之邦的表徵。因此，

如何透過禮俗教育，傳播客家喪葬禮俗的文化意涵，使國人能體認客家喪禮深刻的意義，

藉以建立意義的喪葬禮俗儀式，使養生送死而無憾，使個人與群體生活都能獲得動態而又

和 諧的發展。本研究強烈建議，各種喪葬禮俗課程，應該適度的納入各級教育之教材中，

讓莘莘學子習得有用的喪禮儀承，未來可以比照參用。 

第五章 結論 

      今日流行生前契約與喪葬禮俗之簡化，甚至流行火葬、樹葬或海葬。不過苗栗客家

傳統喪葬禮俗，大致保留了傳統的喪葬禮俗，喪禮中繁複禮節又需花費大量的金錢的部

分，都已經簡化了。從歷史發展來看，1895 日本據台之後，苗栗客家喪葬禮俗改變迅速。

儘管如此，客家喪葬禮俗，仍舊保留了傳統客家的文化遺產，這些特色風俗習慣，若不是

有有一個重視傳統的客家族群來保存，在面臨全球化浪潮的今日，恐怕早已失去了客家先

祖的寶貴文化。 

   全球化時代，人類開始透過科學理論與技術程序，來解釋並控制「存有」。但是，人類

越想求控制，卻越感到慾望的不能滿足，因而感到焦慮、不安。人這種焦慮不安的現象，

西方近代的存在主義思想家有深入的討論。例如，沙特（J. P. Sartre）著有「存有與虛

無」一書，雖然肯定人的自我及其自由，可是自由的基礎是虛無，一但人追求外在的已存

有，旦獲得之後，便加以無化，仍然是虛無。36雅斯培（Karl Jaspers 1883-1969）則深深

體悟人所遭受的痛苦、疾病、人類社會的不可靠、死亡等限制，而稱之為「界限情況」，

於是藉由存有抉擇，企求接觸超越界。37葬禮之舉行，毋寧事生人與死者之間，界限經驗之

交流，是一種存有的理解。德國哲學家海德格（M.Heidegger, 1889-1976）致力於從「存

在」或「此有」做出發點去瞭解「存有」，「存有」的彰顯是自然而然的，並不是科技所能

控制，科技只是存有在某一時間開顯的結果。「人」不可以用科技知識妨礙了「存有」的

開顯，而應用心靈去體會存有。只有人能呈現存有，因此，人生的意義即在讓存有（道）

在我們人存在的歷史中開顯出來，也只有在真正顯現存有時，我們才能實現人生的意義，

人才是一個真實的存有者。38 

     就儒家思想而言：「道」（即存有）即是指存有在實踐與開顯歷程中彰明其內在之德，

觀見宇宙生化不已的存有與一己之關聯，「道」與「德」即是存有不斷的開顯歷程與結果。

儒家重視喪禮之舉行、重視存有的感通。孔子之前，道是即政治生活、通過政治責任的善

盡去體證的，此即文武周公的典範。孔孟以後，道即是家庭生活、通過孝弟人倫的善盡去

體證，也透過喪禮儀節與死者溝通存有。今日是科技時發達、資訊流通的時代，應該即現

代生活以證道。39當現代人面對現代社會的三大弊端──異化、虛無主義、宰制時40，實應

順應存有（道)的召喚，努力實踐道德，遵循傳統禮俗，以追求人性的卓越化與人際關係

的滿全，則傳統的各種禮俗所蘊含之文化意涵，仍能展現其豐富的現代意義。     

台灣過去一向強調富而好禮的社會，「禮」是個人的美德，也是禮義之邦的表徵。舉

國上下仍要注重「禮俗」的重要性，政府更要提倡禮俗的規範與成德功效，從事禮義之邦

之文化建設。因此，如何透過禮俗教育，傳播客家喪葬禮俗的文化意涵，使國人能體認客

家喪禮深刻的意義，藉以形成有意義的喪葬禮俗儀式，以建立一個有禮俗秩序與有美感的

                                                 
36項退結：《現代存在思想家》（台北：東大圖書公司，1986年5月），頁163-172。 
37項退結：《邁向未來的哲學思考》（台北：東大圖書公司，1988年2月），頁231。 
38沈清松：《現代哲學論衡》（台北：黎明文化事業公司，1985年8月），頁303。 
39 曾昭旭：《儒家傳統與現代生活》（台北：臺灣商務印書館，2003 年 10 月），頁 151-152。， 
40沈清松：《傳統的再生》（台北：業強出版社，1992年2月），頁133-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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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使養生送死而無憾，使個人與群體生活都能獲得動態而又和諧的發展。 

    從傳統與現代客家喪葬禮俗之變遷中，不難看出客家禮俗文化保留程度的完整性，在

在突顯它本身的價值。客家族群由於固有的硬頸精神，使得客家人歷經多代流離遷徙所演

化出的禮俗文化意涵，繼續能夠在世界文化舞台上發光發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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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節慶活動可以發揮社會文化的、經濟的和政治的多重功能(Hall,1989)，台灣近十來年

曾開展各式各樣的節慶活動，曾經創造許多正面效益。但近年許多節慶活動漸漸地萎縮和

結束。台灣節慶活動的問題繁多且複雜，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中國時報曾經於 2006 年 3
月連續一個星期針對台灣節慶活動的問題與困境刊載一系列的調查性報導(中國時報，

2006)，學術界相關研究與討論也不少。筆者整合了相關研究及個人長期性的觀察之後(俞
龍通，2006a)，歸納出台灣節慶活動的問題約有下列數端： 

第一，台灣的節慶活動幾乎都是公部門政府官僚體系在舉辦，龐大官僚體系被認為是

較不利於文化創意的展現。第二，節慶活動動機充滿濃厚政治人物聲望和政績的考量，政

黨輪替後，舉辦多年的活動常會改懸易轍結束，使得台灣節慶活動品牌無法延續，為生命

週期短暫重要原因。第三，台灣的節慶活動缺乏穩定的策展團隊或經營運作體系及長期規

劃，活動的穩定性不夠也無法形成地方特色，人數的量化迷思已然失去文化活動的本質與

美意，大多數節慶活動都不如預期。第四，很多縣市財政困窘到「寅吃卯糧」，募款也很

困難，還咬緊牙在辦大型活動，活動成效不彰。地方政府怪罪活動經費補助不足，中央主

管機關則認為已經足夠，認為「創意若夠，錢根本不是問題」。其實問題在於預算分配與

使用的效益。第五，台灣節慶活動一窩蜂模仿，沒創意，盲目的辦，知性感性不見了，只

有熱鬧，時間一久之後，彈性也疲乏了。許多節慶活動欠缺論述或是不完整，無法吸引遊

客。最後，節慶活動偏重經濟面的觀光人數與所創造產值多寡的角度，只獨厚於觀光業者

和外來的攤販以及政治首長的民調聲望，卻對於當地社區發展和文化保存造成衝擊與負面

影響。 
綜合上述所言，台灣節慶活動的問題主要為活動創意與創新的問題。公部門組織形態

與程序、政治動機與活動願景與使命、策展團隊的穩定、活動經費的多寡，活動目標與論

述的重點等，都影響著活動的創意與創新產出。這些問題深深影響著台灣節慶活動的現況

與未來發展。因此欲探究台灣節慶活動現況與未來發展應該著重於影響活動創意與創新的

組織研究途徑。但現行國內有關節慶活動的研究角度與途徑多數皆從消費者端滿意度與忠

誠度的行銷觀點加以探索，此種研究角度確實點出許多節慶活動的問題，在學術理論與管

理實務上有很大的貢獻。然此種消費端研究的結論與建議，終究仍需供給面之主辦單位的

採納與調整，才能讓研究達到實質上的效果。因此歸根究底台灣節慶活動的問題還是在於

節慶活動主辦者是否具有創意與創新的能力。因此深入研究影響主辦單位組織創意與創新

的重要因素，應是未來台灣節慶活動能否向上提升與永續發展的關鍵，也是本文研究所採

取的角度與途徑。 
本文以 2009 年客庄 12 節慶承辦與執行單位為研究對象，探究影響這些活動時的組織

創意與創新的因素。依照舉辦時間的先後順序，客庄 12 節慶承辦與執行單位分別為 1.高
雄縣美濃鎮公所之「迎聖蹟．字紙祭」、2.苗栗縣苗栗市公所之「苗栗火旁龍」、台中縣政

府之「東勢新丁粄節」、屏東縣政府之「六堆祈福．攻炮城文化祭」、新竹縣竹東鎮公所之

「天穿日」台灣客家山歌比賽、3.南投縣國姓鄉之國姓「搶成功~鹿神祭」、4.行政院客委

會之「客家桐花祭」、5.苗栗縣頭份鎮 4 月 8 之「客家文化節」、苗栗縣三義觀光文化發展

協會之「三義雲火龍節」、6.桃園縣龍潭鄉公所之「桐舟共渡-歸鄉文化季」、7.花蓮縣瑞穗

鄉富源社區發展協會之「歡喜鑼鼓滿客情鼓王爭霸戰新竹縣」、8.新竹縣文化局「義民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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祭」、9.桃園縣平鎮市之「平鎮客家踩街嘉年華會」、10.行政院客委會之「六堆嘉年華 」、
11.新竹縣文化局之「國際花鼓藝術節」、12.行政院客委會之客家傳統戲曲收冬戲(資料來

源：行政院客委會。客庄 12 節慶分屬不同層級的政府單位和不同性質的政府公部門和非

營利組織，而且舉辦的時間也不同，這些個案的差異性提供了豐富且珍貴的學術性的比較

基準和重要的研究來源，相信這樣的研究將能提供組織創意與創新學術理論價值。同時經

由本文的深入分析與研究，也可以提供政府政策面及活動執行面了解這些因素的影響效

果，針對這些因素提出改進和強化的作法，將有助於客庄 12 節慶等重要節慶未來源源不

斷的永續發展。 
客庄 12 節慶的活動目標兼顧文化保存、社區發展與經濟產業提昇的「文化紮根」、「振

興產業」、「帶動觀光」及「活化客庄」的多重目標。(俞龍通，2007; 2008)。以最為人知的

客家桐花祭為例，從 2002 年舉辦至今，即將邁入第八個年頭，這些年來活動的文化論述、

活動規模和人潮數量及產業發展都有不錯的績效，深獲各界人士的好評(俞龍通，2006b)。
但隨著活動生命週期的進展，這一兩年來，參與客家桐花祭地方社團的數量和提案的品質

卻每下愈況，本子計劃主持人擔任 2009 年客家桐花祭經費補助的審查委員與其他委員都

認為許多活動都因循往年模式，越來越欠缺創意與創新，似乎都是老調重彈，只是為了辦

活動而辦活動，引發了本人的研究動機與擔憂，擔憂客家桐花祭是否能夠更具創意更加創

新，能夠像國外其他節慶活動一樣持續數十年甚至數百年的發展下去。既然以中央部會客

委會層級的客家桐花祭都會發生這樣的問題，那麼由地方政府所承辦與執行的客庄 12 節

慶的其他節慶，未來所面臨的問題恐怕不出五年可能就會面臨衰退與老化的窘境，終至無

疾而終。因此如何協助這些承辦與執行單位提升組織創意與創新，讓活動品質與內涵更加

豐富，將是客庄 12 節慶活動未來發展的關鍵，也是客家文化能否扎根、社區能否再生與

經濟產業能否持續性地被帶動的關鍵之所在。因此本文透過調查這些地方執行單位的主要

負責成員來探究影響組織創意與創新的關鍵因素，並從中提出因應與興革之道。 
從組織層面來了解影響創新與創新的因素，將組織創意與創新發揮最大效益，讓創意

的展現不再流於隨機偶然或是個人發想，制度化和系統化地成為一個可以管理與控制的過

程。對於文化創意產業與相關節慶活動的健全發展將有極大的貢獻(Styhre &Sundgren, 
2005)。 

貳、文獻探討 

一、組織創意定義 
研究上通常認為創意是有關新的及改良式的做事方法觀念的產生；創新被視為是這些

觀念在實務上的實現與運用(West and Rickards, 1999)。創意常被視為是個人層次的，創新

產品則是在組織層級上(Magyari-Beck, 1999)。創意是創新的一個次級面向(Woodman et al, 
1993)，是創新的必要引導指標(precursor)(Amiable, 1988; Rickards,1991)。 

隨著創意與創新的重要性與日俱增，創意被視為是一種組織資源，與知識和技術一樣

(Ford & Gioa, 2000; Kazanjian et al., 2000; Mumford, et al, 2002., ; Williamson, 2001)，儘管對

於創意的研究仍舊將之視為個人特質研究的強烈傳統，近年來對於促進組織層面創意表現

的內涵與環境因素的研究則日漸受到重視，這就是組織創意概念與理論的緣由(Ford, 1996; 
Woodman et al, 1993)。組織創意理論主張：創意不是某個個人、過程、產品與地方與生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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來的特質，而是一種會隨不同環境和領域而有不同型態的社會性建構，在這些領域中都有

守門人扮演裁判的角色，來評定何者為創意(Ford, 1995a)。因此要了解創意在組織層面的

運用，則必須從組織創意的概念與理論來思考。 
組織創意通常被定義為：「一個由一群工作在一起的個人所組成的團體，在一個複雜的

社會體系下所創造出來之具有價值、實用性的新產品、服務、觀念、流程或過程」Woodman 
et al, 1993:293)。組織創意強調社會與團體的創意過程，涵蓋組織對於鼓勵創意所提供的資

源與其他工具。組織創意可被視為是一種奠基於組織結構面的普遍現象，而不是只強調少

數超級個人優秀的創意特質。所以組織創意可以展現在組織使命和願景的組織文化上，也

可以展現在執行層面的成本效益和市場運作上。 
二、組織創意系統理論(system theory) 

從系統角度來看組織創意， 所強調的是一個整體(wholeness)，整體並不只是部分的總

合，是遠超過部分的總和。大部分系統理論主張，所有事物都是一個開放式的系統，環境

中不同系統間的互動都會影響到組織的發展(Capra, 1996)。1988 年 Csiksentmihalyi(1988: 
329-9)提出了環境(Domain)、個人(Individual)、領域(Field)互動(Interaction)的 DIFI 互動創

意模型的理論架構，該模型主張，創意應被視為是一種社會性的建構的標籤 (social 
constructed label)，據此來描述特殊情境下的創意活動(Ford & Gioa, 2000)。創意應該在包含

影響創意過程和產生創意結果之個人、社會和文化因素所構成的整體系統下來界定。在

DIFI 模型的三個相互關聯次級系統中，環境系統主要包含一套界定體系的規則與程序的文

化象徵系統(Domain)，每個運作其中的個人、團體或組織都必須回應這些象徵符號與規範。

領域次級系統主要為涵蓋環境內的社會組織，包括守門人、專家、經理人、利害關係人，

扮演守門人的角色，被賦予過濾和篩選環境中之個人或團體所提觀念、產品、流程或過程

等創意的權力，具有改變環境結構的能力。個人次級系統所指的就是環境中產生創意的個

人或團體，他們的作品受到領域中專家與管理者等守門人篩選和過濾及環境系統裡文化象

徵系統的規範。DIFI 互動創意模型的重要管理意涵為，強調創意過程中的重要步驟，創新

要能實現必須是植基於能夠經過該領域守門人過濾與篩選和融入環境文化象徵體系的創

意。 
三、組織創意與創新要素理論(componential theory) 

組織創意與創新要素理論由 Amiable 教授提出，她界定組織創新為在組織內部成功地

執行創意，區別個人或小組創意(Individual/Team Creativity)和組織創新兩個部份和兩種重

疊的部份(Amiable 1988: 157)。她認為環境因素可以扮演鼓勵和阻礙組織的創意功能

(Amiable 1999a; 1997)，因此管理階層必須採取行動來孕育創新。個人或是小組創意會滋養

組織創新，雙向地相互影響，組織工作環境也會影響個人與小組創意。有三個組織工作環

境要素會影響組織的創新，每一個組成要素都包括幾個具體的部份。第一個要素為組織創

新動機(Organizational motivation to Innovate)，強調的是組織對於創新的一種基本傾向，包

含整個組織對於創意與創新的支持與阻礙的情況。例如，組織鼓勵冒險和創新、支持新點

子、公平的評價、獎賞與認可創意、合作型溝通模式及參與性的管理決策程序等。組織阻

礙方面所指涉的包括政治問題、派系鬥爭、組織內破壞性的批評與競爭、高層嚴苛的控制

和正式組織結構和程序的約束。 
第二要素為資源(Resources)，指涉的是組織對於創意與創新所提供的有形與無形的經

費、時間、資訊等。第三個要素為管理作為(Management practices)，包括主管支持與領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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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格，特別是願景領導與方向規劃能力、優良工作小組與經營團隊，強調成員背景的多元

化和彼此對於組織任務的共同感和承諾與開放式的討論與溝通、組織提供具挑戰性與有趣

的工作任務、組織給予成員工作的自主性與自由等。 
 

 

參、研究方法與設計 

一、研究架構 
有關組織創意與創新的研究上，多數運用於科技產業的研發單位居多，鮮少有相關研

究以節慶活動組織為研究案例。本文引用組織創意與創新的理論於文化節慶活動組織的研

究上，考量到節慶活動推動組織與科技產業組織的差異和每個節慶活動個案的特殊背景與

發展歷程，所以在相關研究架構與研究設計上盡量考量到這些差異與特點，俾使研究能符

合文化節慶活動組織。 
客庄 12 節慶是一組肩負客家文化復興為使命與願景的節慶活動，活動使命與願景會對

組織創意與創新存在一定影響，相關研究證實了這種關係，本文將活動使命與願景納入組

織文化的要素中。客庄 12 節慶的承辦與執行單位在推廣活動與展演的規劃與執行，內部

溝通與協調、參與及合作模式等運作流程也深深影響活動的創意與創新，相關研究將之納

入組織氛圍的要素。客庄 12 節慶活動的承辦與執行單位所推動的都是一些特殊性的專案

活動，這些執行單位多數屬於公部門與非營利組織為主，有的組織結構緊密，有的卻是鬆

散較無標準化等作業流程的管控與專業性。因此團隊成員的專業能力或素質與凝聚力的差

異，也將影響活動的創意與創新，相關研究有的以領導風格或工作小組來界定此一影響因

素，本文整合領導風格與工作小組並以組織團隊來界定此一因素，代表活動的人員與能力

面向。 
在所有組織創意與創新的相關研究中，都涵蓋組織資源因素，客庄 12 節慶活動主要的

經費來源大部分仰賴客委會的補助，缺少了這項補助，許多活動將會無疾而終，所以本文

也將組織資源因素納入研究架構中。客庄 12 節慶活動的舉辦都是以客家庄地區公部門的

地方政府鄉鎮公所及民間社團為主，這些單位在提案過程中是否廣納社區意見、提案重點

是否考量到活動吸引力和效益評估等，成為活動提案通過與否的重要因素，因此就客庄 12
節慶活動個案特殊性，提案的程序影響其創意與創新的關鍵，本文也將此一因素納入研究

架構中。 
這五個影響組織創意與創新的因素，為因果關係模式中的獨立變項(Johnson and Scoles, 

1984; Amiable, 1988,1998; Amiable & Gryskiewiez, 1989; Amiable et al., 1996; Brand, 1998; 
Cook, 1998; Jones & McFadean, 1997; Morgan, 1991; Locke & Kirkpatrick, 1995)，組織創意與

創新則被視為因果關係模式中的依變項。依據此種因果關係模式，本文提出以下的研究架

構(圖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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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組織創意與創新架構圖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二、研究假設 
根據上述研究架構，本文提出以下的五個假設作為本文檢定的重點。 
假設一(H1)：組織文化對組織創新能力有顯著影響。 
假設二(H2)：組織氛圍對組織創新能力有顯著影響。 
假設三(H3)：組織團隊對組織創新能力有顯著關係。 
假設四(H4)：組織資源對組織創新能力有顯著關係。 
假設五(H5)：組織程序對組織創新能力有顯著影響。 

三、研究變數定義與衡量 
本研究以問卷調查為研究工具，問卷中所採用的項目，主要是依據理論文獻所建構之

構念而來，並與參酌客庄 12 節慶活動承辦與執行的地方社團與公部門組織的幹部進行訪

談後設計而成。問卷分為組織文化、組織氛圍、組織團隊、組織資源、組織程序、組織創

新整體評價及組織基本資料等五個部分，其中組織文化、組織氛圍、組織團隊、組織資源、

組織程序及組織創新整體評價等問項採用李克特五點尺度（Likert-five point scale）來測量，

分別敍述如下： 
組織基本資料係蒐集受訪者所屬組織的基本資料，包含組織屬性、員工人數、年齡、

義工人數、成員教育程度、舉辦活動次數、研習課程次數、核心任務、經費來源、平時活

動性質、提案所遇到的困難等。 
在概念建構上，對組織創意與創新因素之調查，主要是詢問受訪者對其所屬組織創新

的整體評價，是否認為所屬組織具有創新力。將組織創新評價的程度分為非常不同意、不

同意、普通、同意、非常同意等五個等級，並依李克特五點量表，從非常不同意為 1 分，

依此類推至非常同意 5 分。。 
對組織文化因素之調查，主要是詢問受訪者對其所屬組織內部是否具有一套影響團體

成員的核心價值、共同原則、儀式和想法，具體展現成為組織的目標與願景和存在的目的，

提供成員方向的指引與目標的追尋。同樣地將成員的看法分為非常不同意、不同意、普通、

同意、非常同意等五個等級，並依李克特五點量表，從非常不同意為 1 分，依此類推至非

組織文化 

組織程序 

組織資源 

組織團隊 

組織氛圍 

組織創意與

創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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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同意 5 分。 
對組織氛圍因素之調查，主要是詢問受訪者對其所屬組織內部工作環境是否有助於創

意和創新的發展。這反映在組織內部的溝通模式、成員願意分享與彼此信任及採取支持性

的互動模式等面向。將成員的看法程度分為非常不同意、不同意、普通、同意、非常同意

等五個等級，並依李克特五點量表，從非常不同意為 1 分，依此類推至非常同意 5 分。 
對組織團隊因素之調查，主要是詢問受訪者對其所屬組織內部工作小組的組成和所擁

有能力對於發展創意與創新的看法。將成員的看法程度分為非常不同意、不同意、普通、

同意、非常同意等五個等級，並依李克特五點量表，從非常不同意為 1 分，依此類推至非

常同意 5 分。其研究問卷使用的衡量項目如表 4。 
對組織資源因素之調查，主要是詢問受訪者對其所屬組織所擁有資源是否充裕、現有

資源對於組織從事創意與創新活動的發展及組織對於資源的取得和發展的看法。組織資源

包含時間與經費和無形的專長與能力等類型，資源多寡與創意和創新的發展有密切的關

係。將成員的看法程度分為非常不同意、不同意、普通、同意、非常同意等五個等級，並

依李克特五點量表，從非常不同意為 1 分，依此類推至非常同意 5 分。 
對組織程序之調查，主要是詢問受訪者對其所屬組織提案程序與重點是否鼓勵和孕育

創意與創新活動的發展。將成員的看法程度分為非常不同意、不同意、普通、同意、非常

同意等五個等級，並依李克特五點量表，從非常不同意為 1 分，依此類推至非常同意 5 分。 
四、資料分析方法 

資料分析方面，本研究將回收之問卷加以過濾整理，然後以資料編碼輸入電腦，透過

SPSS15.0 統計軟體進行資料分析的工作(邱皓政，2006)。採取的統計分析方法包括：敘述

性統計分析：組織特性基本資料之敘述性統計分析。信度分析：以 Cronbach’s α值來檢定

各量表的內部一致性。單因子變異數分析：檢定各變項在不同組織特性間之差異性，若差

異達到顯著水準，則續以 Scheffe 多重檢驗法檢定各群組間的差異情形。因素分析（Factor 
Analysis），採主成份分析法，並透過最大變異法轉軸，萃取特徵值大於 1 之因素，為確保

所萃取因素之一致性與穏定性，進一步對萃取因素進行信度分析。迴歸分析：驗證本文所

建構之客庄 12 節慶活動承辦與執行單位組織創意與創新因果關係模式。 

肆、結果與討論 

本研究以參加 2009 年客庄 12 大節慶活動的公部門與地方性社團組織成員為研究對

象，採用問卷發放的方式，對參加的成員進行問卷調查，共計發放 500 份問卷，回收問卷

372 份，回收率 74.4％，扣除無效問卷 42 份，得到有效問卷計 330 份，有效回收率 66.％。 
一、敘述性統計方面 

本研究受訪者當中，30.3%為縣政府和鄉鎮公所的公部門的公務人員，另外約為 69.7%
一般的非營利和營利社團。公部門和非公部門參加學員的比例約為三比七，民間社團參與

的比例高達七成，顯示推動客庄 12 大節慶活動的社團等非公部門的參與力非常。參加成

員所屬組織的員工人數，以超過 50 人以上的比例最高，佔了將近六成(65%)，其次是 50
到 20 人的團體次之，約佔了 20%，20 人以下的組織員工人數僅占 1 成 5。這樣的數字顯

示出，客庄 12 大節慶活動因為預算較高，而且主要的推動單位都是縣市政府和鄉政公所

及運作較上軌道的大型社團為主，所以員工的人數多數都超過 50 人以上。員工的平均年

齡以 40 歲以上的佔絕大多數(85.6%)，其中超過五十歲所佔的比率高達 5 成，顯示組織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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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年齡偏高，呈現老化現象，這與反應了客家庄的環境生態，也是長期以來大家關切的現

象之一。義工人數超過 100 人的高達 66%，這也說明了推動客庄 12 大節慶活動的組織因

為公部門和大型社團居多，都是地方上主要運作單位，各種義工組織如社區巡守隊和各式

社團都是主要成員，到了舉辦活動時就成為活動的主力。充裕的義工為客庄活動的優勢，

然過度老化和年輕人斷層恐是未來應思考改善重點之一。教育程度方面，高達一半以上

(66.7%)的成員的學歷為高中職程度，其次為大專學歷程度。以現今教育程度來說，學歷偏

於中下程度，極需要一些較高學歷和年齡新血加入。 
組織運用在節慶活動的年營運成本介於 500 萬以上最多，占了 6 成多，300 到 500 萬

的居次，占了兩成多，300 萬以下的比例則佔了 1 成多。這也反映了整個推動客庄 12 大節

慶活動的政策影響力之所在。作者身為客庄 12 大節慶活動的審查委員之一，了解行政院

客委會補助案的上限為 500 萬，其次是 350 到 500 萬之間，在其次就是 300 以下。所以這

些受到補這的單位最優等究是 500 萬，依此類推。但因為許多鄉鎮公所在推動這項業務時，

也會自己編列相關預算來執行，所以許多活動的預算都超過 500 萬以上。整體而言這樣的

經費算是相當充裕了，如何有效的將資源加以極大化運用和不要造成閒置浪費的現象，應

是預算能否發揮效能更重要的地方。 
推動客庄 12 大節慶活動的組織，每年舉辦活動次數五次以上即高達 7 成以上，平均

介於三到五次。除了大型的客庄 12 大節慶活動外，還有各式各樣的文化創意產業活動等，

所以許多單位的活動都高達五次以上。而每年參加研習活動的次數則以一到三次居多。在

向客委會提案的次數方面，從客委會 2001 年成立以來，以五次以上的居多，三到五次及

三次以下的也各佔了兩成的比率。特別是從 2006 年來，客委會許多計畫漸趨規模，活動

項目與預算也日漸增加，許多單位向客委會提案的次數也在近年來大量增加。這些組織的

經費來源有大多數是來來自政府公部門的補助，組織成員的固定收費、捐助，營業收入所

佔的比率微不足道。這也說明這些單位對政府公部門依存度的情況和組織結構，其活動永

續性值得進一步深入分析，也是活動組織發展的隱憂之一。組織平時活動業務以舉辦節慶

活動和文化及語言類的表演活動和開辦研習活動居多，其次為組織聯誼文康活動等地方社

團常舉辦的活動為主。因多數是屬於公部門組織，所以不從事休閒觀光導覽解說和產業經

營之商品開發與創意市集銷售的商業的行為，僅有兩三個舉辦團體因為本身就是屬於這類

性質的團體，有從事這樣的活動。這也說明客庄 12 大節慶活動仍舊屬於文化紮根性質趨

向的活動類型，儘管希望在活動當中導入創意式及和文化觀光活動，但心態和思維上仍舊

以文化傳承為主，這是客庄 12 大節慶活動未來若要擴大成為振興產業和帶動觀光活動時

必須深入思考的組織結構問題。這些單位向客委會提案的類型主要也是以除了客庄 12 大

節慶活動之外，也包括客語薪傳和認證的新關活動、生活總體營造和各式藝文活動展演補

助及極少數的文化加值特色產業。 
活動提案申請和執行所遇到的困難方面，高達五成的受訪者認為他們最欠缺的就是活

動企劃的創意，其次有三成五ㄖ回答經費不足，其他如組織老化缺少新血加入，計畫核定

時間太晚，規劃時間受限，組織年齡層偏高。 
二、因素分析及信度分析 

本研究除創新能力構面為單一問項不做因素分析及無法衡量信度外，其餘組織文化、

組織氛圍、組織團隊、組織資源、組織程序等變項進行因素分析，採主成份分析法，以最

大變異法轉軸，萃取特徵植大於 1 之因素，為了了解萃取因素是否具有一致性與穩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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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以 Cronbach’s α 進一步對萃取因素進行信度考驗(表一)。將兩個組織文化變項進行因素

分析後，累積變異量達 89.71%，構面信度 Cronbach’s α值為 0.86%，大於 0.7 以上。將組

織氛圍進行因素分析後，累積變異量達 73.63%，構面信度 Cronbach’s α值為 0.81，也大於

0.7 以上。對組織團隊構面的四個因素進行因素後，顯示累積變異量達 77.0%，構面信度

Cronbach’s α值為 0.88，也大於 0.7 以上。至於對組織資源所作的因素分析，累積變異量達

79.62%，構面信度 Cronbach’s α值則為 0.67.，也大於 0.7 以上。最後在組織程序上，顯示

累積變異量達 76.11%，構面信度 Cronbach’s α值為 0.85，也大於 0.7 以上。 
表一 因素分析及信度分析表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三、組織創意與創新各構面敘述性統計分析 

推動客庄 12 大節慶活動的組織成員對其所屬組織之創意與創新的評價方面(表二)。對

於組織文化的評價，依平均數差異檢定方法可以發現，受訪者對所屬組織是否具有鮮明願

景與目標、存在目的的瞭解等都有非常正面的評價，平均分數都高達四分以上。其中在願

景與目標上甚至是最高的方數。由於這些公部門單位與地方社團的成員長期參與推動客庄

12 大節慶活動相關活動，從每年舉辦活動次數和對客委會提次數，都讓這些單位對節慶的

宗旨與目標有很深的認知與體會，清楚自己在推動客庄 12 大節慶活動扮演的角色與功能，

他們儼然已經成為客庄 12 大節慶活動的重要通路和執行單位，此種正面的評價，讓我們

對客庄 12 大節慶活動的活動效益有更深入的理解。 
在組織氛圍評價方面，受訪者對三個問項的評價也採取較為正面的評價，平均分數都

高於四分。這也可以歸功於客委會成立之後，所推動的各項活動都要求良好的提案，才能

獲的補助。因此這些推動組織必須鼓勵成員多參加研習活動和接受新知，成員之間也必須

要有良好的默契來配合和年復一年的活動舉辦，迫使這些單位必須建立完整的資料保存程

序和經驗傳承方法。 
在組織團隊評價方面，受訪者對四個問項的評價也都採取較為正面的評價，其中對於

構面 問項 因素負

荷量 
解釋變

異量％ 
Cronbach’s 值

組織具有鮮明遠景與目標 0.93 組織

文化 組織員工了解組織存在的目的 0.93 
89.71 0.86 

組織成員具有良好的溝通與協調，討論意見時都能取

得共識；活動推動也能密切合作。 
0.857 

組織對於活動計劃有建立完整檔案資料及其經驗傳承

的方法，組織成員有良好的經驗傳承 
0.865 

組織

氛圍 

組織鼓勵成員參與研習活動並分享新資訊 0.781 

73.63 0.81 

組織有一群適當的人使組織具有創新力 0.879 
組織擁有必需的科技能力 0.754 
組織具有蒐集顧客意見並給予適當分析能力 0.849 

組織

團隊 

組織內部有專人撰寫計畫與提案 0.784 

77.0 0.88 

組織相當依賴政府及其他單位資源的提供 0.869 組織

資源 組織認為補助經費額度多寡是計畫成敗關鍵 0.869 
79.62 0.71 

組織在提案之前，會邀集社區相關人士討論 0.753 
組織企劃活動時，會考量為社區帶來商機因素 0.894 

組織

程序 
組織很重視活動設計對外地遊客的吸引力 0.886 

76.11 0.85 

創新

能力 
整體而言，我認為我所屬的組織具備創新能力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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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屬組織內部有專人撰寫計畫與提案和組織有一群適當的人使組織具有創新力等兩個問

項的平均分數都高於四分。但對於所屬組織蒐集顧客意見和分析能力及是否具有科技能力

等兩個問項的平均分數則介於普通與同意之間較低的分數。這也透露出這些地方執行單位

雖然有人撰寫計畫書，但對於消費者或遊客的需求及利用網路和數位科技資訊整合的能力

上，還是自感不足的。以本文作者多年來與這些單位的互動的觀察認為，由於許多單位多

數屬於公部門和非營利性的組織屬性，所以對於遊客和消費者導向的市場行銷和數位資訊

應用沒有特別的動機鼓勵他們往這方面強化，所以這方面的能力較弱，這也是客庄 12 大

節慶相關活動必須要注意的地方。 
在組織資源評價方面，受訪者對於組織是否相當依賴政府及其他單位資源的提供和補

助，對計畫成敗的關係的評價上，抱持著普通的看法，在所有類項中是較低的。這顯示出

活動推動成員雖沒有明確贊同這種看法，也沒有明顯的反對。從對其組織特性基本資料的

分析中可以呼應這種態度。由於許多單位都是公部門與非營利組織，依賴政府經費補助高

達 50%到 70%之間，所以經費補助對其活動的執行與社團的運作是相當重要的，雖然不至

於到達計畫成敗的關鍵，但其實也具有重要的影響。儘管如此，經過這麼多年的客委會相

關活動的參與，這些單位也非常明白，經費的補助雖然影響活動的成敗的重要原因，但絕

非必要條件，更重要的是是否具有創意。 
再者，在組織程序評價三個問項上，平均分數也都高於同意的四分，受訪者都同意與

接受組織在企劃活動時，應該儘可能地考慮活動的社區經濟效益和對外地遊客的吸引力及

擴大社區相關利害關係人的參與。這樣的認知隨著客委會在許多場合和政策向不斷宣布活

動的效益除了文化扎根外，也須兼顧產業發展和社區活化效益。 
表二 客庄 12 大節慶活動組織創意與創新各構面統計表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最後，受訪者對其所屬組織之整體創新能力的整體評價，都呈現正面的肯定態度。與

其他地方社團和縣市政府公部門相比，客家庄地區所在的縣市政府和鄉鎮公所及地方性非

營利和營利的社團組織，隨著這些年來相關計畫與政策的推動，如客語認證或是客家文化

園區等政策措施的推動，都讓這些推動組織漸漸地不管在組織的目標與願景、活動的企劃

設計與執行、團體內部的溝通協調及運作流程與經驗傳承或士氣的激勵等有很密集與深入

的提升、學習與成長，整個客庄地區的公私部門不約而同的動了起來。這樣的結果可以從

構面 問項 平均數 標準差 
推動客庄 12 大節慶活動帶給組織所屬社區經濟發展

潛力，未來即使沒有經費補助，組織仍會扮演帶動在

地社區統籌規劃桐花季活動角色 

4.15 0.81 

推動客庄 12 大節慶活動已經成為組織的重要活動之

一，必須加以審慎規劃與準備 
4.93 0.72 

推動客庄 12 大節慶活動對組織產生重大影響，讓組

織變得更有創意與活力 
4.50 0.74 

推動客庄 12 大節慶活動後，為客家文化的深根與傳

播帶來很多效果 
4.86 0.79 

客庄 12 大節

慶活動對組

織創新影響

與評價 

推動客庄 12 大節慶活動後，更加帶動客庄的活化 4.71 0.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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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訪者對客庄 12 大節慶活動的推動對其所屬組織創新影響的評價中看出(表三)。許多受訪

者認為舉辦客庄 12 大節慶活動已經成為組織的重要活動之一，必須加以審慎規劃與準備；

客庄 12 大節慶活動對組織產生重大影響，讓組織變得更有創意與活力；客庄 12 大節慶活

動帶給組織所屬社區經濟發展潛力，未來即使沒有經費補助，組織仍會扮演帶動在地社區

角色。就是這種長期的驅動力量讓這些地方執行者深感其所屬組織是具有創新能力的。 
表三 客庄 12 大節慶活動創新影響效益評價統計表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四、組織與成員特性與衡量構面之差異性檢定 

為了解組織特性在組織文化、組織氛圍、組織團隊、組織資源組織程序與組織創新等

組織創意與創新構面是否會有顯著差異，本研究以單因子變異數分析(ANOVA)檢定各構面

在不同組織與成員特性間是否有顯著之差異。選取組織屬性、員工人數、員工平均年齡、

核心幹部平均教育程度、組織一年營運成本、研習課程次數及向客委會提案次數等七個變

項作為交叉分析的變項和事後檢定。本文只顯示顯著的部分(表四)。在這七個變項中，除

了年營運成本與組織資源有顯著差異外，其他六個變項與其他構面均無顯著差異。其中年

營運成本在 100 萬以下較 350 萬以下的單位對於政府及其他單位資源的依賴程度較深，同

時也認為補助經費額度多寡是造成計畫成敗的影響關鍵。此一結果顯示規模較少且大量依

賴政府經費補助的推動單位資源較弱，對活動與計畫推動所造成的影響也較大。因此客委

會在經費補助的過程中，應該更加深入了解各社團組織經費的來源與多寡及可能對後續活

動推動與日常營運的影響，必須特別深入思考經費補助的原則與用意，究竟是補助客庄 12
大節慶活動，還是協助社團能夠長期的發展，這兩種短期與長期補助政策的擬定將關係著

未來活動組織創意與創新的健全發展。 
表四 組織年營運成本對各構面的影響 

構面 問項 平均數 標準差

組織具有鮮明遠景與目標 4.86 0.62組織文化 
組織員工了解組織存在的目的 4.57 0.63
組織成員具有良好的溝通與協調，討論意見時都能取得共識

活動推動也能密切合作。 
4.31 0.73

組織對於活動計劃有建立完整檔案資料及其經驗傳承的方

法，組織成員有良好的經驗傳承 
4.64 0.75

組織氛圍 

組織鼓勵成員參與研習活動並分享新資訊 4.27 0.67
組織有一群適當的人使組織具有創新力 4.10 0.79
組織擁有必需的科技能力 3.91 0.77
組織具有蒐集顧客意見並給予適當分析能力 3.94 0.79

組織團隊 

組織內部有專人撰寫計畫與提案 4.60 0.80
組織相當依賴政府及其他單位資源的提供 3.66 0.90組織資源 
組織認為補助經費額度多寡是計畫成敗關鍵 3.24 1.03
組織在提案之前，會邀集社區相關人士討論 4.47 0.79
組織企劃活動時，會考量為社區帶來商機因素 4.34 0.71

組織程序 

組織很重視活動設計對外地遊客的吸引力 4.56 0.73
創新能力 整體而言，我認為我所屬的組織具備創新能力 4.29 0.72

人口統計與社 構面 平均數 F 值 P 值 事後檢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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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表示 P<0.05) 
五、各構面對組織創新能力的影響結果分析 

本研究採用迴歸分析模式來驗證創意與創新要素各構面與組織創新能力之因果關

係。統計結果(表五)顯示在五個構面中，組織團隊與組織程序與對組織創新能力呈現正向

的顯著關係，H3 與 H5 的假設得到驗證。組織程序與創新能力評價的正向顯著關係說明了

一個具備創新能力的組織，在節慶活動企劃與設計及執行過程中，必須能夠整合社區相關

利益人士的意見，凝聚社區發展共識，重視活動的內涵與品質，強化外地遊客吸引力，以

消費者和遊客為導向，而且能夠為社區帶來商機，最明顯的就是帶動觀光與振興產業。 
組織團隊與創新能力評價的正向關係說明了一個具備創新能力的組織必須要有一群

適當的人，能夠掌握消費者需求和科技整合的能力，回應消費者的需求與創造高品質的活

動內容。特別是客家客庄 12 大節慶相關活動年復一年舉辦，漸漸產生了許多需要改善的

問題，包括活動複製性太高，活動規模太小，欠缺資源整合，社區意見紛歧，未能有效整

合與凝聚共識，經濟情況惡化，人們關切文化與經濟未能更緊密結合創造更大經濟價值，

活動品質欠缺心意無法讓遊客回流，或大量消費購買在地客家商品等問題，都與組織團隊

創新能力有密切關係。因此如何強化組織的創新能力應從強化組織團隊素質與專業技能出

發。 
表五 各構面對組織創新能力的影響 

構面 標準化參數值 t 值 P 值 
組織文化 .198 1.971 .070 
組織氛圍 -.088 -.449 .624 
組織團隊 .190 2.171 .029* 
組織資源 -.089 -1.896 .246 
組織程序 .329 3.172 .001* 

F=7.942  P=0.000  R2=0.348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伍、結論與建議 

經由以上分析，我們可以得到以下一些結論：客家客庄 12 大節慶活動執行單位多數

屬於非營利屬性的公部門單位與地方社團，成員年齡略顯老化，學歷不算高，年輕幹部不

多，經費來源高達多數來自政府公部門補助組織特性。他們最大的優勢就是多年來參與客

家客庄 12 大節慶相關活動及參與客委會活動所累積的動員能量與不斷的組織學習。因應

政策與申請經費程序的要求，每年都會舉辦數次的研習活動。政府公部門與非營利組織性

質的組織屬性，通常較不嫻熟商品開發與創意市集等與消費者有關的產業經營。然而企劃

100 以下 100~500 550 以上    
組織文化 4.01 4.26 4.33 0.701 0.390  
組織氛圍 4.13 4.17 4.15 0.092 0.973  
組織資源 3.67 3.15 3.63 3.677 0.010* 100 以下

組織團隊 3.87 3.78 4.08 0.612 0.597  
組織程序 4.11 3.91 4.28 1.553 0.310  

年 
營 
運 
成 
本 

組織創新 3.74 3.62 4.08 0.819 0.3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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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能力的創意能量有時盡、組織老化缺少新血加入、活動創意無法創意循環等，都讓未

來的活動創意與創新呈現隱憂。 
儘管多年來的投入與推動相關客家事務，與肩負客家文化復興的強烈使命，使得他們

對所屬組織之組織目標與願景、內部溝通、經驗傳承與資訊分享、組織團隊和必要的能力、

經費的申請與運用、活動規劃的重點與方向及對組織創新能力的整體看法，都讓他們有較

為正面的看法。但在這些正面的影響中，仍透露了極大專業活動管理的弱點。例如如何回

應消費者與遊客需求，如何強化數位科技的運用，是未來組織學習與深化的重點。 
就政策建議而言，主管機關的輔導培育政策應該有較長期性的規劃與基礎性扶植的思

考。從組織學習角度，深化這些單位學習發展網絡，除了針對客庄 12 大節慶的舉辦提供

經費輔導，鼓勵創意之短期協助措施外，長期性且平時日積月累的根本性的輔導政策應該

即刻詳加規劃與推動，否則在人力資源尚未強化與充實及專業活動能力沒有提升之前，社

區學習網絡未能有效建立之前，縱使年復一年的提案也不會有多大的新意和令人驚豔的活

動品質產生，換來只是執行單位充滿挫折感的無奈與越來越少單位參加的危機。無論是短

期或是長期性的輔導政策與措施，應該建立長期性的追蹤考核機制(Monitoring Mechanism 
and Evaluative System)需要深入加以思考規劃，也是政策能否產生成效的關鍵。 

在有關學術理論研究上，本文將原本多數運用於科技產業研發單位居多的組織創意與

創新理論，嘗試運用於節慶活動組織。考量到節慶活動與科技產業組織的差異和研究案例

的特殊內涵，所以在研究設計上做了某些調整。原本研究構面中的組織程序的名稱為組織

結構與程序，但經由信度分析後，許多組織結構問項並沒有達到統計的要求，剩下問項只

符合組織程序屬性，因此就命名為組織程序。同樣地在其他構面上的題項也因為未能符合

信度的分析而被剔除，留下只符合統計標準的題項。這種理論嘗試為國內節慶活動學術研

究提供另一種角度，本文的拋磚引玉之作，也希望能夠引發更多相關的研究，來提供國內

節慶活動多數採用消費者滿意度研究的另一種觀點。受限於國內期刊在此一主題的研究極

度缺乏，所以本文的嘗試應仍有許多值得挖掘的重點與改進的空間。此外，組織學習與社

區學習網絡的連結與互動模式如何有效的建立，讓組織層面擴大到整個社區層面，也是未

來可以深入探討的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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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的客家兒童及日本琉球的華人兒童如何建構客家身分與華人身份 
 

范瑞玲 莫慧貞 
 

母語是族群的核心價值，但根據許多學者的研究(鍾肇政 1991；丘昌泰 2006；范振

乾 2002；徐正光 2002；鍾榮富 2002；冉明珠 2009)台灣的客家人因過往的歷史、政治及

經濟等因素，加上由這些因素導致的其他心理因素，如對族群互動場域弱勢的想像，以及

對弱勢身份的想像與擔憂，因此傾向於將客家身分隱藏起來，所以在人際溝通時，會為了

配合對方而選擇不主動說客語，以致造成客語逐漸流失，同時造成下一世代對客家族群認

同感的危機。如果客家人本身在與人溝通時不說客語，客家兒童又如何能建構其客家身份

呢?本計畫擬從言語適應論的觀點探討兒童如何在雙語的環境中建構客家身份的認同。言

語適應論(Giles, Mulae, Bradac & Johnson 1986)主張人在溝通時會為了適應他人而產

生語言聚合(linguistic convergence)及語言分歧(linguistic divergence)的現象，此

現象不僅可以解釋成人間的溝通，也可以說明兒童為何採取不同的言語適應策略。根據

Lambert & Klineberg (1967)的研究，兒童在六歲左右對自己的族群身份已有認知，但是

以客語為母語的兒童處於相同的年紀時，是否對自己的客家身份有相同的認知呢?現今大

部分的客家兒童都同時接觸客語與國語，在身份認同上會產生如何的影響?本研究將選取

四到十歲以客語與國語為母語的兒童，區分成七組，每組六人，以角色扮演與身份認同實

驗方式進行測驗，以得知不同年齡層的兒童如何逐步建構客家身份，同時調查父母親與兒

童互動的關係，以及在公共領域或與其他族群溝通時所選用的語言，藉此釐清客家隱形身

份對客家兒童建構客家身份的影響。客家兒童雖然在四至六歲時即有客家認同感，但是對

客家文化的認識缺嚴重不足，因此落後其他族群的身分認同發展，而且客家人的隱形化間

接促成客家兒童對客家族群認同的落後。客語教育及客家文化傳承必須向下扎根，從幼稚

園開始，才能與世界上其他兒童的族群認同並進。 

 

 
關鍵字：客家身份認同 華人身份認同 言語適應論 隱形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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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的客家兒童及日本琉球的華人兒童如何建構客家身分與華人身份 

壹、緒論 

一、研究背景與目的 

一個社群所說的語言很自然地被認為和此社群的身份認同之間有關聯，經由腔調、詞

彙、言談的型式等，說話者會認同所屬的言語社群，社群之外的人也會將他們視為某特定

社群的一分子。客家話是客家文化的載體，但因國民政府早期嚴厲推行國語政策，使得說

其他語言的族群面臨母語遭受壓抑的困境，在人數上居台灣第二大族群的客家人也因此無

法於公共領域說客語，只能在私領域以客語溝通交流，致使客語和客家文化面臨傳承的斷

層。客家權益促進會遂於 1988 年發起「還我母語」的社會運動，提出「還我客家話，尊

重客家人」等口號，並要求: 一 爭取每天播放電視客家新聞氣象； 二 廢除廣電法，開

放方言節目；三 推行雙語教育，延續客家文化等三點重要訴求，揭開客家人長期抗爭的

序幕。在社會運動的訴求及政府的善意回應之下，1989 年 1 月 1 日台灣電視公司終於有了

第一個客語節目「鄉親鄉情」，接著於 1994 年教育部正式准許國民小學三年級以上可以利

用團體活動時間選修母語課程，並於 1996 學年度公布將鄉土教學活動納入國民小學正式

課程，九年一貫課程也於 1998 年實施，將母語納入語文學習領域中。政府輪替後，為落

實多元文化理念，行政院客家委員會於 2001 年正式成立，戮力於推動客語及客家文化的

傳承。客語生活學校的實施，客語認證的推行，客語學習網站的風行，及客家電視台的成

立，代表客委會積極努力的成果(謝文華 2002)。在高等教育方面，各大學先後成立客家

相關系所、客家研究中心、使客家學逐漸在學術領域占有一席之地，種種跡象似乎顯示客

家人及客語已進入去隱形化的階段，但實際情形又是如何呢? 

母語是族群的核心價值，但根據許多學者的研究(鍾肇政 1991；丘昌泰 2006；范振

乾 2002；徐正光 2002；鍾榮富 2002；冉明珠 2009)，客家人在公共領域中傾向於隱藏自

己的身分，不主動說客語。從歷時的觀點來說，因為早期客家人於閩客械鬥落敗後，只能

轉往較為貧瘠山區發展，因此在社經地位上處於劣勢，遂導致隱形化的情結(黃宣範，

1995；蕭新煌、黃世明，2000)。接著於國民政府強力推行國語政策下，客家人為了求生

存，只好學習優勢族群所使用的語言如閩南語及國語(王甫昌，2002；陳板， 2005)，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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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因而日漸凋零，年輕的客家族群因此受影響，大部分都不太會說客語(曹逢甫、黃雅榆，

2002)。雖然客家族群與政府努力於保存客語及傳承客家文化，但客家族群的隱形化現象

似乎並未因而消減，根據冉明珠(2009:98-102)的研究，客家人因為對「族群互動場域弱

勢的想像，及他人導向、從眾、面子顧慮」等心理因素下，現今與人溝通時，傾向於將隱

藏客家身分，不主動說客語，以致造成客語的逐漸流失，同時造成下一世代對客家族群認

同感的危機。 

張春興(1992)認為個人在心理上經由模仿、內化其他人或群體的態度觀念、價值標

準、行為方式等，因而使個人與他人或群體的差異性逐漸減少，此即為認同作用。由此認

同作用所產生歸屬感或歸屬意識即認同感。不同形式的認同，包括個人認同和參照團體認

同(如族群、階級、性別、文化等方面的認同)等兩類，可因個人在不同學習環境下發展而

出。族群認同是以族群或種族為認同的主要基礎(許木柱，1990)，個人的族群身分認同是

源於個人對她或他所屬族群的了解，並認同所有與此身分相關的價值與意義

(Tajfel,1974)。處於多元族群的臺灣，客家人長久居於弱勢地位，導致客語逐漸流失，

同時造成下一世代微弱的客家族群認同感，此一現象彰顯出客家文化存續的危機，此議題

值得我們慎重關切，並加以深入探討。 

二、研究問題 

根據 Tucker and Lambert (1978)的研究，兒童在三歲左右開始並於六歲左右對自己

的族群身份已有良好的認知，但是以客語為母語的兒童在六歲左右，是否對自己的客家身

份有相同的認知呢?現今大部分的兒童都同時接觸客語與國語，在身份認同上會產生如何

的影響?由於尚未有學者研究以客語為母語的兒童如何建構客家身分，本計畫將深入探討

以客語為母語的兒童在不同的年齡層如何建構客家身分，同時以跨國合作方式進行，與日

本沖繩國際大學的莫慧貞教授共同探討定居日本的華人如何與他們的兒童及日本人互

動，同時以此為基礎嘗試去了解定居日本的華人兒童如何建構華人身分。在不同文化衝擊

下，少數族群兒童的身份認同是否與相似性高的文化有相似的建構歷程，還是有全然不同

的發展方向?本研究希望藉由族群身分的建構可以一窺語言在族群身分認同中所扮演世界

共通的角色與其獨特的地域性。以下是本研究將探討的問題： 

1. 以客語為母語的兒童建構客家身分的階段性為何？此一階段性是否與世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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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其他語言為母語的兒童大致相似？ 

2. 客家族群的隱形化對以客語為母語的兒童建構客家身分會產生何種影響？ 

3. 在日本琉球的華人兒童是否與在台灣的客家兒童有相似的族群身份建構過程? 

三、研究重要性 

在分析法上，本研究採實驗法，較能有系統看出兒童如何建構客家身分及其細部差

異。在方法學上，本研究縱深法，可以深入追蹤以客語為母語的兒童建構客家身分的歷程。

除此之外，本研究結果將可驗證族群身分建構理論，有助族群身分建構理論沿革之參考，

除可供語言學學者專家參考外，對研究族群學者、客語教學者亦具參考價值。同時本研究

希望透過對於苗栗以客語為母語的兒童如何建構客家身份認同的探討，能更深入了解兒童

建構客家身份的過程，以期能找出使客家文化永續的相關因素。同時跨國的研究合作，將

使我們了解更多少數族群的身份建構歷程，以期找出居於其它國家同時也屬於弱勢族群的

海外客家子弟能認同自己客家身份的方法。客家人素有東方的猶太人之稱，但是我們的下

一代對身份的認同感似乎遠不及猶太人。本研究亦希冀為傳承客家文化找出最根源的因

素，以期能使客語不流失，客家人不再是隱形的民族。 

  

 

 

貳、文獻探討 

本研究擬探討以客語為母語的兒童如何建構客家身分，在如今雙語或多語的環境下，

身分認同是否會受到外在環境的影響，同時意欲探討客家族群隱形化的現象是否會影響以

客語為母語的兒童建構客家身分的歷程。言語適應論中提到，人們在交際溝通時，會配合

對方的語言而調整自己的語言使用情形，客家族群在隱形化過程中也會如此，不僅成人如

此，兒童在習得母語的過程中也有類似的情形，本研究因而以此理論為基礎，希望釐清相

關問題。同時本研究將與日本學者跨國合作，探討定居日本的華人兒童如何建構華人身

份，以比較這兩種族群身份建構歷程相似與相異之處。在不同文化衝擊下，少數族群兒童

的身份認同會有如何不同的建構歷程，還是有相同的發展方向?  

一、 言語適應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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說話者在交談時會嘗試去調整自己的言語並適應對方的語言，這是人際溝通所顯現出

最明顯的特徵之一。這種現象無論在單語或雙語溝通的情況下皆會出現，同時也呈現在語

言的各個不同層次上，例如聲韻、詞彙、句法等。最常見的實例是父母親與幼兒間的對話，

為了讓言語上不成熟的幼兒理解父母親的話語，父母會以單詞或簡短句子與幼兒溝通。在

人際溝通上，最常見的言語適應是語言聚合(linguistic convergence)的現象，無論在言

語速度、停頓長短、腔調、字句長度、音韻變化、音量大小上都可察覺這些變化。為了解

釋此現象，Giles (1973)和 Giles & Powesland (1975)提出言語適應論的模型，強調潛在

的社會心理認知處理系統的運作，以及其如何針對說話者對交際情況的認知而調整說話者

自己的言語。簡而言之，言語適應論的模型是根基於以下的社會心理歷程：(一)相似性的

吸引力；(二)社會交流；(三)原因論；(四)不同團體間的辨別性。當交談雙方擁有相似的

態度和信念，經由相似性的吸引力機制，以及評估採取不同說話策略的後果時，為了拉近

說話者之間的社會距離，說話者會調適自己的言語行為以配合對方，因而形成所謂的語言

聚合(convergence)。語言聚合在說話速度、語音、語詞等面向上皆曾獲得證實，Putman 

&Street (1984)研究發現，面試者經常為了獲得好感而調整談話速度。Purcell(1984)發

現夏威夷兒童會為了接近對方，而在音韻及文法等方面調整自己的語言，陳淑娟(2006)也

發現桃園新屋及觀音鄉的閩南人，出外遇到客家人會調整自己的語言說客語，而嫁至當地

的客家婦女則改說閩南語，形成語言聚合的現象。人們會向優勢語言聚合，如此才能擁有

較佳的生存權(陳淑娟、江文瑜 2007)，例如台灣男性如果華語越流利的人，有較多的機會

往較高的社會階層攀升，其社經地位也較高(蔡淑玲，2001)。但是如果語言是談話者族群

身分顯著表徵之一，為了與對方在族群身分上加以區別，說話者會凸顯自己語言的特色來

確保自己的族群身分，以和交談者在族群身分上有所區隔，這就是語言分歧(divergence)

現象。例如客家人或閩南人習慣以客語或閩南語表明自己的族群身分就是很好的例證。 

二、語言與族群身份認同 

文化融入個人的性格中即形成所謂的個人文化身份，而個人只有在意識到其他文化的

存在時才會有所謂的文化身份認同，語言是文化中極其重要的成分，所以也成為個人文化

身份認同中非常顯著的表徵。族群（ethnic group）是個人文化身份之一，該詞最早於

1950-1960年代時出現於英文中，但直到1980 年代末期，此一概念才傳入台灣。根據范佐



 

409 

 

勤(2008:27-30)的整理，有關「族群」的定義眾說紛紜，但都具有以下特點： 

1、族群是擁有「共同文化、共同祖先與來源」的群體。（王甫昌，2003；李嫦薇，2006）。 

2、一個群體若自認為有相同文化、共同祖先，那就可以構成他們的族群想像。（王甫昌，

2003；張茂桂，2003）。 

3、當個體認同某團體之時，就會逐漸形成族群意識，能夠分辨「我族」與「他族」的差

別（李嫦薇，2006：26）。 

 不過，不管族群認同的定義為何，對個體而言，認同的意義並非固定不變，它會

隨著情境不同而有所改變（Rosenthal,1987）。安煥然（2009）指出一個族群的認同意識，

其認同的邊界和認同的對象，往往基於客觀環境和其所在的特殊內部複雜因素而變，它不

僅會隨著社會需求而改變，甚至出現多重認同的現象，其指向的位置不同，認同的對象也

就不同。 

綜而言之，族群認同可視為個人對特定族群的歸屬感，同時包括與此特定族群身分相關的

看法、瞭解、情感和各式行為。個人須經由一段時間沉浸於特定族群團體中，進而逐漸熟

悉、了解並習得這些特定團體的相關文化，才導致族 

群身份認同的可能性。大部分人的族群認同是在兒童階段即逐漸習得，它是一緩慢且不斷

自我調整的心理歷程。兒童是如何發展她的族群認同呢?而其族群認同要素又為何? 

     根據許多研究顯示，族群認同包含許多面向，包括族群知覺(ethnic awareness)、

族群身份認同(ethnic self-identification)、族群態度(ethnic attitudes)和族群行為

(ethnic behaviors)等(Rotheram & Phinney, 1987)。在個人成長過程中，族群認同的發

展歷程是動態的，因為個人在不同的年齡階段，會隨著時間和環境的不同，須經由不斷的

各式決定和自我評估等歷程，同時在有可能改變原有的認知情況下，最終習得族群認同。

要了解兒童建構其族群身份的歷程，必先了解族群認同的各個面向，因此本文將針對族群

認同的四個面向概述如下。 

(1) 族群知覺 

 一些明顯的族群視覺線索(如膚色) 、特定的族群語言或特別的族群習俗 (如特殊的

節日或實務)等，使兒童對自己的族群有初步的認識，爾後經由對自己族群相關的知識、

主要屬性、特徵、語言、歷史、文化的了解，兒童即明瞭自己族群和其他族群間的差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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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以這些知識為基礎的前提下，兒童方能正確無誤地逐漸習得如何辨識和標記自己的族

群。當然隨著兒童的經驗成長，對更多訊息的接觸，以及逐步的認知發展，這些認識會逐

漸有所改變，兒童也會從中建構自己的族群身份，最終使兒童認同自己的族群身份。  

 兒童與其他族群接觸的多寡和接觸的類型會直接影響到他們是否能對其他族群

有正確的認識，因為居住在多數族群地區的兒童較少接觸少數族群，造成多數族群與少數

族群的差異性無法突顯，因此使得許多多數族群的兒童並不知道自己所隸屬的族群。

Vaughan(1987)指出，當個體越能覺察到族群之間的差異，則越能自我認定與接納所屬的

族群，因此如果要使兒童能正確的確認和接納自己的族群，必須讓其覺知不同族群間的差

異性。如果屬於多數族群的兒童居住在多數族群與少數族群共居的學區中，他們有較多的

機會接觸到弱勢族群，如此他們才可能對自己的族群歸屬較有知覺。因此，居住在多族群

混居的社區和就讀多族群混合的學校，比居住在單一族群的學區，對其他族群認識會更

多。由此可見，族群知覺和自我的族群辨識密切相關。 

(2) 自我的族群身份認同 

 相對於多數族群的兒童而言，少數族群的兒童會更早察覺族群的差異，但是他們

是如何逐漸認同自我的族群身份呢? 施正峰(2007）認為「身分／認同」（identity）是一

個人對於自我意識的反思；而族群自我身分認同則是指個體用何種族群名稱稱呼自己(許

文忠，1998）。Smith（1991）則主張在多元族群的社會裡，族群認同的發展與形成是在社

會背景、文化、時間等因素之交互作用下，個體不斷選擇並予以自我評價，同時在察覺族

群之間的差異時，將族群加以區別及整合的過程，而且族群認同是一種複雜的過程，從幼

年時期開始持續到成年階段。因而族群自我身分認同使個體能夠使用自己族群的標記如語

言、文化、風俗、習慣等，同時了解自己所屬族群的特徵，進而認同自己的族群身份，勇

於表明自我的族群身分。因此個體對於自我的族群認同的程度越高，他就越能投入與關注

代表自己族群所具有的代表文化的相關事務與活動，當然他使用本族語言的能力也就越好

（行政院客家委員會，2007）。根據 Driedger (1975)的研究顯示，雖然族群身分是由許多

因素例如語言、宗教及教育等所所決定，但是每個族群所強調的要素是不一樣的。在具有

多元文化的加拿大曼尼托巴省，猶太人所注重的是同族婚姻與朋友關係，但是法裔人士強

調語言和教育，而斯堪地那維亞裔人士則未特別強調任何要素，因而導致他們本身對族群



 

411 

 

身份的認同也因此較薄弱。客語是客家族群最具體的族群標記，因此對客家族群來說，會

使用客語，也願意用客語與他人溝通，為客家文化的傳承而努力，這就是最好的客家族群

自我身份認同表徵。但是客語的逐漸式微，在某種程度上似乎代表客家族群身份認同的危

機，因此客家兒童族群認同的過程值得我們關注與探討。 

兒童是如何發展出隸屬於一特定文化社群的慨念呢?此一慨念主要衍生於自我概念，

同時經由社會身份的發展而逐漸成型。Tajfel(1974)解釋社會身份形成的過程是經由個人

對一個或數個社群身份的了解而形成，社會身份包括所有與此成員身份相關的價值與情感

上的意義。經由所謂的社會分類(social categorization) ，個人可以建構她或他所處的

社會環境，並了解自己和他人具有一些共同的特點，或自己與他人有不同的特點，因而認

同與自己有相同特點的社群，進而與別人區隔。經由所謂社會比較機制，個人會認同一社

群中所有或部分特點，當然此社群必須認同個人為其一份子，才能使個人真正認同其所屬

社群。  

雖然族群身份建構的整個心智歷程仍無法經由科學研究而清楚得知，但是研究顯示，

兒童到六歲左右已發展出一些特定文化身份認同(Abound 1987)。根據Lambert & Klineberg 

(1967)的研究結果顯示，不同年齡層和不同族群的兒童都偏好以性別、兒童、學生、人類

等類別描述自己，其次才是以國籍、地域、種族等描述自己，然而不同族群的兒童在描述

自己時所使用的次偏好分類確不儘相同。整體來說，兒童在六歲時已有族群身份的觀念，

但是主要在區別自己和所謂外國人之間。 

兒童族群認同方面的研究甚多，常用的研究方法為族群圖片或娃娃辨識法，實驗者將

代表不同族群的圖片或娃娃讓兒童過目，然後請兒童選擇最像自己的那張圖片或娃娃。在

這類研究中，兒童必須察覺自己與其他族人的相似點，也能同時區隔出其他族群的特徵，

才能正確的辨識自己所屬的族群。結果是少數族群的兒童傾向於選擇多數族群的圖片或娃

娃，例如有些黑人兒童會選擇白人娃娃。此結果無法使我們確知兒童真正的意圖，因為有

些研究指出黑人兒童經常被要求表現得像白人，又要以身為黑人為榮，這兩種互相衝突的

要求使得黑人兒童有可能羨慕多數族群的社會地位，或想要歸屬於多數族群，而非自認為

屬於多數族群。 

在台灣社會中，多元文化是主流，大部分說客語的兒童除了客家文化，也會接觸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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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文化，如果兒童在早期即有族群身份的概念，在多元文化的環境中，在台灣屬於少數族

群的客家兒童，他們是否仍然能發展出特定的族群文化觀念呢?亦或是追隨主流文化價值

清向於選擇正確的主流文化呢?  

溫美芳(2005)客家族群認同感的經驗研究＂ㄧ文中，以問卷調查年滿 20 歲之桃園縣

客家人，根據集體記憶的概念及社群活動的參與，分析影響客家族群認同之相關因素並予

以量化。研究結果發現父親是否為客家人對兒童的客家身分認同產生顯著影響；有助於兒

童之族群認同感的方法包括：父母必須從小教導兒童客家身份的認定，同時教導兒童使用

客語，使兒童與客家親友互動，父母也必須表達對客家文化之關懷。當兒童逐漸成長，客

語能力及與客家族群互動的關係對其族群認同感亦產生顯著影響。李嫦薇( 2006)對詔安

地區的研究也有相似的結果，在雲林崙背鄉的東興國小 54 位學童中，約百分之五十會講

客語，客語能力愈好，其對族群認同感也愈高。在＂六堆地區青少年族群認同與自我概念

關係之研究＂中(黃振彰 2006) ，六堆地區青少年的客語能力與族群認同的各層面(族群

知覺、族群歸屬感、族群自我身分認同、族群行為、族群態度)皆達顯著關係。這與賴慶

安(2002)的研究結果相同。 

（3） 族群態度 

 Aboud(1987)將族群態度定義為，當個體面對不同族群時，他所表現出喜好或不

喜好的行為；陳枝烈(1997）也指出族群態度是對自己族群和其他族群的情感。所以族群

態度是指個體回應本族與其他族群意識的方式，因此它可能是正向積極的，也有可能是負

向消極的。成熟的族群態度能坦然接受自我族群的特質和標記，同時對自身所屬族群或其

他族群會呈現表裡如一的態度 (許文忠，1998）。 

對兒童族群態度方面的研究，主要聚焦於兒童族群社會化的兩個面向：a. 對本族和

他族的偏好態度；b. 對其他族群的負向態度。其主要研究方法也是以娃娃或圖片為刺激

物，實驗者將代表不同不同族群的圖片或娃娃讓兒童過目，但所問的問題變成：哪一個娃

娃最好？你最想變成哪一個娃娃？等。結果顯示黑人兒童一樣傾向於選擇白人圖片或娃

娃。Banks (1995)研究歐洲非裔兒童的結果也有相同的結果，他所提出的解釋為，這些歐

洲的非裔兒童只是選擇社會所認可的＂正確答案＂，而且他們在族群認同方面，態度很明

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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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and, Ruiz, & Padilla (1974)根據其他族群態度相關研究的結果，認為兒童很早

即顯示對其他族群態度的偏好，而且其強度會隨著年齡逐漸增強。除此之外，兒童的認知

能力也扮演重要角色， 因為它會影響他們對經驗的詮釋，進而影響他們對其他族群的態

度，但是年齡和兒童對其他族群態度趨向的相關性並不是非常明確，至今尚無定論(Ｒ

amsey, 1987)。   

(4)族群行為模式 

 當個體沉浸於特定的文化之中，經由一段時間的習得過程，會呈現出該族群特有的態

度、情感和行為模式。族群覺察、族群自我認定及族群態度等因素會影響族群行為模式，

當個體察覺本族與其他族群之間的差異性時，個人對族群的認同程度將會影響到他喜好

「我族」或是「他族」的態度，最終反應於行為模式上（Phinney＆ Rotheram，1986）。

Le page & Tabouret-Keller (1985)也提出個人的行為會受到她或他所認同社群的行為特

質所影響，因為個人會分析所屬社群的行為模式，而且其本身的行為會因所屬社群的意見

而加以調整。因此客家人如果認同自己的族群，他們會積極顯現出認同客家族群的態度，

同時維護客家族群的自尊，並且無懼於表明自己的族群身份。 

Rotheram & Phinney (1987)認為兒童習得她所屬族群的特有行為取向後，由此了解

其族群的特有行為模式，同時她會參照自己族群的行為模式，以詮釋自身世界中的事件或

事務，而其行為終將受此種詮釋方式的影響而逐漸改變。兒童雖然與所屬族人具有特定族

群的行為模式，但她可能很晚才覺察自己族群的行為模式是異於其他族群。 

 族群認同的四個面向深深地影響兒童的族群認同發展，根據Rotheram & Phinney (1987)

對兒童的族群認同發展相關研究結果所作的回顧與整理，他們綜合出三個主要三個階段：

四歲前為一階段，四歲至七歲為另一階段，七歲以後到青少年期則屬於不同的發展時期。

在四歲以前，兒童會從膚色、語言、習俗等察覺族群的相異之處，因而形成約略的族群概

念。於四歲至七歲之間，兒童逐漸知道有不同族群的存在，對族群有較完整的概念，也逐

步了解自己的族群歸屬，因而認同自己的族群，族群態度也傾向於自己所屬的族群，但是

屬於少數族群的兒童則傾向於認同多數族群。在七歲以後到青少年時期，兒童的族群態度

較穩定，對其他族群的態度轉趨中立；對個人特質的興趣強於族群間的差異；少數族群的

兒童也傾向於認同自己所屬的族群(賴秀治，1997；Abound, 1987；Katz, 1987；Rother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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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hinney, 1987)。 

三、小結 

綜而言之，兒童族群認同的發展具備三階段模式，在第一階段兒童會經由與其他不相

同的人的比較而經歷自我認同與自我評估的心智歷程，接著他們會感知到自己是屬於某一

特定族群，其他人則屬於其他族群，同時會在此時強調族群內部表徵的相似性及與其他族

群之間的相異之處。在最後的階段，兒童會有能力將重心轉移至另一面向，他們會將每個

人視為不同的單一個體，同時也瞭解他們分屬不同的族群(Abound & Skerry, 1984)。在

對客家兒童身份認同的研究中，大部分的研究都探討國小以上學童的狀況，如果兒童在六

歲左右即有族群身份的觀念，客家兒童是否也在此時建構她的客家身份了? 

  

參、研究方法 

本研究由苗栗縣幼稚園與小學選取四到十歲以客語為母語的兒童，區分成七組，每

組六人，男女各半，以角色扮演與身份認同實驗方式進行測驗。在角色扮演部分，以客語

為母語的兒童在觀賞完一段以客語發聲的短片後，請兒童扮演不同角色，當場錄音以得知

其在不同場域中最常使用的語言為何。在身分認同實驗中，在測試前藉由娃娃、圖卡的膚

色和服飾做簡略的說明後，詢問以客語為母語的兒童，其身分認同的偏好。在實驗進行中，

研究助理會將不同族群的娃娃呈現在以客語為母語的兒童之前，並詢問受試者他們是否知

道自己屬於哪個族群，同時詢問受試者哪個娃娃和他們最相似，並當場錄音，藉以得知不

同年齡層的兒童如何逐步建構客家身份。本研究之測試流程詳列於表一。 

 

表一 測試流程表 

 項  目 器  材 時  間 備  註 

1 將班級分成三組   上課前 

2 說明遊戲規則  5min  

3 播放 5分鐘戲劇 dvd 5min 將影片先燒錄 

4 讓各組出來口述表演喜歡的

場景(隨意哪種語言) 

 15min 每組 5分鐘 

5 詢問時間 學生問卷、

娃娃、服飾

圖卡 

15min 其中不經意說出

客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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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問卷題目以四大族群要素：族群知覺、自我族群身分認同、族群態度、族群行為模式

為根據，希望能找出兒童族群認同的發展模式。問卷題目類型詳列於表二。 

 

                表二 兒童問卷題目類型 

族群認同要素 兒童問券題目類型 備註 

族群知覺 

2.請問你喜歡這幾個玩偶中的哪一

種？ 
13.請問從圖卡中你可不可以選出自

己的族群 
15.請問你認不認識自己族群的文化 

 

自我族群身分

認同 

9.請問你最常說的語言是 
10.請問你最喜歡說的語言是 
12.請問你介紹自己時，可不可以大

聲說自己的族群 
13.請問從圖卡中你可不可以選出自

己的族群 

 

族群態度 

11.請問你喜歡看 17 台的電視和卡通

嗎?  
12.請問你介紹自己時，可不可以大

聲說自己的族群 

 

族群行為模式 

5.請問你跟爸媽說 
6.請問你跟兄弟姐妹說 
7.請問你跟祖父母說 
8.請問你跟班上同學和朋友說 

 

 

除此之外，我們也對以客語為母語兒童的父母親予以深度訪談，希冀能了解以客語

為母語兒童的父母親與其兒童互動的關係，以及以客語為母語兒童的父母親在公共領域或

與其他族群溝通時所選用的語言，藉此釐清客家隱形身份對客家兒童建構客家身份的影

響。對學生家長深度訪談問卷內容詳列於表三。 

 

表三 學生家長深度訪談問卷 

學童的家長，您好： 

    在此誠懇的邀請並尋求您的同意讓您的孩童參予本院客委會子計劃「台灣的客家兒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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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日本琉球的華人兒童如何建構客家身份與華人身份」角色身份辨認與客家認同的測試，

以及接受研究助理短時間的錄音問卷訪談以協助本次測試完成下列的問題。 

    本測試主要目的是為了解家長對學童客家認同的影響程度，故訪談過程中的錄音將作

為學術研究之用，錄音和問卷資料將作絕對保密，以保護您的隱私權，最後，真摯感謝您

的協助。祝  

                  萬事如意                              

                                      聯合大學客家語言與傳播所 

                                                 副教授兼所長  范瑞玲 

                                                     研究助理  吳俐臻 
 
  訪問時間：     年      月      日     時           學童姓名： 

 
家長姓名： 出生：   年  月  日 性別：□1.男；□2.女

出生地：□1.公館鄉；□2.＿＿＿＿＿＿ 祖籍：＿＿＿＿＿＿ 

職業：□1.農林漁牧；□2.工；□3.商；□4.教；□5.公；□6.其他        ； 

□7.無（退休）
教育程度：□1.無；□2.國小；□3.國初中；□4.高中職；□5.專科；□6.大學； 

      □7.碩士以上 

族群：□1.客家人；□2.閩南人；□3.大陸各省市；□4.原住民；□5.其他＿   ＿ 

1. 請問您住的這個地方，地名叫什麼？ 

2. 您在本地住多久了？ 

3. 您住過其他地方嗎？ 

4. 您會哪些語言？（若複選，依常用順序標示 1, 2, 3, 4 等） 

        □1.客語(腔調□海陸 □四縣 □饒平 □大埔 □詔安 □其他  ) 

         □2.閩南語   □3.國語      □4.其他＿＿＿＿＿＿ 

流利程度：1 □流利    2  □流利    3 □流利    4 □流利 

□還可以 □還可以 □還可以 □還可以 

□會聽不會說 □會聽不會說 □會聽不會說 □會聽不會說
5. 您工作時常用什麼語言？（若複選，依常用順序標示 1, 2, 3, 4 等） 

□1.客語(□海陸 □四縣 □饒平 □大埔 □詔安 □其他  ) 

□2.閩南語 □3.國語 □4.＿＿＿＿＿＿ 

6. 您祭祖的時候使用什麼語言？ （若複選，依常用順序標示 1, 2, 3, 4 等） 

□1.客語(□海陸 □四縣 □饒平 □大埔 □詔安 □其他  ) 

□2 閩南語 □3 國語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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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您跟長輩對話使用什麼語言？ （若複選，依常用順序標示 1, 2, 3, 4 等）  

   跟爸爸：□1.客語(□海陸 □四縣 □饒平 □大埔 □詔安 □其他  ) 

□2.閩南語 □3.國語 □4.＿＿＿＿＿＿ 

跟媽媽：□1.客語(□海陸 □四縣 □饒平 □大埔 □詔安 □其他  ) 

□2.閩南語 □3.國語 □4.＿＿＿＿＿＿ 

跟祖父：□1.客語(□海陸 □四縣 □饒平 □大埔 □詔安 □其他  ) 

□2.閩南語 □3.國語 □4.＿＿＿＿＿＿ 

跟祖母：□1.客語(□海陸 □四縣 □饒平 □大埔 □詔安 □其他  ) 

□2.閩南語 □3.國語 □4.＿＿＿＿＿＿ 

跟外祖父：□1.客語(□海陸 □四縣 □饒平 □大埔 □詔安 □其他  ) 

□2.閩南語 □3.國語 □4.＿＿＿＿＿＿ 

跟外祖母：□1.客語(□海陸 □四縣 □饒平 □大埔 □詔安 □其他  ) 
8. 您跟配偶對話使用什麼語言？（若複選，依常用順序標示 1, 2, 3, 4 等） 

□1.客語(□海陸 □四縣 □饒平 □大埔 □詔安 □其他  ) 

□2.閩南語 □3.國語 □4.＿＿＿＿＿＿ 

配偶是：□1.客家人； □2.閩南人；□3.大陸各省市；□4. 原住民；□5. 外籍＿＿

9. 您跟兄弟姐妹對話使用什麼語言？（若複選，依常用順序標示 1, 2, 3, 4 等） 跟哥

哥：□1.客語(□海陸 □四縣 □饒平 □大埔 □詔安 □其他  ) 

□2.閩南語 □3.國語 □4.＿＿＿＿＿＿ 

跟姊姊：□1.客語(□海陸 □四縣 □饒平 □大埔 □詔安 □其他  ) 

□2.閩南語 □3.國語 □4.＿＿＿＿＿＿ 

跟弟弟：□1.客語(□海陸 □四縣 □饒平 □大埔 □詔安 □其他  ) 

□2.閩南語 □3.國語 □4.＿＿＿＿＿＿ 

跟妹妹：□1.客語(□海陸 □四縣 □饒平 □大埔 □詔安 □其他  ) 

□2 閩南語 □3 國語 □4
10. 您跟子女對話使用什麼語言？ （若複選，依常用順序標示 1, 2, 3, 4 等） 

□1.客語(□海陸 □四縣 □饒平 □大埔 □詔安 □其他  ) 

□2.閩南語 □3.國語 □4.＿＿＿＿＿＿ 

11.您是否通過客家語言能力認證考試? □1.是，        級；□2.否 

12.您覺得推動實行「客語教育」是誰的責任?(可複選)為何? 

□政府 □媒體 □學校 □家庭 □自己 

原因：                                                                  

13.您對政府現行的「鄉土教育─客語」有何看法?重要性為何? 

看法和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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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就您所知道的客家文化而言，您對自己的子孫們能否繼承客家文化有何看法?(客家

語、宗教、戲曲和飲食文化等) 

看法：                                                                    

15.您是否會主動介紹客家文化給其他族群認識?或主動以客家話做為溝通方式?為何? 

原因：                                                                    

16.如果您可以選擇自己族群的身份，您還是願意當客家人嗎?為何? 

原因：                                                                    

17.您是否希望政府可以多撥經費，來協助客家活動的進行?為何? 

原因：                                                                    

 

 

本研究同時以跨國合作方式進行，由日本沖繩國際大學的莫慧貞教授，以深度訪談方

式訪問定居日本琉球不同年齡層華人兒童的父母親，以探究華人兒童如何逐步建構華人身

份，華人如何與他們的兒童及日本人互動。由於定居琉球的華人較少，所以只能以深度訪

談方式研究。參與深度訪談的為十二位女性及四位男性，其年齡介於 38-64 歲 (平均年齡

52 歲)之間。他們都在日本以外的地方出生長大，約於 14 到 30 歲間移民至日本，在日本

住了大約 16 and 45 年。所有的訪談都由莫老師親自進行，為半結構是訪談 歷時約 10 至

60 分鐘主要以中文進行，在必要時也使用日語。除此之外，受訪者和其子女之間的互動，

以即在其他場合與他人之間的言語互動，也經由訪問者觀察並予以記錄。  

在不同文化衝擊下，少數族群兒童的身份認同是否有相似的建構歷程，還是有全然

不同的發展方向?本研究希望藉由族群身份的建構可以一窺語言在族群身份認同中所扮演

世界共通的角色與其獨特的地域性。圖一為本研究的架構圖，表一則為測試的流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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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一 研究架構圖 
 
 
 

肆、結果與討論 

 本研究希望能了解以客語為母語的兒童建構客家身分的階段性為何？此一階段

性是否與世界上以其他語言為母語的兒童大致相似?因此為確立苗栗地區以客語為

母語兒童建構客家身份的歷程，我們透過學童在測試中的題目答案做出以下的分

析： 

 
(一)、從以下資料可以得知如依據娃娃表象特徵來看，4-6 歲兒童較 7-10 歲兒童較能接受

其他族群，這與以其他語言為母語的兒童有相似的發展歷程。 
 
 
    表四 兒童問卷調查結果 

題  目 4-6 歲  數  據 7-10 歲  數  據 
請問你喜歡這幾個玩偶

中的哪一種？ 
41.18%喜歡原住民>35.29%
喜歡外省>14.71%喜歡客家

>8.82%喜歡閩南 

51.16%喜歡客家>39.53%
原住民>4.65%喜歡外省

和喜歡閩南 
請問你家裡有幾個人？ 50%6-10 人的折衷家庭

>44.12%3-5 人的小家庭

>5.88%10 人以上的大家庭 

48.84%6-10 人的折衷家庭

>41.86%3-5 人的小家庭

>9.3%10 人以上的大家庭 
請問你是跟誰一起住？ 79.41%父母同住>20.59%祖

父母同住 
60.47%祖父母同住

>39.53%父母同住 
請問你跟爸媽說的語言 58.82%國語>35.29%客語 81.4%國語>11.63%客語

深度訪談 

尋找受試者 

角色扮演實驗身分認同實驗 

確立客家與華人身分認同的階段性

與異同 



 

420 

 

是? >5.88%英語>0%閩南語 >6.98%原住民語>0%英語

和閩南語 
請問你跟兄弟姐妹說的

語言是? 
67.65%國語>17.65%客語

>2.94%英語>0%閩南語 
86.05%國語>4.65%客語

>4.65%原住民語>0%英語

和閩南語 
請問你跟祖父母說的語

言是? 
52.94%客語>32.35%國語

>5.88%閩南語>2.94%英語 
58.14%國語>30.23%客語

>4.65%閩南語和原住民

語>0%英語 
請問你跟班上同學和朋

友說的語言是? 
70.59%國語>26.47%客語

>0%閩南語和英語 
97.67%國語>2.33%客語

和英語>0%閩南語 
請問你最常說的語言

是？ 
79.41%國語>11.76%客語

>5.88%英語>2.94%閩南語 
79.07%國語>13.95%客語

>4.65%英語>2.33%閩南

語 
請問你最喜歡說的語言

是？ 
44.12%國語>26.47%客語

>20.59%英語>8.82%閩南語

79.07%國語>11.63%英語

和客語>2.33%閩南語 
請問你喜歡看 17 台的

電視和卡通嗎? 
55.88%喜歡>44.12%不喜歡 79.07%不喜歡>18.6%喜

歡 
請問你介紹自己時，可

不可以大聲說自己的族

群？ 

可以和不可以皆佔 50%。 48.84%不可以> 46.51%可

以 

請問從圖卡中你可不可

以選出自己的族群？ 
70.59%可以>29.41%不可以 90.7%可以>9.3%不可以 

請問你會不會用客家話

念一至十？ 
76.47%會>23.53%不會 88.37%會>11.63%不會 

請問你認不認識自己族

群的文化？ 
82.35%不認識>17.65%認識 74.42%認識>25.58%不認

識 
 
(二)、下圖所顯示的“娃娃辨識族群喜歡程度＂中，初步得知 4至 6歲學童對於測試娃娃

喜歡程度如下，有 41.18%的學童喜愛原住民服飾公仔，35.29%喜愛外省中山裝公仔，14.71%

喜愛客家油桐花服飾公仔，8.82%喜愛閩南服飾公仔，而 7至 10 歲學童喜愛客家公仔比例

高達 51.16%，其次有 39.53%喜愛原住民，喜愛外省公仔和閩南公仔的只有 4.65%。從這項

測試中顯示，4至 6歲兒童較能接受其他族群的文化，亦能稱之未建立自我族群認同性，

但對於 7至 11 歲兒童逐漸提高對自我認同程度。此結果與世界上以其他語言為母語的兒

童有相似的發展階段。  



 

421 

 

4-6歲公仔辨識族群喜歡程度：

41.18%

35.29%

14.71%

8.82%

第二題原

第二題外

第二題客

第二題閩

  

圖二 娃娃辨識族群喜歡程度 
 
(三)、4至 6歲學童家庭模式探究中，4至 6歲家庭成員有 50%是 6 至 10 人折衷家庭，44.12%

是 3 至 5 人小家庭，及 5.88%大家庭，而 7至 10 歲家庭成員主要以 48.84%是折衷家庭、

41.86%是小家庭和 9.3%大家庭為家庭成員比例模式，但 4至 6歲學童 79.41%主要是跟父

母同住，另有20.59%是有跟祖父母同住，7至10歲學童60.47%是跟祖父母同住，只有39.53%

是跟父母同住，因此顯示 4至 6歲學童較受父母親的影響而 7至 10 歲學童較受祖父母影

響。 

 
 
 

4-6歲學童家庭型式：

44.12%

50.00%

5.88%

第三題3-5

第三題6-10

第三題11以上

 
                      圖三 學童家庭模式 

 
(四)、透過以下資料可以顯示，學童在家庭成長過程中主要語言仍以國語為主，可能是因

為國語仍是大多數家庭使用的語言環境，從客語的使用發現苗栗地區的客家意識逐漸在家

庭中抬頭，使得父母或是祖父母給予小朋友在家說客語的習慣性漸漸提高，尤其是在 4至

6歲兒童以客語溝通的比例多於 7至 11 歲學童，而英語的使用率有些是因為外籍配偶的關

係，有些則是為了家長從小因應國際語言和建構學童未來發展。基於以上因素語言的使用

率除了國語仍位居第一外，客語的使用次之。因此如欲使客語能繼續傳承，政府應該採取

鼓勵兒童在家說母語的措施。 

 

 
      表五 兒童在家使用語言調查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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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言 
溝通

對象 

客語 閩南語 國語 英語 原住民語 

歲數 
4-6 歲 7-10 歲 4-6 歲 7-10 歲 4-6 歲 7-10 歲 4-6 歲 7-10 歲 4-6 歲 7-10 歲 

父母 
35.29% 11.63% 0.00% 0.00% 58.82% 81.40% 5.88% 0.00% 0% 6.98% 

兄弟

姐妹 
17.65% 4.65% 0.00% 0.00% 67.65% 86.05% 2.94% 0.00% 0% 4.65% 

祖父

母 
17.65% 30.23% 0.00% 4.65% 67.65% 58.14% 2.94% 0.00% 0% 4.65% 

 

4-6歲與父母溝通語言：

35.29%

0.00%58.82%

5.88%

第五題客

第五題閩

第五題國

第五題英

 

4-6歲與兄弟姐妹溝通語言：

17.65%

0.00%

67.65%

2.94%

第六題客

第六題閩

第六題國

第六題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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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歲與祖父母溝通語言：

52.94%

5.88%

32.35%

2.94%

第七題客

第七題閩

第七題國

第七題英

 
                    圖四 兒童在家使用語言調查結果 

 

 
(五)、同儕間語言的使用方面，顯示 4 至 6 歲學童和 7 至 10 歲學童因為學校的教育因素，

使得國語仍分別佔居 70.59%及 97.67%的高位，近來幼稚園和國小實行的客語鄉土語言，

使客語位居次位，但 7 至 10 歲學童因為一方面實行客語和英語課程教育，因此分別以 2.33%
的均衡比例共存。 

4-6歲與同儕間溝通語言：

26.47%

0.00%

70.59%

0.00%

第八題客

第八題閩

第八題國

第八題英

 
                      圖五 兒童在同儕間使用語言調查結果 
 
 
(六)、不論是 4 至 6 歲學童或 7 至 10 歲學童，他們所使用的語言主要為國語，他們在語言

使用上一方面受家庭給予的語言環境影響，另一方面也受到學校給予的環境影響，但 7 至

10 歲學童較為有自我族群的意識，且學校教育給予的語言環境影響他們在語言使用程度較

大。4 至 6 歲學童有 71％左右知道自己所屬的族群，但是卻只有 18％左右的兒童認識自己

的文化，這與世界上以其他語言為母語的兒童不太相同，因為大部分的兒童都在四歲以後

逐漸傾向於親近自我族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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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歲學童常用語言：

11.76%

2.94%

79.41%

5.88%

第九題客

第九題閩

第九題國

第九題英

 
                  圖六 兒童常用的語言調查結果 
 
 
 

4-6歲學童喜歡使用的語言：

26.47%

8.82%

44.12%

20.59%

第十題客

第十題閩

第十題國

第十題英

 
                     圖七 兒童最喜歡使用的語言調查結果 
 
(七)、透過學童問卷得知 4 至 6 歲學童在學習客語的過程中，客家族群認同的態度和客語

語言使用較受到祖父母的影響，而對於客家文化的認識，4 至 6 歲兒童及 7 至 11 歲兒童皆

受祖父母影響較多。在 4 至 6 歲和 7 至 11 歲學童中，又可見與祖父母居住時，客語使用的

頻繁度增加。 
 
                        表六 兒童使用語言對象調查結果 

4-6 歲 祖父母 父母 7-11 歲 祖父母 父母 
常用語言 28.57% 7.41% 常用語言 11.54% 17.65%
喜愛語言 42.86% 22.22% 喜愛語言 11.54% 11.76%
自我認同態度 71.43% 48.15% 自我認同態度 46.15% 47.06%
認識客家 42.86% 11.11% 認識客家 84.62% 58.82%
 
 
 我們也作了 T檢定，已得知更詳細的相關資訊，其結果詳述於表七。結果顯示 4-6 歲

喜歡的娃娃和 7-11 歲喜歡的娃娃有顯著的相關性，這表示他們所喜歡的娃娃形態類似，

在族群知覺上有相似的表現。4-6 歲家庭人數和 7-11 歲家庭人數差不多，但是 4-6 歲兒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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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父母溝通語言和 7-11 歲兒童與父母溝通語言並無顯著相關性，4-6 歲兒童與父母溝通語

言偏向客語，7-11 歲兒童與父母溝通語言偏向國語，這似乎顯示當兒童年齡較大，語言與

族群認同間的關係較不重要，這與一般人(尤其是客家族群)對客家族群認同的概念似乎有

較大差距，因為客語ㄧ向被視為客家族群最重要的族群標記。4-6 及 7-11 歲兒童與兄弟姊

妹溝通時所使用的語言及最常說的語言兩個項目上，都達顯著相關性，因為他們都說國

語。但是兩組學童與同儕溝通的語言也都是國語，卻沒有達顯著相關性，原因不明，須進

一步探究。兩組兒童和祖父母溝通語言及最喜歡的語言面向上，結果也無顯著性。4-6 歲

兒童和祖父母同住比率較高，所以溝通時使用客語較多，7-11 歲兒童和祖父母同住比率較

高，所以溝通時使用國語較多。雖然 4-6 及 7-11 歲兒童最喜歡的語言都是國語，但是比

例上 7-11 歲兒童較高。由以上結果似乎可以看出，語言的使用和客家族群認同間的關係，

對客家兒童來說未必是等號。4-6 及 7-11 歲兒童在認同自己的族群方面有顯著相關性，但

是卻在對自己族群的認識及對自己族群文化的認識方面，呈現無顯著相關性，可見客家兒

童的族群認同發展在這兩方面，無法趕上以與其它語言為母語的兒童，其原因應與客家文

化逐漸式微，客家族群隱形化，使得客家兒童無法接觸相關文化有很重要的關係。 

 

 
                       表七 T 檢定成對樣本相關 

 

  個數 相關 顯著性 

成對 1 喜歡的玩偶族群 1 4-6 歲 和 

喜歡的玩偶族群 2 7-11 歲 

34 .009 .961

成對 2 家庭人數 1 4-6 歲 和 家庭人

數 2 7-11 歲 

34 .053 .765

成對 3 與父母溝通語言 1 4-6 歲 和 

與父母溝通語言 2 7-11 歲 

31 -.313 .086

成對 4 與兄弟姊妹溝通語言 1 4-6 歲 

和 與兄弟姊妹溝通語言 2 

7-11 歲 

30 -.081 .669

成對 5 與祖父母溝通語言 1 4-6 歲 和 

與祖父母溝通語言 2 7-11 歲 

32 .179 .328

成對 6 與同儕溝通語言 1 4-6 歲 和 

與同儕溝通語言 2 7-11 歲 

33 . .

成對 7 常用語言 1 4-6 歲 和 常用語

言 2 7-11 歲 

34 -.022 .902

成對 8 喜歡的語言 1 4-6 歲 和 喜歡

的語言 2 7-11 歲 

33 .280 .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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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對 9 認同自己的族群 1 4-6 歲 和 

認同自己的族群 2 7-11 歲 

25 -.027 .896

成對 10 認識自己的族群 1 4-6 歲 和 

認識自己的族群 2 7-11 歲 

34 -.201 .255

成對 11 知道自己族群的文化 1 4-6 歲 

和 知道自己族群的文化 2 

7-11 歲 

34 .192 .276

 

 客家族群的隱形化對以客語為母語的兒童建構客家身分究竟會產生何種影響？根據

深度訪談的結果(請見附件三)，發現父母期望給予孩子的客語環境和父母本身給予孩子的

客語環境，其實不太成正比，這可能是有些年輕父母仍是認為客語學習其實主要是透過學

校教育環境來達到。 

 

             圖八 父母對兒童語言學習環境及責任的看法 

雖然父母們有些說會在家中和小孩說客語，但是小孩在家中與父母說客語的為數不多，而

且父母們也承認如果可以選擇，不會選擇當客家人，這種觀點應該間接影響父母親在家並

未和小孩說客語的原因。除此之外，有些父母們希望小孩可以學習其他的語言如英語、國

語、甚至閩南語，這些都或多或少影響小孩的客家族群認同。雖然有些家長對在公共領域

說客語並不畏縮，但是並未提到他們會主動和其他非客家族群說客語，而且大家對客家文

化傳承的將來似乎充滿不確定感，這些都會影響客家兒童的族群認同。 

 以客語為母語的兒童在台灣屬於少數族群，所以她們可能在開始族群認同階段，和其

他少數族群的兒童一樣，選擇所謂社會認可的正確答案，即認同多數族群。而同樣屬於少

數族群居住於日本琉球的華人兒童，是否與在台灣的客家兒童有相似的族群身份建構過程

呢?根據深度訪談結果，其中與日本人結婚的八位女性，他們都教小孩說日語，只有一位

眼見中國日漸強大及經濟實力，因而後悔未教小孩華語。但是大部份的受訪者，並未將中

國文化丟棄，雖然她們並未與小孩說中文，但是她們仍然吃中國菜，並在過年時發紅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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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也有教育下一代說中文成功的例子，有一位現今十七歲的少年，在幼年時被送回中國 住

了四年，在其回日本後，父母因而與之說更多中文，如今可與說中文的人交談，而且雖然

未受正規中文教育，卻通過初期階段二級中文測驗。另有一位 12 歲女孩在暑假期間，會

與其哥哥回中國，住在祖父母或外祖父母家，如今她的中文也日見進步，但是他哥哥因為

已經十六歲，無法講太多中文，所以對回中國似乎興趣較缺乏。因為這些深度訪談並未探

究這些兒童族群認同方面的問題，所以無法知曉這些華人的後代是否學了中文就認同自己

得華人身份，這是較為可惜的部份，希望以後可以繼續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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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童的家長，您好： 

    在此誠懇的邀請您同意參予本院客委會子計劃「台灣的客家兒童及日本琉球的華人

兒童如何建構客家身份與華人身份」，接受研究助理短時間的家庭錄音問卷訪談以協助

本次測試完成下列的問題。本測試主要目的是為了解家長對學童客家認同的影響程度，

故訪談過程中的錄音將作為學術研究之用，錄音和問卷資料將絕對保密，以保護您的隱

私權，最後，真摯感謝您的協助。祝   萬事如意

聯合大學客家語言與傳播所 

副教授兼所長  范瑞玲 

研究助理   吳俐臻

--------------------------------------------裁切線-----------------------------------------------家 長 同 
意 書 回 函

1、請問您是否同意參與本次測試？ 
□ 同意(請接續回答第 2 題)   學童姓名： 電話：

□ 不同意

2、請問您是否同意讓您的孩童與您於本次測試讓我們錄音或錄影並作為研究使用？

□ 同意

□ 不同意

附件二 客家兒童族群認同問卷

學生姓名： 座號： 性別(請依照男女，請填寫 1.2)



 

430 

 

 
1.請問你喜歡剛才哪一組的表演?(填寫 1.2.3)          
2.請問你喜歡這幾個玩偶中的哪一種？(依照原住民、外省、客家，填寫 1. 2. 3.)       
3.請問你是跟誰一起住(依照祖父母、父母填寫 1.2)?          
4.請問你跟班上同學和朋友說(依照客家語、閩南語、國語、英語填寫 1.2.3.4)       
5.請問你跟爸媽說(依照客家語、閩南語、國語、英語填寫 1.2.3.4)        
6.請問你跟兄弟姐妹說(依照客家語、閩南語、國語、英語填寫 1.2.3.4)        
7.請問你跟祖父母說(依照客家語、閩南語、國語、英語填寫 1.2.3.4)        
8.請問你最常說的語言是(依照客家語、閩南語、國語、英語填寫 1.2.3.4)        
9.請問你最喜歡說的語言是(依照客家語、閩南語、國語、英語填寫 1.2.3.4)        
10 請問你喜歡看 17 台的電視和卡通嗎?(依照喜歡、不喜歡填寫 1.2)         
11.請問你介紹自己時，可不可以大聲說自己的族群(依照會、不會，填寫 1.2)       
12.請問你認不認識自己族群的文化(認識、不認識，填寫 1.2)         
13.請問從圖卡中你可不可以選出自己的族群(可以、不可以，填寫 1.2)         
14.請問你會不會用客家話念一至十(依照會、不會，填寫 1.2)       
15.請問你喜歡的家人是誰?(父、母、阿公、阿婆，填寫 1.2.3.4)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附件三 台灣客家學童家長對學童客家認同深度訪談結果 

 
12.您覺得推動實行「客語教育」是誰的責任?(可複選)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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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 □媒體 □學校 □家庭 □自己 

原因： 

政府：1.客委會辦的客語認證，其實本人會支持。 

      2.客語的沒落，原頭為國民政府統治時，禁方言語令，畢竟從小時與祖父母、鄰居

皆是講客語，但現今回頭看卻是大多小孩都說國語，而感到感慨。然而反觀閩南語卻因族

群人數眾多，地區語言上較為強勢，因此影響的差異上較小。 

      3.客委會的開啟客家媒體和教育的政策。 

 

自己和家庭：1.自己認為客語無法失傳，因此盡心於自己家庭客語的維持，但其實實際上

所能影響的範圍不大，無法擴及整個客家的家庭。 

2.自己要先教客家話，孩子才會說，才不會背祖。 

3.政府多補助支持客家媒體，這樣才有它存在的意義，和多一種學習的管道。 

 

媒體：1.客語電視台和廣播台的成立，讓小朋友習慣電視上也有客語，多一個學習的方式，

甚至說能讓台灣其他族群(閩南人)從電視媒體中開始正視到客家人，甚至認識到客語和客

家文化，間接的發揚客家文化。 

      2.媒體有許多種語言來顯示，所以最後。 

學校：1.大學內往往都有很多族群，成立客家社和科系，間接讓他族群試著認識客家，身

為客家人也慢慢的開始在學校課堂說客家話，其實台灣客家人為數不少，其實很多都隱形

化，往往都只有跟自己的親戚或是無意間聽到才開始以客家話為溝通方式，進而慢慢流失。 

      2.客家人自卑，尤其相較於閩南人，因此常常不敢對外公開說自己是客家人，或是

對他人直接以客家話來溝通，又學校往往推行國語政策的教育，才會造成現階段客語明顯

的流失。 

      3.現下年輕人多流失自己母語，學校和政府的推展，才會有那種學客語的環境，因

為年輕人未來一上班和在外求學，多學國語和英文或閩南語等，相對的學校的環境至少讓

她們有學習的環境，讓她們多認識客家，了解自己的族群。 

13.您對政府現行的「鄉土教育─客語」有何看法?重要性為何? 

看法和原因： 

       1.現在的鄉土語言有點僵化，像是以拼音方式，使得更多人在學習客語上止步。 

       2.教師課程安排應該可以更有趣點，像是客語唱遊，客語戲劇表演等方式，而不是

只以課本方式來進行。 

       3.語言的學習，其實就是要多說，是透過雙方溝通的方式間接強迫性。 

       4.因為現在在苗栗多說客家話，自己也身為客家人，所以該要說客家話。 

       5.學校教育後，學童回家比較可以跟家人一起溝通。 

       6.可以讓母與延續下去。 

14.就您所知道的客家文化而言，您對自己的子孫們能否繼承客家文化有何看法?(客家

語、宗教、戲曲和飲食文化等) 

看法： 

會，像是蒸蘿蔔糕，或是像客家文化傳統服飾、耕田農具、建築物和生活工具等，讓她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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邊參觀編體會，從小開始不斷的體會原來客家文化是這樣的。 

不會，因為現在其實很多年輕一輩都不太了解了、不愛學，且各族群間文化都不太一樣，

比如客家人婚禮多在中午宴客，閩南卻多在晚上。 

    磨粄機的過程是需要學習的，讓年輕人知道客家以前生活過程，讓她們知道那些過

程，像耕田的過程，要如何種稻，為何耕田要往後，因為這樣才會更直，且才不會踩到自

己剛種的秧苗，緊接著灑肥料等，這些都是希望年輕一輩要親身體驗的過程，才知道飲水

思源。 

    如果不傳承下去，客家文化就容易流失。 

    會知道不見得自己會做，畢竟現在自己也不太知道怎做。 

15.您是否會主動介紹客家文化給其他族群認識?或主動以客家話做為溝通方式?為何? 

原因：會，其實有些他族群都會對不同族群感到很有興趣，甚或是學習客家語言，像是吃

菜(食菜)，有些以英文stry的諧音來顯示幽默，讓他族群更加對族群間不同引發學習和認

識的動機。其是像現在網路普及，往往會使相互交流各族群的文化。 

     另外，其實媒體也扮演很多角色，例如著名歌手陳昇和周杰倫在流行歌曲中帶入點

客語元素，讓許多年輕族群朗朗上口，從少許的一兩句客語，開啟讓他族群對客家文化產

生興趣。 

     因為如果不介紹客家語言和文化給他們，她們也會不太知道。 

     因為自己從小過著耕田的農夫生活，倘若有他族群的語言朋友，她們有時會問又在

種哪種菜時，會告訴他們應搭配各節氣的不同種植不同的農作物，例如，番薯往往是作為

休耕期交替時的農作物，一方面可以改變農地的酸鹼，另一方面也可以在休耕時也有農作

物的產收，這些道理不僅會介紹給他們，也會告訴給自己年輕一輩，才可把客家生活文化

傳揚出去，而不會流失。 

     例如不小心在談話間透露出客語，而引起他族群注意，進而教她們告訴她們，讓她

們了解自己在說甚麼。 

     因為客家人比例其實並不多，如果可以教他族群，也是不錯的。 

16.如果您可以選擇自己族群的身份，您還是願意當客家人嗎?為何? 

原因： 

不會， 

    台灣客家人靠山生活很辛苦，又不擅表達保守隱藏自己，較只會默默做事，外省人能

言善道，而閩南人較敢冒險，尤其是在生意上，像是王永慶等大企業家都是閩南人，這些

都可能是因為環境的關係。 

    另外媒體和政府也很重要，像是如果劉德華是客家人，大家都會很認同，又很嚮往，

而開始學習、認識客家文化的相關知識。 

    語言其實就成長來說，語言其實是要長期接觸相關環境，語言不會因為年紀身高等受

限，他是學到老活到老的，多學一種語言其實對自己來說是多一種能力。 

會，客家人學的比較多，許多客家人會努力的做，在默默做的途中進而學到許多事情。 

    因為自己本身是傳統的客家人，所以當然還是習慣自己的族群。 

    以前是客家人，若坐火車，往往對於客家人比較親切感，且客家人本身特色較為勤奮。 

17.您是否希望政府可以多撥經費，來協助客家活動的進行?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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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 

是，可以以先民、義民的名稱來命名，像這邊有福興里，來自日據時抗日的羅福星，甚至

是說客家園區，裡頭都是客家文物或建築物和先民先烈的名稱，不要等到選舉時才自稱是

客家人，客家人應大團結等，畢竟大家以眼睛來看，雖然民進黨不好，但事實上對客家付

出很多，像是客委會等成立。另外希望補助關於鼓勵兒童劇團的展演，針對孩子的部分讓

他接觸，讓他喜歡，或是客家說故事等社區活動，或設立紀念館。 

    總歸一句，客籍立委和客委會應該多在宣傳和協助上，能夠多為客家人發聲，盡點心

力，才能讓客家人更能延續下去。 

    因為沒有跟政府要求，政府就不太知道我們的需求，因此希望政府能夠多在這方面補

助。 

    像是學校比賽時，讓孫女多學習客家語的機會，那是因為現階段多跟祖父母一起生

活，但是在之後若跟父母在都市生活，就比較難，只能靠著電視媒體的學習來增加他的學

習環境。 

    金費支出多當然好，但要看政府是否可以，畢竟客家人需要，他族群也會。 

 18.如果可以您希望給予你的子女(孫子女)什麼樣的語言環境?為何? 

   □國□英□閩□客□其他 

 原因： 

客語： 

      1.本身身為客家人，當然希望自己的子女也會說客語。 

      2.小時候要培養客家語，因為本身是客家人，因為出去之後在都市區較難學習客語。   

國語：身在台灣，所讀所學皆是國語，以作為在台灣的學習和溝通能力，且在台灣一定會

用到的。 

英語：因為英文是國際語言，為了孩子未來的發展性，希望給他們英語的環境。 

閩南語：許多大企業或南部的企業多要求閩南語，台灣工作上需求。 

客家人學閩南話有些音轉不過來。 

其他語：1.多一種語言的學習多一種能力，不論在工作或是在未來人際上都會開一面窗。 

       2.遇到工作上需求其他語言都要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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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quisition of the Vowels in Sixian Hakka 
 

Ming-chung Cheng 
National United University 

 
Considerable research has been carried on child vowel acquisition since 1980, but relatively 

little attention is directed to this issue in Chinese dialects, except Mandarin, Cantonese and 
Shanghai Wu. Thus, this study aims to investigate vowel acquisition by children of a little-explored 
Chinese dialect, Sixian Hakka, and describe the acquisition sequence and production strategies of its 
six monophthongs [i, e, a, o, u, ]. Forty-two children aged from 1 to 5 years were recruited for 
sound sampling. They were required to read materials, answer questions, name pictures or objects, 
or even repeat words or vowels for sound elicitation. The results of this study were listed as follows. 
First of all, vowel acquisition sequences in Sixian Hakka differed in syllable types, with [a] > [i, u] 
> [e] > [o] > [] for non-Ru-tone syllables and [a, i] > [u] > [e, o] > [] for Ru-tone syllables. Next, 
vowel production strategies used by children of Sixian Hakka included glide insertion, 
diphthongization and vowel substitution.  

 
Keywords: vowel, acquisition, Hakka, acoustics 

 
1. Introduction 

Child language acquisition has always been one of the impressive aspects of human 
development. Any normally developing children around the world can acquire their native 
languages without special instruction and perform this intellectual feat in a very short time.41 As 
a result, this mysterious and fascinating acquiring process has attracted much discussion from 
cognitive science, psychology and linguistics in recent decades (Lust 2006). Contributions from 
these fields help unveil the development of cognitive capacity, advance the establishment of 
linguistic theories, and inspire the creation of new methods and treatments in language teaching 
and pathology.  

While considerable research has been carried out on child language development, not all 
linguistic levels receive equal attention. For example, compared with studies of child lexical, 
syntactic, semantic or pragmatic acquisition, those of child phonological acquisition are pretty 
restrictive and weak (Li 2004). The reasons for this predicament consist in the experimental 
difficulty in speech data collection, the great variation of children’s speech sounds, and the few 
inspirations to modern linguistic theories (Li 2004:78). What’s worse is that previous studies of 
child phonological acquisition was strongly skewed to consonants, with vowels fairly ignored 
(Davis and MacNeilage 1990). For example, research on child vowel development before 1980 
was confined to Templin (1957), Velten (1943) and Wellman et al. (1931). This prejudice 
originated partly from a paradoxical view that vowels were easily and early acquired and rarely 
misarticulated (Stoel-Gammon and Herrington 1990, Stokes and Wong 2002), and partly from 
the great difficulty in vowel categorization and transcription. Fortunately, with the advent of new 
technology and methodology (e.g. wideband spectrography, spectrum analysis, linear predictive 
coding analysis), child vowel development has come into research focus since 1980s, and a great 

                                                 
41 For more general discussion on child language acquisition and development, please see Foster-Cohen (2002), 
Halliday (2006), Jin (1997), Li (2004) and Peccei (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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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dy of literature flourishes.42  
Despite the fact that relevant literature grows, most of them centers on vowel development 

by children whose native language is English or western languages (e.g. French, Dutch, Swedish, 
etc.). Other languages receive comparatively little attention, so theoretical or practical progress 
made from these languages falls relatively behind. The situation faced by Chinese dialects is far 
worse. Chinese dialects are well-known for their linguistic diversity, but the existing studies 
related to child vowel acquisition and development are largely restricted to Mandarin (Chen 
2005a, 2005b, 2006, Jeng 1979, Li 1978, Li et al. 2000, Shi 2006, Shiu 1990, Su 1986, Wen 
2008, Zhu 1986, Zhu and Dodd 2000), Cantonese (Cheung 2000, So and Dodd 1995, Stokes and 
Wong 2002, Tse 1992, S.-M. Tse 1982, S.-K. Tse 1982), and the Shanghai Wu (Zhang and Zhu 
1987, Yang 2002).43 Little is known about this issue in other Chinese dialects (e.g. Hakka), to 
say nothing of their possible contributions. Research has shown that exploring phonological 
acquisition by children of different languages (or dialects) is helpful to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universal developmental tendency and to further modifications of language acquisition theories. 
Given this background, the diverse Chinese dialects are no doubt a linguistic treasury, full-scale 
investigations of which will enhance research quality and quantity of child phonological 
acquisition. 

In view of the discussion above, this study aims to fill some void by exploring vowel 
acquisition by children of Sixian Hakka, the most representative Hakka dialect in Taiwan. To my 
knowledge, this issue has not yet been investigated, perhaps due to its simple vowel inventory 
which comprises only six monophthongs [i, e, a, o, u, ], as shown in (1).  
 
(1) Six Monophthongs in Sixian Hakka  
  front central back 
 high [i] [ ] [u] 
 mid [e]  [o] 
 low [a] 

 
Though simple, this vowel inventory can provide a best occasion to examine the 

universality and particularity in child vowel acquisition. To be specific, it will assist, on the one 
hand, to test the universal acquiring tendency of the laminal vowels [i, e, a, o, u] which are the 
most common vowels in Chinese dialects, and, on the other hand, to probe the specific acquiring 
process of the apical vowel [] which is nearly the most infrequent vowel among Chinese dialects. 
Inspecting these two topics will be helpful to the development of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child 
vowel acquisition in Hakka.  

                                                 
42 The literature includes Bleile (1989), Buhr (1980), Clement and Wijnen (1994), de Boysson-Bardies et al. (1989), 
Gilbert et al. (1997), Hare (1983), Kent and Bauer (1985), Kent and Murray (1982), Levitt and Aydelott-Utman 
(1992), Lieberman (1980), Oller and Steffans (1993), Otomo and Stoel-Gammon (1992), Paschall (1983), Roug et al. 
(1989), Selby et al. (2000), Stoel-Gammon (1985), Stoel-Gammon and Herrington (1990), van der Stelt et al. (2005), 
Vorperian and Kent (2007), among others. 
43 Some of the cited studies deal with not only acquisition of vowels (or rimes) but also acquisition of tones and 
consona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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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est of the study is organized as follows. Section 2 reviews the literature of 
phonological acquisition theories and child vowel acquisition. Section 3 expresses the 
methodology adopted in this study. Section 4 presents the collected data and discusses Hakka 
children’s vowel acquisition sequence and production strategies. Besides, with the assistance of 
acoustic formant charts, special attention is guided to the developing route of the apical vowel, 
and provides reasons from a multitude of perspectives to account for its acquisition difficulty. 
Section 5 concludes this study and makes some suggestions for future studies. 

 
2. Literature Review 

Vowels are obligatory in all spoken languages (Maddieson and Ladefoged 1996). They are 
sonorant segments and are produced without constriction. This articulatory and perceptual 
saliency of vowels causes the previously-mentioned misunderstanding that vowels can be easily 
acquired, and further gives rise to lack of research interests in this issue. These difficulties 
prompt this study to concentrate on vowel acquisition by children of Sixian Hakka. Prior to 
detailed account of this topic, it is necessary to review two portions of literature. One is related to 
phonological acquisition theories, and the other is about previous studies of child vowel 
acquisition. Both are not only interrelated with each other, but also decisive to the following 
discussion. 
 
2.1 Theories of Phonological Acquisition 
    How children acquire the sounds in their native language is a major concern in phonological 
acquisition. Though children seem to accomplish this task easily in their first several years, the 
whole acquiring process is affected by a variety of factors, like cognitive capacity, articulatory 
maturation, language complexity, and so on. Therefore, a range of different theories has been 
proposed to account for this appealing intricacy, like universal theory, markedness theory, 
maturational theory, phonological saliency and functional load, all of which will be concisely 
discussed below. 

With reference to universal theory, Jakobson (1968) stated that whether segments are early 
or late acquired relies on its distribution in world languages. To be definite, there is a 
cross-linguistic universal tendency in phonological acquisition that segments that are widely 
existent in languages (e.g. [a, i, u]) are earlier acquired than those that are restrictively distributed 
or language-specific (e.g. [y, , ¿]). Further, he proposed laws of inirreversible solidarity which 
indicates acquiring sequences of different (classes of) sounds. For example, children first acquire 
low vowels (e.g. [a]) and then high vowels (e.g. [i, u]) in order to form the high/low vowel 
contrasts (e.g. [a-i] or [a-u]). After that, they acquire mid vowels (e.g. [e, o]). Besides, back 
vowels and rounded vowels are acquired on the premise that children have already mastered 
front ones and unrounded ones.44 Jakobson’s universal theory makes a great contribution to 

                                                 
44 In terms of child consonant acquisition, several implicational principles exist according to Jakobson’s universal 
theory. First of all, children acquire obstruents in a sequence of stops > fricatives > affricates, where > stands for 
‘prior to’. Besides, children acquire the latter class on the premise that they have acquired the former one(s). Second, 
children acquire consonants articulated in the front part of the oral cavity (e.g. labials and dentals) earlier than tho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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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language acquisition, for it establishes a connection between phonological 
acquisition and phonological universals. 
    As far as markedness theory is concerned, markedness is a significant concept that 
developed out of the Prague School. In brief, sounds are said to be unmarked or marked. 
Unmarked sounds are basic in languages, natural in articulation or frequent in occurrence, while 
marked sounds are non-basic, less-natural or language-specific. In phonological acquisition, 
unmarked sounds are usually earlier acquired than marked ones, and children tend to substitute 
the former for the latter (Anderson 1987, Eckman 1977, 1985). For instance, aspiration is 
regarded as marked, so aspirated sounds are often replaced with non-aspirated ones in the early 
stage of phonological acquisition.  
    In terms of maturational theory, children’s acquisition of speech sounds depends on 
physiological development of speech organs and auditory mechanisms (Kent 1976, 1992, Locke 
1980, 1983, MacWhinney 2001). 45  According to this view, phonological acquisition is 
controlled under a biological predetermined timetable, and sounds that are early acquired are 
those that are effortless to articulate and perceive. For example, corner vowels [a, i, u] are earlier 
acquired than mid or central vowels, for the former require less delicate control over the tongue 
and are more acoustically or perceptually distinctive than the latter. In addition, this view can 
also help explain why children of different languages exhibit similar sequences of phonological 
acquisition.  

As for phonological saliency, different units in a phonological system display different 
degrees of phonological importance (Peters 1983, Vihman 1982). Obligatory units are more 
salient than optional ones, and children acquire the former earlier than the latter. For example, in 
comparison with consonants, vowels are essential units in syllables, and are usually earlier 
acquired by children. In addition, when more options are available for a certain unit, acquiring 
this unit will become relatively harder than that with fewer options. To illustrate, tones are easier 
to acquire than onset consonants in Mandarin, since there are only four possibilities for tones, but 
twenty-one for onset consonants (Li et al. 2000).  

With regard to functional load, Pye et al. (1987), according to the comparison of initial 
consonant acquisition between English and Quiche, expressed that frequency of occurrence plays 
a significant role in determining the order of children’s phonological acquisition. For instance, 
children of Quiche acquire [l] earlier than those of English because of [l]’s high frequency in 
Quiche. To be precise, when phonemes appear more often in the ambient language, children will 
master them earlier than infrequent ones, because they have more chances for production 
practice. Other supporting examples consist of [i] in English and [u] in Cantonese. English [i] is 

                                                                                                                                                             
produced in the back part of the oral cavity (e.g. palatals and velars). Likewise, children’s acquiring back consonants 
depends on the acquisition of front ones. Third, nasal consonants are acquired before oral consonants. Fourth, [l, r] 
are usually acquired late. 
45 According to Locke (1980), children’s acquisition of the sounds in their native language is related to three 
mechanisms (maintenance, learning and loss). Generally, children are able to produce any sounds in the babbling 
stage, after which they start to modify their sound inventory. They will maintain sounds that are learned in the 
babbles and are still present in the native language, but lose those that are absent in their native sound inventory. In 
addition, they will constantly learn new sounds in new linguistic contexts. Through the interaction of the three 
mechanisms, children will gradually approach and finally master their native phonem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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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arly obtained due to its high occurring frequency (Bernhardt and Stemberger 1998), while the 
late acquisition of [u] in Cantonese is attributed to its least frequency (Fok 1979).  

In a nutshell, child language acquisition is a complex developmental process in which 
multi-dimensional factors get involved. The above-mentioned theories attempt to provide 
plausible explanations from different angles for phonological acquisition. To be noted, every 
theory encounters some explicatory difficulties. For instance, the fact that [] is early acquired by 
children of Mandarin deviates from the prediction of universal and markedness theories.46 The 
view of functional load is also unable to answer why the fricative [θ] in English is late acquired 
in spite of its high frequency. As a consequence, only when all relevant theories are taken into 
consideration can a full-scale comprehension of children’s phonological acquisition be achieved. 
 
2.2 Studies of Child Vowel Acquisition 
    As previously mentioned, fairly little attention is cast on children’s acquisition of vowels in 
comparison with consonants, and most of the earlier studies come from the study of western 
languages, especially English. Even so, the not-so-many studies of child vowel acquisition still 
produce some remarkable results. Below, this section tries to briefly discuss some of the findings 
from English first, and then Chinese dialects.  
    For English, Leopoid (1947) and Velten (1943) conducted longitudinal studies by observing 
their daughters’ phonological acquisition, and stated that children started to acquire vowels at 
around one year of age, and ended the process roughly at two, but some vowels still could not be 
accurately produced. Yet, unlike Leopoid (1947), Hare (1983) found out that, except retroflex 
vowels, 2-year-old children already reached a high level of accuracy in vowel production. Even 
for more difficult vowels [e, , , ], the percentage of production accuracy was over 80%. 
Paschall (1983) reported that 20 American English-speaking children aged 16-18 months 
produced /a, , , , i/ with 73% to 81% accuracy, and mid and r-colored vowels with least 
accuracy. Davis and MacNeilage (1990) observed vowel production of a 14-month-old child for 
six months, and indicated high production accuracy of [i, u] and low production accuracy of [, 
]. Templin (1957) stated that over 90% of 3-year-old children can correctly produce most 
vowels in English. The hardest vowel was []; only 35% of them could pronounce it correctly. In 
their observation of [i, , e, , æ, ] production of six 22-month-old children for an eight-month 
period, Otomo and Stoel-Gammon (1992) showed that these unrounded vowels were acquired in 
a sequence of [i, ] > [e, æ] > [, ]. Overall, all preceding studies abide by the prediction of 
universal theory, and display that corner vowels [i, u, ] are earlier acquired than other vowels.  
    Studies of vowel acquisition in Chinese dialects, as compared with English, are even fewer, 
and most of the existing studies are not specific to acquisition of vowels, but to acquisition of a 
range of phonological units (e.g. consonants, vowels, rimes and tones), like So and Dodd (1995) 
for Cantonese, Zhu and Dodd (2000) for Mandarin, and Zhang and Zhu (1987) and Yang (2002) 
                                                 
46 The production of [] usually results from assimilatory palatalization by the following high vowel [i]. For 
example, according to Shi’s (2006) longitudinal observation, children feel difficult to produce the apical vowels [, ] 
in Mandarin, and usually replace them with [i], such as [s→i], [s→i], [ts→ti] and [ts→ti] (Shi 2006:13). 
Obviously, [s] is palatalized to [] in the pursuit of ease of articu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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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 Shanghai Wu. For example, in their study of spontaneous speech data from 129 
Mandarin-speaking children aged from 1.5 to 4.5 years, Li et al. (2000) not only identified the 
phonological repertories and phonological processes (error patterns or production strategies) 
adopted by children of different age groups, but also confirmed the acquisition order of 
phonological units (tones > coda consonants/ nucleus vowels > onset consonants) of normally 
developing children. Though constant attention to child vowel acquisition in Chinese dialects is 
called for, the studies of Mandarin, Cantonese and Shanghai Wu have generated some 
noteworthy findings which will be reviewed as follows.  

For Mandarin, Lee (1997) mentioned some findings from Jeng (1979) and Shiu (1990). The 
former found out that [i, ] were acquired prior to [u, ], but the opposite acquiring order (i.e. [u, 
] → [i, ]) was observed in the latter. Both studies discovered that [y] was acquired later than [i, 
u]. Conducting a longitudinal observation of her daughter’s phonological acquisition of 
Mandarin, Shi (2006) stated that vowels were acquired in a sequence of laminal vowels (2) > 
diphthongs (2.5) > retroflex vowels (3) > apical vowels (5), where the number in the parenthesis 
stands for the child’s age, all in years. Actually, the child still had production problems for the 
apical vowels [, ] when she was five. Wen (2008) collected speech data from 40 children aged 
from 1 to 6 years, and showed that Mandarin vowels were acquired in an order of [a, i, ] (1) > 
[u] (3) > [] (4) > [] (5) > [y] (6). The early acquisition of [] is quite interesting, for the central 
vowel is not as acoustically or perceptually distinctive as corner vowels [a, i, u], and requires the 
tongue to be placed in a central position in the oral cavity.47 

For Cantonese, S.-M. Tse (1982) stated that children felt hard to produce front rounded 
vowels [y, œ]. This difficulty was also confirmed in Tse (1992), who found out that children aged 
23 months could produce [i, , u, , ] well, but they still had production problems in [y, œ] even 
when they were at the age of three. Cheung (1990) examined the acquisition of Cantonese 
phonology by collecting cross-sectional data from 155 children aged from 2 to 6 years, and 
showed that children mastered [i, y, u, , a, ] at around 2, and [, œ] between 2.5 and 3 years of 
age. Based on the speech data of 40 Cantonese-speaking children in four age groups (10-13 
months, 15-18 months, 20-23 months and 24-27 months), Stokes and Wong (2002) found out 
that vowels were mastered in an order of [a, ] (20-23 months) > [i, , ] (24-27 months) > [œ, u, 
y].48 For Shanghai Wu, by collecting speech data from 117 children aged from 1.5 to 4.5 years, 
Yang (2002) expressed the acquisition order of Shanghai vowels as [u, a, , o, ] (1.5~2 years) > 
[i, , y, e, ø, ] (2~2.5 years) > [] (3~3.5 years), in which, remarkably, back vowels were all 
earlier acquired than front vowels.49  

To sum up, the studies of Chinese dialects above show that [a, i, u] are generally early 
acquired, although there still remain a lot of inconsistencies for [e, o, , , , y, œ, ]. For 

                                                 
47 Wen (2008) stated that [] was earlier acquired on account of its less muscular efforts in production. The tongue 
position and the mouth openness of [] were relatively natural (i.e. central), as compared with those of corner 
vowels. 
48 In Stokes and Wong (2002), when the percentage of correct production of a target vowel was equal to or higher 
than 75%, the vowel would be regarded as a mastered vowel. Vowels would be viewed as emergent vowels, if their 
percentages of correct production were located between 50% and 74%.  
49 Yang (2002) set 90% of correct vowel production as the acquisition stand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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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mple, [y] is acquired late in Wen (2008) but early in Yang (2002), while the reversing order is 
observed for []. Another inconsistency comes from the acquiring sequence between front vowels 
[i, e, ] and back vowels [u, o, ]. Obviously, these inconsistencies may well result from dialectal 
differences. If so, more research from different dialects will add to further understanding of this 
issue, which motivates this study to put Hakka into focus, regardless of its simple vowel 
inventory. 
 
3. Methodology 
    This section expresses the methodology of this study, including subjects, speech materials, 
data collection and data analysis. These items are crucial to this study, and are precisely 
discussed below.  
 
3.1 Subjects 
    A total of 38 children aged from 1 to 5 years were recruited for sound samplings in this 
study. They were divided into seven age groups, as in (2), where M and F stand for males and 
females respectively. 
 
(2) The Subject Groups in This Study 

Age 1 1.5 2 2.5 3 4 5 
Gender M F M F M F M F M F M F M F 
Number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All subjects were randomly chosen for this study. Subjects aged 3 and above came from the 
kindergartens of three public elementary schools in Miaoli County, and those aged 2.5 and below 
joined this study through the researcher’s private search. To qualify for this study, the subjects 
were required to match the following criteria. First, they all spoke Sixian Hakka as their first 
language. Second, their families usually used Sixian Hakka to talk with them in their daily lives. 
Third, they lived in Miaoli County all the time after birth. Finally, they were judged to be free 
from speech, language or hearing disorders. 
 
3.2 Speech Materials 

Two sets of speech materials were used in this study, as in (3) and (4). Subjects aged 3 and 
above used the former which contained 36 familiar phrases, while the rest used the latter with 18 
daily-use nouns or phrases in it.50 The main reason for using different materials lies in subjects’ 
differences in linguistic experience and cognitive capacity.  
 
(3) [a] [i] [u] [e] [o] [] 

                                                 
50 According to Lo (2007), there are six citation tones in Sixian Hakka: Yinping [24], Yangping [11], Shangsheng 
[31], Qusheng [55], Yinru [32] and Yangru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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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55 thu11 

畫圖 

thi55 theu11 

剃頭 

tsok32 fu55 

著褲 

se55 thu55 e11

細兔仔 

so55 thi55 

掃地 

khon55 thien55 s55 

看電視 

 
tsho11 tsha24 

坐車 

koi55 phi24  

蓋被 

tsu24 theu11

豬頭 

tshe24 ku31 

癡牯 

tsho55 ko24

唱歌 

s24 theu11 na11 mo24 

梳頭拿毛 

 
st55 tsha11 

食茶 

phi11 tsu24 

肥豬(仔) 

phu11 tho11 

葡萄 

se11 se24 e31

舌舌仔 (舔)

a24 pho11 

阿婆 

s11 kien24 

時間 

 
ta31 khiu11 

打球 

sn24 thi31 

身體 

lo55 tshu31 

老鼠 

se31 su31 

洗手 

ho31 

好 

so31 s31 

鑰匙 

 
a24 pak32 

阿伯 

ien11 pit32 

鉛筆 

suk32 pho11

叔婆 

thet32 khiu11 

e11 踢球仔

tsok32 sam24

著衫 

sp32 sp32 

濕濕 

 
sak55 theu11 

石頭 

phit55 pho11 

蝠婆 (蝙蝠) 

thuk55 su24 

讀書 

tshet55 e31 

賊仔 

hok55 sa24

學生 

st55 fan55 

食飯 

 
(4) [a] [i] [u] [e] [o] [] 

 a24 ko24 

阿哥 

liu11 phi55 

流涕 

thu55 e31 

兔仔 

se55 e55 

細仔 

a11 ko24 

阿哥 

thien55 s55 

電視 

 ta31 

打 

phi24  

被(棉被) 

a11 ku24 

阿姑 

tshe24 ku31 

癡牯 

a24 pho11 

阿婆 

so31 s31 

鑰匙 

 a24 pak32 

阿伯 

pit32 

筆 

suk32 pho11 

叔婆 

thet32 

踢 

tsok32 sam24  

著衫 

st55 tsha11 

食茶 

 
   The syllables in blue contained the target vowels. All the syllables appeared in a structure of 
CV or CVT (where C = consonant, V = vowel, and T = [p, t, k]) and with one of the six vowels [i, 
e, a, o, u, ] as the syllable nucleus. Additionally, the syllables that contained target vowels were 
onseted by voiceless obstruents. This design would make it easy to judge the locations of vowels 
and measure the frequencies of formants, for different acoustic properties existed between 
voiceless obstruents and vowels. 
 
3.3 Data Collection 
    All speech data were collected in quiet rooms in order to ensure sound qualities. The 
unidirectional microphone (SBC-ME470), sensitive to frequencies ranging from 50 Hz to 18K 
Hz, was linked to a notebook computer. All samplings were recorded by PRAAT (Boersma and 
Weenink 2009), with a default sampling frequency of 44.1K Hz.51 All recordings were further 
transformed into WAV files for further analysis. 
    Pictures, objects, toys and questions were prepared in advance for the elicitation of the 
target syllables. On account of subjects’ age difference, sound recordings were performed in 
different places and by different methods. For those aged 3 and above, recordings were carried 
out in quiet classrooms. Each time, one subject was permitted to go into the classroom, and was 
                                                 
51 PRAAT can be used to analyze pitches and formants, and show spectrograms and spectrums. It can be 
downloaded from the website http://www.fon.hun.uva.nl/praat/ without char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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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ked to name pictures/objects or answer questions, such as “What is the boy doing in the 
picture?” or “What do you call your father’s mother?” For those aged 2.5 and below, recordings 
were done at subjects’ homes. The target syllables were elicited from picture/object/toy naming 
during interactive play or mutual conversation with the subjects. Yet, when subjects did not 
articulate the target syllables, word and/or vowel repetition was utilized as the last strategy, and 
what they ‘consciously’ repeated was recorded. In addition, no corrections were given to these 
subjects during the recording session so that their pronunciations could be as natural and 
spontaneous as possible. After the completion of data collection, three tokens were selected for 
each target syllable from the collected speech data of each subject, so the total number of tokens 
for further analysis was 3240 (36 x 3 x 18 + 18 x 3 x 24). 
 
3.4 Data Analysis 
    The analysis of speech data consisted of two tasks: (a) judgment of production accuracy and 
(b) measurement of []’s formants. Three qualified judges took part in the first listen-and-judge 
task.52 Before the task, all recordings of the target syllables were classified into six vowel 
categories [i, e, a, o, u, ]. During the task, the judges listened to the recordings, and decided 
whether vowels were accurately produced by marking different scores on the scoring lists that 
were prepared for them in advance (see Appendix for a sample list). Vowels which were 
accurately articulated scored 2, while vowels which were incorrectly pronounced scored 0. If 
vowels were produced ambiguously (e.g. a vowel sound between [u] and [o]), and were difficult 
to be sorted into one specific vowel category, they would be assigned 1 score. The scoring 
method was also adopted in Otomo and Stoel-Gammon (1992) and Wen (2008). Besides, the 
judges also helped write down production error(s) they noticed during their listening, like 
segment insertion, deletion or change. After the task, vowel production accuracy percentages 
were calculated, and vowel production errors were gathered, based on the judges’ judgment and 
observation. 

For the second task, frequency values of the first and second formants (F1 and F2) of [] was 
measured in PRAAT.53 The beginning and ending of formants were located by oscillographic 
and spectrographic displays. The F1 and F2 values in the steady-state portions were extracted. 
Based on Shi (2008), formant frequencies in these portions are stable, and contain most of the 
important acoustic cues for vowels. The extracted F1 and F2 values were then plotted on formant 
charts for further comparison, with F1 on the ordinate (the vertical axis) and F2 on the abscissa 
(the horizontal axis). Besides, all F1 and F2 values of [] were re-measured to assess measurement 

                                                 
52 All the judges passed the Hakka Language Proficiency Test: High-Intermediate Level (客語能力認證中高級) 
and had certificates issued by Council for Hakka Affairs, the Executive Yuan. They also took several courses about 
linguistics in the researcher’s institute, like phonetics/acoustics, phonology, language survey and analysis, etc.  
53 Vowel qualities can be quantified by means of measuring frequency values of the lower resonance in the acoustic 
signal (Ladefoged 1997). Physically, vowels differ in their qualities due to their different shapes of the resonance 
chamber. The different bodies of the vocal tract modify the airstreams from the lungs and the larynx, and produce a 
number of harmonics called formants, among which the first and second formants correspond respectively to the 
articulatory dimensions of tongue height and tongue backness. The first formant is inversely related to vowel height. 
Open vowels have high F1 frequencies, while close vowels have low F1 frequencies. F2 reflects the backness degree 
of vowels. A higher F2 for a vowel represents that the vowel is produced with a more advanced tongue pos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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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iability. The Pearson correlation coefficients displayed that the two measurements were highly 
correlated (r. = 0.90 for F1 and r. = 0.88 for F2). 
 
4. Results and Discussion 
    This section presents results and discussion of the study. In view of the fact that previous 
studies related to children’s vowel acquisition and development usually put the issues of vowel 
acquisition order and production strategies (production errors) into focus, the present study also 
follows this tradition. Sections 4.1 and 4.2 discuss vowel acquisition order and production 
strategies respectively. Section 4.3 will examine the developing route of [] by virtue of formant 
charts, and clarify why [] is difficult to acquire by providing reasons from a multitude of 
dimensions.  
 
4.1 Vowel Acquisition Sequence Exhibited by Children of Sixian Hakka 
    The acquisition order of Hakka vowels in this study was determined by different 
percentages of production accuracy, the latter of which were obtained by putting the judges’ 
scoring results into the formula utilized by Otomo and Stoel-Gammon (1992), as shown in (5).  
 
(5) Formula for Calculating the Percentage of Vowel Production Accuracy 
   (Scores of Correct Vowel Production / 18) x 100%  
 
    In (5), the denominator was 18, the highest scores of production accuracy of each vowel (3 
tokens x 3 judges x 2 scores of correct production), and the numerator came from the summing 
scores of correct production given by the judges. For example, if all tokens of a given vowel 
were perceived to be accurately articulated, the percentage of vowel production accuracy was 
100% (18/18 x 100%). If the scores of production accuracy were 9, then the percentage was 50% 
(9/18 x 100%). Below, the percentages of Hakka vowel production accuracy are shown in (6) for 
non-Ru-tone syllables and (7) for Ru-tone ones.54 To my knowledge, earlier studies related to 
children’s vowel acquisition were rarely concerned about the difference between Ru and non-Ru 
tones, so this study makes an attempt on this issue.  
 
 
 
 
(6) Production Accuracy Percentage of Hakka Vowels in Non-Ru-Tone Syllables 

Age 
Vowel 

1 1.5 2 2.5 3 4 5 

[a]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i] 75%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54 The gray-marked grids in (6) and (7) represent that the percentages of vowel production accuracy do not reach 
the mastery criterion (90%) in this stu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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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 81% 97% 95% 96% 99% 100% 100% 
[e] 81% 86% 99% 97% 97% 99% 100% 
[o] 53% 65% 88% 91% 87% 100% 100% 
[] 0% 29% 6% 57% 83% 86% 100% 

 
(7) Production Accuracy Percentage of Hakka Vowels in Ru-Tone Syllables 

Age 
Vowel 

1 1.5 2 2.5 3 4 5 

[a] X X 96% 100% 100% 100% 100% 
[i] X X 100% 100% 95% 100% 100% 
[u] X X 79% 97% 100% 100% 100% 
[e] X X 71% 88% 67% 100% 100% 
[o] X X 61% 75% 78% 97% 100% 
[] X X 14% 43% 65% 78% 100% 

 
    Comparison between (6) and (7) shows that vowels in non-Ru-tone syllables are much 
simpler to produce than those in Ru-tone ones. This can be directly observed by the fact that 
vowels in Ru-tone syllables were relatively lower in production accuracy percentages than 
corresponding ones in non-Ru-tone syllables, especially for children at the age below 3. Besides, 
regardless of the use of word repetition strategy, children below 1.5 were nearly unable to 
correctly articulate vowels in Ru-tone syllables. Their production difficulty, however, may result 
not from the vowels but from other causes. First, in terms of syllable structure, CVC are more 
marked than CV; hence, producing syllables with [p, t, k] codas may be beyond the children’s 
ability. Second, in Hakka and other Chinese dialects, the typical characteristics of Ru tones are 
short in duration or rapid in pitch transition, either of which will doubtless cause a difficulty to 
younger children, for their control of articulatory organs is still immature and unable to handle 
such a delicate articulation. As a consequence, the percentages of production accuracy of these 
two age groups are missing in (7).  
    After the explanation of the percentage differences in vowel production between Ru-tone 
and non-Ru-tone syllables, the focus will shift to vowel acquisition sequences. Before the 
discussion, the mastery criterion needs setting in advance. Different criteria have been utilized in 
the literature, like 90% (Cheung 1990, Yang 2002), 75% (Stokes and Wong 2002) and 67% (Wen 
2008). The present study adopts the strictest standard, and sets 90% of correct production as the 
mastery criterion. Given this standard, the acquisition sequences of Hakka vowels in both types 
of syllables are shown in (8), in which the numbers in the parentheses indicate subjects’ ages.  
 
(8) Acquisition Sequences of Hakka Vowels in Non-Ru-Tone and Ru-Tone Syllables 

Non-Ru-Tone Syllables: [a] (1) > [i, u] (1.5) > [e] (2) > [o] (2.5) > [] (5) 
Ru-Tone Syllables: [a, i] (2) > [u] (2.5) > [e, o] (4) > []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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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ccording to (8), no matter which types of syllables are taken into account, both universal 
theory and markedness theory are observed. The corner vowels [a, i, u] are acquired earlier than 
mid vowels [e, o], and [] is acquired at the age of 5 owing to its markedness. However, vowels 
display order differences in non-Ru-tone and Ru-tone syllables. For example, [i] co-occurs with 
[u] in non-Ru-tone syllables, but with [a] in Ru-tone ones. Besides, [e] and [o] occurs in 
sequential stages in non-Ru-tone syllables, but they co-occur in the same age group in Ru-tone 
syllables. Most important of all, as previously mentioned, vowels in Ru-tone syllables are more 
difficult for children to produce than those in non-Ru-tone syllables. To illustrate, [a, u] in 
Ru-tone syllables are mastered one year later than [a, u] in non-Ru-tone ones. The situation is far 
worse for mid vowels [e, o] in Ru-tone syllables, for children can not master them until four. 
Obviously, these phenomena seem to suggest that Ru tones (and [p, t, k] codas) cause a negative 
effect on children’s vowel production, and give rise to order differences in both types of syllables. 
Briefly, children master the majority of Hakka vowels before 3 (i.e. the critical period for 
vowels), except [e, o] in Ru-tone syllables and the apical vowel [].  
 
4.2 Vowel Production Strategies Utilized by Children of Sixian Hakka 

Vowel production errors that were gathered in the study can be sorted into three main 
categories: (a) glide insertion, (b) diphthongization and (c) vowel substitution. Each category can 
be further divided into several subtypes.55 The examples are given in (9), (10) and (11).  

 
(9) glide insertion Examples 

a. [i] insertion [se] → [sie] [sak] → [siak] [so] → [sio] 
  [tsu] → [tsiu] [tsha] → [tshia] [tshe] → [tshie] 

b. [u] insertion [pho] → [phuo] [fa] → [fua] [ko] → [kuo] 
  [phi] → [phui] [so] → [suo]  
     
(10) diphthongization Examples 

a. [e] → [ei] [se] → [sei] [tshe] → [tshei]  
b. [o] → [ou] [so] → [sou] [pho] → [phou]  

     
(11) vowel substitution Examples 
 a. [e] → [] or [i] [se] → [s] [se] → [si]  

b. [o] → [] [so] → [s] [ko] → [k]  
c. [] → [i] [s] → [si]   
d. [] → [] [st] → [st] [sp] → [sp]  

 
    Most of the production errors in (9), (10) and (11) emerge in children’s first three years, 
                                                 
55 Children also exhibited many other production errors, like onset change (e.g. [se] → [he], [fa] → [ha] and [se] → 
[he]), coda drop (e.g. [sak] → [sa], [sp] → [s] and [pit] → [pi]), and tone change (e.g. [pho11] → [pho55] and [tshu31] 
→ [tshu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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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uring which they demonstrate limited language and motor skill. In terms of (9), the use of [i, u] 
insertion strategy seems predictable from the phonetic contexts of the target syllables. The glide 
[i] always occurs after [ts, tsh, s], while the glide [u] occurs after labial onsets or before round 
vowels. Apparently, the insertion of [i, u] makes a great contribution to ease of articulation. More 
interestingly, [i] insertion will, more or less, palatalize [ts, tsh, s], and make them sound like [t, 
th, ]. This may help explain why [t, th, ] are regarded as difficult consonants, but they are 
found to appear early in children’s consonant acquisition (Shi 2006, Shiu 1990). In terms of (10), 
children articulate [e] and [o] as [ei] and [ou]. In accordance with Li (2004:62), the strategy of 
diphthongization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vowel acquisition, for it is beneficial for children to 
practice different vowel combinations. In addition to diphthongization, children also replaced [e, 
o] with [], as illustrated in (11). The reason for using [] may consist in that the tongue position 
and mouth openness of [] is relatively neutral (i.e. mid and central), when compared with that of 
other vowels. Without doubt, this articulatory characteristic helps with children’s immature 
control of tongue mobility. What deserves special attention in (11) is [] which is not only 
language-specific, but difficult in speech production as well. Therefore, children tend to replace 
it with [i] and [] in early and middle stages of vowel acquisition. It is only until late stages 
(around the age of 4 to 5 years) that children can produce [] accurately. The use of [i] as a 
substitute for apical vowels is also observed in Mandarin Chinese, such as [s→i] ‘eat’ and 
[ts→ti] ‘know’ (Shi 2006).  
 
5. Conclusion 
    The present study centers on vowel acquisition by children of Sixian Hakka, and presents 
vowel acquisition sequence and vowel production strategies they revealed. It has shown that 
children acquire Hakka vowels in accordance with the prediction of universal theory and 
markedness theory ([a] > [i, u] > [e, o] > []), though different tonal types give rise to sequential 
differences in individual vowels. Vowel production strategies, like glide insertion, 
diphthongization and vowel substitution, are adopted by children to help them with vowel 
articulation. The gradual development of [] is also schematically evidenced, and 
multi-dimensional influencing factors are offered to account for children’s acquisition difficulties 
in []. Above all, this study complements the void in the literature, and illuminates insights 
towards Hakka vowel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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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endix: The Sample of the Scoring List in the Listen-and-Judge Task 
 
Abbreviation: C = Correct, A = Ambiguous, W = wrong, T = Time 
 

畫圖 C (2) A (1) W (0)  坐車 C (2) A (1) W (0) 
T1 □ □ □  T1 □ □ □ 
T2 □ □ □  T2 □ □ □ 
T3 □ □ □  T3 □ □ □ 

Error(s)     Error(s)    
         
         

食茶 C (2) A (1) W (0)  打球 C (2) A (1) W (0) 
T1 □ □ □  T1 □ □ □ 
T2 □ □ □  T2 □ □ □ 
T3 □ □ □  T3 □ □ □ 

Error(s)     Error(s)    
         

阿伯 C (2) A (1) W (0)  石頭 C (2) A (1) W (0) 
         

T1 □ □ □  T1 □ □ □ 
T2 □ □ □  T2 □ □ □ 
T3 □ □ □  T3 □ □ □ 

Error(s)     Err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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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家新聞的公共性再現及閱聽人論述： 

以苗栗地方新聞為例 
 

（摘要） 

  本計畫旨在探討客家新聞報導是否呈現怎樣的公共性論述，以及相關新聞文本如

何再現想像的閱聽人，主要以苗栗地方新聞為範圍，透過論述分析以瞭解相關新聞在

報導客家地方事務時，如何框架公共性而使客家活動展現何種議題屬性及討論空間，

同時亦探討客家新聞文本指涉的閱聽人類型及形象，以及它們如何與前述之公共性產

生不同的連結。 

  傳播媒體能否扮演公共領域的角色一直是多年來傳播研究領域的重要課題之一，

特別是自八Ｏ年代以來傳播生態環境丕變，新聞媒體競爭日劇，新聞報導在商業性與

公共性之間拉扯不僅影響新聞的功能，亦影響人們透過新聞媒體而認識及參與社會的

可能性，故探討新聞與公共性的關係成為檢視當代傳播社會發展的一項重要指標。媒

體報導客家新聞除了提供相關客家資訊外，亦同時在其新聞論述中透過框架作用而引

導客家事物被觀察、理解、思考與討論的方式，這些可能進一步影響客家議題的發展，

因此新聞中客家論述所蘊含的公共性實值得進一步分析，以瞭解客家新聞如何可能促

成或限制客家論述的建構及可能發展方向。 

  本計畫主要分析 2000 年以來國內平面新聞媒體（《聯合報》、《中國時報》、《自由

時報》、《蘋果日報》）的苗栗客家新聞如何經由新聞論述而在客家報導中反映相關新聞

的公共性意義，以及相關新聞如何透過指涉之閱聽人特性而建構社會參與的不同類型

及可能性。 

  本研究共計觀察四大報 17 個年份中的 667 則客家地方新聞，研究發現客家新聞包

括政治新聞、文教新聞、產經新聞、社會新聞、跨國新聞等方面，在多元框架與理據

陳述上皆有待加強，新聞蘊含閱聽人論述所提供涵化公民能量之程度亦可進一步提

升。據此，本研究對媒體報導客家新聞提出建議如下： 

（一）客家新聞應該加強建構議題及多元論述的能力。 

（二）新聞可更清楚地報導客家公共生活，以客家公民為假想讀者，提供更具說服力

的敘事。 

（三）記者在報導客家事務時，應學習更多關於客家領域的相關問題及解決過程，以

便有助於進行客家報導時，能更有效地說明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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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記者在報導客家事務時，可將客家變遷的資料放入新聞框架內，以促使客家社

群與客家公民去面對所遭遇的問題。 

（五）客家新聞的論述內容應進一步擴大與深化人們的討論與瞭解。 

（六）客家新聞應協助人們認識透過共同活動以創造公共價值的可能性與必要性，並

應更多報導相關的實際案例。 

 

關鍵詞：客家(Hakka)、公共性(publicness)、再現(representation)、論述(discourse)、媒

介真實(media re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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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家新聞的公共性再現及閱聽人論述： 

以苗栗地方新聞為例 

 
第一章 研究背景及目的 

  本研究探討客家新聞的公共性意涵，並以苗栗地方新聞為對象，分析客

家地方報導如何報導客家新聞議題，客家新聞如何建構公共性，以及客家新

聞所蘊含的閱聽人論述。 

 

第一節 研究背景 

  近來由於新科技大幅介入傳播領域，以及數位匯流的影響，導致傳統媒

體（包括報紙、雜誌、廣播、電視）皆出現巨大危機，最直接看到的便是閱

聽人使用媒介習慣的改變，以及日益嚴重的廣告流失，造成傳統媒體面臨生

存問題。為求適應高度競爭的媒體市場，許多傳統媒體，特別是平面媒體除

了節縮經營成本，或轉向數位化發展外，也不得不改變既有的風格與專業型

態。其中，新聞媒體的環境變遷更反映出這種趨勢，不獨從 1970s 及 1980s

以來，新聞報導風格逐漸趨向重視市場導向(McManus, 1994; Hallin, 1996)，

更由於晚近網路科技的崛起，部落客與公民記者挑戰了傳統記者及傳統媒體

的地位（劉靜怡，2009），使得既有的新聞媒體必須重新調整原來的觀念與

作法。然而在面對必須轉變之際，大多平面新聞媒體的主要反應是試圖進一

步服膺市場邏輯，因而在新聞報導的表現上，出現更明顯的軟性及小報取

向。另一方面由於全球化的影響，媒體商業化及壟斷集中的趨勢，令人擔心

可能造成文化領域的同質化，進而牽動相關社會文化的變遷（徐揮彥，

2009），新聞媒體在此環境壓力下常受制於結構而鬆動既有的專業要求，這

種發展在全球化中扮演的角色亦令人注意，因此如何思考傳統新聞媒體的未

來走向，已是一項無可迴避的課題。 

  以傳播的變遷歷史來看，確實因為傳播科技的進步而使得新聞的蒐集、

組織與傳遞都更為迅速便利，也帶動新聞的專業發展(McNair,1998, 1999；吳

筱玫，2008）。然而由於不同傳播科技的特殊屬性，而使得訊息傳播因為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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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造成的偏倚而出現訊息的差異影響(Innis, 1995)，就此而論，電子媒體與平

面媒體各自的影響力與重要性既不應同等看待，亦必須分別進一步探討，電

子媒體特別是視聽媒介，固然有其閱聽人近用上的便利性，然而廣電媒體傳

遞的訊息終究不如平面媒體較能夠深入而完整地呈現事件過程，或進行較嚴

謹的論理與分析。雖然近來網路媒體的盛行，讓許多人更加關注其傳播效能

(Slevin, 2000; Winseck, 2002)，但是即使網路媒體已日益普及，如果從科技近

用及數位落差的觀點來看，仍然有許多人無法方便使用網路媒體，因此平面

媒體，尤其是報紙媒體不應被貶抑其重要性，也因此持續探討報紙的表現仍

然是當前傳播研究領域的重要方向之一。 

  報紙受重視的原因之一，更在於它直到現在依然被視為一個重要的公共

論壇(public forum)，即使整體而言，閱報率持續下降，但一些具有社會聲望

的報紙仍然被視為是對政治、經濟、文化、社會具有影響力的主流媒體，也

被期望繼續扮演公共領域的角色，許多對報紙的商業化、娛樂化、小報化的

指責其實便是反映這種期待。由於相較於其他種類的媒體，報紙媒體更具有

深度報導及客觀分析的能力，因此報紙亦應負起提供及發展公共論述的功

能，這種觀點並不因市場力量與消費主義興盛而被認為過時，反而成為檢視

民主社會及公共領域之成熟度的指標之一(Curran, 1991)，因此本研究擬探討

國內報紙在公共性(publicness)方面的表現，探討新聞報導如何在文本上建構

及展現何種形式的公共性。 

  由於傳播者總是指向特定的閱聽人，即使在大眾傳播領域，閱聽人多屬

不確定的大眾，傳播者仍然必須想像可能的閱聽對象，換言之，媒體文本在

產製過程中已經設定特定閱聽人作為溝通的對象，而這種文本設定的閱聽人

端視傳播者的溝通意圖而去想像不同種類的閱聽眾，也假設閱聽人將以某種

方式對文本進行解讀(Butsch, 2008; Syvertsen, 2004)。因此新聞媒體所展現的

公共性並非只是片面的議論與獨白，它們擬想出特定種類或形式的閱聽人

（譬如，公民或消費者），以作為告知及表述的對象。換言之，新聞文本所

假設的閱聽人是處於特定解讀位置，以及具備特定解讀能力的讀者，因而必

須提供某些象徵材料以對應於這些位置上的解讀者，如此一來，文本總是吸

引了特定閱聽人，也同時可能排斥其他閱聽人，也就是，文本的象徵材料讓

有些讀者更易於去認知、判斷、想像特定內容，但也可能同時對其他閱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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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某種解讀障礙。因此，新聞所展現的公共性都必然同時指涉著閱聽人的

屬性，透過探討這種文本內含的閱聽人，正可以進一步瞭解文本建構公共性

的另一面向，也就是新聞媒體是基於指涉何種閱聽人而發展其公共論述。 

  本計畫將以客家新聞為研究對象，晚近台灣客家的能見度已日益提高，

新聞報導客家事務不僅關係客家形象，亦影響客家議題的發展，目前對報紙

客家新聞的研究主要以探討客家意象為主（李美華、劉恩綺，2008；彭文正，

2009），本研究則試圖以分析客家新聞再現的公共性來觀察客家如何在報紙

新聞中展現另一種論述空間，客家新聞文本如何建構客家的公共形象，以及

新聞如何藉由文本指涉不同性質的閱聽人而型塑客家新聞作為公共討論場

域的可能性。本研究主要以苗栗地方新聞為範圍，苗栗為台灣的客家重鎮，

以苗栗地方的客家新聞來觀察客家新聞報導有其代表性，本計畫擬以研究

2000 年以來國內四大報（《聯合報》、《中國時報》、《自由時報》、《蘋果日報》）

的苗栗客家新聞，分析相關新聞再現的公共性及其對閱聽人的指涉與定位方

式，以瞭解苗栗客家如何在報紙新聞中被聯繫於公共論述。 

 

第二節 研究目的 

  基於以上說明，本研究將以國內主要平面新聞媒體的苗栗客家新聞報

導，探討客家新聞的文本如何建構相關事件的公共性意涵，以及新聞如何藉

由內含的閱聽人論述而隱指訊息接收對象的解讀，從而使新聞具有展現公共

討論的潛能。本計畫的研究目的如下： 

一、探討客家新聞如何再現公共性，分析相關新聞如何在說明及報導中發展

新聞文本上的公共論述空間，客家新聞可能經由何種新聞論述而型塑哪

些公共討論的方向及型態。 

二、分析客家新聞如何透過報導相關新聞事件而建構公共性形式，並特別著

重觀察相關新聞提供單一或多種公共性，探討它們對客家新聞作為一種

認識及思考客家之管道可能產生何種影響。 

三、研究客家新聞論述的閱聽人種類及屬性，分析客家新聞指涉的閱聽對

象，這些閱聽人屬於何種立場、社會位置、可能擁有哪些論述資源與形

式，探討新聞預設的閱聽人解讀，對公共討論的形成提供哪些條件。 

四、評估客家新聞的公共性建構對客家形象的可能影響，瞭解客家新聞型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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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性是否影響客家以何種形象呈現於媒體，以及這些形象如何賦予客

家成為公共領域討論議題的價值。 

五、瞭解苗栗客家新聞如何建構地方新聞的公共論述，探討地方新聞議題的

新聞論述空間是否提供客家報導能夠發展何種公共性的想像及討論。 

 

第三節 研究重要性 

  從正統新聞學的角度來看，新聞應正確客觀報導社會事件，提供充分周

延的資訊讓民眾認識社會，並進而協助民眾作成明智的決定以及透過行動從

事社會參與（彭家發，1998；Berkowitz, 1997; Scammell & Semetko, 2000）。

長久以來，新聞媒體被認為應該扮演公共領域的角色，雖然隨著資本主義發

展已導致媒體的公共論壇功能日益受到批判(Habermas, 1989)，但找尋或重建

媒體的公共性一直是近來社會仍然重視的課題。據此，客家新聞的公共性表

現有必須加以注意。 

  自 1980 年代以來，舉凡客家的還我母語運動、選舉時主要政黨競相提

出客家議題及政策、客家族群媒體相繼出現、客委會成立等等，皆已使得客

家事務愈來愈受重視（施正鋒，2004；吳重禮、李世宏，2005；宋學文、黎

寶文，2006；王甫昌，2008），也讓客家社會及相關活動更常出現於傳播媒

體中。然而就主流媒體而言，客家依然因為屬於特殊族群而具特殊性，並非

具有全國性或普遍性，因此客家議題與客家形象容易被忽視，客家利益容易

被犧牲，所以客家的新聞再現不僅在於正確與否，還關乎客家是否能被嚴肅

看待為攸關公共福祉，能夠影響整體社會發展。特別是晚近客家常常是藉由

結合文化觀光而呈現在大眾媒介與民眾眼前，如此一來，客家可能更頻繁地

成為文化消費的對象，也可能使人們對客家的認知及思考一直侷限於有限層

面，這種情形實不利於客家之未來發展，如果想讓客家展現更寬廣及深刻的

認識意義，則媒體傳播扮演的角色應是不可低估的影響力之一。因此，探討

客家新聞的重要性不僅在於瞭解媒體對客家的意象型塑，更在於這種形象不

能只是引起一些表淺的態度反應或消費意圖，還必須能夠觸發人們去認真思

考族群文化在台灣社會的意義，包括客家社會如何也成為重要的社會文化發

展脈絡，這種認知與體悟很大一部分必須仰賴傳播媒介，尤其是新聞媒體如

何使客家新聞能夠力抗消費主義，並更進一步透過具公共性意涵的架構來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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架新聞事件，以便使客家新聞能夠擁有被嚴肅思考及理性討論的更大可能

性。然而此舉並非意味客家新聞應該朝向傳統的硬性新聞發展，因為傳統硬

性新聞有可能使許多閱聽人無意進一步接觸(Bird, 1997)，所以客家新聞應發

展能夠兼具議題屬性與吸引力的論述形式，這種新聞呈現的公共性必須可以

引發閱聽人的認知興趣及參與動機。在進一步思考與追求這種目標之前，我

們必須先觀察當前的新聞表現，探討現在的客家新聞究竟可能蘊涵了哪些的

公共性潛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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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本章分別從媒介的公共性、客家新聞的公共性、以及媒介建構的

閱 聽 人 論 述 加 以 說 明 ， 首 先 探 討 媒 介 做 為 社 會 公 器 所 具 有 的 公 共 意

義，其次從媒介公共性觀點說明閱聽人與公民的關係，最後初步評析

客家新聞發展公共性的主要情形。  

 

第一節 媒介與公共性 

一、傳播與公共領域 

  以 H. Arendt 的觀點來看，人類生命及生活的重要價值在於能夠從事政治實

踐，因為在實踐中，個體得以彰顯其善行美德之優異性。這些政治實踐係發生於

公共空間之範疇內，這種公共空間所蘊育的公共性是指人民或公民關心與共享的

事物，或具有法律組成的與共同利益的社群或共同體。另一方面也是指人民言行

的彰顯、開展與表現，它們皆發生於他人在場的領域或空間，也就是有人目睹、

耳聞、見證、辨認、解釋、判斷，並經由和他人的溝通、互動、論辯，去找尋解

決公共事務的不同方法（Arendt, 1958；蔡英文，2002）。雖然 Arendt 的古典共和

主義式公共領域概念常被認為無法真正落實於現實社會，也被人質疑具有個人主

義、虛無主義與菁英主義之色彩，但她的觀念仍然影響至今。公共領域是一個公

民進行評論及審議的空間，並應具有平等、自由、公開、多元等特性，這些已成

為探討公共領域時的基礎共識。 

  Arendt 以古希臘羅馬的城邦社會為典範，嚴格將私、經濟、社會及國家排除

於公的範疇之外，強調公共事務應取決於談論和說服，且必須透過公民之間互為

主體的溝通來形成共識。她強調人們的良好生活主要源自公民關心及參與政治共

同體的公共事務，也就是追求一種政治實踐的生活，它使人們能夠獲得愉快與滿

足，因為人們能夠經由和他人合作與共同行動進而建立情誼。另一方面，政治實

踐也能夠開創、引導及完成新事物，從而使人類的生活世界具有無限可能及生生

不息。簡言之，此種觀念凸顯個體扮演公民角色具有完善自我及提升社會的雙重

作用。 

  探討公共領域時無疑必須提及 J. Habermas 的觀念，雖然他的公共領域概念

也遭受許多批評，但仍然是當前探討公共領域時的重要參考點。依據 Habermas

的看法，簡單來說，公共領域源自十八世紀歐洲社會，當時主要透過各種沙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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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文社團、自由媒體等而成為公民發表意見及從事社會參與的重要管道。但因遭

受現代資本主義社會中經濟與國家的壓力，公共領域逐漸沒落而「重新封建化」，

使得社會的理性力量被商業勢力侵蝕(Habermas, 1989)。 

  一般來說，常見的對 Habermas 公共領域批評不外乎指其具有布爾喬亞階級

性、呈現男性中心的思維、過度強調理性而忽略非理性的重要性，以及未能注意

到多元的公共領域之可能性。因此探討公共領域已不宜直接或完全採用他的概

念，特別是晚近社會多元發展及科技快速變遷，加上後現代主義思潮大興，種種

發展趨勢皆使得討論公共領域時必須思考當前的環境及條件（夏鑄久，1994；張

錦華，1997）。這點對研究傳播媒介與公共領域的關係亦是如此。尤其是近來社

會已邁入數位匯流時代，新傳播科技讓媒體形式與閱聽人使用皆出現大幅變化，

也由此引發許多對新媒體的潛能及公共性的探討(e.g., Atkinson & Dougherty, 

2006; Bakardjieva, 2003; Papacharissi, 2002; Valentine, 2006；彭芸，2001；管中祥，

2002；黃啟龍，2002)。不過一般來說，由於新媒體的發展及使用有許多仍屬於

醞釀中，它們的公共領域功能經常人言言殊，不同的觀察場域與不同的理論基礎

往往出現不同的答案，但大致上常以一種審慎態度來評價（例如，方孝謙，2009；

方念萱、蘇彥豪，1998；洪貞玲、劉昌德，2004），換言之，應該說新媒體的潛

能是被肯定的，但實際如何發揮其公共性，以及是否仍能援引傳統的公共性來觀

察新媒體則有不同的看法，這裡反映出的重點與其說是人們對新傳播科技的公共

性有其殊異看法，毋寧認為多數人對新媒體應該扮演公共領域的角色仍然有所期

待，雖然這裡的公共領域可能已非 Habermas 原有的概念內涵，但其中的核心精

神依然延續下來。 

  面對社會日益多樣化與傳播科技造成的流動，特別是媒體建構的公共文化已

經超越許多過去界限分明的領域(Mankekar, 2008)，識者已指出公共領域已不宜

堅持 Habermas 式的公共領域，特別是因為強調共識所隱含的共同性和統整性，

反而可能形成一種霸權；另一方面，在自由主義之多元觀下，又可能流入一種虛

無及素樸的(naive)的多元觀，無力注意與分析許多公共領域皆內存的權力關係及

排除現象，因此有必要加入從移置(dislocation)、相競、抗拒的角度來探討公共領

域(Karppinen, 2008)，這種帶有基進多元主義的觀點反對一些自由主義者主張政

治極小化，而要求以政治方式尋求更實質的多元民主(Mouffe,1993)，這種觀點下

的公共領域試圖解決多元主義的弔詭，可彌補 Habermas 式公共領域的局限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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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其理性共識模式轉化成更符合當前社會多樣性之多元與開放的形式，而傳播媒

體也宜對應於這種轉化而扮演契合社會多樣性需求的角色。 

  以此觀之，此處出現一個值得注意的現象，即許多傳統媒體已禁不起市場競

爭而面臨困境，但新媒體的未來仍然不確定，雖然媒體可能只是眾多公共領域的

其中之一，但是如果媒體無法持續發揮公共領域的功能，則整體社會的公共討論

空間必受影響。或者換另一個看法，假使儘量去維護傳統媒體的公共領域功能，

則至少能在新媒體公共性的曖昧時期，仍舊保有一個可資使用的公共論壇。也因

此傳統媒體的公共領域發展必須持續關注。   

二、新聞的公共性 

  新聞是現代性的文本體系，是人類理解的成果及意義的巨大儲存，猶如巨大

的文本檔案，它們經由記錄當代生活之社會、個人、文化與政治領域的活動而形

成，同時又展現新聞獨有的性質、型態與發展，宛如社會的與歷史的實踐，新聞

可謂是這種思考之社會-歷史形式之一，也因此新聞是探討意義之社會生產的最

佳檔案(Hartley, 1996: 3-4)。由於新聞的這種特性，因此新聞價值及報導形式可成

為觀察社會變遷的一種指標，也可作為反映新聞媒體與其所處社會脈絡的變化關

係，自然也能進一步反映出新聞在特定歷史階段的社會功能。 

  鑑於近來新聞媒體的問題叢生，許多呼籲改革聲音不斷，其中相當具重要性

與影響力的一種主張，便是要求強化新聞媒體的公共性。這種觀點的主要提倡者

可能應屬 1980s 末與 1990s 初興起的公共新聞學(public journalism)，其強調新聞

應回歸最基本的公共服務之任務，這種主張主要係回應於人民與政府之間日益擴

大的鴻溝，以及人們普遍嫌惡政治並退出公共生活，另一方面亦是回應於 1980s

以來，美國總統大選新聞報導的不當表現，特別是許多新聞只著重競選策略，不

重視實質議題，進而引導選民形成一種認知框架，只問誰將贏得選舉，而不問誰

更適合當總統。 

   公共新聞學認為報業的目的應該去提倡與改善公共領域或市民生活的品

質，而非只是單純報導或抱怨，也就是期望報業應體認其時代角色，盡力去促進

公共參與和公共論辯。這種新聞學理念所期望的好新聞，是能夠激發一種新的新

聞觀與社區關懷，不過這並非意味著它們會接受一些誇大的吹噓或毫無批判地接

受現狀；相反的，它們重視的是新聞除了客觀正確報導外，還應能夠傳達對未來

的視野，並相信透過人民的力量得以達成某些目標，因此公共新聞學傾向以一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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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滿希望的語調，去試圖矯正一些新聞常出現之沮喪及不滿的語言。 

  公共新聞學希望能從一種資訊的新聞學轉向對談(conversation)的新聞學，這

是指民眾不僅需要被告知，也需要參與新聞，也就是能夠引發討論與論辯。而為

了要讓民眾能夠參與，則有必要發展一種不同於傳統的新聞形式以及不同的新聞

常規，這種新的取徑在兩個方面異於傳統新聞：其一，希望新聞應致力於改進公

共論述的品質。其二，呼籲報業擴大對政治的概念，應該瞭解民主是一種生活方

式，而非只是一種政府形式(Glasser & Craft, 1998)。 

  另一方面，公共新聞學也質疑傳統新聞學的客觀性概念，因為它們可能使新

聞產製疏離於社區事務，相較於此，公共新聞學要求新聞記者應扮演社區成員的

角色，並且是一種負責任的成員。換言之，這裡對新聞的期望是認為新聞應能聯

繫到媒體的社會責任、健全的公共領域、生產性的論述等，這些可概括為新聞應

旨在促進公共生活的適當運作，也因此它必須對傳統新聞學的客觀中立觀念有所

反省與改革。但它們並非重回過去的黨派性質，而是強調將報業看成一種擁護民

主的手段，或者可以說，新聞雖應該在有些事務上維持中立，但同時也要揚棄超

然態度，也就是應投注關心，如此報業才能提供機會去促成公共討論與論辯。 

  當然，公共新聞學並非毫無問題，識者已指出公共新聞學有可能在熱衷於民

主與民主參與之際，卻掩蓋了民主之不同形式間的差異，以及報業的不同角色，

究竟報業應支持一種共和式的共同對話，或是多元團體，後者每一個皆有其自己

的關懷與對話，此亦觸及階層化社會中多種公共領域的問題。其次，公共新聞學

除了強調新聞報導常規及民主參與的意義外，對於報業改革的探討似乎力有未

逮，因為有時只有改變報導常規是不夠的，經濟與組織因素比常規更能影響新聞

內容。另外，在對民意的看法上，也有可能未能實質強化公共論述的機會，譬如

是否可能混淆個人意見與公眾意見，而否認民意的公共性；是否未能區別理性意

見與表達偏好；以及是否忽略了媒介為公共論辯及討論設定議題的責任等，這些

問題並未獲得清楚的答案。再者，由於公共新聞學並未基於特定且明確的政治哲

學，因而常常混淆民主手段與民主參與。如果民主具有多種形式，則公共新聞學

似乎未能確定想要採取何種觀點，或想要支持哪種民主規範。最後，有人認為對

話民主與審議民主的標準不同，前者與言說有關，後者則未必需要有對話的情

形。因為審議民主的重點不在於每個人都能夠發言，而在於每種具有價值的事物

都能夠被說出來。換言之，需要被保護的不是個體的表達，而是表達的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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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lasser & Craft, 1998)。 

  基於上述說明，新聞的公共性或許必須另有想像，然而換另一個角度來看，

如果民主的形式多元，沒有一體適用的公共領域，則新聞媒體所必須服務的公共

職能就應該採取脈絡主義的觀察，亦即可能必須考量不同媒體形式及其所在環境

特性而有不同的發展，如果以此觀之，則公共新聞學原本被視為不明確之處是否

正好能夠作為其彈性應用於不同情境的特質，公共新聞學不必是一套系統嚴格的

意識形態，它提供一些基本理念以供人們不斷研發相關可行的策略。事實上，公

共新聞學的發展原本就沒有顯赫的研究小組或正式委員會，而是由一些工作坊提

出若干工作報告、計畫與研究，它們沒有大型計畫，也沒有正式的宣言，Jay Rosen

雖然推動公共新聞學，但他致力於開放式的討論，不願提出一種正統的概念，因

為他認為人們正在發明它，所以其實也不知道它到底是什麼。這是一個很好的觀

念及作法，使公共新聞學避免僵化或產生排它性，如果我們秉持這種精神，則應

該可以從既有的觀念及策略獲得更多資源，也可以發展更多樣的實踐方式。 

三、溝通理性與新聞 

  由前述說明來看，可以說新聞的公共性首重討論及參與，因此必然涉及互動

溝通的過程，在 Habermas 的理論中，他亦以溝通行動及溝通理性作為現代社會

理性發展的重要關鍵(Habermas, 1984, 1987)。論及 Habermas 的溝通行動理論，

必然常敘述他提出言辭的有效基礎（也就是四項有效聲稱(validity claim)：可理

解性聲稱(comprehensibility claim)、真理聲稱(truth claim)、正當聲稱(rightness 

claim)、真誠聲稱(truthfulness claim)），以及理想的言說情境(ideal speech 

situation)。他認為唯有滿足四項聲稱才能構成溝通行動的有效基礎，並主張應追

求一種無扭曲的、開放、平等、理性、共識之言說情境，才能確保溝通理性的運

行（黃瑞祺，1996；張錦華，1994）。上述概念被不少傳播研究接受，並據以進

一步檢驗媒體公共領域的存在與否，以及媒體呈現的溝通討論是否進入哪些深度

層次（方念萱、蘇彥豪，1998）。 

  如果新聞公共性必須包含溝通要素，則溝通理性是否適合用來探討新聞的表

現，事實上，已有不少人認為 Habermas 的概念不易落實於真實情境，也過於傾

向菁英主義思維。這還涉及理性是否具有一種一元的及普遍性的標準，或者存在

多元理性，另一方面，所謂溝通是否必須是面對面的互動才能達成理性溝通目的

(Thompson, 1995)。隨著社會多元發展，以及全球化和數位化的時代來臨造成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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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想像的轉變(Delanty, 2006; Smith, 2007)，明顯的，這種觀點已經不符當前及未

來的發展趨勢，因此有必要重新思考理性溝通的內涵。 

  大眾傳播媒體多為單向傳播過程，商業化的影響也使得傳媒日益走向資訊娛

樂化，更由於流行文化及消費主義大行其道，閱聽人已更習慣或偏好輕薄短小的

資訊，在這種情形下，勢必斷言大眾傳播媒體無法提供理性溝通的空間，因此難

以扮演公共領域的角色，然而這種結論也可能正是過度拘泥於傳統的公共領域及

溝通理性概念所產生的結果。另一方面，如果依然堅持傳統新聞學對事實與客觀

性的看法，亦可能無法對晚近新聞形式的發展產生更細膩的觀察。此處再次引用

公共新聞學的觀念來看新聞的溝通性質。 

  C. C. Campbell(1999)運用 R. A. Heifetz 的領導策略模式去說明新聞應有的五

種作用，第一，引導注意：藉由目擊最重要的問題，引導閱聽人去注意生活中最

重要的議題、急迫性的事件或社會動亂，這些議題與事件型塑了媒體所在地之人

們與社區的世界。第二，測試真實：提供資訊與超然的觀點、開放各種資訊來源。

第三，管理資訊與框架議題：使它們具迫切性，並成為可供討論的成熟議題。第

四，傳播衝突的觀點：新聞宜跳脫狹隘的兩面並陳，轉而廣泛地探討多元觀點，

以協助公民不只瞭解自己的立場，也瞭解他人的立場。第五，描述決策過程：使

社會各方（包括公民，他們應如同行動者，而非被動的旁觀者）對他們的參與負

起責任。 

  基於這種認知，新聞應該發展的方向包括(Campbell, 1999)：一，以更清楚的

方式報導公共生活，當敘述公民的經驗與期望時，不要將它們變成一些例子，而

要使之成為更具說服力的敘事。二，記者應該學習更多有關問題解決的過程，如

此方能提供更有幫助的新聞報導，以便說明問題以及設計解決方法。三，嘗試為

記者、公民及專業人士創造新的模式與工具，以便他們能夠在工作中使用。四，

記者可從各種與注意力相關的學科中（包括認知心理學或禪學）學習更多有關注

意的特性與過程。五，將變遷的經驗納入新聞框架中，以促使社群與行動者（包

括公民）去面對所遭遇的問題。六，擴大與加深人們對討論、審議與對話的瞭解。

七，協助人們體認到公共生活不只是經由公共論述而表現，也會透過共同的活動

而被創造，例如公民能夠一起去創造真實的與持久的制度。新聞對這種情形應加

以報導。八，將新聞室帶入學院，也將學院帶入新聞室，加強雙方的合作與瞭解。

九，強化與整合新聞的三大傳統，包括發現事實、說故事與維持對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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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這裡來看，所涉及的溝通包括幾個方面：記者與民眾的溝通、新聞與閱聽

人的溝通、媒體與其他專業領域的溝通、民眾之間的溝通、個體與社群的溝通等，

它們擴展於不同社會領域之間，也會觸及各種領域特有的認識形式及價值判斷，

簡單來講，此處的的溝通將會面對多重真實(multiple realities)，也會出現多元理

性，因此這種新聞係穿梭於不同領域或情境之間，而帶出不同知識之間的激盪、

對話、詰辯、整合等的一種流動性過程，理性不是靜態與單一的，而是隨著情境

轉移以及因應進出各種論述所必須發展的變動及調整過程。如果公共性被期待是

開放的、彈性的、包容的，則新聞也許必須進一步發展成能對應於這些特性的論

述空間。 

 

第二節 媒介論述與閱聽人  

一、從公共性觀點看閱聽人的形式 

  傳播學者 P. Dahlgren 指出，一個健全的公共領域並非只是一個媒介現象，

而必須促成公民社會的互動，如果媒介論述的「公共性」不足以視其閱聽人為公

民，或引導人們的注意力使其如公民一般，則這種論述必然掉回個人化與私利

化，只是將閱聽人視為個體，而非具有共同關聯架構與行動架構的群體成員

(Dahlgren, 1995)。因此。媒體想成為公共領域的關鍵之一在於，媒體必須在其論

述中將可能的閱聽人視為公民，也就是媒體論述提供了適當的資源與條件讓其所

屬的閱聽人能夠以一種公民身分去認識、思考、判斷，也或者媒體論述應能引導

閱聽人去產生公共性的聯想。 

  然而另一方面，誠如前面敘述，公共領域具有多重性，也因此必然指涉多樣

的閱聽人，這裡開啟了一個重要的探討空間，由於視公共領域（特別是複數形式

的公共領域）具有暫時性與多重形式，而非固定性及規律性，此舉在時間與空間

方面都有所突破，使人們朝向一個更廣泛的共享及參與，不管是以多元層次或以

交互扣連的機制來看，都可以進一步對公民與公共領域進行重新概念化(Hermes 

& Dahlgren, 2006)。傳統新聞學認為閱聽人應該扮演公民的角色，這樣的規範價

值或許仍然被肯定，但實質上的公民定義或內涵已必須隨著時代與媒介變遷而有

所調整。 

  事實上，以歷史的角度來看，公民概念的形構就是一種變遷中的產物，公民

權並非一種靜態的現象，也不是跨社會性一致的現象。公民權的現代形構起源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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啟蒙運動的理想，隨著歷史環境的變遷，公民權亦有所轉化，所以其基本上並非

固定不變的。公民權不只是巨觀社會之政治環境的彰顯，也是一種文化特性，它

和個人認同與集體認同有關。由於公民被視為民主社會中的一種活躍力量，因此

它必須被內化成如同一種價值體系、視域、認同形式，且必須定錨於市民社會的

生活世界，成為市民社會之民主文化的一部分。另一方面，也由於公民概念的重

點凸顯於成員身分和參與，因此它還涉及文化資源與物質資源的配置(Dahlgren, 

1995)。然而這些資源的社會分佈經常不平均，因此公民的成員關係以及參與形

式必然因為資源的差異而有所不同。 

  這裡亦反映於閱聽人的媒介使用，包括階級、性別、種族、身心障礙、地域

等因素皆可能影響閱聽人接觸及解讀媒體(Ang, 1991, 1996)，從 S. Hall 及 D. 

Morley 提出經典的閱聽人研究以來(Hall, 1980; Morley, 1980)，重視閱聽人經驗的

脈絡性已是普遍認定的價值，這些脈絡的特殊條件為閱聽人使用媒介提供了不同

的助力或阻力，因此不宜對閱聽人進行同質化的說明。閱聽人的解讀與經驗因為

不同的使用情境而出現差異，既反映閱聽人個人特質，亦彰顯閱聽人在社會中的

地位及角色，也再現出閱聽人所屬社會與文化的特性。因此，從傳播的角度看，

公民概念必須聯繫到閱聽人的脈絡性與多樣性。 

  然而這裡可能又會遇到幾個問題，首先，閱聽人本身就一直是個不易處理的

概念，它可能因媒介種類、理論取徑及研究方法而有不同的概念化，包括從視閱

聽人為讀者、聽眾、社群、消費者、公民、閱聽人同時也是意義產製者、到主動

或被動等等繁多不一的說法，都反映出閱聽人概念的複雜性。進一步言，閱聽人

的不同概念化其實跟如何脈絡化的問題有關，此又必須部分聯繫到研究者的視野

及取捨。換言之，如果從公共性的觀點來探討閱聽人，也就是將閱聽人視為公民，

這亦即屬於一種選擇及定位，如果承續前述的說明，則這種公民概念的閱聽人有

其重要性及正當性，但為了預防掉入同質化及普遍化的情形下，此一閱聽人概念

還必須進一步處理。為避免離題過遠，以下針對本研究目的僅從溝通理性來說明。 

二、溝通理性與閱聽人 

  跳脫傳統的及偏狹的公民概念是許多公共領域研究都會注意的方向(Lister, 

1997)，不過有些部分是一直被持續強調的，例如視公共領域為互動實踐的場域，

以傳播的層面來看，大眾媒介促使閱聽人的形成，這些閱聽人經由參與議題以及

彼此之間論述互動的過程而聚合成公眾，他們透過各種面對面的情境或是經由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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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中介的情境而溝通，不只包括網際網路，還包括各種小媒介，例如組織的新聞

信、鄰里的公佈欄、工會報紙、社運的傳單等等。公眾不僅從事溝通的實踐，他

們還發展成想像的社群，也就是藉由依據一種集體的「我們」而界定自己，進而

形成社群。在此，閱聽人連結而成談論政治議題的公眾，並開始展現其公民認同，

也使用他們的公民能力。人民逐漸從私人領域移向公共領域，去運用及發展他們

的公民文化。 

  這裡必須注意的是，為了瞭解公民能力的起源，我們必須超越公共領域而進

入私有領域，或以另一種方式來說，就是必須進入日常生活或市民社會的經驗領

域。因為此處要強調的是，這裡並非只是一個把私轉變公或是把公轉變為私的問

題，而是要闡明二者之間的動態關係，瞭解人們從這種交互作用所獲得的經驗及

其和市民社會的關聯性。無疑的，公民身分和人們從其他脈絡獲得的其他身分交

纏在一起，它們之間的界線是變動的。例如，即使屬於私人領域中的身分及活動

（如性別、性偏好、墮胎等）很快都會具有政治相關性，並啟動某些公民參與

(Dahlgren, 2006)。 

  此種跨越公⁄私的探討模式，也同時意味著溝通形式與理性特質必然不是一

成不變的，而這其中還涉及頗重要的一點，就是如果想要追溯人們如何經歷公共

聯繫的各種可能變化，則更有用的參考點並非整體性的公民文化，而是必須假定

分散公民(dispersed citizen)的異質性。事實上，許多人的媒介消費與公共聯繫的

形式可能受限於時間及空間，這不只是指客觀方面，還包括主觀方面，譬如人們

經常覺得沒有時間去使用媒介或追求資訊。因此這裡觸及人們如何自覺或思考自

己的公共聯繫，也包括如何在其中採取哪些位置(Couldry & Langer, 2005)。所以

公民的溝通、互動與論述是處於多元與變動的過程中，它們源自於不同主客觀條

件而採取不同的公民位置及溝通形式。 

  晚近探討公共領域及溝通理性時，不免要提及審議(deliberation)的觀念，但

審議的適當性也時常被爭論，以下先引用 P. Dahlgren 的觀點來看(Dahlgren, 

2006)，Dahlgren 認為當代關於公民討論的觀點，常傾向區別真正的審議（主要

發生於政治脈絡內）與其他的談論（包含極大的變化及差異）。然而過於堅持正

式的審議可能會忽略日常談話和民主的潛在關係。事實上，有許多討論可能具有

政治相關性，但卻在狹隘的審議觀點中沒有重要地位。所幸已有不少人已注意到

非正式談話的民主關聯性，知道雖然必須承認正式審議及其情境的重要性，但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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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該加以超越，去進一步瞭解政治在談話中出現，以及經由談話出現的過程。在

此，人們必須轉而強調脈絡的滲透性、日常談話的蕪雜與變化莫測，以進而凸顯

政治（也包括個體的公民認同）從來都不是預先給定的，而是能夠在非正式的日

常言談中以各種方式出現。 

  從某個角度來看，政治就是藉由天南地北與隨興所至的談話而產生，並因此

而建立個人的(the personal)與政治的(the political)之間的聯繫。日常談話的鬆散、

開放、創造、以及蘊含擬情的與情感要素之潛能，都是民主政治之生命力所不可

或缺的重要元素。因此可以說，隨意聊天本就是廣大公民社會的一部分，當它開

始具有政治意涵，並變成某種公共性時，便啟動了公共領域。強調各種談話形式

皆蘊含公民討論的可能性，並非意味應研究所有的語文互動脈絡，而是試圖認識

那些開始產生政治性滲透的對象。總之，以正式的審議民主作為一種理想可能過

於狹隘，因為它的定義排除了一些可能朝向政治的言談，這些源自日常生活散漫

情境的言談，其實亦匯集了許多經驗與資訊、智慧與反省，也有可能導向質疑、

對峙、與政治衝突。正式審議的問題還包括，它可能對一些弱勢或文化多樣性的

環境加諸一種抽象的及普遍性的審議理想，不無可能產生一種高度隱含著權力的

影響(Dahlgren, 2006)。其實，公民談話的領域、場所及脈絡，以及如何激發認同

和聯繫到政治議題，都應該是一個豐富的領域，方得以作為對形式主義之審議民

主觀點的一種建設性解毒劑。 

  形式主義之審議民主尚有一個問題，也就是審議民主常宣稱，有意義的政治

討論，必須是參與者立足點平等，強調一種多元主義與互惠性。這就是問題所在，

很難看出這些標準如何在討論中具有可行性。Dahlgren 引用 M. Kohn 的看法指

出，互惠與平等應該是去追求來的，而不是被假定的。這並非視一些規範性概念

如平等、公民權、或自由等都是虛構，而是強調應該了解在真實世界中，它們是

偶然的與暫時的，我們應該詰問它們如何在特定環境中運作。例如應該要問，當

既有的溝通技能分配情形，傾向依循一般的社會階層，因而常被用於增強這些階

層之際，為何人們能期待那些溝通技能較低之公民能夠去參與？或者，為何人們

會認為審議民主對於那些有能力影響決策之公民會是一件好事？公共言談經常

聯繫於權力與文化資本，另一方面，許多人害怕公開討論一些爭議性的事務，都

有可能破壞審議的普遍性理想。更進一步來看，實際上已有人指出，在許多政治

討論中，人們根本不是審議的，特別是在媒介時代，當人們聽到別人對政治事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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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觀點後，通常只是重複專業人士的看法，因為多數人沒有時間、精力、或知識

去發展對許多議題的原創觀點。甚者，即使是專業人士也不過是重新包裝一些在

特定情境廣為流傳及應用的標準說法。Dahlgren 強調這種看法並非蔑視公民討論

的觀念，而是提醒人們應務實一些，所謂公民其實大部分做的就是從一個充滿現

成觀念的市場中去進行挑選(Dahlgren, 2006)。 

  不過，這裡要強調的是，以上引述的說法並意圖顛覆公民審議的觀念及理

想，而是指出過度理性主義與形式主義的審議可能已不合時宜也不切實際。在

Habermas 的觀念中，他以為理性對話最好是參與者在共同空間中彼此互動與討

論，然而這種強調人們的共同在場(co-presence)是否為必要條件已很成問題，特

別是在媒介發達的現代，公共領域似乎也應包括非面對面的遠距互動或媒體中介

互動的情境，進而使公共領域能透過傳媒而延展與擴大(Thompson, 1995)。其實

Dahlgren 雖然強調社會互動具有許多層面，但他在探討公共領域的互動面向時，

依然認為空間與對話是必要的元素，所以仍然不脫 Habermas 的思考模式，對傳

播科技帶來特有的互動及溝通形式並未充分說明，如果說日常談話可能具有政治

相關性，以這種強調潛在可能性的觀點來看，則似乎不必認定必須是共同空間與

對話式互動才能確保理性溝通，特別是在媒體發達時代，人們日益仰賴傳媒去認

識環境與社會互動之時，應考量到媒介對公共討論的可能影響，包括負面與正面

的情形。 

  J. B. Thompson 以為媒介創造一種新的公共性，它是由公開性(the visible)的

空間所構成，媒體傳達的訊息能被許多不在場的人接收。這種媒體中介的公共性

是一個非在地化的(non-localized)的空間，並不拘限於特定時空點，而是一個開放

的、可能性的空間，但它不是一個「地方」(place)，並非個體行動與互動的特定

地點，因此媒體中介的公共領域可延展於廣泛的時間與空間，甚至可擴展至全球

範圍。此外，媒體中介的公共性是屬於非對話的(non-dialogical)，也就是訊息的

傳達者與接收者通常並不彼此交談。這種新式的公共性是一個開放的空間。相較

下，Habermas 與 Dahlgren 的公共領域概念主要是一個空間的與對話的概念，未

必適用於現代世界的行動與溝通特性(Thompson,1995)。媒介創造的公共性則能

夠超越傳統概念的限制，使公共領域能朝國際及全球層次發展， 

  據此而言，如果將閱聽人的溝通理性視為一種能力，則它不僅和情境脈絡有

關，也和媒介科技的發展有關聯性，也會和媒介呈現及提供的言論空間有關，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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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探討閱聽人的溝通理性應結合媒體的特性來看。 

三、客家新聞的公共性 

  本研究擬針對傳播媒體的新聞報導，探討客家新聞再現的公共性及新聞論述

所指涉的閱聽人，客家族群自八Ｏ年代以來日益取得更明顯的社會地位，客家的

文化、社會、政治等相關議題也成為台灣多元族群及文化發展的重要內涵之一，

媒體報導的客家新聞不僅傳遞客家事務的消息，也是建構客家形象的重要管道

（李美華、劉恩綺，2008；彭文正，2009），更可能影響對客家的思辨及討論。

媒介被期待成為公共論述的場域，並引導人們扮演公民角色，以朝向追求公共福

祉的思考及判斷，因此客家新聞能否在這些層面上符膺公共性的要求，應會影響

客家的發展方向。  

  媒體的報導形式涉及提供某些資源去影響閱聽人是否能夠適當地扮演公民

的角色，是否能夠去進行屬於公民身分應有的認知及解讀（黃惠萍，2009）。人

們常抱怨許多人愈來愈犬儒、政治冷漠，但有可能問題在於談論公共議題的社會

機會，譬如，人們之所以從新聞中退出，有可能是因為新聞呈現的議題是人們無

能為力的，而且經由媒介的其他聯繫形式（例如名人文化），而未能展現有效的

與公共議題之連結。能夠促成有效公共連結的條件應包括，能夠引發閱聽人的想

像與擬情、讓不同立場者發聲、經由新聞敘事而引起認同、讓閱聽人有可能去創

造支持性的社群，以及發展一個關懷公共問題的文化。這種朝向公共性的聯繫是

指多數人能夠共享一種公共世界，並發展共同關懷。而透過媒體中介的公共聯繫

將由閱聽人集體的媒介使用而支撐起一個朝向公共性的社會，當然，其中另一個

關鍵在於人們使用這些從媒介獲得之公共知識或資訊的社會機會(Couldry, 

2006)。不過前提仍在於媒體是否已經提供這些相關資訊，以及是否能以利於閱

聽人認識及思考的方式來呈現這些資訊及議題。 

  有人認為有必要將政策議題轉變成一種人文趣味的新聞，因為這不僅可以聯

繫到公民的課題，而且是一種較不會擴大知識不平等的方式去呈現相關問題。因

為大多時候，嚴肅新聞的主要觀眾，多是一些已知情的公民（多屬於菁英階級），

他們瞭解新聞的背景、歷史、重要性，也會偏好最新發展的新聞細節；但對一般

人而言，這種表達形式是枯燥與困難的。正統新聞的敘事結構會使這個問題更形

複雜，因為多數新聞的結構並無法吸引閱聽人或使他們進一步涉入故事發展。傳

播學者 J. Lewis 提出新聞兩種提供脈絡與分析的方式(Lewis, 2006)，一種僅針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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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知情的公民，另一種則針對一般公民。前者稱為「狹窄的議題分析」，它們在

探索一則新聞的重要性時，主要是在一種狹窄的框架內提供細節及討論。後者稱

為「大圖像分析」(big picture analysis)，其試圖說明新聞的脈絡、意義、或重要

性。它們可能包含運用歷史脈絡、區域的或國際的比較、或只是討論為何這則新

聞具有重要性。此種情形可讓公民有更多空間去發展政治議題，或從較大脈絡去

進行觀察。對多數觀眾而言，這種脈絡可能較為有用。 

  換言之，同樣是提供公共聯繫，但新聞可以依照閱聽人的種類及特性而以不

同的方式呈現，同時，新聞的論述形式已預設了哪些閱聽人將更可能從這些新聞

中獲得發展為公民及參與公共文化的較大機會。 

  行政院客委會自 2006 年逐年舉辦客家新聞獎，至今已完成五屆。據客委會

指出舉辦客家新聞獎的宗旨為「鼓勵並加強媒體之客家新聞報導、提升客家新聞

質量，以促進社會多元文化發展、增進族群相互瞭解，與完善客家族群福祉…。」

（行政院客委會，2010a）。另外在「客家新聞獎簡介」中也指出該獎的目標為「能

發掘最有價值的客家新聞，真實呈現客家人文風貌；同時也藉此鼓勵媒體及新聞

工作者，無論在政治、經濟、社會、教育、藝文、時尚等生活各領域，更關心客

家議題，讓社會大眾瞭解原來生活週邊處處有客家人、時時有客家故事。」（行

政院客委會，2010b）。 

  客家新聞獎從第三屆開始設有「地方新聞報導獎」項目，顯見客家地方新聞

受到關注，第三屆入圍與得獎的作品有：「做客台北~客家鄉親都會尋根系列」、「人

文步道系列」、「都會訪『客』系列報導」、「大家來做客─基層紮根臉譜系列」。

第四屆入圍與得獎的作品包括：「薪傳客家系列」、「苗栗縣政府拆除古窯現場紀

實」、「客家村落開發移民」、「『客家身影』客家典範人物系列報導」。這些新聞報

導的對象包括台灣主要客家地區的客家事務，它們的報導形式及內容或可視為反

映上述獎項宗旨的代表。然而除了這些被肯定的新聞作品外，還有許多客家地方

新聞亦值得注意它們的報導特性，因為它們也是人們認識客家的管道，因此有必

要進行較全面的瞭解，而這種探討的可行方法之一便是針對特定地區的客家新聞

進行系統分析，本研究以苗栗地區的地方新聞為主，試圖研究國內主要報紙如何

報導苗栗地區的客家事務。 

  客家新聞對客家的報導是否有利於人們進一步認識客家，或者只能讓少數人

瞭解，如何使客家報導既能提供正確的相關資訊，又能吸引及引導閱聽人去進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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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分析，以便能從閱讀客家新聞的過程中，去建構新聞理解的公共性，這是

本計畫想要探討的主要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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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方法 

第一節 批判論述分析 

  本研究將探討客家新聞的公共性再現及閱聽人論述，主要針對國內四大

報（《聯合報》、《中國時報》、《自由時報》、《蘋果日報》）自 2000 年以來的客家

新聞報導，並以苗栗地方新聞為範圍，探討相關客家新聞的報導形式與論述

型態是否具有怎樣的公共性意涵，以及這些新聞文本如何指涉閱聽人的種類

及解讀位置，因而可能讓閱聽人產生哪些公共聯繫，以及獲得何種公共參與

的相關資源及機會。 

  本研究將採取批判論述分析(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翁秀琪，1998；

臧國仁，1999；Gamson & Modigliani, 1989；Fairclough, 1995；Weiss & Wodak, 

2003），探討客家新聞如何對公共性以及對閱聽人的指涉及定位進行文本框

架及論述。新聞的產製包括選擇及組織，將事件的特定部分予以凸顯、塑型，

建構出某種輪廓，也同時引導人們對之採取特定的認識及思考方向。因此本

研究將探討客家新聞如何選擇議題、如何說明事件、如何呈現相關面向。 

  依據前述的公共性相關討論，可以說是以討論及參與為核心，而為求此

二者的順利進行，必須讓公民獲得更多及完整的資料，以便能從不同角度去

認識不同觀點，以培養多元思考，以及包容和尊重他人的態度(Glasser & Craft, 

1998; Campbell, 1999)，就此而論，新聞報導的呈現形式應有其異於傳統新聞

的地方，基本上，可包括：多元的消息來源（相較於消息來源的結構性偏倚

(structural bias)）、理由的論述（相較於立場的呈現）、非衝突性框架（相較於

衝突框架），因此本研究將以此為主要方向，觀察客家新聞的報導形式是否

出現這些特性。同時也要進一步探討這些報導形式所再現的公共性是怎樣的

特質，如果誠如前述，公共領域及溝通理性已然隨著社會變遷及媒體科技發

展而可能有所改變，則這些客家新聞報導是否能夠對應於這些變遷下所需要

的公共性。從某個角度來看，公民概念可能涉及三個層面，其一，空間與地

理範圍，其二，規範性的責任與義務，其三，知識、態度、技能等(Heater, 1990)。

因此客家新聞是否如何透過指涉這些而形塑公共性的不同範圍與層面，亦可

能必須加以探討。 

  其次，在新聞文本指涉的閱聽人部分，誠如前述，閱聽人有許多不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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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念化及分類方式，倘以相關於公共性的觀點來看，則閱聽人的概念應可加

以置於能夠對比公民與非公民的定位方式，例如從類型學的角度來看，媒體

的使用者包含四種理想型(Syvertsen, 2004)：公民、閱聽人、顧客、遊戲者。

公民指視媒體使用者為民主社會的成員、閱聽人指視媒體使用者為傾向注意

娛樂與有趣的訊息、顧客指視之為購買者，傾向消費產品與服務、遊戲者則

視媒介使用者為從事遊戲的與具有資源的個體，傾向參與各種媒介活動。另

外，亦可從媒介歷史變遷及傳播科技發展的角度將閱聽人區分成群眾、公眾

（即公民）、個體(Butsch, 2008)。客家新聞指涉的閱聽人傾向為哪些閱聽對

象，能否對應於公共性，抑或其指涉的閱聽人具有何種公民身分及能力，這

些將從新聞論述中予以探討及分析。 

 

第二節 研究對象與研究範圍 

  本研究意圖探討國內四大報對苗栗地方客家新聞的報導，並著重觀察

2000 年以後的現象。本研究主要運用四大報網站的新聞資料庫進行資料蒐集

與整理，由於筆者初步對中時新聞資料庫以「苗栗&客家」為關鍵詞檢索

2000/01/01-2009/12/31 的新聞，就已搜尋到 3882 筆資料，鑑於新聞數量過

於龐大，限於研究時間及人力因素，因此必須進行抽樣。為求能掌握至 2009

年底的最新資料，以及分析重要選舉年份（例如 2001, 2005, 2009 年的縣長

選舉）地方新聞反映的政治新聞報導與公共性論述，因此《中國時報》及《聯

合報》皆選取 2001, 2003, 2005, 2007, 2009 年為研究範圍。《自由時報》電子

資料庫貯存的新聞資料始自 2005 年，《蘋果日報》電子資料庫貯存的新聞資料

始自 2003 年，所以各以資料庫貯存資料的起始年為開始，《自由時報》選取

2005, 2007, 2009 年的新聞，《蘋果日報》選取 2003, 2005, 2007, 2009 年的新聞。

四大報共選取 17 年的新聞資料做為觀察範圍（見表 3-1）。四大報的檢索關

鍵字分別為，《中國時報》：苗栗報導&客家。《聯合報》：苗栗報導 and 客家。

《自由時報》：苗栗報導、客家。《蘋果日報》：苗栗、客家。為便於探討新聞文

本的論述意涵，所有檢索出來的新聞皆經過初步研讀，進一步挑選內容較豐

富的新聞做為實際分析的對象，四大報總共選取 667 則新聞進行觀察（見表

3-2），因此這些新聞並非做為代表或推論母群體的樣本，本研究亦無意進行

概推工作，而旨在深究新聞文本的論述過程，以及新聞中公共性的建構性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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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3-1：報紙選擇年份 

報別 選擇年份 檢索關鍵字 

中國時報 2001, 2003, 2005, 2007, 2009 苗栗報導&客家 

聯合報 2001, 2003, 2005, 2007, 2009 苗栗報導 and 客家 

自由時報 2005, 2007, 2009 苗栗報導、客家 

蘋果日報 2003, 2005, 2007, 2009 苗栗、客家 

 

      

    表 3-2：四大報的觀察則數 

  報別 

年份 
中國時報 聯合報 自由時報 蘋果日報 

2001 50 54 ----- ----- 

2003 66 62 ----- 1 

2005 43 57 10 2 

2007 53 43 44 2 

2009 25 39 114 2 

各報小計 237 255 168 7 

總計 667 

 

  為便於瞭解及分析客家地方新聞，本研究採取大分類方式將相關新聞分

成客家政治新聞、客家文教新聞、客家產經新聞、客家社會新聞、客家跨國

新聞五大類。不過，這些分類係屬於文本分析的概念分類，而非內容分析的

類目，因此這些分類並非依據窮盡與互斥原則，主要原因在於文本分析旨在

找尋象徵的深層結構，並強調互文指涉過程，再者，許多社會文化皆有跨領

域連繫與互涉的現象，例如政治與經濟的關係密切、文化與政治緊密關連、

文化與經濟亦是相互影響，因此對本研究目的而言，類目的意義不大，類目

的則數統計反而限制文本分析的力量，所以本研究在第四章分別從上述五個

大類進行分析，但並非認定各類新聞可以明確而具體區隔。 

  由於本研究旨在進行論述分析，因此將透過詳細與深入解讀上述新聞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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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而探討其中蘊含的公共性意義及閱聽人論述。第四章的分析將立意選取資

訊豐富及具典型性質的新聞報導進行分析及討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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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研究結果 

  以下探討苗栗地方新聞時，主要分成五大部分進行說明，包括客家政治

新聞、客家文教新聞、客家產經新聞、客家社會新聞、客家跨國新聞。 

 

第一節 苗栗地方的客家政治新聞 

  以下分成四類新聞加以說明：選舉新聞、地方的客家建設新聞、地方政

界∕議會新聞、政治人物新聞。 

一、選舉新聞 

  一般而言，與苗栗客家相關的選舉新聞，和其他選舉新聞一樣，出現賽

馬式新聞的情形頗為明顯，綜觀這類新聞具有幾項常見特性，以下分別加以

探討。 

（一）傾向衝突框架 

   國內選舉活動頻仍，每每引發政治激情，許多新聞媒體有其推波助瀾

之影響，選舉新聞偏愛著墨於選舉活動的衝突面向，甚至刻意塑造及放大紛

爭的感覺，將人們的注意力導向與聚焦於選舉的衝突性。苗栗地方的選舉新

聞亦不例外，典型的報導就如下面一則新聞的標題為「縣長攻防戰 暗潮洶

湧」，內文如下： 

  下屆縣長寶座之爭，客家籍的民進黨候選人邱炳坤、無黨籍徐耀昌

為爭逐客家選票主導地位，最近分別掛出「山線大團結」標語；國民黨

劉政鴻陣營也喊出「海線大團結」，這場選戰在政黨、閩客、地域、派系

交互糾葛下，更加錯綜複雜、暗潮洶湧。  

  縣長選戰還剩下半個多月時間，至今情勢晦暗不明，是過去選舉少

見現象；海線劉政鴻主打藍、綠對決，在山線客家選票分裂狀態下，民

調顯示暫居領先，但客家選票最後會否產生棄保、移轉效應而形成閩、

客對決，則是最大變數，「尾盤」的發展更具關鍵性…。（李俊平、陳慶

居，2005.11.16 ） 

  雖然這種新聞在國內已是司空見慣，衝突也一向被視為具有新聞價值，

但是也有可能造成人們的犬儒心態，影響民主政治之發展（陳憶寧，2002；

Cappella & Jamieson，1997）。上述新聞凸顯為了競逐客家選票而出現族群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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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分合與政黨之間的複雜關係，或許確實反映了地方政治的特性，但這種報

導的反復出現也同時一再增強以此種思維來面對地方的選舉與政治，跳脫不

出長年積累的地方政治模式。 

  近幾年來，每逢選舉季節，類似這樣的新聞便大量出現，成為選舉新聞

的一種常態，例如以下幾則新聞標題皆是運用衝突框架來報導選舉：「縣長

選舉 恐演三國大戰」（李俊平，2005.07.02）、「操弄閩客情結 綠開轟」（楊

震海，2005.07.01）、「政見攻防 楊長鎮、劉政鴻交火」（傅潮標，2009.11.27）、

「黨籍變變變 鄒玉梅、邱炳坤互批」（傅潮標，2009.11.29）。 

  從主流媒體及市場導向的角度來看，或許這樣的新聞才能吸引閱聽人注

意，但也是這樣反而讓人們無法思考選舉的真正意義，以及應該注意的議

題。只能隨著被引燃的新聞熱度而目不暇給地接收各種可能是加工製造的紛

爭與衝突。 

  衝突面向的報導並非毫無意義，但更重要的是必須指出議題，而非只是

強調各方人馬的鬥爭、極化不同陣營的主張，反而忽略或許其中仍有某些相

同或接近的部分；甚至新聞附和各派勢力的操弄手法，只求版面熱鬧好看，

犧牲讀者認識政策與議題的權利。 

  以此觀之，這類新聞報導所設定的讀者位置主要是一種看熱鬧的閱聽

人，傾向想從新聞閱讀中獲得刺激與重口味的訊息，而非想要對相關政見及

議題獲取瞭解、進行思考及參與的公民。 

（二）政策（政見）的零碎化 

  在選舉新聞中，雖然政策（政見）的報導並非付之闕如，但問題在於這

些新聞欠缺完整性及分析性的政策（政見）說明，只是配合相關陣營不斷提

出一些利益訴求，競相以利益來吸引選民，然而這些利益是否有後遺症，是

否必須付出怎樣代價，則不見媒體提供嚴肅說明。例如以下新聞提及： 

苗栗縣長候選人［…］也各自端出「牛肉」尋求選民支持。劉陣營有銅

鑼鄉廠商成立後援會加油打氣，隨後公布社福政見；楊長鎮則有來自年

輕人學子與學術界傾力相挺。（陳慶居、簡光義，2009.12.01） 

民進黨苗栗縣長候選人楊長鎮強打社福政見，承諾免費幫老人裝假牙、

提供十八歲以下養育津貼；國民黨苗栗縣長候選人劉政鴻昨天推出社

福、勞工與婦幼政策文宣迎戰，承諾補助單親家庭健康檢查、提高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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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工保險額度。（傅潮標，2009.12.01） 

  類似這樣的報導傾向提出零碎的利多、向特定群體示好的作法固然是來

自各候選人的政見，這些手法本就有說服或收編選民的目的，但新聞不能只

是有聞必錄，而必須進一步去協助讀者從更全面的角度去瞭解及分析這些政

見的利弊得失。這些政見是否切合苗栗地方的問題及需要、有無長遠發展的

實質效果。相關政見能否協助人民進一步認識及思考在地的重要議題，進而

產生實踐的動力，抑或只是以利益吸引選民來支持特定候選人獲取政治權

力。 

  新聞原本攸關民主政治，選舉新聞是政治傳播中重要的一環，然而從新

聞的發展來看，新聞工作者經常偏向權威的消息來源（McNair, 1998, 1999），

複製權威者的觀點，這種情形在苗栗的地方選舉新聞中亦復如此，多數報導

皆採取候選人的角度，或指出不同陣營之間的批評，但鮮少從人民的立場、

社會利益及長期發展的觀點來進行分析評論，如果說選舉新聞是一種政治傳

播，則這種報導已將其功能大幅矮化，甚至具有反民主的意味。 

  在這種新聞中，其預設的讀者只關心自身利益而不重視社會議題，只追

求眼前好處，而無法前瞻未來的現實主義者及利益追求者。此類報導以為新

聞呈現各種「牛肉」能夠吸引選民、滿足人民，因此還是將讀者視為一種尋

求愉悅與快感的閱聽人。 

（三）立場的對立化 

  除了上述的特性外，選舉新聞還經常刻意凸顯不同立場的對峙，以一種

二元對立的方式呈現對手之間的差異，並將矛盾予以尖銳化，簡化事物之間

的關係，強化一種非此即彼的互斥邏輯。例如以下的新聞報導： 

縣長候選人第一場公辦電視政見會昨天舉行，先發言的民進黨楊長鎮，

猛攻國民黨劉政鴻的砂石問題與老人津貼跳票，砲火四射；劉隨後反駁，

回擊楊提出的社福政見是不負責任的芭樂票。（傅潮標，2009.11.27） 

客委會前主委 vs.國營會員工群 挺楊 助劉 中央級助選員出擊（黃瑞

典、胡蓬生，2009.12.02） 

劉陣營：邱汙辱客家人 韓鴻恩：邱玷汙了誠信 邱營稱辦喜事 其他陣

營不要酸溜溜（許俊傑，2005.07.28） 

  由於商業導向的新聞媒體必須高度競爭市場，新聞價值日益強調能夠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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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刺激、產生聳動效果。國內新聞媒體有時被指責為社會亂源之一，便在於

有些新聞刻意製造及強化對立。這種極化及對立化的現象可能有兩種影響，

其一，過度強調差異，可能阻斷溝通及尋求共識的可能性，其二，在對立化

下，為求平衡報導，往往只提供主要勢力的聲音，忽略了更多元及不同的意

見。 

  類似這種報導似乎也暗示讀者只能選邊站，並傾向以更明顯的敵意去面

對其他陣營，透過高度他者化的想像去劃出更深的鴻溝。雖然選舉必然是競

爭，然而透過媒體的推波助瀾，選舉語言與批評語詞益發具有強烈的攻擊

性，導向一種以情緒化的態度去面對對手的不同主張，而未能理性思考彼此

的差異。 

  這樣的新聞所預設的媒介使用者可能是注意立場及選擇派系的人，也可

能是愛看熱鬧的觀戰者。由於新聞並未提供充分資訊讓讀者理性思考判斷，

也並未協助分析相關問題，因而儘管新聞指涉公共議題，但仍難以符合公民

所需要的資訊性質。 

（四）凸顯選舉策略 

  選舉新聞的另一種常見型態，便是避開議題與政見的實質討論，轉而著

重報導各陣營的選舉策略，或者這些新聞所提政見往往處於附屬地位，而將

重點放在選舉策略，例如以下的新聞報導： 

民進黨徵召的縣長參選人邱炳坤，六日參加民進黨在新竹舉行的「中常

會勝選列車」造勢活動時［…］希望行政部門、執政團隊大力支持，讓

鄉親體認到綠色執政也就是品質保證。（楊震海，2005.09.07） 

民進黨縣長候選人楊長鎮昨天到公館鄉館東村的柿子園採果，體驗果農

的辛勞並發表農業政見。（傅潮標，2009.10.30） 

  這些競選策略有其吸引媒體報導的作用，在某種程度上，媒體報導這些

這些活動與策略其實是和候選人之間的一種共謀，前者提供符合媒體喜愛報

導的題材，後者以報導來增強前者的媒體策略。這是一個政治媒體化的時

代，政治人物的生命高度仰賴媒體曝光度，現今民主政治的選舉活動更已走

向透過媒體包裝及訴求的過程，多數候選人都需要媒體化妝師，政黨也必須

擬訂有計畫的媒體策略（Gamson, 1992）。這些現象似已成為當前選舉活動的

常態，雖然人們對此種選舉媒體化的問題也有所瞭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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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類似這種報導強化了運用選舉策略來提高媒體曝光度，並影響人民注意

力，而且必須不斷加重劑量才能維持刺激效果，結果形成勝選手段日益凌駕

其他部分，新聞也一再重複報導這些策略及論述，譬如下面的新聞： 

民進黨縣長候選人邱炳坤發出的新一波文宣，指國民黨提名失當，縣長

傅學鵬挺身而出號召「搶救客家大縣」，並授命他「提水救火」；國民黨

縣黨部則反駁該文宣充分顯示邱炳坤「花言巧語騙鄉親、由藍轉綠為私

利」的善變個性，呼籲鄉親不要受騙。（李俊平，2005.11.30 ） 

  劉批社福騙票 楊：不亂燒錢［…］楊攻三義採砂 劉：從未核准（傅潮

標，2009.11.27） 

  過度強調選舉策略，同樣使人民無法注意真正的議題，以輸贏勝負為主

要考量的選舉新聞，著重各種競選手法的呈現及效果，使選舉活動在媒體上

走向一種民粹取向。人民並未被鼓勵去認識及比較不同政見，只是捲入黨派

相爭的熱潮，或冷眼旁觀。新聞呈現激烈與情緒性語詞亦無從協助選民理性

瞭解不同候選人及政見的良窳，在在影響選舉的真正意義。 

（五）反映選風問題 

  對於競選激烈且出現違規現象，新聞也有所報導，例如以下的新聞： 

國民黨提名參選下屆苗栗縣長的立委劉政鴻，其競選總部前天收到裝有

步槍子彈的恐嚇信，苗栗警方專案小組透過郵局追查［…］。（傅潮標，

2005.08.31a） 

民進黨縣長候選人邱炳坤陣營，昨晚報警查扣一輛疑似散播邱棄選不實

言論的徐耀昌宣傳車，邱得知盛怒，與大批支持者轉往徐苗栗市競選總

部集結，抗議徐手段卑劣，群眾漏夜靜坐，目前仍對峙中。（陳政宜、戴

文祥、潘文仁，2005.12.03） 

苗栗檢調昨午兵分 11 路，前往苗栗縣頭份鎮前議長陳添松住處、公司及

樁腳住處搜索，帶回 2 箱茶葉禮盒與數盒洋酒禮盒等疑似行賄贈品，並

帶回陳添松、陳漢清父子以及頭份鎮代陳學琳等 9 名樁腳連夜訊問。（傅

潮標，2005.08.31b） 

  選風問題頻傳，反映地方政治發展的困境，包括選舉競爭逸出常軌、地

方政治如同多方權力角力與利益糾葛、人民民主素養不足等。這些選風問題

的病癥背後應該有其更根本的結構問題，或許更值得在地讀者進一步瞭解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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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而非只是看到一些選舉亂象，徒然只能憤怒或批評而已。不過新聞報

導較少觸及這些層面，益發讓人覺得每逢選舉出現這些問題似乎已成固定戲

碼，無助於地方政治生態之改善。 

  新聞報導選風問題在讀者眼前也有觀奇效果，包括檢警搜索、民眾抗議

皆有其感官主義的影響，以此觀之，其設定的讀者是屬於觀奇的閱聽人類型。 

（六）輔選、站台、動員之報導 

  選舉新聞的另一重要部分便是各種造勢新聞，包括重要人物的站台相

挺、民眾動員、造勢大會等，凸顯各候選人的人氣與民眾支持度，營造勝選

的氣氛，這些新聞例如下面的報導： 

選戰進入倒數關鍵時刻，三位前客委會主委同時到頭份義民廟，對民進

黨縣長候選人楊長鎮情義相挺；而國民黨候選人劉政鴻，則繼續有中油

退休員工成立後援會當後盾，累計有十八個總部、廿一個後援會，前所

未見。（陳慶居、簡光義，2009.12.02 ） 

前副總統呂秀蓮昨晚到通霄鎮、苑裡鎮，先後輔選無黨籍縣議員候選人

周玉滿及民進黨縣長候選人楊長鎮、縣議員候選人李聰祥；呂秀蓮呼籲

選民，苗栗縣要改變，選票要投給楊長鎮、李聰祥及周玉滿。（陳界良，

2009.10.31） 

苗栗縣客家諮詢委員會昨天在苗栗市玉苗里活動中心，舉辦 517 嗆馬保

台誓師大會，前總統府秘書長葉菊蘭也到場呼籲客家鄉親站出來嗆馬救

台灣，並預估當天苗栗將出動 20輛遊覽車北上響應。（黃瑞典，2009.05.13） 

  嚴格而言，這類新聞仍然無涉選舉的應有本質與真正意義，也容易模糊

焦點，雖然這種報導具有可看性與看讀性，也必然廣受媒體青睞，但事實上

它們傾向鼓動讀者及選民的情緒，而非引導理性思維，因而此種選舉新聞的

重要性不宜高估。然而當前選舉活動大多以此做為媒體造勢的一種方式，而

媒體也樂於加以報導，因為它們被認定具有新聞價值及讀者吸引力，也就是

所謂有賣點的新聞。 

  在這類新聞中看不到不同的框架，也沒有政見的理性說明，更無關乎議

題的實質論辯，只有各自陣營的自我哄抬與製造團結象徵，以一面倒的單面

訴求來強化自己陣營的死忠民眾，最終只是在比人數多寡、氣勢強弱，試圖

從博取媒體更大版面來增強自我信心，究其實是在操作一種群眾心理，悖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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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政治的真正目的。由此可見此類新聞所預設的讀者並非公民，而是相對

被動的閱讀人。 

（七）訴求在地∕客家利益 

  選舉新聞對各候選人的報導，反映各候選人及政黨的訴求重點，其中之

一便是對當地的貢獻，以此強調候選人與地方的關係，這種凸顯地方關係是

地方政治中受重視的一環，也被視為影響選民能否接受候選人的因素之一。

例如以下一則新聞提到： 

楊長鎮是綠軍在苗栗極具潛力的青壯幹部［…］曾任客委會專門委員、

參事、主任秘書，也是客家電台籌備會召集人，提出「桐花祭」並定位

為客家特色產業活動［…］已連續舉辦多年的「桐花祭」活動，政府部

門估算今年約創造八十億產值，據此推論民進黨執政期間，至少為客家

地區營造四、五百億產值，大大活絡地方產業。（陳慶居，2009.10.06） 

  這種新聞除了讓選民瞭解候選人的地方貢獻外，還另有其他功能，便是

也同時讓讀者知道地方利益究竟為何，進而能夠產生在地關懷。透過候選人

及政黨提出的各種利多，可以檢視所謂地方發展被觸及的範圍與類別有哪

些，因而得以有助於瞭解地方。但是另一方面，誠如前述，如果各方端出的

牛肉只是著重立即可見的利益，又假使媒體也隨之附和，不加評論分析，則

可能引導人們以相同角度來思考地方發展。新聞報導在地發展及地方利益，

毋庸置疑有其重要性與必要性，然而問題的關鍵在於如何定義地方利益，這

些被說明的地方利益必然源自特定框架，譬如誰的利益？如何被接合與論述

成整體利益？此中涉及一種霸權論述的過程（Gramsci, 2000；Laclau & Mouffe, 

2001），這些更是公民必須認識與思考的對象，而非只是利益的有無。新聞

報導不宜只是實錄候選人的說詞，而應該能夠協助讀者進行分析與解讀。 

  另一方面，相關新聞報導也凸顯地方利益的複雜糾葛，涉及地方的族

群、派系，例如下面的新聞提及： 

縣議員鄭文炳昨天在議會總質詢中，指縣長傅學鵬曾說「苗栗縣長是客

家人的專利」，已引發「海線的怒吼」；他要傅縣長摸著良心回答「有無

重山輕海？」（謝銘旺，2005.11.08） 

民進黨縣長候選人邱炳坤昨天發出「搶救客家縣、南方大團結」─邱炳

坤的真心話文宣，指他參加國民黨內初選，是錯誤的第一步，國民黨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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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不當，才有傅綠合爭取「綠色資源」以解苗栗建設之急。（許俊傑、

黃瑞典，2005.11.30） 

  這些新聞強調候選人各有著重的部分利益，也可能讓選民疑慮，顯示地

方利益的分歧；同時相關新聞也可能因此一再於重複的相互指責中，強化利

益衝突與派系分立的現況，而非理性判斷這些爭執的真正原因，以及是否可

能只是被操弄的觀點。因此這裡被預設的讀者還是傾向於被操縱的閱聽人，

而非公民的位置。 

二、地方的客家建設新聞 

  2001 年行政院客委會成立後，被寄予厚望，希望從此能對客家族群之發

展大有助益，其中主要當然是期待能獲得更多的資源。苗栗既是台灣客家重

鎮，自然也關注相關資源分配是否合理地照顧到客家，例如以下新聞反映苗

栗地方對中央政府的冀望： 

行政院客家委員會成立後，首次在苗栗縣舉行全國客家事務分區座談

會，立委何智輝、苗栗市長邱炳坤批評政府對客家預算的編列與客家人

口不成比例，希望客委會不只是為了選舉才成立的單位。（范榮達，

2001.12.17） 

  當時是因為行政院編列預算讓苗栗政界人士覺得明顯不足，甚至少於原

民會，引發地方人士的不滿，進而連帶認為中央政府漠視客家與苗栗，並以

補助苗栗地方活動的經費微薄為證，顯見客家弱勢之一斑。不過新聞中也引

用客委會官員的說詞澄清前述看法，基本上達成平衡報導的原則。 

  然而事實上，這樣的新聞對地方客家建設的報導只著重於經費資源的多

寡，未能進一步說明建設的真正方向及內容，容易導向每談及地方建設就陷

入搶錢、搶資源的操作模式。將經費大小等同於建設成效。固然資源影響地

方發展，然而更重要的乃為地方發展的規劃內容及執行品質，它們是否真正

符合地方需求，有助於提升社區及人民生活品質，以及促進地方永續發展，

這些才是問題核心。特別是在地方派系、政商關係複雜的環境中，經費資源

可能並未公平分配，所謂地方建設最終可能只是圖利特定團體，或者犧牲地

方的珍貴文化與環境生態，反而非地方之福。 

  換言之，地方新聞應該提供更多元框架來報導地方建設議題，而非一味

配合特定人士的主張，只強調視爭取經費多寡做為施政成績的標準，也必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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更進一步協助讀者思考地方發展的重要議題，以不致淪為短視近利的短線操

作，反而讓地方的未來付出更大代價。雖然報紙版面有限，除非有調查報導

的機會，通常一則新聞不可能進行長篇大論的分析說明，但是新聞仍然可透

過重點提示，言簡意賅地經由更適當的框架建構與議題設定來處理新聞

（Shaw & McCombs, 1977；Entman, 1994）。誠如前述，新聞不能只是呈現立

場對峙，或僅提供形式上的平衡報導，這種新聞仍然屬於賽馬式新聞，而若

要視讀者為理性公民，則必須儘量朝向議題式新聞，才可能引發理性思考與

行動參與。 

  近年來苗栗的重大地方事件之一便是客家文化園區的興建，此一過程諸

多波折，苗栗地方新聞時常出現相關報導，例如以下新聞指出： 

苗栗縣客家文化園區設置案一波三折，地方強烈質疑中央每次審查均提

出不同意見［…］計畫書早在去年六月就送客委會，但中央多次審查意

見，針對設苗栗市六甲段、銅鑼七十份段提不同意見［…］令地方相當

困擾，同時中央還行文要求將客屬大橋及ＢＯＴ案做可行性評估，讓計

畫案一再延宕。（許俊傑、胡蓬生，2003.07.04） 

  同樣的，中央與地方的衝突是這則新聞的重點，反映地方客家建設的受

挫係源於中央的影響，烘托出地方及客家的悲情氣氛，有助於塑造地方同仇

敵愾的心理；但同於上述案例，更好的做法是說明其中原因，理由的陳述應

重於立場衝突的呈現，後者固然有助於提高讀者的注意力，但必須進一步提

供正確與充分資訊才能讓讀者瞭解事件。 

  另有一些新聞和地方族群有關係，由於苗栗是客家大縣，若干與地方族

群具有淵源的政黨及政治人物不免成為新聞報導的對象之一，例如下面這則

新聞： 

民進黨執政後在苗栗縣做了多少建設？地方有不同說法，苗栗女兒─行

政院客委會主委葉菊蘭以感傷的心情說，交通部從八十八年下半年至九

十一年度，投進苗栗的交通建設預算超過兩百億元［…］葉菊蘭指出，

接任交通部長時，中山高頭份鎮到苗栗市段，尚未完成拓寬改善，可說

天天塞車，她一直督促趕工，才把瓶頸打通；又如苗栗市大同國小到頭

份等地停車場，也是她任內擠出預算，另如苗一二四等縣道改善，那一

樣沒有交通部的經費？（黃宏璣，2003.1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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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前述新聞類似的是，這樣的新聞亦是反映地方對獲得經費資源的重

視，並多少隱含一種以選票交換地方利益的邏輯，因此政治人物必須證明確

實與地方之間達成互惠關係，而且是透過對地方資源的挹注。這些可能是現

今政治的常態，地方也必須勇於爭取資源以利發展建設；但是透過個別政治

人物的力量，特別是形同個人權力的影響，則不免令人疑慮政治權力運作的

合理性與正當性。這樣的新聞報導可助於釐清部分現象（提供相關資訊），

可能會讓地方人民覺得有被關心與獲得幫助，但嚴格而言，反而暴露上述問

題。雖然地方新聞應有在地觀點，然而地方利益與整體社會利益之間的關

係，也應有所觀照，以避免過度強化偏狹的地域主義、一種自利而欠缺宏觀

的地方本位主義。 

三、地方政界∕議會新聞 

  地方政治新聞的大宗之一必然是地方議會新聞，其關乎地方動態變革，

也反映地方的重要聲音，然而之所以成為新聞，還是在於事件的衝突性。例

如以下新聞報導： 

多名縣議員昨天質疑縣府文化局舉辦文化活動「重客輕閩」，假面藝術節

花那麼多錢卻吸引攤販雲集，不如三義鄉木雕藝術節［…］文化局長周

錦宏表示，攤販問題已在檢討，社區劇團未忽視弱勢族群。（黃宏璣，

2001.12.05） 

  新聞反映地方對活動的自我檢討，也指出文化活動過度商業化的現象，

甚至活動的成效問題被牽連至族群關係，顯見地方族群是一個易被操弄的議

題，而新聞也傾向實錄政治人物的語言，特別是較具衝擊性的語言，以符合

市場導向的新聞價值。 

  另有些議會新聞則呈現更明顯的的言詞衝突，譬如下面的新聞： 

客委會副主委莊錦華及專家學者，在縣府審查客屬文化園區計畫書，分

別就園區興建規模、聯外交通及未來營運等提出看法。在冗長討論時，

縣府主秘古鎮清和委員李喬意見不一，議員湯文雄則拍桌離席，會議氣

氛凝重。（陳慶居，2003.07.04） 

   該則新聞是由於相關人士對客家文化園區預定地的條件有不同看法，

而引發爭執，新聞著重於描寫衝突現場，對於衝突的原因及相關背景的說

明，則較不被放在新聞的重要位置，在新聞的簡略說明下，可能無法有助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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讀者進一步瞭解及思考。易言之，這則新聞是採取衝突框架，並強調立場差

異，而非著重議題框架及理由說明，顯然還是將讀者視為觀奇的閱聽人。 

  除了上述的新聞種類外，另有一種議會新聞則著重於報導更瑣碎的紛

擾，例如以下新聞提到： 

［…］桐花祭開幕典禮，參加的議長饒鴻奇未受邀上台，十六日引發副

議長邱紹俊不滿和抗議，希望議員同仁聲援［…］並認為客委會藐視議

會。接著他要議員聲援支持，在場議員則出聲表示願聲援。（楊震海，

2003.05.17 ） 

  像這類並無明顯關於公共議題的新聞事件，但由於涉及重要政治人物且

具有衝突性，似也變成有其新聞價值。但事實上，這類新聞內容對地方的重

要性可能並非十分重要，但它有可能被炒作成不同層級政府之間，以及政黨

派系之間的對立。 

  上述新聞都是衝突導向的報導，讓原本生硬的政治事件增加了吸引力與

可看性，但也同時模糊事件焦點與議題內容，不利於公民認知及態度的培養。 

四、政治人物新聞 

  高層政治人物的下鄉總是地方盛事，既體現中央政府對地方的重視，亦

代表地方聲音能夠傳達出去，對地方新聞而言而是必然具有高度新聞價值的

事件，苗栗地方新聞亦不例外。如同以下新聞報導： 

陳水扁總統五日到苗栗縣下鄉行腳、與民有約榕樹下，並引吭高唱「春

耕」客家山歌祈求老天趕快下雨，他表示改版的阿扁電子報增闢「客來

斯樂」專欄介紹客家文化，他也要帶國人一齊學客家話［…］。（楊永盛，

2003.03.06 ） 

前行政院副院長葉菊蘭昨天返回苗栗縣家鄉接受亞太電台專訪，她強

調，為了回應客家鄉親對她的強烈期待，未來要扮演「火柴棒」，讓客家

族群發光發亮［…］。（李信宏，2007.07.07） 

  這類新聞有時會有一種呈現高層政治人物紆尊降貴對地方展現親和力

的情形，坦白而言，是有取悅地方的效果，讓地方居民覺得有被重視及價值

感，同時也幫政治人物形塑正面形象，不過這類活動很多本就屬於政治公

關，嚴格來說也是一種行銷手法，新聞報導只是強化其公關及行銷效果，因

此新聞媒體應留意避免成為公關幫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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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有一些類似報導則會在新聞內添加在地聲音，呈現較多的地方觀點，

例如下面一則新聞提及： 

國民黨總統提名人馬英九一日在苗栗縣與學界、工藝創作者及文史工作

者座談，聽取地方客家政策意見，地方感慨政治人物把客家文化當選舉

工具，導致客家人地位低落，期盼他當選總統後，拿出更好客家政策，

並適當延攬客家人才入閣。（陳慶居，2007.10.02 ） 

  新聞透過地方反映輿情，讓報導對象呈現一種對話情境，反映地方的問

題與需求，也提出對中央的質疑和要求，這樣可引導讀者注意地方力量能夠

以某種程度回應中央，也使中央不完全處於高高在上的位置。然而從另一個

角度看，這些屬於地方菁英參與的活動，似未能包含更多庶民聲音，而新聞

在報導之餘，可適當地提醒注意這個現象。 

  一般多認為政經新聞屬於硬性新聞，難以引發讀者的興趣，因此為了吸

引讀者的注意力，而競相採取聳動作風，以求具有賣點。然而好的新聞應該

透過更合適的新聞書寫來貼近讀者的生活、引導讀者理性思考、擴大想像。

新聞報導可透過調整自身的產製模式而在不犧牲正確資訊的前提下吸引讀

者注意（Lang, Potter & Grabe, 2003），以及將對地方的關注轉化成更大的公

共關懷（Fleming, Thorson & Zhang, 2006）。就此而言，苗栗地方客家新聞在

政治新聞方面所展現的公共性仍有值得努力的空間。 

 

第二節 苗栗地方的客家文教新聞 

  相較於其他政治、產經、社會等新聞，文教新聞是苗栗客家新聞的大宗，

本節分別從苗栗地方客家新聞中的文化新聞與教育新聞探討相關新聞報導

所再現的公共性與閱聽人論述。 

一、苗栗地方的客家文化新聞 

  在客家文化新聞方面，以下透過歸納相關新聞，分別從五個方面探討新

聞的公共性與閱聽人論述，包括：節慶民俗活動的客家文化意涵、客家藝文

創作及展演、客家文化機構的籌設與運作、客家人士的文化成就、兩岸客家

文化交流。 

（一）節慶民俗活動的客家文化意涵 

  在苗栗的客家新聞中，對地方節慶活動的報導是經常出現的新聞主題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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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也由於苗栗致力於推動地方觀光產業，苗栗十八鄉鎮規劃有多種節慶活

動，同時也努力行銷相關活動，因此這些節慶活動時常出現於媒體上，為相

關活動及苗栗地方與族群形塑特定形象（盧嵐蘭，2009，2010）。在這些新

聞中，許多報導除了介紹活動內容外，也會說明該活動的文化性質，例如以

下新聞提及苗栗市近來連年舉辦客家民俗踩街火旁龍活動，成為具有地方特色

的元宵節目，同時客家委員會也將出書介紹火旁龍與苗栗客家人的特色。新聞

還進一步說明火旁龍的來源與性質： 

早期苗栗客家人多以務農為主，元宵適逢春耕之期，因此將舞龍活動，

神化為「迎龍」，藉神龍帶來祥瑞之氣，鎮煞、驅邪，並祈求風調雨順、

五穀豐登、吉祥平安，其中更蘊含苗栗客家人與「神」龍間不可分的情

感，形成地方獨特的風俗。（范榮達，2003.02.07） 

  新聞透過說明節慶的歷史淵源與文化意義，而使讀者瞭解節慶活動和地

方的關係，因此在呈現娛樂與歡鬧的氣氛之餘，也凸現活動的文化面向。不

過這類新聞並非總是能夠強調活動的文化意義，有些新聞更著重於再現熱鬧

與高潮的場景更甚於說明節慶的歷史與文化意涵，例如下面一則報導苗栗頭

份四月八客家文化節的客家獅競賽新聞： 

「客家獅王爭霸」昨天在鎮公所前廣場熱鬧登場，全台 12 支學校、社會

團體的客家獅隊同台較勁、切磋「舞藝」，無論是「大、小面仔」挑弄群

獅的逗趣詼諧，或客家獅「遊桌搶紅」特技場面，看得民眾掌聲連連。（彭

健禮，2009.05.02） 

  相較於前一則新聞，這則報導更著重於描繪熱烈氣氛，意圖讓讀者感受

到現場的群眾情緒，這也是許多新聞試圖吸引讀者的方法之一，想讓讀者產

生一種親歷其境的感覺，也預設著讀者能夠透過閱讀這些新聞而產生愉悅。 

  至於前一種新聞則假定讀者應該也想知道關於活動背後深意，而非僅是

看到活動的熱鬧表象，譬如以下這新聞： 

獅潭鄉開庄老廟義民廟慶祝百年廟慶，昨天起北四村茹素三天，設置三

官壇，並由耆老王裕昌帶領年輕一代立下六丈燈蒿［…］義民廟是客家

人信仰重心，獅潭義民廟一九○七年創立，當時拓墾先民黃南球在獅潭

與原住民衝突，為求地方安寧而捐建。歷經一九三五年毀於大地震，之

後重修，除供奉義民爺，並供有黃南球等人長生祿位，及藥劑先師神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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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倩慧，2007.11.29） 

  以上新聞內容除介紹活動外，也說明義民廟的由來與歷史，強調與地方

的關係，讓讀者得以認識地方的廟宇及信仰，以及強化它們在社區意識中的

角色。 

  又如以下一則報導苗栗市粄仔節系列活動的新聞時，同時也說明： 

客家粄仔有特色，有 80 多種，「粄」是客家話，福佬話稱為「粿」，客家

人利用不同的米磨成米漿，製作各式各樣的粄食，每逢喜事、新婚祝壽、

拜神祈願都要打「紅粄」。（范榮達，2009.11.03） 

  像以上這些新聞，在報導節慶活動時，大多會程度不等地提及相關歷

史、文化與地方意義，當然也由於這些活動的起源或規劃時就已富有較豐富

的文化論述，能讓記者有所發揮，不像有些節慶活動（例如蕃薯節、柚子節

等）欠缺較有深意的設計，因而呈現於媒體上便無法產生更有文化意義的形

象。 

  能夠凸顯文化意涵的節慶新聞，也能夠讓讀者注意到這些活動具有更多

的意義，因而可以產生更多的聯想與想像，或者也可使自身與之產生連結，

特別是對地讀者而言，他們能夠意識到參與這些活動，其實也就是參與了地

方社區的發展，能夠領會到自身處於一種歷史脈絡，並從中找到自己的定

位，進而聯想這種位置所具有的意義、價值與責任，因此得以形成一種促成

社區參與的動力。 

  但美中不足的是，這些新聞大多維持一種單一框架，傾向以讚頌、肯定

的立場來報導活動，並未能從不同的面向、多元視角來呈現活動，因此可能

強化一種屬於主流的、制式的觀點。 

（二）客家藝文創作及展演 

  苗栗地方新聞中，另外一種經常看見的客家新聞便是關於藝文活動的報

導，反映地方上客家文藝的發展情形。這些活動包括官方主辦的與民間自發

的、大型的與小型的各類文藝創作與展演。例如以下新聞： 

苗栗是客家大縣，傳統客家歌謠卻逐漸式微［…］縣府為恢復客家山歌

的比賽，藉以重振、傳承客家歌謠，提供總獎金 108 萬元舉辦客家音樂

節。（李俊平，2007.01.06）  

總獎金 108 萬，號稱客家音樂比賽有史以來最高額獎金的「苗栗客家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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樂節」客家山歌比賽已截止報名［…］在祭出高額獎金下，一些山歌比

賽的常勝軍幾乎全員報名，甚至有在客家歌壇小有名氣的好手報名參

加，各路好手齊聚苗栗，（吳邦珍，2007.01.26） 

  以上兩則新聞是報導原本山歌比賽乏人問津，政府透過誘之以利而創造

賽事盛況，這樣的報導令人嗅出一些隱憂與爭議，新聞並未剖析為何屬於客

家大縣卻有傳統歌謠式微的困境，也未探討以巨額獎金作為誘因是否可能產

生何種副作用，新聞只是單純從官方角度報導該活動所運用的手段。固然這

些訊息可能使人們趨之若鶩，但卻是一種逐利動機下的結果，此一類型的參

與是建立在私利上的參與，或許有可能間接促成對傳統文化的注意與興趣，

但如果欠缺相關誘因，是否還能維持盛況，將可進一步檢驗。 

  不過此處探討的重點在於，新聞報導所設定的讀者其實是一種重視物質

利益大於文化關懷的顧客及消費者的角色(Syvertsen, 2004)，至少在新聞並未

提供另一種有助於反思的框架下，這則新聞即是在重複官方消息來源的聲

音，也形成強化官方的立場，亦即以功利主義的經濟思維來操作文化活動。 

  苗栗有不少客家古蹟，地方新聞有時報導當地古蹟的近況，例如下面一

則新聞提到： 

位於卓蘭鎮老庄里信義路的「卓蘭詹氏繼述堂」已有 124 年歷史，牌匾

及石碑等文物保存完整，見證客家族群區域開拓史。縣府十九日通過正

式登錄為歷史建築，成為苗栗縣第 14 處歷史建築。（吳邦珍，2007.09.20） 

  此則新聞指出地方傳統建築的歷史意義與文化價值，可提醒讀者對地方

歷史文化的注意，有助於強化地方意識。這種新聞有一種提供地方素描的意

味，但也帶有一種景點介紹的觀光色彩，讀者閱讀時或許會好奇其他十三處

歷史建築為何，或許值得前往參訪以一探究竟。又如下面兩則報導提到： 

客家人在台灣一直是保有傳統文化特色的族群，為讓外界認識客家文

化，苗栗縣文化局昨日起展出「台灣客家世紀印象巡迴展」，透過橫跨百

年的真實影像紀錄，引領國人看見最深邃、最豐美的客家文化，珍貴的

黑白老照片忠實地呈現出客家生活群像。（陳界良，2007.07.01） 

苗栗縣硬頸攝影群元旦返鄉為「百年容顏」巡迴展舉行壓軸展覽， 客家

委員會主秘楊長鎮推崇這些珍貴影像，能引領國人緬懷客家祖先艱辛開

拓史，呼籲民眾踴躍前往鑑賞。［…］ 展出的六十幅作品，包括花轎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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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蒔田、曬福菜、捏陶、鄉間野台戲等珍貴影像，彷彿時光倒流般，

將不少觀眾拉回兒時回憶。（楊永盛，2003.01.02） 

  不管是官方主導的，或是民間團體的，這些活動都代表苗栗客家文化力

量的展現，不只是內心緬懷客家，藉由這些藝文活動，也象徵一種讓客家傳

統再生的能力，並同時增強客家集體認同。在此，新聞的報導與用詞皆顯露

上述意圖，因而，新聞不只是再現真實，亦同時強化真實。但是這些新聞並

不考慮觀眾對展覽內容的反應，或者假設讀者及觀眾應會欣然接受與讚賞相

關展品，也就是新聞預設了具有客家意識的讀者，能夠感受及領略這些攝影

作品的客家之美與文化意義。 

  然而另一則新聞則將觀眾的反應呈現出來，這則報導提到苗栗頭屋鄉的

客家人彭賢祥，以「台灣客家」為主題展出融合中西風的裝置藝術，藉由作

品探討客家歷史與中原情節，希望喚起客家人的族群認同。某日恰有當地高

中生前往參觀，新聞提及： 

彭賢祥與這群ｅ世代的學生談到客家人的認同感時，卻發現他們對客家

議題不一定有興趣，但他卻不悲觀，認為所有藝術品理念傳遞都無法要

求觀者全然接受，但這種意念的種子卻會逐漸生根、發芽，下一代客家

人如何看待客家人？有待歷史做見證。（邱連枝，2001.09.06） 

  這則報導的特殊之處在於，新聞並未一種全然褒揚的手法來進行報導，

反而指出有些觀眾未必認可創作者的理念，也呈現創作者的坦然回應，最後

虛懸答案，留下一個問號。相較於前面的新聞，此則報導為讀者提供了較多

的思考空間，也沒有強行加上總結、提出答案，反而讓讀者自行去思索與判

斷。就此而言，該則新聞較能將讀者視為公民，也就是假定讀者是能夠自主

與理性思考的個體，也促使讀者從更寬廣的架構來理解新聞事件。 

  為了傳承客家文化，地方政府可謂相當盡力，籌辦相關活動以引導人民

的族群認同，譬如苗栗市公所透過舉辦「收冬戲」客家文化祭來強化居民的

客家意識，新聞指出該活動希望「讓年輕一代體驗客家傳統戲劇的魅力」，

並進一步說明： 

「收冬戲」就是平安戲，是從前農忙時到年末收成後，先民以飲水思源、

敬仰大地的心，舉行敬天地、酬神祈福的廟會戲劇演出，希望藉由「收

冬戲」演出，重塑廟會文化的魅力，並凝聚客家的社群力量與自我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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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界良，2007.11.14） 

  雖然如今務農人口日漸減少，但苗栗仍屬農業縣份，地方藉由戲劇表演

來凸顯客家人與土地的連結，進而強化族群認同，但是否能夠引發年輕人的

興趣，則新聞未有報導。相較下，另一則新聞便更明顯著墨於老幹新枝的關

係，譬如下面一則報導苗栗榮興劇團的新聞，指出該戲團憂心客家戲曲傳承

出現斷層，除積極培訓年輕演員外，還進行戲曲創新，例如： 

對客家戲曲的演出內容及表演程式，都做了相當大幅度的改良，將原本

鬆散的戲劇結構予以連貫，並分幕分場，演出程式趨於精準化，口白唸

詞則抓住社會脈動，但又不致偏離傳統精神，為採茶戲這個古老的劇種

賦予新生命。（廖奎熒，2003.07.15） 

  新聞清楚說明該戲團所進行的改革努力，也意味著傳統必須不斷與時俱

進、求新轉型，方能更貼近現代人的心理，吸引更多人的關注，也才可能為

客家傳統尋得接續命脈的機會。另一方面，這樣的新聞也暗示著創新應有許

多可能性，而且透過結合現代而改造傳統是被允許且值得鼓勵的事，如此一

來得以讓傳統的固有框架鬆動，放大對客家文化的觀照視野，也為讀者提供

更多的解讀位置，而非將讀者綑綁於固定與單一的傳統定位，因而可能為讀

者開啟更多與更大的參與空間。 

  地方新聞所報導的事件必然有其在地關連，有些可能不言而喻，但有些

則必須加以說明，例如一則報導客家電視台連續劇在苗栗開鏡的新聞如下： 

客家電視台籌拍的八點檔大戲「客人」，昨天在苗栗縣文化局開鏡，劇中

描述清末民初，客家人渡海來台打拚的故事，即日起在苗栗縣及新竹縣

文化局演藝廳內拍攝，沒有外景，共拍二十集，預計十月底在客家電視

台（第十七台）播出。（李信宏，2007.08.04） 

  新聞中除了說明是由與苗栗有地緣關係的「榮興客家採茶劇團」擔綱演

出，此外便看不出在地關係，雖然新聞內文提及這齣戲的故事內容，但也只

能看到是講述客家人的故事，但和苗栗客家的關係則不清楚。 

  另外還有些新聞有別於多數文化活動新聞都傾向正面報導，而是呈現活

動的問題及衝突面向。譬如下面一則報導客家演藝活動的新聞，便指出： 

各界對活動的看法毀譽參半，有人對客家語無法登上學術殿堂，表示遺

憾；有人強調學術研究應與政治劃清界線；當然也有人認為活動已發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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兩岸交流的功能；至於整場活動，參與民眾不夠踴躍，則多指向宣傳不

足，還有改進的空間。［…］論文發表人黃鼎松因談到「殺朱拔毛」等歌

詞，遭大陸學者退席抗議，也令人深引為憾。（林錫霞，2001.09.05） 

  固然新聞可能是記錄現場情形，但是透過呈現交雜的聲音，讓這場活動

的性質及成果不易定位，也因而能夠引發更多省思。其中也暗示著藝文活動

並非純潔無染的去政治化之活動，易言之，在這樣的新聞報導中，凸顯出客

家文化的推動與發展仍然面臨許多危機與問題。 

（三）客家文化機構的籌設與運作 

  近年來，台灣社會推展客家文化的工作之一，便是大量興建許多客家館

舍、建物，大者如國家層級的客家文化園區，小者包括各地的客家文物館或

公園等，不管大或小，由於皆屬客家族群的重要大事，因為地方新聞出現不

少相關報導。例如苗栗銅鑼的客家大院，新聞報導寫道： 

佔地 8 公頃多的銅鑼鄉桐花公園已完成初步整地［…］客家大院將立即

動工［…］桐花公園將興建 1 座具有客家傳統特色的客家大院，讓遊客

來到這座全國唯一以桐花為主題的公園休憩時，也能深入認識客家文

化。（陳界良，2009.02.05） 

  這則新聞讓讀者知曉苗栗即將增加一處休閒場所，台灣又多了一個遊憩

空間，並且可從中觀賞客家文化，不過新聞並未提及這樣的場所是否雷同於

許多客家館舍，以及是否可能變成閒置空間，這些疑慮或許存在一些讀者的

心中，因為類似蚊子館的說法常被提出來，而客家館舍亦被認為可能有此傾

向。 

  又例如一則新聞，報導位於苗栗市大坪頂的軍方舊營區，將打造客家藝

文館，新聞指出農委會水土保持局擬補助 2000 萬元進行綠化工程，客委會也

將補助 800 萬元以上，以打造「苗栗市地勢最高的聯合表演廣場」，並設置客

家藝文館（陳界良，2009.10.01）。新聞中提及複雜的土地轉移過程，可能讓

一般讀者望之生畏，不易理解。 

  還有像下面這則新聞指出電影【1895】播出後，喚起地方人士的客家意

識，因為「客家三傑」中的徐驤是頭份鎮籍，因此「頭份鎮公所向客委會爭

取在仁愛公園設立徐驤紀念公園，已獲得 1800 萬元補助款，近期發包施做，

預計今年底完工，讓頭份人的驕傲流芳百世。」（彭健禮，2009.0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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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兩則新聞在報導客家館舍與公園的興建時，都強調所獲得補助的經

費數量，固然屬於資訊之呈現，但似有以經費金額來聯想客家文化推動及發

展的成果，傾向用金錢來衡量文化工作的績效，這也是前面提及一些文化館

舍會變成運用不當之閒置空間的主要原因之一，而媒體對相關建設議題的報

導未能走向審視實際需要及規劃內容，而一味以數量、面積、經費多寡來作

為報導主軸，實屬欠缺議題分析能力。 

  除了來自官方資源挹注的文化建設外，另有地方人士自行推展的相關行

動，例如新聞報導： 

苗栗市維新里長湯錦財提供土地，由市公所爭取經費設立維新客家文化

園區，區內設有水車、水井、泵浦及迴廊、戶外展示平台等設施，展示

犁、耙、碌碡等農耕器具，重現農村生活風貌，提供民眾一處充滿客家

文化內涵的休憩場所。（黃瑞典，2005.06.07） 

  新聞呈現地方草根力量、由下而生的行動力，象徵居民自發的族群意識

與文化關懷，成為一種民間文化自治的示範，報導清楚指出地方人、地方事，

再現出在地公民對自我生存之所在的一種文化耕耘，既是傳承族群文化，亦

是實現個人理想，在個人行動中連結小我與大我。 

（四）客家人士的文化成就 

  在苗栗的客家文化新聞中，常見者包括報導地方人士的文化成就，這些

人物包括地方菁英、士紳，也有一些平凡小民，各自對客家文化傳承做出不

同的貢獻。地方上重量級文化人物的成就，是具有新聞價值的重要大事，新

聞必然加以報導，例如以下的新聞： 

從事舞蹈表演與教學 40 多年的苗栗縣籍舞蹈家周惠丹，及曾創作「寒夜

三部曲」的知名客家作家李喬，日前獲行政院客家委員會頒發首屆「客

家貢獻獎」。（陳界良，2007.06.29） 

98 年客家貢獻獎日前揭曉，前國大代表陳運棟榮獲終身貢獻獎［…］。（彭

健禮，2009.09.22） 

  如同慣例，相關新聞羅列這些人士的主要經歷和成就，以及他∕她們的

努力過程與如今的感想。新聞以一種表彰在地之光的方式來記載這些榮耀事

蹟，兼且印證地方上人文薈萃，不負客家重鎮之稱，具有強化地方認同與族

群認同的雙重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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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了知名人士的貢獻外，也有一些較為平凡的人民自發努力，他們也同

樣締造非凡成果，譬如以下的新聞報導： 

為挽救日益流失的客家語言與文化，龔萬灶、楊政男、徐清明 3 個退休

老師，自 20 年前開始投入客語與文化的保存工作，蒐集 1 萬 2 千多條客

語詞條，歷時逾 10 年，彙編成國內第一本以四縣腔為主的《客語字音詞

典》，默默為保留與傳承客家語言奉獻心力。（陳界良，2007.08.26） 

國立苗栗農工森林科主任彭宏源與苗栗高商退休輔導主任邱紹傑，研究

與客家民族生活、習俗有關的植物，經林務局補助出版專書「臺灣客家

民族植物應用篇」，圖文並茂，獲首屆國家出版獎。（傅潮標，2009.09.03） 

  若以地方新聞呈現的人物光譜來看，可以說這些報導形塑出兼具用心、

毅力、自主、行動等品質的公民楷模，證明一般行動者擁有不可忽視的潛能。

此類新聞也同樣具有一種示範作用，強調人人皆有傳承與發揚客家文化的能

力。 

  另一種對在地人客家文化成就的報導，例如以下新聞：「中國廣播公司

苗栗電台節目主持人謝瑞珍、孫媛玲，抱回今年廣播金鐘獎非流行類節目和

社區節目兩座大獎。［…］傅學鵬肯定該台推廣客家文化的精神，對營造客

家大縣助益不少。」（楊永盛，2003.04.01）同樣的，這樣的新聞也意指著人

民的一種努力，透過盡職工作的專業表現，進而達至對族群文化的影響。就

如同從每日例行工作裡去履行公民角色，無須豐功偉蹟，卻也為整體社會鋪

墊層層基石。 

  更有一些新聞凸顯庶民跨越平凡與不平凡的界線，例如下面這則新聞： 

苗栗縣苗栗郵局的資深郵差羅昌順，上班時是騎著機車穿梭在大街小巷

送信的綠衣天使，下班後他卻是客家母語的業餘研究者，編寫客語字庫，

致力於傳承客家文化，獲行政院客家委員會聘任為諮詢委員。（傅潮標，

2009.05.30） 

  這種成就因為主角原本的尋常性而顯得更屬難得，不過也因為這種庶民

身分而意指著在致力於文化傳承的工作上，菁英與庶民之間無分軒輊，當可

激起一些讀者在閱讀後，也發出有為者亦若是之感。 

（五）兩岸客家文化交流 

  隨著兩岸情勢趨於緩和，近來年兩岸交流日益頻繁（見圖 4-1 與表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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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陸人士來台從事文教、經貿活動已為海峽兩岸彼此增加更多接觸及瞭解的

機會。新聞媒體也隨著兩岸互動增加而有相應的報導，同時這些報導和其他

新聞一樣具有建構意義與影響認識的作用。雖然由於互動的增加，人們能透

過實際接觸而提高對彼此的瞭解。然而畢竟除了少數人因工作及生活條件得

以密切接觸對岸外，許多人仍然可能是透過傳播媒體而去認識更多彼岸的人

事物，因此探討媒體報導兩岸交流能夠一窺這些交流活動，特別是彼岸如何

呈現在人民眼前。 

 

資料來源：〈兩岸統計〉，行政院陸委會，2010.07.20，取自

http://www.mac.gov.tw/public/Data/0559573271.pdf 

 

 

 

 

 

 

 

圖 4-1: 大陸人士來台從事文教交流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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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大陸來台從事文教交流核准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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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料來源：〈兩岸統計〉，內政部入出國及移民署，引自行政

院陸委會，2010.07.20，取自

http://www.mac.gov.tw/public/Data/0559573271.

pdf 

 

  台灣客家族群近來積極發展族群認同，進而爭取族群地位與權益，並有

意使台灣成為全球客家中心（行政院客委會，2010c），因而兩岸之間的客家

交流亦熱烈進行。特別是屬於客家族群聚集之地如桃竹苗地區，近來常有兩

岸客家的來往互動。而相關新聞對這些活動的報導，值得加以觀察以瞭解媒

體如何形塑互動團體及其活動的形象，如何在報導中建構兩岸客家的異與

同，如何建構兩岸客家互動的意義與可能影響。 

  例如 2007 年及 2009 年的「兩岸客家高峰論壇」，都引起一些爭議與媒

體關注，特別是《自由時報》出現若干質疑的報導（見（鄒景雯、羅添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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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10.09；彭顯鈞，2007.10.11；邱燕玲、謝文華，2009.03.19；謝文華，

2009.03.22）），在這些報導中，可看到兩岸客家交流從原本著重文教經貿及

客家事務交流，被認為有走向政治化的嫌疑，並捲入政黨之爭，儘管新聞也

有平衡報導，讓各造發聲與澄清，但在新聞媒體上，已讓兩岸客家交流產生

複雜的形象。 

  因此，有必要對近來年兩岸客家交活的新聞報導進行更系統的分析與探

討，以瞭解這些新聞以何種框架來報導相關活動，以及如何再現兩岸客家的

互動。此處特別針對《聯合報》、《中國時報》、《自由時報》對兩岸客家交流

的報導而進行分析。仍然透過三報網站的新聞資料庫檢索新聞，檢索字為客

家、兩岸、交流。三報檢索的時間範圍及所獲得的新聞則數如后：《自由時

報》2005.01.01-2010.07.21（10 則）、《中國時報》2001.01.01-2010.07.21（23

則）、《聯合報》2001.01.01-2010.07.21（56 則）。總計 89 則。下面分別從新

聞再現的兩岸客家交流，以及其中包含之交流論述的主要種類加以探討。 

1.新聞對兩岸客家交流的再現 

   在兩岸客家交流的新聞中，媒體對這些交流活動的主體予以形塑其行動

性質及設定相對位置，以下分別說明。 

(1)建構中國客家意象 

   新聞裡的中國大陸客家經常被強調其祖地、原鄉的角色及地位，是尋根

必將溯及的源頭，是有傳統客家意識者可前往謁祖之地，也是意欲深入瞭解

客家的人必須前往研究調查之場域。 

  中國客家被建構為本真的(authentic)客家，以相對於其他衍生的客家，例

如前述新聞關於來台展覽的客家族譜便意味著客家本源及始祖的一種證據

之顯現。並也以數量（二十七箱）代表著重要而不可忽視的份量。又例如中

國客家廚師來台獻技烹煮「原汁原味」的傳統客家菜（胡蓬生，2005.01.14），

便凸顯原鄉更有可能擁有客家文化的純粹性與真實性。 

  媒體再現的中國客家具有一種宏偉性，特別反映於中國客家的土樓、圍

龍屋等規模龐大的建築群，展示出一種壯大、厚重、堅固等氣勢與力量，也

意指著客家的堅韌精神。 

  新聞報導來台表演的客家藝術團體呈現一種華麗感，包括融入舞台劇、

現代劇、芭蕾舞等而展現壯觀的舞台效果。並且表演團體中包含大陸一級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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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凸顯中國客家藝術的發展成果。 

  新聞中的兩岸客家學術交流，亦反映出中國客家有能力探討客家起源，

不論是「中原南遷論」或「南方起源論」，皆屬中國客家研究的重要成果，

也由於中國客家族群人口較多，幅員較廣，歷史古蹟較多，有益於特定層面

之學術發展，並也出現幾位被視為客家研究大師的人物（例如房學嘉）。 

(2)區隔兩岸客家 

  面對兩岸的距離所形成的兩岸客家差異，不僅在交流活動中被相關人士

提起，也透過新聞而再現彼此的不同。在兩岸交流新聞中，最常被提起的便

是文化的歧異發展，而產生不同的藝文成就，例如新聞藉由主管地方文化事

務的政府官員指出兩岸客家戲曲的不同：「兩岸客家文化經過遷徒變革，逐

漸形成不同的特色，例如客家戲曲，大陸走專業路線，藝術性高，台灣則具

藏民色彩，親和力夠。」（楊憲州，2000.12.15）新聞於此處清楚劃分兩岸客

家的差異。又例如從客家採茶戲亦可看出兩岸的不同特色，新聞引用台灣戲

曲專家鄭榮興的解釋指出：  

兩岸客家採茶戲雖都源於大陸原鄉茶區的三腳採茶，但經過多年的發展

演變，已形成不同的表演形式，贛南客家採茶著重身段和舞姿，肢體語

言豐富，矮子步、單袖筒和扇子花是其特色；台灣客家採茶則講究劇情

和唱腔，故事內容感人肺腑，唱腔變化多端，被喻為「九腔十八調」，因

此同樣是欣賞客家採茶戲，別有不同感受。（楊憲州，2001.09.04） 

  這些說明再指出文化差異之際，也同時指涉彼此重視的表現形式及其隱

含價值的差異，分別在視覺、聽覺、承載意義上各有不同的著重點。反映出

同一種傳統隨著歷史變化而被後人予以不同的解讀及處置方式，在相似的認

同中存在不同的重心。 

  除了文化上的差異，在政治方面亦有不同態度，例如新聞報導大陸客家

學者房學嘉直言： 

大陸客家人比較少爭政治地位，但研究風氣沒台灣好［…］可能是不同

政治背景，客家人在兩岸所爭取權益與熱情各有不同。［…］大陸客家

人比較少為爭政治地位或爭取發言權的問題，與政府當局提出抗爭，但

台灣客家人對此非常重視。（鄭滄杰，2001.12.04） 

  這種報導並非只是呈現兩岸客家對政治的不同態度，更是反映兩岸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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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民主程度的差距。台灣解嚴後的民主進程快速發展，客家族群也趁勢

而起，特別是 1980 年代後透過介入、挪用政治力量而使客家族群的權益獲

得某種程度的成長，包括成立中央層級的主管機構（行政院客委會）、設置

客家媒體（客家電視台）、成立客家學術研究機構（交大、央大、聯大的客

家學院）、客家基本法的通過等，這些在在展現台灣客家族群積極運用民主

機制以爭取權益，凸顯出不可忽視的行動力。即使身為弱勢族群，但台灣客

家擁有別於中國客家的政治潛能，當然這其中主要是拜台灣民主環境所賜。

因而上述的新聞其實強調了兩岸政治環境的差異，以及對客家族群發展的可

能影響。 

(3)連結兩岸客家 

  兩岸客家交流對不同政治立場的媒體而言，有其不同意義，誠如前述，

有些媒體質疑當中具有政治性。但對其他媒體而言，很多報導還是強調「深

化交流、合作共贏」的觀點，並透過訴求客家本一家的族群認同來增強兩岸

客家的接近性。例如新聞在報導中提及：「要匯集兩岸力量，讓全球看見特

殊的客家精神與文化。」（蘇瑋璇，2010.06.16）反映出一種利用族群認同來

消弭差異、跨越鴻溝的意圖。 

  新聞中的兩岸客家文化與學術交流旨在希望兩岸能夠共襄盛舉，透過彼

此爭鋒激盪，以歸納兩岸客家經過千年來的遷徙變革後，如何形成各自的特

色，又將如何異中求同、持續融合發展，並「希望以老幹帶新枝方式，與台

灣客家藝術團隊同台會演，既展現兩岸客家表演藝術之特色，也期望收到薪

火相傳與眾流歸宗之效。」（楊憲州，2001.02.20） 

  除了文化藝術領域的合作，新聞也報導兩岸客家合作的經濟效益，譬如

新聞指出「世界客屬懇親大會」表面看來雖然像行禮如儀，但經濟利益及效

益卻是最主要意義，「就經濟效益而言，事實證明本屆成都世客會為四川帶

來實質經濟利益。觀光收入屬於及時效益，招商引資則為長遠利益。」（徐

尚禮，2005.10.17）新聞也強調透過兩岸輪流主辦大會，雙方將可獲得明顯

好處。 

  不過除了上述的良性合作外，若干新聞也呈現另一種具陰謀論的合作，

意指文化與經貿交流背後存在政治操弄的力量（鄒景雯、羅添斌，

2007.10.09；羅緗綸，2000.11.23），兩岸客家交流活動成為統戰與政治表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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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場所。此處的兩岸客家的建立關係與連結，被形塑成為一種可能危及國家

主體性與污染客家的形象。 

(4)顯現兩岸客家互動模式 

  前述報導進一步呈現兩岸客家交流其實包含多種互動過程，可能是共榮

共存，或共取所需，或各有盤算，以下從相關新聞觀察媒體模塑的兩岸互動

形式。 

A.合作模式（去政治化模式） 

  在許多兩岸客家交流新聞中，報導皆會強化合作的目標與精神，例如以

下幾則新聞的標題及內文：〈深化交流 合作共贏 客家高峰論壇 首度在「祖

地」召開(2-1)〉（林克倫，2010.06.22）、「［…］歡迎參與會演的兩岸團隊，

期許透過觀摩交流，深化客家文化。」（楊憲州，2001.09.04）、「［…］希望

透過兩岸客家文化學術研究與表演藝術菁英的結合討論和會演，歸納各項子

題，進而持續擴大交流，彙整完整的客家文化菁華。」（楊憲州，2001.09.01）

這些新聞強調在客家的框架下能夠建立起兩岸互動與合作的橋樑，並在排除

政治考量後，能夠提供兩岸更多和諧溝通的機會，以及加速互利互惠的互動

關係。 

  此外，這些新聞也常帶有一種歡欣氣氛，譬如一些新聞標題為〈兩岸客

家戲曲相見歡〉（陳慶居，2001.08.31a）、〈兩岸客家戲曲壓軸會演〉（楊憲州，

2001.09.04）。或如以下的新聞標題〈兩岸客家聯歡 「藝」起慶端午〉，讓兩

岸交流展露出正面與熱烈的情緒，例如該則新聞提及，「兩岸首次共同舉辦

的「客家之歌」大型電視綜藝晚會將在端午節登場，由兩岸藝人帶來客家歌

曲、舞蹈表演，全球同步直播［…］。」（蘇瑋璇，2010.06.16） 

  此種合作模式的相聞報導通常也有一種片面性，也就是原則上呈現互利

美好的一面，較少進一步分析或提供更多元的思考角度。多著重文化與經貿

層面的利益，迴避政治層面的影響。 

B.角力模式 

  相關新聞對兩岸客家交流的報導，有不少出現一種較勁、角力的陳述，

其中有的帶有一種互別苗頭的玩笑意味，例如一則報導客屬懇親大會的新

聞，引述某位重要政治人物的話說：  

去年他率 300 人團到成都參加懇親大會，但是大陸參加的客家人士卻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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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 5 萬多人，一比就被比下來了。因此這次重回台北舉辦懇親大會，雖

然規模比不上大陸，但是客家的味道一定要贏過大陸。（郭淑敏，

2006.10.24） 

  另外有些新聞則展現一種輕鬆的競賽感覺，像是關於兩岸客家戲曲交流

的新聞中，有的新聞標題為〈客家戲曲大會演 兩岸團體飆戲〉（林錫霞，

2001.08.21），有的內文寫道：「昨晚會演的兩支團隊同樣演出客家採茶戲，

頗有「尬戲」的味道［…］。好戲一上演果然便顯出較勁意味［…］。」（楊

憲州，2001.09.04） 

  或有的新聞呈現一種非正式的比賽，例如以下一則新聞〈谷關溫泉美食

會 揭開序幕 雞年吉菜 兩岸廚師較勁〉，內文提及「谷關地區的飯店業者掌

握歲末商機［…］找來大陸與台灣的廚師一比高下［…］。」（陳秋雲，

2005.01.11） 

  有的新聞則在較競意味裡隱然流露出高下輸贏的結果，譬如下面關於兩

岸客家廚藝交流的新聞： 

苗栗縣造橋鄉香格里拉樂園［…］邀請大陸金牌廚師陳鋼文和台灣大廚

梁太仁示範拿手的年菜，兩岸大廚各顯身手［…］。大陸廚師展現的年菜，

強調是「原汁原味」的傳統客家菜；台灣大廚則以客家「行酒令」為名，

端出 10 道吉祥年菜。（胡蓬生，2005.01.14） 

  這則新聞不僅在文字上凸顯大陸客家廚師是金牌廚師，調理出原汁原味

的傳統客家菜，新聞照片上也呈現出兩位廚師的不同服飾、姿態與氣勢，照

片中大陸客家廚師頭戴白高帽，繫紅領結，壯碩身材架勢十足，而台灣客家

廚師則頭戴白平帽，亦繫紅領結，但與大陸廚師的紅領結相較下則較顯不正

式，且其站立的姿勢也使得大陸廚師成為照片中的第一主角，台灣廚師則次

之。同時兩人手上端出的菜色從形狀與份量上也出現大陸客家大於台灣客家

的情形。因此雖然新聞並未明言勝負，但從新聞使用的語詞及相片中人物展

現的相對氣勢，還是令人有一種高下之別。 

  另外還有一種角力意味的新聞，則是以更隱晦的方式間接反映兩岸的差

異，例如下面一則報導兩岸客家學術交流的新聞，內文提及大陸學者對台灣

客家爭取族群權益的解讀： 

［…］不過台灣客家人是弱勢族群，因此需要成立客委會等單位爭取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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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地位或發言權，振興客家文化，政治味較濃，反觀大陸客家人比較不

重視，這可能與兩岸客家人的背景與需求不同。（曾增勳，2001.12.04） 

  事實上，這些文字上會令人感到中國學者對台灣客家民主運動的發展及

成果的看法，有一種略帶嘲諷的味道，也有一種意圖尋找藉口的傾向，究竟

是大陸政治環境未臻民主，而抑制大陸客家對民主發展的需求，或是其族群

地位真的已達平等，這些說法背後的訊息值得玩味。 

C.衝突模式 

  誠如前述，媒體由於不同立場而對兩岸交流有不同解讀，譬如特定新聞

媒體便認為這些交流活動其實有其統戰性質，包括兩岸客家論壇等看似民間

交流活動都可能遭到政治力量的滲透（自由時報，2009.04.01），使得兩岸交

流受到政治扭曲，徒然增加一些人對這些交流活動的疑慮與反感。例如有新

聞直指： 

客委會補助的兩岸客家高峰論壇，海內外參加學者五百人，有一百六十

人來自中國港澳，四天行程，僅一天開會，客委會卻砸大錢補助三百萬，

今天登場的演講主題「ＣＥＣＡ對台灣經濟的影響」，被民進黨籍立委批

評文化與學術交流為何討論政治議題？（邱燕玲、謝文華，2009.03.19） 

  在國內社會對兩岸關係仍存在某種分歧看法之際，相關的兩岸互動難免

被加以檢視與批評，特別如有爭議現象或某些傳聞出現，則更可能引發媒體

大加報導，譬如連續第二屆與第三屆的海峽兩岸客家高峰論壇，都發生爭議

事件，導致媒體特別關注，尤其是在廈門舉行的第二屆兩岸客家高峰論壇，

傳出中國欲透過客家族群而影響台灣總統選舉的消息：「據與會者透露，中

國國台辦副主任鄭立中要求台灣客家人全力支持馬英九，並稱『只要馬英九

當選台灣領導人，兩岸問題什麼都可以談』。」（鄒景雯、羅添斌，2007.10.09）

此種消息再經媒體報導後引發軒然大波，例如一些客家團體便發表聲明予以

反制，新聞提到： 

聲明指出，台灣客家人不反對客家鄉親到任何國家交流客家議題，但不

應被抹上政治議題，希望台灣客家鄉親在中國訪問時，應知道我們住在

民主台灣，我們有自主性，不會支持中國指定的領導人。（彭顯鈞，

2007.10.11） 

  至此，交流活動透過媒體報導而蒙上政治色彩，呈現高度爭議性，使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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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本的文經交流意義變得可疑，例如也有新聞引述政治人物的話指出：「立

委翁金珠也批評，近期兩岸客家族譜文物展，內容都是中國族譜，擺明要台

灣客家人『認祖歸宗』。」（邱燕玲、謝文華，2009.03.19）此處，透過政治

觀點的解讀，兩岸客家互動似經過特定的政治操作，欲藉由引導族群認同而

影響國家認同，文化活動所隱含的政治含意讓兩岸交流出現更複雜的面向。 

  媒體的報導反映出對部分社會而言，兩岸交流成為一種具有危險的活

動，似乎潛藏著陷阱，也意味著交流的底層其實蘊含著衝突，譬如一則新聞

報導地方首長赴大陸參加「世界客屬總會懇親大會」所引發的失落感，新聞

提到這次出訪原本「代表新政府表達誠意和善意，但客家懇親會中［…］中

共官員更繞著統一問題打轉，政治味十足。」（羅緗綸，2000.11.23）該報導

強調雙方動機的不同，致使交流活動往往流於形式，無法達成相互瞭解的目

標，也因此可能產生不利影響。 

  對此，新聞也報導官方的態度，例如主管兩岸交流的政府機構經由新聞

表示，「政府鼓勵兩岸民間正常往來，但不應帶有特殊的政治企圖及目的［…

］。」（鄒景雯、羅添斌，2007.10.09）另外，國內主管客家事務的政治首長

也透過媒體強調「兩岸客家交流最好避免政治議題」（林嘉琪，2009.03.21）。 

  簡言之，兩岸客家交流在新聞中呈現出多重形象，除了文教經貿方面的

去政治化之互動外，還包括含有敵意的接觸與互動，這種互動形式意指著客

家可能被挪用於政治操作，被當成兩岸政治權力的工具。 

(5)呈現當代客家的轉型 

  透過上述的新聞再現，兩岸客家交流的報導也反映及對比兩岸客家面對

現代化趨勢而出現的轉變方向，其中犖犖大者包括以下幾項。 

  第一，政治方面。最明顯的便是兩岸客家因政治環境差異而產生不同的

發展。台灣由於追求民主政治，為客家提供一個可以自由爭取權益的場域，

八０年代後期始，台灣客家運動的蓬勃發展成為令客家引以為傲的一段歷

史，台灣客家試圖擺脫傳統客家人入山入林、不問政治的隱形人形象，轉而

努力追求族群地位與文化傳承（宋學文、黎寶文，2006；曾逸昌，2002；施

正鋒，2004）。而正如前述新聞呈現大陸客家學者對此的解讀，這些報導對

比出中國客家在政治方面的低調與沉默。事實上，不管原因為何，兩岸客家

在政治領域上，已經透過新聞再現而被建構出不同的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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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飲食文化方面。在兩岸客家交流的新聞中，客家飲食皆融合新式

料理文化，發展出非純粹的傳統客家飲食，雖然相關新聞中仍然夾雜著傳統

論述，譬如強調傳統的食材、菜色、烹調方式等，但實際上都顯現出跳脫傳

統作法，結合新式廚藝，甚至創新而發展出現代風格。 

  第三，藝文方面。兩岸客家藝文交流是相關新聞中的大宗，既符合客家

文化傳承的主張，亦避免政治爭議。在這些藝文交流的新聞內，猶如前面的

舉例說明，可看出兩岸客家藝文發展的不同方向，譬如客家戲曲的表現形

式，各有著重的發展特色。 

  第四，學術方面。以相關新聞的報導內容來看，基本上不易看出兩岸客

家學術研究的差異，在學術交流的新聞中，大多只約略提及相關學者，以及

會議的主要討論方向，並未有充分資訊據以質辨識其中不同。但從新聞提及

相關人士的說法，則可間接透露出兩岸的差異，例如前述新聞提及中國客家

學者指出大陸客家的研究風氣不如台灣，再者由於中國客家對政治議題的迴

避，都可反映出兩岸客家學術的不同發展。 

2.兩岸客家交流的新聞論述  

  隨著兩岸交流活動日增，客家亦同樣在兩岸之間進行互動。由於苗栗是

台灣客家大縣，且設有客家學術研究機構，因而地方也有兩岸交流活動，地

方新聞亦報導相關事件，呈現兩岸客家在藝文與學術層面的對話及交流。這

些新聞報導也顯現出目前兩岸客家的來往著重於經貿合作與文化交流兩大

主軸。在文化交流方面，相關新聞例如以下：「客家戲曲會演，除榮興客家

採茶劇團為本土客家團體，還有來自大陸的梅州、贛南及萍鄉三團，雖都是

客家劇團，但從劇服、道具和演出方式，卻各具地方特色。」（陳慶居，

2001.08.31b） 

  新聞指出透過舉辦會演，讓兩岸客家得以彼此認識與觀摩，新聞內文並

分別介紹各劇團的發展及特性，有助於讀者瞭解這些團體及相關的客家文

化，特別是中國客家的風情。 

  相關報導也呈現兩岸客家彼此對對方的看法，例如下面新聞提及苗栗縣

府主秘指出： 

［…］以苗栗市建功國小為例，該校二千五百名學生，不到三分之一會

講客家話，在公開場合甚至已成為「隱形」客家人。他認為大陸客家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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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的文化保持和母語推廣，都做得比國內好。梅州藝術學校校長徐秋菊，

卻肯定苗栗以一個規模不大、人口也不多的縣市政府，舉辦深具意義的

兩岸客家文化交流，有助客家文化傳承。（陳慶居，2001.08.31a） 

  不過新聞並未提及大陸客家的文化保存和母語推廣之所以做得不錯，是

由於哪些條件及因素的影響，因而無法判斷這種比較是否具有意義與真實

性，也無法瞭解是否能夠從大陸客家獲得怎樣的學習。 

  或有新聞指出兩岸客家文化各自演化出不同風格，例如以下新聞提到： 

周錦宏表示，大陸的採茶戲，不論是唱腔或身段均已加入大量京劇內涵，

舉手投足間均展現華美、亮麗的舞台效果，而台灣的採茶戲，多年來仍

靠廟會支撐，仍保留平實、樸素的鄉土風格，各有長短，希望透過交流，

能為兩岸採茶戲加強互動性。（林錫霞，2001.02.20） 

  這裡可見兩岸對比下的差異，也分別大致說明各自的特性，可略窺客家

因地域分離而產生的演變軌跡。 

  有些新聞則提及大陸客家單位提供珍貴文物來台展覽，譬如下面這則新

聞對客家族譜展的報導： 

兩岸客家族譜文物展昨天在苗栗縣登場［…］福建省上杭縣客家族譜館

［…］裝成 27 大箱送來台交流展出［…］。這是兩岸第一次族譜交流，

苗栗縣長劉政鴻陪同上杭縣文化體育出版局副局長丘昌生等人，魚貫走

過貼有「一等人忠臣孝子」、「兩件事讀書耕田」對聯的客家宅院大門［…

］。（范榮達，2009.04.22） 

  新聞說明來台展出文物的主要內容及其珍貴性，包括大陸二級文物，或

可激起一些人對客家尋根的好奇，但也可能只限於有興趣的讀者，至於一般

年輕人可能不會有詳細閱讀的動機，特別是整則新聞的內容具有相當的傳統

意識，和現代很多人的生活脫節。 

  在學術方面，兩岸客家交流的新聞時有所見，例如下面一則新聞： 

國立聯合大學客家研究學院 22 日將前往廣東省嘉應大學參加 2009 年「走

進客家社會」田野調查研習營［…］對苗栗縣客家研究更有幫助［…］

廣東梅州有「世界客都」之稱，嘉應大學是客家學研究重鎮，而聯大所

在的苗栗縣是客家大縣，也是四縣客家話大本營，嘉應大學多年客家學

研究的成果可作為借鏡，讓聯大的客家研究邁向國際化［…］。（祁容玉，



 

 512

2009.08.20） 

  這則新聞明顯強調參訪與交流對台灣客家研究的助益，反映兩者相對的

資源差異及地位。當然，這樣的新聞也告知讀者關於苗栗在地客家發展的某

些脈絡及努力方向，特別可讓在地讀者瞭解當地學術機構的發展動態，強化

學術機構與地方的關係。 

  或有些新聞則側重指出兩岸客家之間的淵源，例如下面新聞報導客家儺

劇與客家齋教的可能關係： 

苗栗縣文化局長［…］日前走訪江西省贛南一帶，發現當地民間保留的

客家儺劇，可能是台灣客家齋教的前身［…］客家儺劇與客家齋教之間，

因為均帶有面具，兩者之間可能有所關聯［…］。（林錫霞，2001.02.20） 

  這些說明雖屬未確定之論，但仍然可明顯產生聯想二者的關係，也讓讀

者想像民間習俗所具有的相關歷史脈絡，進而連結異地與在地的文化傳統。 

  綜觀兩岸客家交流新聞，大致包含幾種論述：始源論述∕在地論述、相

同論述∕差異論述、傳統論述∕創新論述。 

(1)始源（原鄉）論述∕在地論述 

  在相關新聞中，很明顯看出一再重複「系出同源 vs.在地生根」的論點，

既強調客家的起自中原、數次遷徙、分佈閩粵贛、擴散海外等歷史，包括對

客家祖地和客家始源的強化；另一方面也強調歷經遷移、離散，客家在各地

落地生根，而發展成各種結合不同地方文化的客家族群。 

  類似客家原鄉及客家祖籍地等語詞的使用，在在凸顯大陸客家總其源頭

的地位，其他地方的客家則為派生，本源與派生之間存在一種位階，後者傾

向屬於前者之後，本源往往被賦予最真的、最純粹的、珍貴的，甚至權威的

意涵。 

(2)相同論述∕差異論述 

  既然系出同源，因而即使分殊至各地而有不同的在地發展，仍然可見到

異中有同，在相關新聞中呈現透過交流和比較，而反映出兩岸客家的相同與

相異之處，進而既一面形塑共有的族群認同，另一方面又為差異及獨特性保

留空間。 

  在相同的部分，經常以「同祖同源」、「同根同源」等用語來強調客家有

其核心的、本質的共同性，因而應有共有的認同，雖然派生後的各地客家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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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各地條件差異而發展不同的特色，然而萬變不離其宗，相同的根源仍可統

攝各種差異，成為所有分支的共同主幹。至於各地差異也代表各有其獨特認

同，是和在地融合後的特殊生命展現，代表一種後生與新生，也有可自立系

統的意味。 

(3)傳統論述∕創新論述 

  上述異同表現於新聞報導時指出大陸客家與台灣客家的各自發展特

性，反映一種「傳統 vs.創新」的論述，例如大陸客家由於閩西土樓獲得世界

文化遺產的認證，而成客家傳統的一種榮耀，相較於大陸客家有更多的傳統

與史蹟可以做為認同的助力，台灣客家則在近年來日漸走向強調文化創新之

路，譬如行政院客委會力推的桐花文化創新。不過這其中依然有其各自對傳

統及創新的耕耘，例如前述新聞提及大陸客家劇團的改革發展，以及台灣客

家劇團保留平實樸素的鄉土風格。 

  又如同《聯合報》一則新聞〈梅州原鄉味 台灣行酒令 兩岸大廚同台比

手藝 客家年菜宴競香〉（胡蓬生，2005.01.14），新聞報導中國客家廚師展示

「原汁原味」的傳統客家菜，但新聞照片內的廚師們都穿著現代白色廚師

服、紅色領結、白色廚師帽，和傳統客家菜之間呈現明顯對比。 

  綜合觀之，兩岸客家交流新聞隨著兩岸客家族群互動的增加而出現多種

類的報導，這些報導由於媒體立場而有不同的報導重點及評論，《聯合報》

與《中國時報》較傾向報導相關活動的正面意涵，而《自由時報》著重批判

交流活動的政治色彩。一般而言，相關新聞論述都強調兩岸客家交流應避免

包含政治成分，但若以同屬弱勢族群而言，這些交流應可分享彼此如何各自

在主流環境中追求族群文化多樣性與發聲機會，相互交換族群民主多元發展

的心得，可惜在新聞中看到交流與互動的議題多只是文化活動及學術研究

（也是偏向語言文化領域），並未出現關於民主發展的議題。這些活動雖然

是在進行彼此觀摩，但對語言文化的政治面向著墨不多。 

二、苗栗地方的客家教育新聞 

  在相關的教育新聞中，主要可從對基礎教育及高等教育的報導加以觀

察，這些新聞都著重報導對客家文化的紮根與深化工作。 

（一）基礎教育新聞 

  此種新聞主要分成兩大類，客家文化教學的推廣工作，以及教學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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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分別說明。 

1.客語及客家文化的教學與推廣 

  在基礎教育裡，客家文化的重點工作在推動客語生活學校，讓學童參與

客語教學及客家文化學習，相關地方新聞經常報導這類學校新聞，例如： 

建功國小 1800 多名學生，有 70%以上是客家人。［…］每周一是母語日，

小朋友要用自己母語問候師長，用母語交談，學校另安排視訊教學教學

生 客家諺語、俚語、物品名稱，同時教唱客家歌謠等。（陳慶居，

2005.06.28） 

苗栗縣珍喜盃客語演講比賽昨天起在頭份國小舉行［…］小朋友在台上

以客語說故事，展現流利的母語能力，今天將進行國小高年級組、國中

組比賽。（陳界良，2009.03.29） 

  苗栗新聞不時報導地方中小學在客語教學及推展客家文化上的主要計

畫與實施情形，向社會大眾（特別是在地鄉親）說明地方的基礎教育對客家

語言文化的推動與進展，有一種向客家父老鄉親進行報告的意味，當然也是

證明地方教育不負客家族群之眾望，已經確實執行客家語言文化的紮根工

作。 

  以文化霸權的觀點而言（Adorno & Horkheimer, 1979），語言文化是一種

權力場域，其中充滿著意義與價值之抗爭，一直被視為屬於「意識形態國家

機器」(ideological state apparatuses, ISAs) 的重要組成（Althusser, 1971），先

進資本主義社會的支配權力必然仰賴在此獲得領導與控制。語言不僅是表意

的媒介，更是建構意義與真實的工具，爭取語言權即等於發聲權及詮釋權。

近來台灣社會也傾向符膺多元文化的潮流，母語教育漸受重視，客家族群積

極推廣客語，已從基層教育著手建立客語學習環境，以利語言文化的傳承。 

  基礎國民教育是建構想像共同體（特別是國家認同）的重要機制之一

（Anderson, 1991），語言文化並非無涉意識形態的中性知識，因此基礎教育

的內容成為權力角逐者必爭之地。上述觀念對現代公民而言應屬基本認識，

台灣社會也可看到關於教科書內容的爭議，其中充滿政治意識形態的抗爭。

然而在苗栗的教育新聞中、在經常出現的語言文化教學新聞裡，讀者是否能

夠感受到上述現象？新聞文本是否能夠讓讀者去思辨語言文化的政治意義

與權力意涵？抑或只是從族群位置而理所當然地設想母語教學的必然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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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客語及文化教學的成果

 既然語言文化教學已有計畫與執行方案，自然必須檢視這些計畫的成

果，據以評估教學工作的成敗並進行檢討改進。因此地方新聞也時常報導客

語文化教學的績效，特別是獲獎事蹟，以資證明地方政府與教學機構在推動

客家文化上的效能。譬如以下新聞：

苗市文山國小學童，五日上午用表演話劇、歌謠方式，展現學習客語的

成果，從小朋友一口標準的客家話，顯示了母語已在該校扎根。（李俊平，

2003.11.06） 

苗栗縣推動母語生活學校，不但拿到全國客語競賽 4 連霸［…］。（李信

宏，2009.12.24） 

苗栗縣代表隊在全國閩客語拼音競賽與客語生活學校觀摩示範賽中，老

師和學生表現出色，成績亮麗［…］讓苗栗成為名副其實的客家大縣。（陳

慶居，2007.12.06） 

苑裡鎮文苑國小、公館鄉公館國小與南庄鄉蓬萊國小，用心推動母語傳

承［…］獲教育部評鑑為全國推動鄉土語言教學績優學校。（張勳騰、楊

倩慧、彭志光，2007.05.26） 

 能夠有優異的表現及獲獎都是對客語文化教學成果的有力證明，當然，

除了得獎外，更重要的是，語言文化必須落實於日常生活，因此新聞也報導

「曾在全國客語生活學校總決賽獲得相聲及客家歌謠雙料冠軍的公館國

小，將客語教學融入生活中，如教小朋友客語電話禮貌、鼓勵他們多以客語

交談。」（張勳騰、楊倩慧、彭志光，2007.05.26）如此表現出學習成果具有

實際作用，能夠涵化客家後生的真正客語及文化精神。

 上述基礎教育的客語教學新聞其實亦反映當前台灣客家族群對客家事

務的關注重心——語言文化的式微讓客家人產生危機感，並強調透過基層教

育的紮根是解決問題的主要方法之一——由於挽救客語被視為當務之急，苗

栗的教育新聞如同呼應此種心聲，也使關心這些課題的讀者能夠瞭解此一問

題的處置與結果，尤其是屬於教育領域內的概況，

（二）高等教育新聞

 在高等教育方面，地方新聞主要報導在地大學的發展動態，包括客家研

究單位的設置，以及相關研究活動的進行及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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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客家研究單位的設立 

  除了耕耘基礎教育之外，台灣客家的發展方向之一是朝向高等教育、學

術研究，在客家人聚集之桃竹苗等地分別成立客家學院，因而苗栗在地學術

單位之籌設便成為地方新聞中的重要事件，例如新聞報導： 

國內首座大學院校全球客家研究中心，廿日在國立聯合技術學院成立［…

］該中心將肩負研究客家族群政策、傳承客家文化等使命。（楊永盛，

2003.03.21） 

  此則新聞還同時提到，當時有客委會主委葉菊蘭、國策顧問李喬等客家

大老前往道賀，期勉該中心成為「肩負與世界客家學接軌的研究重任」。該

校即將升格為大學，並將成立客家學院，希望能夠以「立足苗栗、胸懷客家、

放眼全球」來展現好客的具體行動，扮演與世界接軌的 NGO 角色，並與世

界各地的客家學者互動。 

  台灣以多族群社會而朝向多元文化的理念，客家也積極追求族群權益，

包括語言、文化、政治、媒體、學術等層面都納入保障族群利益與提升族群

地位的考量範圍內。在學術方面，「客家基本法」第十一條指出，政府應積

極獎勵客家學術研究，鼓勵大學校院設立客家學術相關院、系、所與學位學

程，發展及厚植客家知識體系（行政院客委會，2010c）。目前桃竹苗皆有客

家研究學院的設立，客委會對客家研究也有諸多補助與獎勵，對深化客家發

展有其重要性。 

  客家成為一項學術研究課題或一個學術領域（楊國鑫，2005），都能夠

為族群提供更多發展機會。若從新聞再現的角度來看，則相關新聞也以高度

期待的態度來加以報導，新聞內文呈現鼓勵、讚許的心情。不過大體上，新

聞只是從一般性觀點進行說明，並未觸及更深入與複雜之學術資源分配與運

用的問題，比較不易讓一般讀者瞭解或進一步思考相關議題。 

2.客家研究活動的進行 

  除了從事研究外，學術機構也被期待與地方結合，以避免和社區脫節而

成為孤立的象牙塔，苗栗地方新聞也呈現學校在這方面的努力，例如在一則

報導十八鄉鎮市終身學習高峰會活動的新聞中提及： 

聯合大學走進社區、融入地方，積極發揚「好客滋生愛苗」精神［…］

宣示推展客家文化決心，並以十八間教室分別代表十八個鄉鎮融入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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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色，邀請十八鄉鎮市長與書法家舉行教室掛牌典禮。（楊震海，

2003.11.26） 

  在此，新聞意指著學校能夠建立與社區的良好關係，透過融入社區而將

學術與實踐合而為一，間接指出學術機構應有社區關懷與社會責任，以學術

回饋地方、繁榮地方，追求學校與社區雙贏的發展策略。 

  另一方面，新聞也報導學生的動態，特別是關於客家的活動，下面一則

新聞提到學生社團的情形： 

苗栗縣國立聯合技術學院去年成立客家文化研習社，迄今成員近五十

人，但客家籍子弟卻不到十人，參加客家社的同學多數是外地學生，他

們來苗栗求學，也希望認識這裡及客家文化。（胡蓬生，2003.04.04） 

  新聞反映出客家文化的吸引力，即使是非客家的外地人亦入境問俗，願

意學習與親近客家，也同時證實學校對傳承客家文化與培養客家後生，確實

有其成效。 

  綜觀苗栗的文教新聞由於地方上客家文化的推動及發展而顯現出新聞

的豐富性與多樣性，頗為生動地呈現苗栗客家在文教層面的發展風貌，如能

在相關議題的框架及深度上進一步設計及處理，則將更能使讀者領會苗栗地

方的客家人文，並引導讀者在閱讀相關新聞時能夠產生更多元與更具反思能

力的解讀。 

 

第三節 苗栗地方的客家產經新聞 

  本節探討苗栗新聞中的產業及經濟等相關報導，主要分成客家產業新聞

與桐花創意產業新聞兩部分，由於桐花祭是近來台灣客家產業經濟中具指標

性的文創產業，因而特別獨立出來分析其相關新聞。 

一、苗栗地方的客家產業新聞 

  在客家產業新聞方面，主要分別從休閒觀光新聞與客家美食新聞加以說

明，這些皆屬苗栗著力很深的產業。 

（一）休閒觀光及其他產業新聞 

  苗栗致力於推動觀光休閒產業，規劃有各種節慶活動，並強力發展十八

鄉鎮所擁有的自然人文生態景觀，以作為旅遊觀光的重要資源。在相關新聞

中，可見到以下幾類的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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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政策層面 

  台灣近來積極發展觀光產業，在政策引導之下，苗栗也同樣以此作為縣

政發展目標，希望憑藉苗栗特有的族群、生態、人文、農果等資源作為創造

苗栗產業生機的基礎，其中不少與客家有關，客家產業成為客家發展的重要

領域之一（張維安、謝世忠，2004；謝登旺，2005）。地方新聞也呈現苗栗

的產業發展動態，指出相關的政策方向，例如以下新聞提到： 

縣府將今年訂為「苗栗客家年」及「苗栗觀光年」， 全力推動客家文化

及觀光產業，每兩個月舉辦一場大型活動，獲得各界肯定。為完成中央

「二ＯＯ八觀光客倍增計畫」，明年苗栗縣將請出「觀光大使」來代言［…

］。（許俊傑，2003.12.19） 

  新聞凸顯地方的發展策略與中央政策之間具有一致性，因而意味著前者

有其正當性，並且可能獲得中央支持；也或者意指著地方有必要遵循中央的

政策，特別是地方與中央政府的執政者屬於同一政黨。但不管如何，新聞已

清楚指出客家文化必須與觀光建立密切關係，意味著客家發展的重要性是包

括作為一種產業，也就是成為一種具有經濟價值的族群文化。 

  另一則新聞的標題為〈客家文創論壇 產官學激盪 客家商機一波波〉（范

榮達、胡蓬生，2009.06.17）更是直接明確告訴讀者，應該如何認識及把握

「客家商機」，似乎意指著此已成毋庸置疑的發展方向，或者暗示著客家族

群將必然從中獲益。事實上，應該說這類新聞只是再現目前居於主流的文創

思維，客家商機亦只是台灣文創發展趨勢中的一部分。此種新聞係主流媒體

大多趨近支配性價值的又一例證，其主要問題在於可能壓抑或排擠其他不同

的觀點。 

  上述政策立場的再現也可見於下面一則新聞： 

客委會主委李永得昨天走訪國泰玻璃、天春窯業、英記奶坊等商家，了

解這些客家特色產業的輔導成果，對業者力圖轉型經營的用心給予肯

定，鼓勵業者做異業結盟，行銷效果將倍增，客委會也將持續協助。（林

玉文，2007.08.03） 

  同樣的，這則新聞表現出客家產業在官方的獎掖下有明顯成果，可成為

一種示範，也形同進一步確證前述客家產業政策的正確性。如此一來，客家

文創產業的相關討論便侷限於特定框架內，較無法提供其他方向讓讀者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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更多不同的觀點，包括一些對文創的檢討及批評的聲音（e.g., Gibson & Kong, 

2005；Galloway & Dunlop, 2007；王俐容，2005）。此處並非懷疑客家的文創

走向，而是強調新聞對客家文創的論述可能偏向一致，而非將之建構成一個

能夠進行更多元及開放討論的議題。 

2.行銷策略 

  接續前面來看，既有產業政策之報導，苗栗新聞中也包含一些宣傳行銷

苗栗觀光及產業的報導，例如下面的新聞： 

縣府［…］首度拍攝「苗栗觀光旅遊影片」，昨天發表首播，透過鏡頭向

全國民眾推銷苗栗的觀光之美。［…］苗栗觀光旅遊 DVD 共發行一千片，

有中文、英文及日文三種版本，分送給縣內各飯店、觀光業者、圖書館

及全國各縣市政府播映。（李信宏，2007.12.11） 

國際文化觀光局共發行十九張新版產業特色借書卡［…］十九張卡片的

外觀［…］代表在地產業生活化印象，例如後龍鄉是西瓜原鄉、漁港風

情；通霄古蹟神社、三灣鄉是令人垂涎的三灣梨；公館鄉新鮮紅棗等。（楊

倩慧，2007.12.18） 

若想利用假日前往苗栗假面藝術節，苗栗縣文化局現在推薦多個位於公

館鄉的特色民宿，供民眾喝茶聊天或住一宿。（許斐莉，2005.03.28） 

  這些新聞也代表政府透過媒體向人民報告政府對地方觀光產業的努力

情形，既包括強化讀者對地方的認同，也意味政府協助地方人民的生計發

展，克盡政府的職責。但更重要的是，經由新聞報導這些行銷策略及內容，

猶如一再強調地方的價值，包括指出價值的種類為何？何處何物擁有哪種價

值？對哪些人產生價值？以及哪些人可能是這些價值的產製者，後者併同意

味著他∕她∕它們對地方的貢獻。換言之，其中包含一套論述，而且是一套

關於地方的論述，也由於新聞指出它們是官方策動的行銷手法，因此也等於

向讀者說明它們係代表官方的論述，是官方對地方的詮釋，因而具有一種權

威性質。 

  從某個角度來看，這些新聞確可引發美好的想像，對在地居民而言，也

有可能增強人民與地方的緊密情感，但也因為這些行銷是採取一種唯美化與

浪漫化方式，竟至反而迂迴地暗示著某種非真實、非客觀的可能性存在，如

果再結合前面所指論述的權威性，則這種訊息似又代表著一種權威的虛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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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或是虛假的權威，從而顛覆之前原本所欲彰顯的論述意義。 

3.重要的產業成果 

  在相關新聞中，報導在地產業的發展成果亦是重要的一部分，例如以下

的報導： 

東方美人茶又稱「白毫烏龍」或「椪風茶」，是客家庄特有的茶種，苗栗

縣境內頭份、三灣、銅鑼等七個鄉鎮皆有種植，其中頭份地區因毗鄰海

岸，加上氣候、土壤、地形等特殊條件巧妙結合，日據時代即被日本政

府評定為最佳產區。（簡光義，2009.07.15） 

苗栗縣卓蘭鎮壢西坪、三義鄉舊山線、公館鄉黃金小鎮，經農委會核定

後，公告劃設為休閒農業區，昨天在明德水庫舉辦說明會，並展示農特

產品與文化創意商品，秀出 3 處休閒農業區的特色。（陳界良，2009.04.18a） 

公館鄉蔬菜產銷班第二班以種植芥菜、製作福菜為主，班員用傳統方法

生產出不含防腐劑的福菜相關產品，品質獲得肯定，行銷全國各地，今

年獲農委會評選為全國十大優良產銷班。（陳界良，2009.10.17） 

  這些產業新聞並非只是報導地方經濟動態，其實也具有建構與強化地方

及族群認同的功能，透過說明地方產業經營特色及成果，讓外地讀者認識當

地的經濟狀態，也使在地讀者經由新聞媒體而再度確認社區的圖像、地方的

價值、以及個人與地方的可能關係。 

  然而另有一些新聞所呈現的形式及風格可能產生不同意義，例如下面一

則新聞的標題為〈精緻農特產 農會搖錢樹 銅鑼生桔醬、公館客家伴手禮熱

賣〉（陳彥豪，2005.03.30），這裡固然也是指出地方產業的發展成效，但在

強調「精緻」之後，「搖錢樹」之措詞卻使突顯一種拜物意義，成為干擾的

意義添加物，徒然製造不當的新聞框架。 

4.民間的配合 

  在許多報導地方產業發展的新聞中，大多呈現官方主導的形象，不過其

中也夾雜一些民間自發行動的新聞，譬如以下的報導： 

「如果地不賣，地還是地，不會變成錢」，世居大湖鄉馬那邦山下的徐宗

騰捐出兩百多坪土地要蓋客家藝文工坊，他認為將來完工後，「那地就不

只是地，可以帶動地方休閒觀光產業發展，捐地不會後悔」。（范榮達，

2007.0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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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則報導意在強調居民對地方發展的認同，新聞也有樹立楷模的意味，

彰顯熱心公益之公民對客家文化與地方展業提供雙重貢獻，不無意圖產生號

召之效果。不過如同前述，這裡在重新詮釋土地的利用及再生價值時，似有

過於商品化的現象，一方面強調土地作為傳承客家文化之用，似具公益價

值，但另一方面卻又指出這些公益價值最終要轉換成經濟價值，雖然二者未

必互斥，但事實上當最後經濟價值更具主導性時，還是有可能損及前者。換

言之，此處引導讀者思考的框架有可能在兩種價值之間有所偏倚，反映一種

對土地及地方資源的特定詮釋角度。 

5.相關產業活動 

  由於苗栗力推休閒觀光產業，因此地方新聞中經常出現各類相關報導，

這類報導招攬遊客的用意很明顯，新聞形同一種促銷手段，例如以下的新聞

標題：〈通霄、三灣花海 繽紛迎客〉（張勳騰、彭健禮，2009.01.19）、〈大湖

水梨促銷 今天有吃有玩〉（張勳騰，2009.06.27）、〈拚觀光新招／明德水庫 夜

夜水舞秀〉（傅潮標，2009.03.31）。或者新聞中強調這些活動受到民眾的喜

愛，譬如下面這則新聞：「苗栗縣南瓜產業博覽會將於 6 月 13、14 日在造橋

鄉登場，造橋木炭博物館也配合設計相關商品，推出『南瓜炭寶寶』［…］

遊客詢問度高。」（彭健禮，2009.05.13）。 

  嚴格而言，這類新聞確實有助於提高活動的能見度，也可能吸引民眾前

往，基本上是觀光休閒產業在運作中必須媒體配合廣宣之重要環節。另一方

面，媒體為抓住讀者的注意力並提高閱讀動機，而採取較直接訴求讀者感官

刺激，在目前媒體市場高度競爭的環境下，也有其不得不然的壓力，難以過

度苛責，不過值得注意的是，由於有許多活動設計原本就較欠缺文化論述，

易令人有傾向以提供商品及增加商機為主要考量之感，因此新聞報導似也難

呈現更多深度訊息；但亦有少數新聞能夠透過更大篇幅及歷史背景陳述而使

讀者更進一步瞭解產業及活動，例如一則與紅棗產業相關的新聞〈紅棗熟

了！苗栗公館出運了！〉（陳志東，2009.07.25）便具有這樣的特質，報導中

敘述早年公館石圍牆種植紅棗係為了防禦原住民，涉及原客衝突的歷史，這

些資訊讓讀者能夠初步認識地方產業的過去經歷，促使建構產業的人文意

義。 

（二）客家美食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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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苗栗地方新聞中關於客家美食的報導成為一種吸引人注意的新聞，美食

報導本就有其引人入勝之處，很容易產生閱讀愉悅。客家美食近來也成為台

灣美食中的重要一類，客家飲食透過改良與融合新方式而漸走向著重美食風

格，已成為一種文化消費（賴守誠，2006）。客家美食作為一種產業也成為

客家發展中的一部分，亦是苗栗客家新聞中的常見報導。大致上，這些報導

強調客家美食的幾種特色，包括傳統取向、健康取向、創新取向，創新取向

又包含中西合併、異國風等，這些特色反映客家美食的多樣性與創新性。 

  在相關報導中，有一類新聞如同商品型錄式報導，例如一則新聞〈好吃

的客家菜 這裡有〉（范榮達，2001.02.03），此處新聞內容主要羅列商家的基

本資訊，明顯地預設讀者為消費者，提供功能性資訊以滿足消費者或顧客的

需求。至於其他美食新聞則以下面幾類分別說明。     

1.政府協助推廣 

  在地方政府推廣客家美食的新聞中，強調透過官方的主導與規劃而提升

地方美食產業的發展，這些新聞如下：   

苗栗縣政府將今年訂為客家文化飲食年，最近縣文化局出版「戀戀客家

味」食譜，辦理苗栗地區客家風味餐廳認證［…］文化局加強行銷客家

美食，經數月評選，在縣內認證卅家客家美食風味餐廳［…］。（胡蓬生，

2003.12.23） 

苗栗市公所為推廣客家美食，配合春節促銷，昨天製作「美食燈籠」，選

定廿二家具傳統客家風味的美食店懸掛，不管本地或外地人，想吃道地

客家菜，跟著燈籠就對了。（許俊傑，2003.01.28） 

  這些新聞值得觀察之處在於，新聞告知讀者政府在指認美食上的角色與

功能，然而美味此一範疇所涉及的原應屬於個人的感受或是民間的口碑，不

過此刻卻是由官方予以界定，新聞的報導形同強化官方定義的權威，出現一

種由官方確證的美味、對味蕾經驗的指導，這種現象頗值得玩味。  

2.優異表現 

  美食新聞包含一種報導美食競技的新聞，突顯客家美食是處於一種競爭

因而不斷進步的情形，例如以下的報導： 

開在苗栗三義舊市區的蒸烹派是家客家餐館，推出的菜餚傳統與創新兼

具，去年底曾受邀參加苗栗縣政府舉辦的客家美食創意料理比賽，獲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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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組第 1 名，目前就推出了得獎料理。（羅惠鈴，2009.03.11） 

〈家庭主婦 稻香料理冠軍 王秀麗賣猪肉小販 勇奪客家菜組第一名 技

驚餐飲界 盼藉此技開創一片天〉（楊憲州，2003.10.08） 

  此類新聞意指美食產業發展的機制之一，提供業者得以經由參與此一機

制而強化競爭力，提升個體及整體產業的素質，換言之，也意味著該產業是

一種具有進步潛能的產業，因此產業從事者將能夠獲得發展機會，也間接有

鼓勵人們加入的言外之意。 

  除了上述強調優異廚藝的新聞外，另一種突顯美食產業表現的新聞是指

出其市場潛能，例如以下這則新聞： 

肉粄是客家人必備的傳統年菜之一，苗栗縣苗栗市南苗市場一攤傳承 2

代、經營 40 多年的怡香軒客家米食，因口感佳、用料實在，除在地人捧

場，不少外地民眾也指名購買。（彭健禮，2009.01.22） 

  這裡透過提到客家優質美食的市場來呈現該產業的成長空間，另一方面

也指出之所以有此成就的原因──口感佳、用料實在──一種工作倫理及商

業道德，將之帶入產業發展的脈絡裡，既呈現客家美食產業的市場面向，也

間接意指世代傳承的固有美德，或是客家人的美德。在這樣的新聞片段中已

包含著對客家文化及傳統的多重訊息，但由於新聞重點是介紹個別店家，內

容如同當前常見的一般美食報導，當過多類似的報導出現時，其實容易使人

麻木，未必能夠引人深思，除非內容有所突破，提供更具結構面的線索，方

能使讀者在閱讀時能夠產生反思。 

3.傳統取向 

  客家美食中常被強調的一種是標榜古早味的傳統美食，例如下面的報

導： 

苗栗市北安街「賴屋伙房阿婆菜」，有碗廚、醃缸等擺設，連老蘿蔔乾湯、

米醬 猪油渣等難得一見的阿婆菜都吃得到，古早味十足。（范榮達，

2001.11.03） 

走進苗栗市至公路建台中學旁的客家米食棧，就會有一種特殊的感覺，

賣的是純手工製作的客家米粽、蘿蔔糕及蚵仔麵線等傳統小吃，長板凳、

四方桌、大陶缸、木頭地板等古早味擺設，都相當有特色。（范榮達，

2001.1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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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常這類新聞所呈現的不外乎說明傳統客家美食的種類、特性、食材、

烹調等，並能由此帶出客家文化與歷史故事，讀者可由此來認識客家。報導

中也會帶有一種懷舊情感，將客家傳統美食、懷舊風及風格消費連接在一

起，增加美食產業的價值。可想而知，這類新聞之目的還是希望吸引讀者進

行消費，而非促成讀者思考；固然這些新聞或許能夠讓讀者對客家傳統文化

有所注意，但基本上它們是被附加在以消費為主的目標之下。 

4.創新取向 

  客家美食文化為符膺趨勢潮流，也必須改革求新，以配合消費者追求新

鮮的口味，這些反映於相關的客家美食報導中，例如以下的新聞： 

中秋月餅上市，苗栗縣糕餅商業公會今年委由烘焙技術士聯誼會，研發

新式客家擂茶月餅，將推廣為苗栗縣的糕餅名產，成為客家美食之一。（黃

宣翰，2001.09.12） 

迎接大湖草莓季開鑼［…］兩家農莊分別推出中式草莓十吃及草莓西式

創意料理，並以草莓生啤酒搭配創意客家料理［…］提供消費者另類的

草莓創意吃法。（楊倩慧，2007.12.13） 

「傳家堡」雖然以客家菜為主，但不忘時時求新求變，依現代人的口味

改良並推陳出新［…］。（許俊傑，2003.06.03） 

  所謂創新包含許多手法，在料理方面更是變化無窮，新聞中呈現客家美

食的多種風格，意指客家美食的轉變及發展可能性，這也是產業發展的動力

之一，唯有注意市場趨勢，隨時更新產品，吸引消費者的注意，方能讓客家

美食持續成為受歡迎的美食種類之一。 

5.健康取向 

  眾所周知，傳統客家飲食由於客家人工作及生活條件而有鹹肥香的特

性，這種飲食已不符合現代健康概念，客家美食也改變以往的料理模式，改

走養生健康的烹調方式，新聞報導也反映這些變化，例如以下的新聞： 

現在的客家菜也從「粉油、粉香」的重口味菜色，一轉而以減油減鹽的

健康手法烹調出迷人風味。（林蔚秦，2007.04.14） 

［…］他新研發的客家美食，除品質、衛生及傳統 3 大要求外，最重要

的是運用各種養生食材［…］他研發新產品的概念，則是來自時下流行

的環保與養生概念。（陳慶居，2007.0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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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種報導強調客家飲食可一掃過去予人油膩印象，新式客家料理更能有

益於身體健康，自然也就更能吸引消費者的青睞，也突顯現代客家的另一種

飲食風貌，建構新客家的形象。 

  從以上說明可瞭解美食產業新聞所再現的不只是產業本身，也包括其指

涉的族群傳統、族群形象、以及當代族群的特性。不過在消費導向的報導中，

新聞傾向提供刺激感官的資訊，雖然也有觸及族群文化、環保概念，但並未

形成可思考及討論的議題，因此可說仍將讀者設定為顧客消費的位置。 

二、苗栗地方的桐花創意產業新聞 

  在行政院客委會的積極推動下，近來每年的桐花祭已成為台灣客家的年

度盛事，不過也引起一些不同看法（池永歆，2005；王麒鈞，2008），其中

關鍵之一在於桐花祭是以文化創意產業的思維來經營，姑不論此問題的內

容，至少桐花祭已成為經常受媒體報導的重要活動，如由產業層面來看，則

以下可分別從幾個面向來觀察苗栗的桐花祭新聞。 

1. 桐花與商機 

  由於桐花祭作為一種文創活動，試圖吸引觀光人潮，因此桐花祭的新聞

時常提及該活動所能帶來的商機，這種報導清楚強調桐花祭的商業目標，例

如《聯合報》一則新聞的標題為〈桐花季 拚觀光〉（羅緗綸、段鴻裕，

2007.04.17），便直接指出活動的目的。或者又如另一則新聞提及： 

又到了油桐花綻放的浪漫季節［…］客委會主委黃玉振表示，客家桐花

祭已邁入第八年，今年投入五千萬預算擴大行銷，預估可吸引一千萬旅

遊人潮，為客庄創造八十億元商機。（陳慶居，2009.04.19） 

  新聞非常明確地強調出對官方而言，桐花祭的規劃是基於怎樣的考量，

以及政府如何重視及主導這項活動的執行。事實上，桐花祭是一種創造出來

的活動，並被刻意作為客家的代表，雖說是有提升客家的用意，但主要是透

過行銷客家的概念在運作。至少針對桐花祭這項活動而言，它本身並非一種

先具有傳統原型而後歷史演化的祭典，純粹是晚近在官方影響下打造出來的

節慶活動。一方面，它並未經過更多時間去醞釀與積澱世代傳承之更為深厚

的文化意義，目前活動的文化論述都傾向是晚近附加的說法，另一方面，又

在文創趨勢下很快地被設定為帶有商業思考的文創活動，因此如何看待桐花

祭其實耐人尋味。新聞報導呈現充滿商機的桐花祭通常並未觸及前述面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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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以琳瑯滿目的活動來意指活動的熱鬧可期，或從主辦單位的觀點來強調官

方對桐花活動的說法，較少從不同角度去處理這些活動，這是此類新聞較為

不足之處。 

  易言之，這類報導也如同理所當然地接受及強化文創觀念，並未能引導

反思這種觀念的可能問題。也因此這種新聞多預設讀者如同顧客與遊戲者，

以消費心態去面對這些活動。 

2.桐花與浪漫形象 

  由於主其事者的設計，因此媒體報導桐花祭也多強調其純白、浪漫的氣

息，例如一些新聞標題顯見這種情形： 

〈白色盛宴 桐花開了〉（許惠就，2007.04.01） 

〈苗栗桐花 初夏舞芭蕾〉（陳汶彬，2007.04.27） 

〈5 月飛雪 桐花祭浪漫揭幕〉（陳慶居，2009.04.19） 

〈浪漫桐花婚禮 濃濃客家味〉（陳慶居，2009.05.07） 

  近來每逢桐花祭，「五月雪」之形容已成固定說法，或許雪之白色浪漫

對地處亞熱帶的台灣更有想像力，並比之為歐洲美景、日本櫻花祭，反複試

圖描繪出並非傳統客家擁有的另一種形象，究其實，這種浪漫風格更傾向是

現代人的偏好，也是桐花祭作為文創的一項重要元素。不過另一方面，這種

浪漫訴求的實際作法中，有時卻穿插一些傳統而顯得有點突兀，例如下面這

則新聞報導桐花婚禮： 

［…］十日將舉行桐花婚禮，一百五十對新人搭乘鐵牛搬運車，在古早

味十足的客家傳統習俗，以及五月雪落英繽紛的詩情畫意中，接受親友

誠摰祝福［…］鐵牛化身賓士禮車 載佳偶進場。（陳慶居，2009.05.07） 

  在原本浪漫的白色婚禮中出現鐵牛搬運車，或許會令有些人覺得不調

和，並非鐵牛不可充當禮車，而是在這樣的情境脈絡下顯得審美品味的特

異，一種不太協調的喜感。 

  再者，在一方面強調詩情畫意之際，另一方面卻又標榜商機與市場，似

乎也形成一種矛盾，然而這種情形也正突顯晚期資本主義的文化特性

（Jameson, 1991），新聞呈現桐花祭的浪漫其實就是一種強化現代消費主義

的價值，也就是報導所假定的讀者對象是觀奇的閱聽人與消費者。 

3.桐花的政治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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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桐花祭新聞的另一種類是和政治人物的連接，桐花祭活動成為政治人物

出場的舞台，或者成為政治人物的一項政績，例如以下的新聞標題： 

〈官員遊苗栗 期待油桐花季 葉菊蘭邀余政憲、林陵三遊家鄉 看竹雕、陶

藝 稱讚發展觀光有潛力〉（黃瑞典，2003.02.24） 

〈「桐花祭」有口碑 楊長鎮臨危受命〉（陳慶居，2009.10.06） 

  這些報導既指出活動受到官方的支持與肯定，但也因此使桐花活動成為

政治力量的延伸。此種情形是否影響活動及相關產業的發展有待研究，不過

報導中舉凡開場、揭幕等都有政治人物的出現與主持，新聞也多強調這些政

治人物的言行，也多是讚美之詞，似未能讓讀者更有理性思辨的空間。 

4.相關的爭議 

  桐花祭的舉辦也連帶引出一些問題，有些報導可讓讀者看到不同面向，

例如以下一則新聞： 

「客家桐花季」4 月將陸續展開，縣內的油桐林相繼遭大規模砍伐，造橋

鄉長張雙旺估計半年來鄉內油桐林驟減 3 分之 1，三灣鄉油桐最密集的永

和山地區，同樣面臨威脅，兩鄉都擔憂桐花季失色，未來甚至無花可賞。

（林玉文，2007.03.06）  

  自從桐花祭開辦以來，油桐樹成為重要資產，保護油桐林是讓桐花祭能

持續發展的重要條件之一，因此新聞反映地方人士對這個問題的關心，不過

該則新聞也提出其他不同觀點，例如藉由縣府農業局人員指出，之所以會讓

人有上述憂慮，係因為菇類養殖所需木屑與木粉量增加，以及外銷需求，導

致樹材價格上漲，伐木申請案件遽增；不過從植物的生命特性來看，油桐的

野性強，應不致發生族群快速消失的危機。這則新聞在形式上以平衡報導將

兩種聲音呈現出來，然而新聞標題為〈賣價好 油桐林半年狂砍 3 成 伐木申

請每周 1 件 三灣多處古道桐樹林光禿禿 造橋鄉長憂桐花季沒花賞〉，標題

所設定的框架主要是從地方人士的觀點出發，整體來看，新聞似呈現兩造看

法不同，新聞並未提出最後答案，但也未提供可讓讀者進一步研判的相關線

索，這則新聞應可引導讀者思考，但宜有更多有助於釐清問題的資訊，方能

協助讀者發展主動及理性的解讀。 

  另有一些爭議事件則是與活動本身有關，例如下面的新聞： 

苗栗縣 5 月 10 日將舉辦第 4 屆桐花聯合婚禮，有去年的參加者向媒體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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訴說，去年獲贈 1 萬多元贈品，竟被稅捐單位列入年度所得，感覺很不

好［…］。（李信宏、傅潮標，2009.03.24） 

  〈桐花季 清涼秀 婦女團體不滿〉（李俊平，2005.04.26） 

  這些報導指出活動可能仍有欠周延，出現一些問題，引發民眾抗議。這

些新聞在眾多肯定與正面報導桐花祭之外，讓讀者瞭解該活動還包含更多面

向，如同以一種監督角色來報導新聞，有助於讀者以更多角度來認識這項活

動，甚至可以實際行動予以反應，當然也可能因此而使活動精益求精。 

  綜觀桐花祭相關報導，從產業新聞的角度來看，這些報導呈現桐花活動

所涉及的面向不僅限於經濟面向，還包括政治面向、生態環境面向、社會面

向等，反映桐花祭實際可成為一個值得深思的議題，因此新聞宜充分開發此

議題功能，以讓讀者能從中獲得更多公共審思的機會。 

 

第四節 苗栗地方的客家社會新聞 

  本節探討苗栗客家新聞中的社會新聞，主要涵蓋六類新聞：意外新聞、

治安新聞、性別新聞、勵志新聞、人情趣味新聞、其他新聞。這些類別並非

窮盡所有社會新聞，分類亦非代表所有客家社會新聞，此處僅從檢索新聞中

選取值得探討的新聞加以歸納而得。 

一、意外新聞 

  這類新聞包括一些意外事故，但皆和客家有關，例如以下的報導： 

八日是農曆正月十六，為客家掃墓第一天，通霄、苑裡地區先後發生十

四起公墓火警，令消防隊員疲於奔命，決加強防火宣導，請民眾上山掃

墓時做好防範火警的工作。（許惠就，2001.02.09） 

十六日是客家人傳統掃墓日，各鄉鎮公墓都湧入掃墓人潮，交通壅塞［…

］由於各公墓湧現掃墓車潮和人潮，交通秩序大亂［…］民眾為會車糾

紛，且差點上演全武行。（許惠就、楊憲州、楊永盛，2003.02.17） 

  這些新聞指出民眾參與客家習俗時所發生的意外，而值得觀察的是，這

些新聞再現的客家不再全是正面形象，因而或許可提供其他觀點來看待這些

傳統習俗，例如引發火災，固然有其民眾不小心之處，但像燃燒紙錢或焚草

等這些行為，其實未必符合現代環境生態觀念，因而可能會有傳統與現代之

間的衝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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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究竟哪些傳統必須保留，哪些應該革新，這些議題在新聞中應有其發揮

空間，不過新聞多只提及警方與政府要求民眾謹慎，或加派人力協助維持秩

序等，並未觸及是否必要去思考傳統習俗在現代社會的適當性。當然，這其

中可能也隱含著傳統仍被視為正當性而無須改變，因而也就未能引導讀者去

進行其他的思考與判斷。 

二、治安新聞 

  此類新聞係關於客家的治安事件，例如以下一則新聞提及公園內的客家

詩文座燈遭受破壞： 

曾姓苗栗市民昨天向本報投訴，磚墩下公園的客家詩文座燈，幾乎全遭

到破壞，紅磚牆也遭汙損，甚至有不堪入目的題字，讓她相當痛心。（范

榮達，2009.04.17） 

  新聞僅說明破壞的情形，並不知道破壞者與動機，就新聞表面來看，無

法瞭解破壞行為是否為無特定目標的毀損公物，或是針對客家文物而來，但

已突顯客家公共設施的維護問題。新聞僅提及公所公園路燈管理所人員指出

還有更糟的情形，並強調應譴責此種行為，但並未說明任何進一步的防患措

施，或居民是否有何方法能協助維護。 

  另有一則報導內容有些奇怪，提及： 

苗栗縣文化局典藏在客家文獻室的「徘徊在族群與現實之間」及「台灣

客家地圖」兩本珍貴史料，過年前遭人行搶，這兩本書都是中央大學客

家研究所考試用書單，除非另有特殊原因，否則文化局不排除可能與報

考央大客研所的考生有關。［…］這兩本書出版年代久遠，像金石堂等連

鎖書店已經不賣，網站上也不見得買得到。（林錫霞，2007.03.06） 

  姑不論此一事件的真正原因為何，純就新聞再現而言，此一新聞事件的

特殊之處在於它不同於一般搶案，而是搶書，並且是搶客家書籍。據新聞描

述疑似和考生有關，可能是為了考客家研究所而行搶考試用書，新聞末尾又

指該兩書出版年代久遠，坊間已無法購得等。不過這兩本書的出版年代分別

是 2000 年與 2002 年，是否算年代久遠仍可商榷，事件發生之 2007 年時，

是否無法買到，現在不得而知，但既是考試用書，為何會是難以買到的書，

是否連一般圖書館也未典藏，因而也無法借到，頗令人疑惑。當然，此種新

聞可能有損客家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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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新聞是報導假冒客家活動而騙錢的事件，例如後面這則新聞標題：

〈當心！虛擬夏令營 冒名詐財 客委會網站出現「夏客在貓貍」活動要求參

加者繳保證金… 大千基金會報案 否認主辦〉（陳彥豪，2005.06.18）這則新

聞似反映客委會網站刊載消息時把關不夠嚴謹，另一方面也可能意味著客家

活動有其受歡迎性，因而招引歹徒想藉此行騙。 

  從上述新聞所呈現的客家公共設施被破壞、客家書籍被搶、客家活動被

盜用，反映客家社群和一般社會一樣存在類似問題。 

三、性別新聞 

  在客家新聞中，有些新聞係針對兩性議題，指出客家社會中性別關係，

例如下面這則新聞提到苗栗客家女性的自殺率問題： 

苗栗人有客家硬頸精神，而且個性較為保守，苦往肚裡吞，所以自殺率

偏高？近年統計，苗栗的自殺死亡率一直高於全國平均數，而苗栗的自

殺通報人數，女性近男性的 2 倍，衛生局在婦女節前夕，特別提醒女性

要疼惜自己，也要善用相關機構提供的心理諮詢，化解憂鬱。（吳邦珍，

2007.03.08） 

  此則報導有兩個重要訊息，第一，苗栗的自殺率偏高，第二，苗栗女性

的自殺通報人數又高於男性。對於此種現象的說明，該則新聞一開始以客家

人個性做為可能歸因，似認為與族群文化有關。雖然這種現象的真正原因值

得進一步研究，未必是新聞所指的因素，但從新聞的引導，可能讓人覺得苗

栗並非一個利於生活的地方，客家人特別是客家女性承受壓力頗為嚴重，或

者抗壓力較不足，又或者社會支援系統不夠充足，這些皆是可能的聯想。雖

然新聞也建議民眾應使用相關機構，「尤其客家婦女肩頭承擔著多重角色，

更應該多愛自己一點。」這些皆屬常見的建議，雖然可能還是令人覺得未必

有實質幫助，但應有助於思考問題。  

  另一則關於兩性新聞是報導苗栗縣的離婚率增加，新聞提及應改變傳統

兩性不平等的觀念： 

苗栗大多是客家庄，民風一向保守淳樸，但最近半年來縣內離婚率卻一

路衝高近四成，也就是結婚、離婚對數比接近十比四；縣府民政局長周

世明表示，過去男尊女卑觀念已改變，男性要學著尊重女性。（許俊傑，

2003.08.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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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於客家傳統強調女性的「四頭四尾」，常讓人覺得客家女性刻苦耐勞，

而客家男性傾向沙文主義的印象（張維安、王雯君，2005；吳連昌，2008a，

2008b），然而這種父權觀念已不符現代平權主張。新聞一方面意指離婚率的

增加與此有關，不過新聞另一方面又言苗栗多客庄，民風一向保守淳樸，意

味離婚有違此種淳樸民風。新聞又指出，以前客家社會的大家族對婚姻具有

強大約束力，現在的小家庭使離婚率偏高。至於苗栗地區之所以離婚率攀

升，則與資訊發達、社會變遷快速、教育普及等因素有關，這些因素使婦女

經濟能力提升，擺脫過去依賴丈夫的生活型態，且因單親家庭日益普遍，離

婚成為常見的選擇。在此，新聞透過檢討影響婚姻穩定性的相關社會文化因

素來進行說明，也反映苗栗地方社會變遷的一個面向。 

  另外一則報導提及家暴問題，新聞標題為〈苗栗婦幼求援 兩月接 131

案 就像湯姓傳統客家婦 多人不再忍受家暴 地院婦幼服務處案件倍增 司

法志工也增到九人〉，內文指出： 

湯姓老嫗指稱，她是傳統客家農婦，幾乎什麼粗重的活都幹，但她先生

相當大男人主義，不准她在人前答話、頂嘴，甚至也不喜歡她四處走動，

一有不合他的意，就拳打腳踢。「我受不了了，拉下老臉也要離婚」，湯

姓老嫗說，她什麼都不要，只要一個尊嚴。（許俊傑，2003.06.15） 

  此外，新聞還提到有些外籍或大陸媳婦受虐個案，她們在家中地位低，

沒有朋友，又因不會客家話，求救無門，鄰居也袖手旁觀，後來經地院婦幼

服務處協助辦理離婚，分別返回原居國。這些報導突顯弱勢女性的遭遇，值

得大家共同關懷，也指出必須有公權力介入以及社區鄰里支援，才更能保障

弱勢女性的權益。 

  以上新聞都能夠讓人注意到當前社會的性別問題，特別是地方上的現

象，這些案例可能發生在許多人的週遭，因此每個人都有可能伸出援手，如

能建立正確觀念，則能從社區獲得更多力量來協助匡正地方上的許多問題。  

四、勵志新聞 

  一則報導地方醫師獲得醫療奉獻獎的新聞，提到「署立苗栗醫院醫師吳

輝雄，35 年來在基層行醫，並積極推動防癌，投入衛生志撰寫、客家習俗與

醫學研究等，獲選今年『醫療奉獻獎』。」新聞進一步介紹該醫師的背景及

成就，特別是醫師的仁心，「62 歲的吳輝雄自中山醫學院畢業後，就回到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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鄉頭份鎮開設婦產科醫院［…］，但獲悉兒子最好的同學媽媽因子宮癌逝世，

讓身為婦科醫師的他自責不已，毅然決定放棄自行開業。」（陳界良，

2007.11.08）該則報導中很有意義的是，引用吳醫師的一句話：「即使是最低

的位置，其實還是可以做一些事。」並逐一說明吳醫師在基層醫療體系中的

工作與貢獻。 

  這則新聞其實有感召的作用，捨私利而追求大愛，在平凡位置上去協助

眾人，這些不僅是可貴精神，而且是一種示範、引領，讓許多人都可從自身

出發，去從事有益於社會公益之事。或許一位醫師的表現只是一個案例，示

範一種獻身社會的行動模式，然而這種示範可以喚起許多人也同樣思考如何

從最低或平凡的位置去做一些事。這則新聞的切身性就在於它突顯平凡的潛

能，此一論述可以貼近多數人的處境，進而引起共鳴，誠如公共新聞學所主

張民主是一種生活方式（Glasser & Craft, 1998），人民在日常生活中可以有各

式各樣的公共參與，而新聞可以告知讀者如何從生活中做起。易言之，新聞

可協助人們瞭解公共生活不只是經由公共論述而表現，也會透過共同的活動

而被創造（Campbell, 1999）。 

  另一則勵志新聞的標題為〈客庄賣蛋 皖媽養出博士兒 倪玉英在北苗市

場擺攤 50 年 養大 4 兒女 84 歲仍不輟 不無聊又可自食其力〉，新聞內文寫

道：「安徽籍的 84 歲倪玉英，在客家庄苗栗市北苗市場賣了快 50 年的雞蛋

［…］4 名子女孝順又爭氣，『我賣雞蛋沒有語言及族群的問題，而且年紀這

麼大還在賣，也不怕見笑啦』！」（范榮達，2009.06.18）這則報導強調婦人

不因年老而放棄工作，也以非客籍身份在客庄工作與生活，突顯婦人的毅力

與適應力，也同時反映客庄的包容力。新聞中隱然強調多元族群的和諧關

係，又彰顯勞動的生活態度，與前則新聞一樣，這樣的報導具有接近庶民經

驗的特性，並藉由新聞而說明個人能夠抱持的態度以及採取行動的方式。 

  所謂勵志新聞並未只是一些通俗的感人故事，關鍵在於新聞必須能夠透

過說故事而讓讀者認識到生活還有其他選擇、更多的可能性，進而去思考自

己是否也能夠嘗試不同的、更積極的、具有公民意義的生活方式。 

五、人情趣味新聞 

  通常，在新聞的類型中，人情趣味新聞被認為是軟性新聞，具有市場價

值，但也經常被認為相較於硬性新聞，其公共性較為不足，然而這種情形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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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不必然如此。以下從幾則新聞來觀察。 

  在下面這則新聞中，提到一對即將結婚之地方人士的認識與相戀過程： 

苗栗縣頭份鎮民黎振君、徐彩雲住在兩隔壁，「繞」了一大圈，二人有著

對客家鄉土人文共同的愛，靠網際網路結緣，並將以別開生面的客家婚

禮，攜手走向紅毯的另一端。（范榮達，2001.05.29） 

  這則新聞表面上是在述說兩人姻緣的巧妙之處，但背景襯以客家情懷，

並提及他們的理想，例如「黎振君說，全球化吞沒台灣之際，他期待串聯在

地的年輕人，一種回歸社區、自給自足的有機生活，一種延續客家及原住民

先人智慧的部落生活，一種與自然和諧共存的永續生活。」（范榮達，

2001.05.29）因此新聞透過看似屬於私領域的愛情故事，實則進行著一種公

共性論述。這便是建立新聞公共性的做法之一，藉由一些軟性的資訊，以貼

近讀者，先讓讀者樂意接觸及閱讀，再進一步引導至公共思維。換言之，有

時軟性新聞反而更有利於創造公共性，因為軟性新聞提供了更多使讀者瞭

解、感受、對話的可能性（Bird，1997），這是軟性新聞的潛能之一，如能善

加利用，則新聞公共性會有更多的發揮空間。 

  下面一則新聞也是看似無關緊要的地方逸事： 

客家俚語中，有一句話是：「問路問到謝二！」謝二是誰？為何問路跟他

有關？謝二的故居在苗栗縣頭屋鄉鳴鳳村，地方耆老說，「問路問到謝二」

是泛指問錯人或白問了，並且有「問路要有禮貌」的警世意涵。（李信宏，

2007.05.07） 

  這則報導其實並未有具體發生的事件，而是敘說一句客家俚語的典故，

雖也引用一些地方人士的說法，但還是在詮釋俚語的由來，整體來看，有些

類似辭典的作用，讓讀者得以瞭解客家俚語的意義，同時也帶出該俚語傳達

的另一層意思，特別是敬老尊賢的倫理。類似這種新聞便是透過點點滴滴的

說明而去傳播客家文化。 

  下面一則新聞是以較間接方式去處理某些觀念，報導寫道： 

苗栗縣頭份警分局偵查隊小隊長陳德清是道地的客家人，擁有深邃的五

官、黝黑的皮膚，常常被誤認是原住民，他在苗栗縣大湖警分局服務時，

更因此與泰雅族人「稱兄道弟」。他笑說，憑著外型與原住民打成一片，

偵辦刑案助益良多。（彭健禮，2009.09.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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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聞乍看之下，只是描述某個人的外貌特色，也許被視為屬於茶餘飯後

的閒談，但如果仔細看，會發現其實隱含著對族群關係的敘述，強調原客關

係之建構，雖然其中的因素是由於不可抗力的天生外貌，但被加以善用而成

為有益於處理族群關係，其最終仍在強調多元族群的價值。因此原本一則看

似輕鬆的、無關宏旨的新聞，仍然可能蘊含有意義的訊息。 

  誠如前述，人情趣味新聞可以轉化成具有公共意識的報導，特別是這類

新聞基本上就擁有更易引發讀者閱讀興趣的元素，因而可成為接合公共性的

有利工具，因此重點在於如何建構、接合、論述的問題。這類新聞的特性在

於它的親和力，因此從另一個角度思考，一些致力於公共性報導的新聞也可

能應思考如何使新聞展現親和力，以便協助讀者導向對公共議題的關注，而

非一開始就設定太高門檻，反而排除一般讀者的近用。 

六、其他新聞 
  這裡所指其他新聞只是未被歸類到上述類別的客家新聞，它們都是苗栗

地方報導，各以不同方式反映客家的某些面向。例如下面一則新聞標題為〈客

語當作台語解 罪名差很多 原句「告到你死」 檢方誤為「搞到你死」 法官

認為恐嚇不成立 〉（段鴻裕，2007.02.15），這則新聞指出語言問題的影響，

突顯客語受社會壓抑所可能出現的結果，因此也意指著提倡多族群文化以及

使客語普遍化的重要性。 

  另一則新聞也是和客語有關，新聞報導： 

苗栗縣警察有不少人來自外地，多數聽不懂客家話也不會說客家話，受

理報案時，常出現溝通困難，縣警察局將舉辦客語教學班，訓練警員學

習客家話，增進警員客語溝通能力，已有不少基層警員報名。（黃宣翰，

2001.02.23） 

  這則報導呈現地方的特殊性與在地需求，也指出相關單位已注意到問

題，並已著手解決，顯見官方機構能夠回應地方民眾的需要，因而也形塑相

關單位的正面形象。另一方面，也強調一些外地來的工作者必須融入在地，

才能勝任工作，也因此這些人到苗栗工作也是進入一個新的學習階段，同樣

具有族群融合的意味；而在地讀者也能從這樣的報導，在瞭解到這些為他們

服務的人員展現一種接近在地的心理與行動後，可能更願意接納外來者，因

而可能拉近彼此距離。因此這則新聞係指出一種行動形式，這種行動具有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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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族群互動的可能性。 

  綜合以上說明，就公共性而言，社會新聞其實是一種可以有很大發展空

間的新聞，如果能夠擺脫羶腥主義，從與民眾的親和性、接近性為起點，逐

步導向公共性論述，則對一般庶民讀者來說，應是一種有益於認識社區、關

懷公益、社會參與的新聞報導。而對客家新聞而言，社會新聞也有可能協助

讀者去注意各種客家議題，包括瞭解到如何參與客家文化的維護與傳承。誠

如前述，傳統新聞學對硬性新聞與軟性新聞的劃分及價值判斷可能不盡然能

反映一般民眾的需求及解讀能力，新聞書寫必然有其框架，也預設特定讀者

群，新聞如果預設了公民讀者，但卻流於菁英主義，則是否就能展現新聞的

公共性價值，其實是值得思考的。若預設為觀奇的閱聽人、顧客與遊戲者，

雖可能偏離公共性關懷，但如能透過前述的引導，仍有可能轉變成具有公共

意涵的新聞論述，因此重點在於此種引導是否被媒體重視與採行。 

 

第五節 地方新聞的跨國想像：公共性的延伸 

  本節探討地方新聞再現的跨國關係，以及由此發展的公共性意涵。檢視

苗栗地方客家新聞如何透過報導在地的跨國性事件與活動，而建構地方與世

界的連結形象，並由此延伸客家的視域及行動範圍。 

  另一方面，由於這些報導在不同的主題及形式中已然預設某些閱聽人的

解讀，如同文本在被書寫之際，總是假設某些讀者的觀看。本節討論跨國想

像的地方新聞論述裡，將進一步觀察其中指涉的閱聽人，主要依據四種類型

（公民、閱聽人、顧客、遊戲者）(Syvertsen, 2004)加以說明。同時由於本節

討論涉及跨國性及世界性，因此再以四種分類（孤立者(disconnected)、在地

人(locals)、在地的世界性(local cosmopolitans)、世界性(cosmopolitans)）

（Elvestad, 2009）輔助說明，後者的分類可視為將在地與世界性之間呈現為

一種連續帶關係，而非二元對立。 

一、再現跨/異國接合的地方新聞文本 

苗栗雖屬農業縣份，並非國際性都會，然而隨著全球化浪潮四處擴散，

即使鄉鎮之處如苗栗之地也無法免於全球化的影響。在苗栗地方客家新聞

中，不乏報導在地進行的跨國活動，它們包括本邦人的參與國際，以及外邦

人的進入在地，甚至懷想久遠歷史曾發生的跨國現象。以下分別分析這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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聞文本對跨國的論述。  

（一）地方的全球想像與跨國慾望 

  從某個角度來看，苗栗地方的客家新聞反映出一種地方角落對國際舞台

的嚮往與渴望，所謂跨國、國際、全球等這些概念成為地方追求進步、提升

形象的方向之一，這些觀念大致包含兩類，其一，對當前已經參與國際社會

之人事物的肯定與褒揚，其二，對未來則期許更多與更深度地成為國際社會

的積極參與者。以下分別說明。 

1.躋身國際的榮耀 

歷史上客家人多生活於山林農村，與外界保持距離，也被認為因此而有保

守心態。目前的客家雖然也隨著都市化而逐漸走出農村，但仍有許多客家人聚居

於鄉鎮，例如苗栗客家便明顯成為台灣之非都會客家的典型代表。在這樣的生活

空間中，一方面意識到必須維護某些地方特色，另一方面也試圖追求被國際社會

的肯認，進而凸顯地方的價值，以及強化地方認同。在苗栗地方新聞中，對地方

的報導反映出這種地方追求自我提升的企圖心，例如下面新聞提及： 

苗栗縣客家舞蹈藝術團體「惠風舞蹈工作室」，多年推動客家文化傳承受到

肯定，日前受邀參加西班牙國際舞蹈藝術節演出，將客家舞蹈藝術推向國際

舞台，令客家人引以為傲［…］西班牙藝術節向來在歐洲頗負盛名，這次活

動特別針對台灣客家舞蹈的文化藝術作為交流重點，惠風多年來推動客家舞

蹈用心獲得肯定，因此成為受邀表演團隊。惠風舞蹈工作室帶領三十名團員

已於八月十七日搭機赴西班牙演出。（邱連枝，2001.08.22 ） 

  這則新聞強調地方藝術團體的表現受到國際肯定，不僅成為地方走向世界的

代表，證實地方具有參與國際的潛能，也包含藉此擴大客家的國際能見度。同時

也在其中隱指地方活動能夠促進跨文化交流，進而加強多元文化的世界趨勢。這

種跨國移動突破了地方與世界的界線，帶著一種受到國際注意與接納的欣喜，「令

客家人引以為傲」，此一立場背後不無透露藉由國際的加持而提高價值的觀念，

地方對世界的想像是認為後者具有更高層級的、更具普遍性的重要性。 

  這裡隱含一種採用世界（異國他者）的框架來審視及判斷自我的價值，即使

並非直接表現為某種自信不足，卻也意味著必須透過一種更秀異的眼光（他者的

觀視）才能夠更加自我肯定。被國際的肯認代表品質的保證，但至於這些品質的

真正內涵為何，它們對地方的真正意義為何，並未被進一步說明（由於這則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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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多著墨於該團體走訪大陸各地，致力於介紹中華民族舞蹈文化，近年來則編排

具客家民族風貌的系列舞作，相較於前者，新聞並未具體地說明哪些客家舞作（例

如未提及周惠丹的「客家山河路」舞作），也未進一步說明和苗栗在地的關係）。

這些現象對地方的文化場域而言，獲得國際肯定猶如取得某些象徵資本，並能夠

將之轉化為文化資本（Bourdieu, 1984）。躋身國際對地方來說具有很大的意義與

重要性，使地方不再只是僻處一隅的落後角落，而成為具有被外在更大世界肯定

的價值，這種價值對地方認同能夠產生很大的影響，可用來扭轉外人或在地居民

對地方的認識與評價。 

  又例如以下兩則新聞，同樣報導地方人物被國際肯定： 

寒夜在廿二年前初版問世後，頗受讀者青睞，十年後已發行第四版，去年並

出版英文版，在國際也有高度評價，為國內大河小說在國際文學舞台上爭得

一席之地。（陳慶居，2001.05.19） 

該則新聞的標題為「為國內大河小說在國際文壇爭得一席之地，寒夜三部

曲享譽中外」，內文說明該著作的主要內容及創作背景，讓讀者得以大致瞭解這

部文學作品如何書寫在地歷史，並延展至更廣闊領域，因而能夠想像地方的今昔

變化。 

另一則新聞也將跨入國際舞台與在地關連予以結合，例如： 

謝孝德［…］26 年前並入選英、美世界畫家名人錄［…］此次展出 48 幅畫

作，是他花了 1 年時間，走遍苗栗縣各地取景、素描，再透過細膩的筆觸，

呈現 18 個鄉鎮市的風景及人文之美。（李信宏，2009.06.21） 

  在此則報導裡，清楚看到地方因素所扮演的角色，它們和新聞事件與人

物的關係能讓讀者瞭解和國際社會的接觸與互動，事實上係源自在地的根

基。 

  不過整體而言，這類新聞依然顯現出某種依傍「先進」外國來強化在地

認同及自我肯定的心理。在這些新聞中，可以看到地方被世界認可，因而產

生一種榮耀感，然而這種認可究竟如何代表地方文化對世界的貢獻，地方如

何實際參與全球多元文化的發展，在新聞標舉地方榮耀之餘，可能還有待讀

者自行去想像。 

  這類新聞隱含的閱聽人論述明顯並非遊戲者與顧客，但由於新聞文本具

有上述問題，因此亦非明顯屬於公民，應是介於公民與閱聽人之間，更多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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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讀者產生與有榮焉的感受，以及一種庶民仰望菁英的距離感，即使能夠引

發對客家的思考，但還是多屬於一種面對崇高與神聖之態度，也就是讀者仍

多位於被動觀看或仰慕的位置，至於如何讓讀者進一步能夠產生參與地方及

客家之實踐可能性，則較不明顯。 

  另一方面在世界性方面，則應可算是在地的世界性，因為雖然新聞文本

引導注意國際與世界，但畢竟只是屬於少數菁英的行動範圍，同時也並未清

楚說明其中的跨國意義，而只是塑造一種榮譽感，欠缺更實質的世界主義關

懷。  

2.期待和世界接軌 

除了前述登上國際舞台的具體事例外，有些新聞報導更明顯呈現一種加入世

界、與國際接軌的想像。固然這些新聞可能只是反映消息來源或新聞對象的想

法，然而新聞亦在如實報導的同時，強化這種希冀跨國連結及發展的欲望。例如

以下幾則新聞： 

過去頭份曾製做世界最大的斗燈，這次以巨獅挑戰世界，他勉勵以「全球視

野、在地行動」來推展客家文化，讓客家文化登上國際舞台。（彭健禮，

2009.04.28） 

客家商品都有不錯的評價，可惜不重視包裝及行銷，未來會持續加強協助業

者行銷，增加「台灣客家」品牌能見度，走向國際。（張勳騰，2009.04.20） 

傅學鵬反映不要普遍在各縣市設立客家文化園區，以免流於活動中心性質反

失特色，希望中央集中力量在苗縣籌設屬於世界性的客家文化園區。（李俊

平，2001.08.25 ） 

休閒農業區過去都以國內遊客為主，現在有 4 成香港、新加坡的遊客也會前

往，因為在台灣才能享受到優質的農村田野風光，苗栗縣絕對有條件發展為

國際級的農村深度旅遊區。（陳界良，2009.04.18b） 

希望苗栗市能展現國際都會的風格，要求在路牌加註英文譯音，方便國外朋

友看路。（范榮達，2001.06.23） 

  由於再現總是具有增強的效果，特別是藉由框架影響（Gamson & Modigliani, 

1989；Scheufele, 1999），主流媒體成為一種具有規範性作用的論述機制。在上述

新聞中，苗栗地方的客家可以「挑戰世界」、「走向國際」，發展成「世界性的」、

「國際級的」，由本來屬於鄉鎮之地轉變成「國際都會的風格」。雖然其中有些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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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發展的方向，例如客家商品的包裝行銷，有其實際運作的必要性，然而也有

些可能屬於一種空洞的世界性想像，只企求被國際注意，或自我認定的走向世

界。這些反映出地方不再能自足於地方舊有的存在形式，而必須接連於世界及國

際，方能顯示其具有發展的能力。 

  上述新聞中所隱指的媒介使用者，有些屬於閱聽人（例如，斗燈的新聞、路

牌加註英文譯音），有些屬於顧客（例如，客家商品的行銷包裝），或者兩者兼具

（例如，休閒旅遊、客家文化園區），因為這些新聞展現與世界接軌的期待與欲

望，主要是建立在商機及榮耀感之上，而非真正著墨於更深刻的文化交流與共享

的價值。也因此可說在世界性方面，還是屬於一種在地的世界性。 

（二）全球化影響與提倡在地特色 

面對全球化的影響，雖然出現參與國際的企圖心，但也同時存在對地方文化

的隱憂，進而思考在地的回應方式。例如下面新聞提及： 

苗栗以農立縣，加入ＷＴＯ後面臨更大的衝擊，農業勢必走向精緻化和休閒

化；至於聚落發展計劃方面，將苗栗縣定位在好山、好水、好生活、科技、

觀光和產業縣，建立縣的自主、自立性，以及推動促成北中南三個商業中心。

（楊永盛，2001.12.17） 

  事實上，上面這則新聞的標題是「挽救客語政院耳聽八方」，內容主要為行

政院客委會到地方舉辦座談會，聽取民眾對客語流失問題的建言。然而新聞最後

一段卻突然引述地方行政官員的話，轉移了該則新聞的重點。在看似無關於新聞

主題的話語中，突顯地方對自身發展的期望與計畫。 

  苗栗本身特有的產業條件在參與國際社會後所造成的影響，使得地方發展方

向必須有所因應及轉變，因此苗栗不僅有客語流失的危機，也更有經濟發展的危

機，而這種危機其中一部分便是由於客家族群從封閉走向開放之過程中，受到外

來文化與經濟力量的影響，導致自身語言文化及經濟能力備受挑戰。而在因應這

些衝擊之際，主要是以保存、維護地方特色來作為主要策略。而如此一來，又必

須強化地方認同，然而此時更要仰賴源自地方的自我信心與真正的草根意識。例

如以下的新聞報導： 

聯合大學十五日聘請日本元龍谷大學文學部教授林田芳雄，擔任該校全球客

家研究中心諮詢顧問。［…］一方面可增進中、日在地學交流，並傳承客家

文化。［…］林田芳雄說，在日本也有不少研究生設定客家學為研究議題，



 

 540

並撰寫論文取得學位。［…］王俊秀認為，即使全球化是時代趨勢，但保留

地方特色仍相當重要，因此客家研究中心未來將朝客家研究、社區營造、創

意及發明為主軸，充實內涵並建立自己的特色。（陳慶居，2003.08.16 ） 

  這種強調在地特色旨在避免全球化下喪失競爭力的另一種反應方式，不僅止

於學術研究領域，亦切合苗栗客家的發展需求，也能夠藉由耕耘地方特性而開發

出更多參與地方的機會。更清楚的地說，全球化本就飽含許多風險，對不同區域

具不同社會條件的地方必然形成相異的發展機會及製造問題（Bauman, 1998；

Beck, 1999），一昧追求全球化，不管地方自身條件及可能付出的代價，適足以掉

入資本主義全球化的框架及邏輯中。然而另一方面，困境也在於如今想要避開全

球化影響的可能性微乎其微，許多地方難逃被捲入自己難以掌控的世界趨勢裡，

所謂強調在地特色或維護地方色彩多少都可能出現某種全球在地化的現象

（Robertson, 1992），不管外在巨觀結構的影響是正面或負面，都必然使地方無

法維持原本相對靜態與固定的隔絕狀態。 

  這種全球思維展現在對地方採取不同的觀點與處置方式，發展在地特色並非

全然屬於地方自發的力量展現，有時更是迫於全球影響的一種回應與對策，例如

下面這則新聞提及： 

副總統呂秀蓮昨天參加苗栗縣三義鄉勝興村桐花祭擔任主祭官，她提醒全球

面臨環境惡化的威脅，客家委員會近年發展創意產業，是符合環保概念的政

策。［…］台灣是海島國家，暖化會造成海水上升，帶來海嘯，水氣蒸發速

度過快，也會釀成水災，要建構一個低能源、高收入的產業，而客委會發展

創意產業，是符合環保概念的政策。（段鴻裕、林錫霞、胡蓬生，2007.04.23） 

  這則新聞雖以台灣整體作為一種與全球的對照，但同時也是意指苗栗地

方應具有的思維方式，特別是客家可以採行的因應之道。這裡強調客家發展

與創意產業的關係，固然推動文創產業是重要趨勢，但也並非毫無爭議（e.g., 

Galloway & Dunlop, 2007；Gibson & Kong, 2005），這則新聞未觸及此一部

分，而逕行凸顯創意產業與環保的關係，可以說是雙重強化主流價值，也扣

連地方發展之需求及全球趨勢，然而也同時忽略對地方必須面對的風險與代

價，例如地方商品化、文化同質化、族群奇觀化等。 

  乍看之下，這則新聞可能引發讀者的公共性思考，因為訴求地球生態及

環保議題，並強調創意產業具低能源、高收入的產業特性，所以應是一種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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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的產業策略。此處或可促使人們重視生態議題，也思考客家產業應追求健

全發展之道；然而卻囿於一種片面的框架，未能呈現議題的多種觀點以及引

導思考不同選擇方式，因而成為一種制式論述，符合政治正確的立場，但也

窄化了對問題的認識範圍及深度。 

  據此觀之，這些新聞暗含的媒介使用者仍是介於公民與閱聽人之間，主

要因為雖然新聞指出議題，但缺乏多元框架以協助讀者產生更周延的認識，

而是遽以特定主流價值做為訴求，未必有利於讀者的多元思考。因此同樣

的，在世界性方面，所設定的讀者仍傾向屬於在地的世界性，係以地方本位

作為一種回應全球化趨勢之立場。 

（三）異國靈光的趨近 

  以地方而言，國際外賓來訪成為具有新聞價值的事件，對愈是屬於偏鄉

的地方愈是如此。苗栗地區不乏國外賓客造訪，也以此開啟跨國關係的窗

口，帶動異文化交流，其中包括和諧的與衝突的互動，因此新聞報導也出現

不同性質的論述。例如以下新聞報導： 

苗栗市元宵客家民俗踩街活動打出知名度，今年確定有韓國儀旺市議會議長

率團參加，市公所並透過行政院客家委員會邀請駐華使節，到苗栗市體驗客

家元宵節。（范榮達，2003.01.22） 

駐台使節夫人搶購客家福菜…22 國、87 名駐台大使、代表夫人昨天暢遊苗

栗，她們大為讚賞苗栗美食［…］大都是第一次到苗栗，對苗栗的風景及客

家美食，都留下深刻印象。（范榮達，2007.10.24） 

這些新聞強調透過外賓到訪而讓地方文化與客家文化得以和異邦人士分

享，而且對方皆屬於社會地位較高的國外菁英人士，因此形同使地方獲得更有力

的讚賞，在地文化所處的價值位階也隨之晉級而更具光采。如同前述，類似這種

情形也帶有躋身國際的光榮感，只不過轉換成異國靈光降臨而蓬壁生輝。 

另一種異文化交流則屬於民間團體的跨國互動，或許更能反映多元文化的

某些面向，例如以下兩則新聞： 

  世界童軍空中大會昨在全球各地同步登場，為世界童軍「空中大會」日，

世界各國的童軍透過無線電進行聯繫與交流，苗栗縣童軍電台廿日在貓貍山

展開空中大會，共有 100 多名童軍到場參加，透過無線電波，連絡上美國、

瑞士等多國童軍，並向他們介紹客家傳統美食。［…］昨日已聯繫上位於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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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的世界童軍總會、美國、日本與多個歐洲國家的童軍電台，大家都用英語

溝通。［…］今年苗栗童軍也透過無線電向各國的童軍介紹傳統客家菜的特

色，並分享其他國家的飲食特色，相當有趣。（陳界良，2007.10.21 ） 

苗栗國際假面藝術節邀請十三個國家、十五支表演團隊演出，在強調國際化

盛會同時，主辦單位也重視傳承本土客家文化。（邱連枝，2001.04.06 ） 

在世界童軍大會的新聞中，固然可看到各國文化的分享與交流，苗栗客家

的在地特色也得以傳播給其他異國人士，然而新聞提及「大家都用英語溝通」，

即使是一種反映實際狀況的如實報導，但也同時意指著在全球化的時代裡依然存

在支配性的語言，英語霸權展露無遺，所謂分享、共享必須倚賴特定外來語言為

工具。在地文化也唯有轉換成異邦的語言符號才得以進入他國人士的認識領域。

換言之，此處可能再度強化英語成為參與國際之門檻的認知，反映國際社會現實

的一面。 

而在假面藝術節的新聞中，則又強調必須「重視傳承本土客家文化」。該則

新聞的重點其實在說明客家齋戲，讓讀者瞭解齋戲與客家人日常生活的關係，因

而新聞並未介紹各國假面文化，反而強化客家在地傳統文化。不過新聞的標題及

導言都顯示地方藉由舉辦國際盛會而使得地方文化得以展現在各國人士眼前。 

除了上述的新聞外，另有一種報導則以不同樣貌來呈現發生於地方的異國

接觸，譬如下面這則新聞： 

迎金雞年，苗栗縣府春節將舉辦「苗栗歡樂客家年─大雞會」活動［…］來

自加拿大的艾利克及南非的丹尼爾陪著縣長傅學鵬召開記者會［…］兩名老

外也在一旁學著操刀，其中丹尼爾刀法較純熟，切得還有模有樣，但艾利克

則亂無章法，用手扯得像「分屍」，民眾笑翻天；接著吃雞肉比賽，兩人美

味當前更是不顧形象，惹來陣陣笑聲及掌聲。（許俊傑，2005.02.01） 

  這則新聞藉由外國人對本地文化的既生疏又想要親近的情形來呈現文化互

動，但是由於新聞文本運用幾個特殊的語詞如「亂無章法」、「分屍」、「不顧形象」

等，在意圖強調活動的詼諧性質之餘，也同時將外國人的不嫻熟行為予以丑化，

並指其讓「民眾笑翻天」、「惹來陣陣笑聲及掌聲」，在此，主辦單位及媒體形同

將異文化互動視為一種展演。這則新聞的標題為「老外競吃放山雞」，試圖營造

一種本地文化對外國人具有吸引力的印象，然而這種外國人的參與卻過度成為一

種演戲的作秀性質。 



 

 543

  相較於前述的報導，還有些新聞則凸顯跨文化互動的衝突面，例如一則苗栗

承辦國宴的新聞如下： 

唯馬拉威總統伉儷信仰回教，國宴須排除猪肉和酒類，而客家傳統的四炆、

四炒菜色或菜包等卻離不開猪肉，少了猪肉 客家菜似難派上用場。（李俊

平，2003.10.01） 

本來以為可以藉由國宴讓客家飲食發揚光大，不意卻與來賓的宗教及飲食

文化牴觸，出現文化差異及衝突的情形。當然，也能由此讓人們更明顯意識到多

元文化及尊重異國文化。面對全球化時代，在跨國互動中必須有更多的包容與協

商。 

這幾則新聞的閱聽人論述，似乎都將媒介使用者設定為閱聽人，也就是傾

向使讀者獲得閱讀的愉悅，較強調新聞的吸引力與娛樂效果，特別是大雞會的新

聞尤為明顯。同時，也展現出一種在地的世界性。 

（四）跨國繁衍的盛世 

  地方新聞中的跨國關係並不限於針對當下的時空情境，新聞所再現的歷

史論述也能反映地方與世界的關係。由於客家歷史中本就有遷徙的傳統（羅

香林，1992；陳支平，1998；高木桂藏著∕陳蒼杰譯，2001），也成為論述

客家時一再提及的故事，因此可以說客家本身就具有鮮明的跨國性質，這種

論述亦反映出相聞文本中，例如下面一則新聞提及： 

贛南客家文化最近才被廣泛探討，苗栗縣籍文史學家陳運棟表示，係因贛南

老客家過去堅持本位主義，經閩、粵回遷的新客家致力追本溯源，以及客家

人流佈世界、成就卓越，客家學也已成為顯學，贛南老客家才感嘆被置於度

外，其實學術界從未輕忽贛南客家源流的重要性。（楊憲州，2001.02.21） 

由於有歷史中的跨國，才有當前的「流佈世界」，不過這裡著重的是同一

族群的移動及擴散，新聞文本並未觸及異文化之間的互動與交流，但可以從

中感受到客家的生命移動特性，讓人聯想至族群蔓延於世界各國的發展歷

程，以及接觸異國文化後的客家傳統可能出現的變化。此處呈現出族群的生

命透過遷移而被保留及繁衍，而且被強調有必要重新去認識這段歷程的來龍

去脈，因此當下的地方和遠方的異地出現連結，所謂尋根也就是去重新建構

出不同時空脈絡之間的關係，重新詮釋個人與族群生命遞嬗的演變歷史，對

客家而言，這其中包含更多遷移與跨國的波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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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的新聞可以說具公民的閱聽人論述，能讓讀者瞭解客家源流的議

題，以及所產生的相關爭議，有助於讀者進一步認識該議題的內容。然而另

一方面，這類新聞則又呈現在地人的性質，因為如同前述，新聞並未觸及真

正跨國與異文化的互動。 

在前述的跨國再現中，其實也包含著對歷史的想像，而除了族群的歷史

想像外，另外也有個人生命史的歷史想像，譬如下面這則新聞介紹某人： 

［…］珍藏各種骨董、客家文物達近萬件，其中包括已有 120 多年歷史的美

國製照相機、80 多年前的日本製木箱收音機與各種真空管音響設備等，琳琅

滿目，讓人大開眼界。［…］其中最珍貴的是有 120 多年歷史的美國古董相

機［…］他的相機大都是從美國來的［…］。（陳界良，2009.07.17） 

該則新聞的標題「珍奇古董、客家文物 見證歷史」，顯然是要著重報導客

家文物，不過內文卻反而較多著墨於非客家的古董，也在此處以個人收藏來反映

日常生活具有跨國可能性，特別是透過商品消費而接觸異國文化，個人往往不知

不覺中涉入全球化過程。此時在展示客家文物典藏之際，也同時展示客家生活與

異國的接合，透過物品以及人對物品的使用而再現與物品相關的社會文化意義

（Douglas & Isherwood, 1979），一個地方角落裡的客家成為跨國網絡中的一個接

點，個體的生命及生活可以體現更廣大的世界。雖然這則新聞也同時反映開發中

地區對先進國的欽羨，亦即一種對現代的崇拜。 

順此而論，這則新聞所指涉的讀者位置應是閱聽人，特別是新聞強調「琳

琅滿目，讓人大開眼界」，明顯試圖產生奇觀效果。另一方面也呈現在地的

世界性，雖然提及異國，但主要透露出一種搜奇的態度。 

二、地方新聞文本中的移民印象 

  誠如前述，客家的遷移傳統諦造了特殊的族群文化，而以中國人一向強

調慎終追遠的觀念，苗栗客家新聞也不時報導移民及相關海外客家的新聞。 

（一）客家後生與客家希望 

苗栗是台灣客家重鎮，在地的國立聯合大學設有客家研究學院，經常舉辦

客家相關活動，因此苗栗成為海外客家返鄉的一個重要地點。例如以下新聞報導： 

2007 世界青年客家文化研習營［…］46 名來自海外各地的客家子弟［…］

來自歐、亞、美、澳洲等 8 國的 46 位華裔青年，昨天參訪聯合大學［…］

這群喜愛客家文化的華裔青年，今天抵達客家大縣訪問，這些客家青年對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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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也表達關心［…］他們說，返台期間的參訪活動，已對客家文化更深入認

識，受益良多。（陳慶居，2007.07.26 ） 

行政院客委會今年首度舉辦「世界客家青年文化夏令營」，活動昨天在苗栗

造橋舉行，共有來自美、加、印尼、泰國、巴西等五個國家，共三十餘名客

家「後生」參加［…］讓世界認識客家，（陳鈺婷，2005.07.05） 

  這些新聞傳達出客家族群開枝散葉的發展，特別是客家年輕人不忘本，能夠

遠從海外各地返鄉親炙客家文化。前一則新聞是《中國時報》的報導，內容側重苗

栗縣首長的發言與縣政介紹，讓海外客家後生經由苗栗地方而認識客家。後一則新聞是

《自由時報》的報導，主要以客委會做為主辦單位的角度說明活動規劃的內容，以及台

灣客家的發展現況及問題，偏向以整體層面來瞭解台灣客家。 

  兩則新聞都呈現對客家後代在族群及文化教育上的努力，雖然從人數上看來並非很

多，但一點一滴、逐步耕耘，應能產生累積效果。然而這些新聞多著重於主辦單位與在

地機構的觀點，強調台灣方面提供的活動，希望海外客家子弟獲得某些經驗與認識，但

較少報導後者希望透過怎樣的活動而得到哪些體驗，也就是較未能以反思角度或另一種

立場來瞭解這些活動的設計與功能，特別是從客家後生的觀點來報導他∕她們做為海外

客家的年輕一輩，希望能夠以怎樣的方式及過程和台灣建立更密切與實質的聯繫。畢竟

客家文化傳承必須是持續性的或日常性的實踐過程，在熱鬧的活動結束後，必須從事跨

國互動及合作，以發展更具體與有可行性的族群文化工作，這點特別是對散居各國的海

外客家而言，可能尤為重要。所以新聞應可由此提供更細緻的報導，除了讓讀者在看到

活動的表象之外，也可引導讀者思考。 

  以此觀之，新聞指涉的讀者雖可算是公民，但性質尚非十分充足，議題的深度仍有

欠缺。不過另一面，則能夠呈現世界性的意涵。 

（二）飲水思源與回饋鄉里 

新聞再現的移民除了上述返鄉學習母國文化外，還包括移民對故鄉的貢

獻，使移民與母國之間出現雙向交流、互惠關係。例如以下的新聞報導： 

美國出生、但卻保有傳統客家習性的台美皇后羅加玲，廿日拜訪縣長傅學

鵬，她希望這次返鄉能多瞭解客家文化，擔任家鄉的「親善大使」，協助促

銷苗縣。［…］七十二年間移民洛杉磯；羅加玲雖在美國出生，但從小上過

中文學校，父母也常鼓勵她參加當地客家協會活動，因此她也能講一些客家

話和國語［…］。（李俊平，2003.08.21 ） 

這則新聞不只報導海外客家返鄉學習客家文化，還包括希望能藉其海外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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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及個人能力而協助鄉里，也經由此而建立與外國的關係。下面的新聞則更明顯

呈現海外移民對鄉土的挹注之力： 

來自美國加州的五名台裔青年，指導通霄鎮南和國中一年級新生學習英文

［…］八位來自美國亞特蘭大、科羅拉多及佛羅里達等城市的台裔青年，昨

天親切地到南庄鄉田美國小教導小朋友學習英語，首次到訪苗栗的他們，也

見識到南庄的山林美景及鄉民的熱情。（張勳騰、彭志光，2007.07.24） 

  這些關於移民返鄉的報導不只強調海外移民與在地人的相互學習，也反映現

代世界跨國之社會參與的可能性，指出在地人與海外移民建立連結的可能形式。

然而這則新聞也透露出教學資料城鄉差距的問題，可惜由於新聞的重點不在此，

因此未能加以著墨，所以新聞中只看到報導一些海外移民熱心協助偏鄉學童學習

英文，此外便無法進一步開發出更有深度的議題。 

  由此來看，此處設定的讀者仍屬一種不完整的公民，並未充分將議題發揮，

而僅止於表象式觸及客家及地方等層面。另外，其中隱含的世界性也屬於在地的

世界性，仍凸顯一種對英語優越性的肯定。     

（三）成長及迴游 

除了上述的移民返鄉新聞外，另有些新聞則報導一些海外客家社團返國表

演，例如以下兩則與「2003 亞太客家文化節」相關的新聞提及： 

歌手彭莉、男子漢樂團、陳家北管八音團、加里山劇團，以及來自海外的紐

西蘭哈客鄉親文化交流團、馬來西亞石頭舞團、泰國民俗藝術團、日本備中

神樂倉敷社等表演團隊，稍後也陸續登場，各團隊風格、特色各異，演出精

彩［…］。（廖奎熒，2003.12.13） 

紐西蘭客家同鄉會樂舞團的 10 名團員，前天專程返國參加亞太地區 客家文

化節演出。她們昨日先在台北的記者會演出暖身，除將演出具有客家特色的

歌舞外，並將演出紐西蘭毛利歌和毛利歌舞［…］並藉這次演出的機會，再

次加強建立海外客籍僑民和台灣社會大眾的親和度。（楊震海，2003.12.11 ） 

  這些海外移民社團除了展現他們仍然保有客家文化外，也同時帶來他們

對移民國文化的學習結果，因而在活動中促成多元文化並陳的舞台展示效

果，也使得原本主題是以客家為核心的活動，得以更廣闊地呈現更豐富之多

樣族群及跨國交流的視野。因此這種返鄉不僅只是猶如鳟魚迴游，而更是將

浸染於不同異國文化之後的成長風貌展現於故鄉之前。不過這些報導美中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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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的是，未能更清楚呈現在地人民的形象，除了只提及歡迎觀眾熱烈參加或

觀眾看得如痴如醉等較為空泛的語詞外，在地人民成為匿名與無形的觀眾，

另外對於活動內容的說明也傾向停留於表面的介紹，因而這些多族群文化之

展演又成為一種奇觀（Debord, 1995；Kellner, 2003），拼盤式地熱鬧呈現異

國風格的各類表演。 

  因此，可說這類新聞指涉的讀者仍然是一種從新聞獲得感官愉悅的閱聽

人，也包含一種在地的世界性。 

  綜合來看，苗栗雖屬地方縣份，仍然有著不少的移民與跨國流動，它們

在地方的時空脈絡裡刻劃出許多不同痕跡，這些平時遠居國外的移民也藉由

這些活動而得以和地在居民一起書寫地方的歷史。 

三、跨國婚姻的異國想像 

  以苗栗地方的客家新聞而言，在跨國的再現中，可相當明顯看到外籍配

偶的形象。從這些異國婚姻的新聞論述可發現幾種主要形式。 

（一）尊重文化差異 

  台灣的新移民日益增加，已成為社會關懷的重要面向，特別是跨國婚姻

及其相關社會問題諸如性別、階級、種族、商品化等已備受討論（夏曉鵑，

2002，2005；王宏仁、張書銘，2003；何青蓉，2005；顏朱吟，2009）。苗

栗有不少外籍配偶，地方新聞亦反映在地的新移民適應議題，例如以下新聞

指出： 

苗栗縣外籍配偶逼近萬人，全國排名第三［…］縣府將舉辦一連串活動迎接

新移民國際日，增進族群融合並尊重異國文化特色…打破語言和文化隔閡…

苗栗縣外籍配偶逼近萬人大關，且每年以 2％成長，占結婚人數 20 ％，全

國排名第 3，苗栗儼然是多元族群縣分，劉政鴻呼籲台灣老公和公婆，要疼

惜這些外籍媳婦，尊重她們的文化特色。（陳慶居，2007.10.26） 

新聞中指出苗栗地區的外配不僅數量多，且成長率亦是相當明顯，因此成

為苗栗的重要社會現象，為苗栗原本即屬於多族群的特色再添加更多色彩。該則

報導強調尊重文化差異，重視外配的文化權，不以種族中心主義來看待異國文

化，應是此則新聞的價值之一。當然，新聞依然著重外配如何努力學習在地文化

習俗，以及官方主辦單位鼓勵本地居民及家人接納外配。新聞標題以「異國婆媳

烹客菜 炒熱感情」來凸顯多元文化，雖然內文提及「語言和文化隔閡」之隱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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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並未清楚探討相關問題。 

該則報導提及目前訂有新移民國際日，並將有相關活動，意味著因此會成

為新聞事件並可能引起居民的關注。然而這些活動由官方主導的色彩很濃厚，新

聞中看不到外配家庭以外其他居民的反應，標題與內文都著重屬於家庭活動的飲

食烹煮及婆媳互動，似乎讓所謂尊重文化差異的影響範圍有所局限。 

鑑於前述結果，因此這種新聞指涉的讀者應屬介於公民與閱聽人之間，以

及一種在地的世界性。 

（二）同化與融入 

  即使尊重文化差異，但一般來看，苗栗地方聞對外配的報導，頗明顯具有一

種同化觀念，期待外配能夠融入在地生活，特別是學習客家文化與生活習慣。例

如以下新聞報導： 

苗栗縣政府第二期外籍新娘生活適應輔導班，廿日下午四時舉行結訓儀式，

分別由印尼、越南、柬埔寨等國嫁來的學員展現色、香、味俱全的客家廚藝，

顯得更像苗栗媳婦［…］苗栗縣外籍新娘目前約三千四百多人，以印尼、越

南居多，其次是柬埔寨、馬來西亞、菲律賓和泰國等［…］縣府民政局為協

助外籍新娘增進語言及生活適應能力融入家庭生活，並安排認識新故鄉戶外

教學活動［…］在場許多人都說，經過三個月的輔導、訓練，她們顯得更像

客家媳婦。 （李俊平，2001.09.21 ） 

這則新聞反複強調透過各種「輔導及訓練」，目的在於使這些外籍新娘更像

「客家媳婦」或「苗栗媳婦」，透露出一種想要改造的企圖心，也由於這些外配

多來自東南亞落後地區，因此不無隱含一種規訓過程（Foucault，1995），不斷檢

視她們是否成為在地人眼中的合格者，並多少帶著一種後殖民心態去看待異國文

化（Said, 1978）。在新聞中，她們被描述為「顯得更像」客家或苗栗媳婦，依然

被視為他者(the others )，而「不是」真正的在地人。 

新聞報導中的外配大多努力想要融入在地生活或客家生活圈，並且是透過

一些開班授課的過程，主要包括語言與烹飪方面的教導研習，例如以下新聞提及： 

苗栗區近百名外籍新娘帶著快樂的心情，參加縣府委託社區大學舉辦生活適

應輔導班…開班時招收來自東南亞包括印尼、越南、泰國、柬埔寨等國嫁來

苗栗的新娘，安排國語及客家會話、語文常識及鄉土美食等，參加很熱絡［…

］希望多學客家話早日融入此地生活［…］。（黃宏璣，2001.08.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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嫁來苗栗的外籍及大陸女子超過七千人，生活習性不同，常造成適應不良…

社大還幫這些夫妻開課，提升異國婚姻家庭的和諧度［…］出席外籍女子很

關切如何融入客家生活圈［…］。（黃宏璣，2003.09.16） 

苗栗縣大湖鄉婦聯會開辦烹飪研習班，協助婦女學習第二專長，並希望外籍

配偶能學會製作客家米食，早日融入客家生活［…］。（張勳騰，2009.07.09） 

相較於對外配的同化，以及希望她們能融入在地，新聞中較少提及在地人

如何去學習及瞭解她們的文化。事實上，由於台灣的東南亞移民往往在主流文化

下處於一種疆域化空間（王志弘、沈孟穎，2009；王志弘、沈孟穎、林純秀，2009），

被排擠與壓縮其活動領域。所謂的融入在地，似乎是要求剝除其母國文化後而進

入在地，而非使之與在地文化習俗進行結合。新聞文本中的外配似乎被期待應棄

絕其原來的生活習慣，重新學習一套她們原本陌生的行為模式。 

由於這些新聞雖然指出文化差異的問題，但卻是出現在地本位的論述，並

著重於一些熱鬧事件的呈現，因此所設定的讀者應屬介於公民與閱聽人之間，同

時也蘊含一種再地的世界性。 

（三）弱勢及輔助 

  誠如前述，由於許多外配來自東南亞諸國，也由於特有的婚姻媒合過程，她

們被加上若干刻板印象，固然目前台灣社會已日益關注其人權及尊嚴，但從媒體

報導中，仍不時可見特殊的印象形塑，例如以下的報導： 

嫁來苗栗縣頭屋鄉的東南亞籍婦人達二百多人［…］醫師周博治建議政府協

助這些弱勢家庭受良好教育，下一代才可能翻身。［…］變成一場印尼、越

南籍女子聯誼談心的聚會［…］參加演講的外籍媳婦都說嫁來台灣後，在家

照顧小孩煮飯給公婆、小孩吃等，家庭生活不錯，公公婆婆待她們很好，多

數都是客家後代，嫁到台灣基本溝通沒問題［…］。（黃宏璣，2003.04.14） 

  這則新聞直接指出外配的弱勢，雖然是基於關懷及協助的立場，但似強

化一般人對外配的刻板印象。就如同許多新聞傾向報導移工、移民、外籍新

娘的負面新聞，因而強化人們對他∕她們的負面看法（夏曉鵑，2001），其

實強調外配的弱勢也同樣具有類似效果，新聞應可進一步報導外配更積極與

開創性的面向，包括她們藉由學習與融入在地客家生活，因而可能成為客家

文化傳承的重要推動者。 

  再者，新聞提及她們嫁來台灣後「在家照顧小孩煮飯給公婆、小孩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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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可能確實符合她們的真實生活，卻也意味著此種生活模式潛藏的困境及風

險，不過新聞對此並未有所陳述，似乎無視外配置身於父權體制下的可能問

題。 

  在苗栗地方的客家新聞中，跨國婚姻的報導多著墨於如何讓外配融入客

家，然而這種融入是否犧牲了外配的文化權，以及背後是否可能存在某種性

別壓迫，則少見於新聞有所論述。 

就此而言，這類新聞指涉的讀者應位於公民與閱聽人之間，也同樣具有再

地的世界性。 

四、多元與揉雜的跨國展演 

  由於苗栗具有多族群的特性，也因為苗栗致力於推廣觀光旅遊，特別是

在全球化及文創產業的趨勢下，因此不可免地也有許多標榜多元文化及異國

文化交流的發展特色。這些也表現於在地新聞中。 

（一）接納異文化與多元文化 

  在苗栗地方新聞中，可見到一些強調包容各國文化的報導，反映在以客

家為主的地方文化中，仍能接納與欣賞異文化，例如以下的新聞： 

縣府國際文化觀光局舉辦特色美食餐廳認證活動［…］除原有的客家美食

外，也將中華美食、西式料理、亞洲料理等納入認證範圍。（傅潮標，

2009.09.23） 

縣府國際文化觀光局每年舉辦「特色美食餐廳」認證，即日起受理報名，分

為客家、中式、西式、日式與亞洲（韓式及東南亞）5 大類料理［…］。（傅

潮標，2009.07.04） 

  不過這類新聞也暗指多元文化具有商品價值，誠如前述，文創產業的本

質即在以經濟觀點來詮釋文化（Galloway & Dunlop, 2007；Gibson & Kong, 

2005），雖然有助於產業更新及發展，但畢竟並非毫無問題。新聞指出通過

認證的餐廳「可優先擔任代言餐廳，為苗栗的美食文化發聲。」當然，這也

代表遊客及在地人有多樣的飲食選擇，同時苗栗地方的飲食文化特色也並非

僅局限於客家美食，而是有跨國風格的文化多樣性，可增加苗栗的地方魅力。 

  這樣的新聞所指涉的讀者應是顧客，強調消費領域，並側重於在地的世

界性。 

（二）混雜的世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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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前台灣客家文化展現其積極追求創新的力量，在地新聞也對此加以報

導，例如一則報導苗栗縣頭份鎮民參加全國稻香料理私房菜大賽奪得客家菜組冠

軍的新聞提及，除了製作具客家風味的菜餚外，「雞尾酒則以二十度料理米酒和

蘋果西打調製成『琥珀之美』」（楊憲州，2003.10.08）。客家的創新表現於能夠挪

用其他非客家的元素，將異國風格的東西進行巧妙的結合，以讓客家文化呈現出

具有推陳出新的潛力。又例如以下新聞報導： 

步入 12 月，迎接耶誕節的各式禮品陸續上市，苗栗縣公館鄉佳樂蛋糕店今

年用肚臍餅做了一座聖誕屋，要讓今年的耶誕節多一番客家風情。［…］這

座聖誕屋內部由瓦楞紙當骨架，外部則由調了綠茶的綠色肚臍餅及調了草莓

醬的紅色肚臍餅組裝而成，外部再淋上糖霜、巧克力醬，再配上一些耶誕裝

飾，融合著西洋風與客家味。（林錫霞，2005.12.01） 

苗栗巿的手染服飾店近年蓬勃發展，和苗栗縣政府大力提倡穿著客家民服有

關［…］在服飾設計上，近年也融入了許多其他少數民族的元素，如尼泊爾、

西藏等服飾風格，讓喜愛者多一點選擇。（林錫霞，2005.02.17） 

客家子弟的她採用客家花布，運用歐洲「蝶古巴特」工藝技巧［…］學習了

歐洲風行的「蝶古巴特」居家工藝，並將其改用客家花布素材。（彭健禮，

2009.02.23） 

這些新聞指出在地化或保留客家文化不必然採取完全守舊的作法，透過借

用其他文化元素更可能引發人們的好奇與接納，亦可藉此而提高客家的能見度。 

而從另一個角度來看，在混雜著各種不同文化風格的過程裡，更重要的是

可做為一種對他國之想像與擬情的媒介。誠如前述，物品有其象徵層面，消費總

是帶有文化及社會意義（Douglas & Isherwood, 1979；Corrigan, 1997），因此融合

各種異國文化元素的消費物品可以引發對他國的聯想。而在接合各種風格及元素

的過程裡，不無醞釀一種世界性想像的可能（Szerszynski & Urry, 2006；Appiah, 

2007；Smith, 2007），由此開放自己而連結至更多差異的領域，以涵化對不同人

事物的接納及欣賞態度。當然，重點在於新聞的文本表現是否能夠引導讀者進行

此種聯想；抑或只是流於將相關事物進行商品及奇觀的展演。 

這些新聞較著重於讀者成為顧客及遊戲者的聯想，並傾向屬於一種在地

的世界性。 

總合來看，苗栗地方的跨國事件報導程度不等地聯繫至全球、國際、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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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等概念的呈現，多少強調苗栗地方具有跨國連結的潛能，應有助於發展跨

國參與、全球關懷的想像，使地方新聞得以延伸出更大的論述空間，以及建

構更廣的認識框架，也應該可以蘊含更多元的異文化對話。不過如果從前述

的探討來看，則這些潛能似乎在新聞報導對議題性的偏離而散逸。這些新聞

所強調的新聞價值即使放在客家與地方，但無法形成實質的新聞發掘，更少

提供多元框架，因此傾向一種制式的甚或僵化的地方及客家論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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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論 

  本研究探討苗栗地方新聞中的客家報導，試圖瞭解客家地方新聞如何呈

現公共性，以及內含怎樣的閱聽人論述，以下分別說明本研究的主要發現，

並進行相關討論，同時也回顧本研究的侷限以及提出未來研究建議。 

 

第一節 重要研究發現 
  本節分別從公共性論述與閱聽人論述來說明苗栗客家地方新聞的特

性，客家新聞如何透過在地連結而呈現不同層次與程度的公共意涵。 

一、地方新聞的公共性論述 

（一）苗栗客家新聞公共性的涵蓋範圍   

  本研究主要將苗栗客家地方新聞分成五大類探討：政治新聞、文教新

聞、產經新聞、社會新聞、跨國性新聞。 

  政治新聞進一步區分為四種：選舉新聞、客家建設新聞、政界∕議會新

聞、政治人物新聞。在選舉新聞方面，主要特性包括：傾向衝突框架、政策

（政見）的零碎化、立場的對立化、凸顯選舉策略、反映選風問題、輔選∕

站台∕動員之報導、訴求在地∕客家利益。 

  在客家建設新聞方面，主要著重於地方上重要的客家事務，例如客家文

化園區的籌設，相關報導強調地方爭取資源多寡，以及和中央的角力過程。 

  在政界∕議會新聞方面，主要呈現地方議會的重要事件，特別是一些爭

議與紛擾事件，可見到衝突導向的報導。 

  至於政治人物新聞上，則主要包括一些重要層級之政治人物的消息，透

過他們出現於苗栗地方而突顯地方與其他更大社會的關係。 

  文教新聞進一步分成客家文化新聞與客家教育新聞。在客家文化新聞方

面，主要包含幾類報導：節慶民俗活動的客家文化意涵、客家藝文創作及展

演、客家文化機構的籌設與運作、客家人士的文化成就、兩岸客家文化交流。

大體上，客家文化新聞多屬正面報導地方上的客家文化活動，也因為如此，

相關新聞的多元性較顯不足，傾向反複頌讚這些活動，並一再強調客家文化

價值。不過在兩岸客家文化交流上，則可見一些特殊現象，這些新聞再現中

包含了幾個主要方向：建構中國客家意象、區隔兩岸客家、連結兩岸客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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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現兩岸客家互動模式、呈現當代客家的轉型。而在兩岸客家互動中，又可

見到三種模式：合作模式（去政治化模式）、角力模式、衝突模式。另一方

面，在兩岸客家交流的新聞論述裡，則有包含三種論述：始源（原鄉）論述

∕在地論述、相同論述∕差異論述、傳統論述∕創新論述。 

  在教育新聞方面，主要分成基礎教育與高等教育來看，前者包含客語及

客家文化的教學與推廣、客語及文化教學的成果。後者則主要有客家研究單

位的設立、客家研究活動的進行。 

  苗栗的客家產經新聞方面，主要分為客家產業新聞與桐花創意產業新

聞。客家產業新聞包括休閒觀光及其他產業新聞、客家美食新聞兩大類。前

者的報導主要幾個層面的新聞：政策層面、行銷策略、重要的產業成果、民

間的配合、相關產業活動。客家美食新聞則包括：政府協助推廣、優異表現、

傳統取向、創新取向、健康取向幾大類。至於桐花創意產業新聞，則包括桐

花與商機、桐花與浪漫形象、桐花的政治化、相關的爭議等類別。 

  在客家社會新聞方面，主要分成幾個種類：意外新聞、治安新聞、性別

新聞、勵志新聞、人情趣味新聞、其他新聞。 

  在跨國新聞方面，主要從四個面向探討，首先，在再現跨/異國接合的地

方新聞文本，相關新聞反映出地方的全球想像與跨國慾望，這其中出現兩種

論述重點，其一，標榜躋身國際的榮耀，其二，期待和世界接軌。此外，跨

國新聞也呈現全球化影響並提倡在地特色、指出一種異國靈光趨近的現象、

以及跨國繁衍的盛世想像。其次，這些新聞裡也同時建構客家移民印象，包

括對客家後生的期待，以及對客家的希望；強調客家移民應飲水思源與回饋

鄉里，以及冀望海外客家的日益成長，並能夠迴游返鄉。另外，新聞也透過

報導跨國婚姻而進行異國想像，其中強調尊重文化差異，追求同化與融入，

以及重視對弱勢的關懷及輔助。最後，這些報導也如同在進行多元與揉雜的

跨國展演，裡面反映出意圖接納異文化與多元文化，並同時發展出一種混雜

的世界性。 

（二）苗栗客家新聞的公共性建構   

  以本研究而言，嚴格來說，公共性並非有或無的現象，而是品質的問題。

誠如前面指出，之所以要求新聞具有公共性，乃期望讀者能夠透過閱讀新聞

而進行理性討論以及社會參與，而這兩個目標之達成必須有賴於讀者在瞭解



 

 555

社會事務時，能夠接觸多元觀點，發展多元思考的能力，如此才有可能培養

出包容和尊重不同意見的公民精神(Glasser & Craft, 1998; Campbell, 1999)。

也因此在探討新聞的公共性時，可以從多元的消息來源、理由的論述、非衝

突性框架等三個重點做為主要觀察面向，分析新聞是否足以發展前述的功

能。 

  另一方面，所謂公民並非是指身分而已，更重要的，它其實代表一種能

力，也由於藉由傳播媒體的協助，因此這種能力可以產生變化，如從公民概

念的三層次來看，空間與地理範圍、規範性的責任與義務、知識∕態度∕技

能等(Heater, 1990)，則這些層次所涉及廣度與深度都可能因為傳媒提供線索

的差異而有所增減。因此，如果總體來看，依據第四章的分析與說明，則首

先，客家地方新聞的公共議題多樣性是可以肯定的，包括政治、文教、產經、

社會等部分都有各式各樣的客家公共議題出現在苗栗地方的客家新聞中。因

此，或許可據此推論，客家地方新聞確實提供相當範圍的公共空間讓讀者得

以接觸與認識。 

  但是另一方面，我們也可發現，客家地方新聞仍然呈現傾向市場價值的

報導趨向（McManus, 1994），包括聳動用詞、突顯對立衝突，這種情形在選

舉新聞中尤為明顯，新聞放大不同立場的差異，強化雙方對峙情緒，卻未能

更充分去分析與說明彼此的政見內容，同樣掉入常被詬病之賽馬式新聞的情

形。客家地方新聞雖能提供多樣的新聞議題，但對議題的處理仍可再加強，

許多議題多只觸及表面，更欠缺多元框架之發展，因此雖然議題看似豐富，

卻總有搔不到癢處之感，而這種情形並不利於公共性之建構。 

  值得留意的一點是，在客家文化新聞方面，可算是客家地方新聞中最能

掌握地方文化活動與族群意識的新聞。一般來說，這些新聞的表現，較像是

扮演中規中矩地提倡客家文化的角色，以一種支持者的立場去報導相關文化

活動，在鳥瞰這些新聞時，可發現它們除了報導的活動不同、當事人不同、

時間地點不同外，其背後的詮釋架構高度相似，甚至千篇一律，換言之，這

種極其同質的文化新聞可能正是隱憂之處。另外，在教育新聞上也有類似現

象，許多客語教學的新聞形同教育部門的工作報告，本質上多屬陳述業績及

成果，但較看不到對問題的思考與分析，相關新聞更多是一種對地方的自我

肯定，而非自我檢視，也過度從官方政府及地方權威者的角度在進行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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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未引入更多元的觀察面向。 

  產經新聞中的產業活動報導部分有不少像是提供商品行情，羅列地方的

各色產品，定期發佈各鄉鎮節慶活動的消息，如同例行新聞，年復一年。在

相關報導中，可能強調某年某項活動更精彩、更多人潮，但議題討論的空間

持續萎縮。至於桐花祭新聞亦有形式化與儀式化之徵兆，新聞成為一種招

商、招攬觀光的媒介，活動的文化意義變成附屬之物，長此以往，將可能成

為商品的包裝物。諷刺的是，新聞本應檢討與制衡此種發展，然而有時新聞

卻反而成為加速這種趨勢的推手。 

  社會新聞有其特殊的處境，誠如前述，它以軟性新聞之屬性而可能提供

公共性之可能性，是值得關注的一類新聞，然而如何加以開發，以進一步實

現其潛能，主要在於新聞論述之操作，透過反轉私而成為公，將可能吸引讀

者閱讀而又能導引至公共性思維。地方的社會新聞實應更審慎取處理，不僅

於其反映地方各種社會問題，更由於它可能是較易接近讀者，因而更有其影

響力的一類新聞。 

  本研究除了探討上述四大類新聞外，亦分析跨國新聞，由於地方已不像

是過去封閉或孤立的社區，隨著全球化之影響，地方與全球的互動日益頻

繁，這種情形亦可見於苗栗地方。透過新聞報導地方上發生的跨國事件，反

映出在地如何連繫其他國家或國際社會，也可引導去關注更廣大的世界，思

考更宏觀的議題。同樣的，這種理想仍必須仰賴新聞能提供多元框架、理據

說明、建立個人與世界之間的關係與想像，這些對客家地方新聞而言，具有

同樣的重要性，也應有更進一步的努力。 

二、地方新聞的閱聽人論述 

  接續前面所言，可以據以推論這些新聞所設定的讀者。本研究主要依據

類型學方式，將媒體使用者分成公民、閱聽人、顧客、遊戲者等四種理想型

(Syvertsen, 2004)。其中，公民與其他三種形成明顯對比，前者是典型能夠進

行理性思辨的媒介使用者。前面已經提過，公民應是一種能力，公共性也應

是性質與程度之分，而非有無的問題。因此，當我們在探討新聞中的閱聽人

論述，推論報導所預設的讀者時，似乎也應該從這種角度來分析，如果說，

我們認為客家地方新聞提供豐富而多樣的公共議題，則似乎可推斷它們都具

有某種性質的公共論述，也就是它們應該都假定了某種公民能力的讀者。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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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我們也由前面的說明與分析中看到，其實許多報導僅屬於表淺式去觸及

這些公共議題，特別是在多元框架與理據說明方面，仍有所欠缺，因此便應

該認為這些被假定的公民能力可能較為有限。例如在政治新聞中，特別是在

選舉新聞裡，由於著重於對立衝突的層面，也強調競選策略的操弄，因此讀

者所能認識的政見與政策內容便受到限縮，此際，或許不能認定讀者無法由

此發展公民角色，但事實上，除非讀者另有進一步蒐集資料與深入接觸的管

道，否則從這些新聞所提供的資訊內容與形式而言，可能較難以被引導而展

現更成熟的公民能力。 

  其次，在客家文教新聞方面，雖然這些新聞報導地方上的客家文化與教

育活動，都屬於可進行公共討論的事件，然而卻由於欠缺多元框架，並有傾

向同質化的現象，因此既使預設了公民的讀者位置，但可能還是無法促成更

有力的反思與行動。在多數新聞流露出過度自我指涉的認同意識中，人們不

斷被增強一致性的、被視為理所當然的價值觀，無法跳脫被限定框架去省思

是否可能還有其他不同的想法與做法，以及這些價值觀是否可能牴觸其他價

值，是否可能隱含某種副作用。更嚴重地來說，這種一致化的價值觀經由新

聞而長期持續地傳遞，也有可能形成一種霸權，產生一種支配性（Gramsci, 

2001），變成一種思想觀念的灌輸，而非引發反思激盪以及增加想像力，而

這點對公民而言，是很重要的一項能力，必須能夠去擬像差異、他者、異已、

另類等更多不同的生活形式與生命意義，也才能發展出欣賞與包容的態度

（Delanty, 2006）。然而，我們在客家文教新聞中，其實不太常看到和客家主

流文化有差距的其他觀點，不易聽到更多不同的另類聲音，此點是值得加強

之處。 

  前面的說明指出苗栗的客家產經新聞多包含著商品化的色彩，反映出在

文化創意產業思維的主導下，苗栗地方文化產業已受到明顯影響。然而我們

也已從相關研究及討論中，瞭解文創策略的可能問題（Galloway & Dunlop, 

2007；Gibson & Kong, 2005），新聞應有責任扮演監督角色，去注意與提醒相

關問題，進而建構議題與促成討論，而非只是依從主其事者的政策而複誦其

觀念，如此方能使讀者更能提升公民能力。至於社會新聞由於其特殊性質，

它們假定的讀者位置有其微妙之處，正如前面所言，如果社會新聞能夠排除

羶腥作風，它們對公共性之建構而言，可以有其正面作用，例如透過親近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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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引導、由私到公的轉移，未嘗不能發展出既吸引讀者，又能協助讀者展現

公民能力的新聞報導。 

  本研究也特別針苗栗地方的跨國新聞進行觀察，除了上述的公共性之性

質外，跨國新聞應該能夠擴大公共關懷的範圍，進一步引導讀者去關心、想

像其他異文化，並建構全球關懷的傾向。不過從前面的探討中，可發現地方

新聞中關於跨國事件的報導，仍多固著於地方本位、客家中心的思考，例如

在關於外籍配偶的報導中，便明顯出現希望外籍配偶學習客語、融入客家，

而較少提及在地人如何去學習她們的語言和文化，這種不對稱的關係，對異

文化的壓抑，並不利於多元文化之發展，也無益於公民能力之成長。 

三、新聞公共性與客家新聞報導的未來展望 

  從以上說明，本研究對新聞媒體提出幾項建議： 

（一）客家新聞應該加強建構議題及多元論述的能力。 

（二）新聞可更清楚地報導客家公共生活，以客家公民為假想讀者，提供更具說

服力的敘事。 

（三）記者在報導客家事務時，應學習更多關於客家領域的相關問題及解決過

程，以便有助於進行客家報導時，能更有效地說明問題。 

（四）記者在報導客家事務時，可將客家變遷的資料放入新聞框架內，以促使客

家社群與客家公民去面對所遭遇的問題。 

（五）客家新聞的論述內容應進一步擴大與深化人們的討論與瞭解。 

（六）客家新聞應可協助人們認識透過共同活動以創造公共價值的可能性與必要

性，並應更多報導相關的實際案例。 

 

第二節 檢討與建議 
  本研究分析苗栗地方客家新聞的公共性與閱聽人論述，主要以國內四大

報（《中國時報》、《聯合報》、《自由時報》、《蘋果日報》）為研究對象，分析範

圍從 2000 以後至 2009 年，由於報紙新聞數量龐大，囿於時間及資源限制，

本研究無法逐年全部分析，而對四大報共選取 17 年份的新聞資料進行檢視，

同時僅分析新聞的文字部分，並未涵蓋新聞圖片與照片。 

  客家地方新聞的公共性探討，對客家議題建構、客家社區發展、客家傳

播等皆具有不可忽視的重要性，本研究由於研究範圍限制，只探討報紙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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聞，未來研究可分別對廣播新聞、電視新聞、網路新聞等進行系統分析，甚

或進一步比較不同媒體形式對公共性論述是否可能有不同影響。 

  客家新聞的公共性除了探討新聞文本的論述外，還應該進一步瞭解真正

閱聽人的解讀及反應，本研究僅探討新聞文本預設的讀者位置，未來研究可

從閱聽人的接收分析而瞭解讀者從新聞建構的公共議題而產生公共意識與

行動參與能力。 

  本研究基於對在地關懷，因此目前僅對苗栗地方的客家新聞進行探討，

未來則可研究客家全國性新聞，或比較客家新聞的全國性議題與地方議題的

公共性有無異同，又或者可比較不同客家群聚區域之客家新聞議題是否有何

差異，例如比較桃竹苗與高屏地區的客家新聞。另外，本研究客家新聞時，

主要著重於瞭解新聞文本的論述意義，並未進行系統的量化分析，並主要將

新聞成政治、文教、產經、社會等領域，予以分別觀察。未來有興趣的研究

者或可採取量化研究，分析客家新聞議題的種類與出現頻率，以瞭解台灣客

家新聞的輪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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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家老年閱聽人的次文化研究：一個山歌比賽節目「鬧熱打擂台」的接收觀察」 

 

吳翠松 

中文摘要 

 

本研究以居住在苗栗地區曾觀看「鬧熱打擂台」節目的 15 位客家老人族群

作為研究對象，並以近年來常用於青少年及網路閱聽族群研究中的觀展/表演理

論(Abercrombie and Longhurst,1998)為主要切入點，觀察客家老年閱聽人於媒

體節目收訊後，受到媒體節目滲透影響，所展現於日常生活中的觀展/表演文化

及其對於客家歌謠比賽節目特有的觀賞詮釋角度。 

研究結果發現，客家老年閱聽人在觀影動機部分，除了傳統傳播學上談到的

「娛樂」和「學習」功能之外，亦受到客家意識與人際互動影響。另在節目內容

的詮釋部分，研究發現，受訪者極在意參賽者的感受，對長期參賽的表演者有一

定的感情，與歌唱節目評審間的關係也較一般電視歌唱節目來得密切。 

至於在觀展/表演文化部分，本研究發現，客家老年閱聽人除了定期收看「鬧

熱打擂台」節目外，亦會積極的收看其他類似歌唱比賽節目，並為了提昇自己的

歌唱技巧，家中多半都會購置練唱設備，而在受訪者的「日常生活」中，亦充斥

著無數的「卡拉 OK」設備。 

而透過媒介影像消費的滲透，表演成為受訪者生活常態，深刻融入其日常生

活中。幾乎所有的受訪者都談到，雖然家中都有練唱設備，但他們還是會到老人

文康中心歌唱，因為唱歌時一定要有掌聲和觀眾，不然就覺得沒意思。  

 

 
 
 
 
 

關鍵字：苗栗客家老人、老年閱聽人、觀展/表演理論、「鬧熱打擂台」、 

老人次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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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ubculture study of the Hakka elderly audiences in MioLi:   
A reception analysis of singing Competition Program of  Hakka TV 

 
 

Tsui-Sung Wu  
 
Abstract 

This study, Drawing on Abercrombie and Longhurst(1998) Spectacle/ 
Performance paradigm, aimed to explore the subculture of the Hakka elderly 
audiences. In this study, we choose 15 elderly audiences of singing Competition 
Program of  Hakka TV to interview.  

The research results revealed two findings. Firstly , the emotional factor plays an 
important part in reception and interpretation the content of singing Competition 
Program of  Hakka TV for the Hakka elderly audience. 

Secondly, Based on the circle of spectacle-narcissism-spectacle, our research 
find that Hakka elderly audiences usually live in a situation that everywhere is 
karaoke. They are narcissism for their performance through the circle of 
spectacle-narcissism-spectacle. 
 
 
 
 
 
 
Keywords:  Hakka elderly audiences. reception analysis. singing Competition 

program. Spectacle/ Performance paradig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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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動機與目的 
 
根據經建會統計，台灣地區目前 65 歲以上人口占總人數 10.4%，人數接近

242 萬人，且有逐年增加趨勢，預計到了 2025 年，老年人將占人口比例 20.1%，

平均每 5 人中，就有 1 名老人，台灣亦將邁入「超高齡社會」(經建會人力規畫

處，2008)。換言之，老年人口在未來會成為台灣人口組成很重要的一份子。 
然而，過去由於媒體的建構，對於老人族群形塑許多刻板印象，像是身體羸

弱、不愛學習、固執、活動力弱等，使得一般人對於老人族群常是敬而遠之。近

年來，隨著後現代主義倡導多元文化思潮的興起，學術界開始反思對於老人的偏

見與誤解，有關老人需求及次文化議題開始浮現，關於老人研究也逐漸增多（陳

美光，1998）。 
有關老人的研究，早期主要集中於醫學及生理學的研究。至於社會學門開始

涉入，大約起自1940年代中期後，社會學、心理學、社會心理學等不同學門，對

於老化理論的研究陸續投入，帶動老年學在社會科學研究領域中的發展(蔡琰，

2000)，並提出各式理論加以說明。像是Cavan等人於1953年所提的活動理論、 
Cumming & Henery於1961年所主張的撤退理論、Ross於1960年代所倡導老年次

文化理論等(轉引自林麗惠，2001)。 
但在傳播學中，針對老人族群所做的研究相對稀少，目前較有系統的研究，

僅有政治大學蔡炎、臧國仁教授領導的「老人傳播研究網」，針對老人族群接受

新聞訊息之的情感與記憶(蔡琰、臧國仁，2008a)及網路使用、自我形象與社會

角色的建構過程(蔡琰、臧國仁，2008b)等議題做過探討。這些研究題目，主要

從生理及需求層面，思考老年族群與其他族群(例如青少年、成年)的媒體使用與

訊息詮釋接收的差異，較少述及老人閱聽眾的次文化，且相關研究亦較少將之進

一步與族群連結，探討族群文化因素在這之中所扮演的角色。 
為了彌補上述缺憾，本研究特將族群與老人研究做一連接，以居住在苗栗地

區的客家老人族群作為研究對象，並以近年來常用於青少年及網路閱聽族群研究

中的觀展/表演 (Abercrombie and Longhurst,1998)做為主要切入點，觀察客家老年

閱聽人於媒體節目收訊後，受到媒體節目滲透影響，所展現於日常生活中的觀展

/表演文化及其對於客家歌謠比賽節目特有的觀賞詮釋角度。 
在此，之所以客家老人族群作為研究對象，一來，是因為客家老人族群為目

前較少人關注的研究對象，甚少研究是以客家老人做為研究主體，就研究者目前

所搜集到的資料，僅有謝桂珠於 1986 年所著的《客家老人的生活需求與滿意之

研究》一文，故極需更多研究者投入；再者老年族群所受的族群文化薰陶，相較

於年輕族群更為明顯，故如欲了解族群因素對於閱聽詮釋的影響，顯然從老年族

群著手，會較其他年齡層的族群來得更為恰當。而研究者之所以「鬧熱打擂台」

節目閱聽人做為研究釋例，主要是因為該節目在客家電視台之初即已出現，為該

電視台的長青老牌節目之一，且主要收視對象即為住在客家庄的老年族群(客家

電視台，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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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本研究之所以選取苗栗地區做為主要研究的場域，主要是因為苗栗縣的老

年人口比例，較其他客家縣市比例更高。根據行政院主計處的 2008 年的統計資

料顯示，苗栗地區老年人口(65 歲以上)計有 74,009 人，占全縣的總人口數的 13.21
％，相較於桃園縣的 8.05%，新竹縣的 11.20%，顯然高出許多，也更具代表性。

而根據客委會 2008 年度所做的客家人口基礎資料調查顯示，臺灣客家人口比例

為 25.6%，客家人口數為 587.7 萬人。在這之中，苗栗地區，不論是客家人口的

總數或比例，皆位居台灣地區的前兩位，可說台灣目前最具客家特色的縣市之一。 

 
至於本研究的研究目的部分，在本研究中，研究者除欲說明客家老年閱聽族

群的次文化外，亦希望透過本研究，讓其他不同年齡、族群的人及客家媒介能了

解客家老人族群的需求及次文化，以提供不同的觀看視野及電視台在製作類似節

目的一個參考。  
 

一、 文獻探討 
(一) 老人研究相關文獻 

何謂老人? 目前尚無一個統一明確的定義。如從生物學來看，其重要指標包

括頭髮灰白、生理功能減退及慢性病的產生；如從心理發展來看，指涉的是衰

退感的產生及睿智成熟的來臨(黃富順等，1996)。 除上述指標外，一般學理上，

較常以實質年齡做為畫分標準。例如，聯合國教科文組織（United Nations 
Educational Scientific and Cultural Organization, UNESCO）即以年滿六十五歲以

上的人，為高齡化社會的老人人口指標（黃富順，1995）。美國與西方國家甚

而採用六十五歲為員工強制退休的年齡。而大多數的老人學和人口學的學者所

提出的老人年齡指標，亦是以年滿六十五歲以上為標準（徐麗君、蔡文輝，

1987），本研究的老人定義，亦是以此為取樣標準。 
目前有關老人研究部分，約可分為健康議題、經濟議題、人際關係議題、休

閒議題(陳聰興，2004)。在健康議題部分，主要集中於探討老人身體機能退化後

所造成的生理改變。在經濟議題部分，談及的是老人經濟狀況與生活品質間的關

聯。在人際關係議題部分，則是談到老人在退休後，由於社會角色的喪失或轉換，

所面臨人際關係的變化；在老人休閒活動研究部分，相關研究指出，老人退休後，

由於社會責任降低，自由的時間增多，相對的，可運用的休閒時間即擴增，休閒

角色也因此變得更重要(Ganikos，1979)。 
至於有關老人研究的理論部分，過往有關老人的理論研究，主要集中在醫學

及生理學面向的探討，1940 年代中期後，社會學家對於老化理論的研究開始增

加，帶動社會老年學在社會學研究領域中的發展。其後，陸續有活動理論、撤退

理論、連續理論、角色理論；老年次文化理論、年齡階層化裡論及社會環境等理

論被提出。 
由於相關理論甚多，為了分析上的方便，周家華（1995）將其歸納為二類：

其一是微視層面的分析，主要在解釋個體老化的過程，及探討個體對老化的適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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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程，其中又以活動理論、撤退理論最為著稱；其二是鉅視層面的觀點，主要在

研究高齡者和社會間的互動關係，其中以老年次文化理論常被提及。本研究在此

即針對這幾個常被引用的理論做一簡述說明。 
1.活動理論 (Activity theory) 
    活動理論由Cavan等人所提倡，是最早被用來說明老年人成功適應及成功老

化的老年社會學理論之一。該理論認為，活動力對老年人而言，具強大影響力，

活動力強的老年人可藉由社會活動的參與，獲得較大的滿足感與幸福感，相對

的，身心上亦較年輕化與健康。反之，活動力較差的老人，由於社會參與度低，

身心狀態較易呈現疲憊及病態。國內外有許多的研究都顯示老年人身體、心理健

康及生活滿意度與參與活動層次之間，特別是社交活動與老年人所表現的活力，

具有高度相關性(葉俊郎，1994)。故而活動理論強調，應該鼓勵老年人參與社交

活動及與他人互動，較能擁有健康的身體與心理。  
活動理論提出後，受到不少批評，如G. Maddox認為，有些高齡者不喜參與

社會活動，反視退休後的悠閒歲月為辛苦多年的報償，對他們而言，不活動才是

最大的享受（周家華，1995）。儘管如此，活動理論仍為成功的提供老人教育理

論一個重要基礎，使其得以藉由強調教育活動的過程，協助高齡者繼續參與社會

活動，進而成功的調適晚年的生活（邱天助，1993）。 
 
2. 撤退理論 
    撤退理論是Cumming 和 Henry於1961年提出，其主張由於無法適應現存社

會中的角色、人際關係、價值體系等變化，老年人很容易採撤退策略來保護自己，

變得越來越少參與社會團體及從事社交生活。而從社會巨觀的角度來看，許多社

會大眾，為了促成社會循環，亦認為老人須退出社會，讓年輕人取代，以維持社

會體系的延續(徐立忠，1996)。換言之，老化的另一個社會目的是為了維持家庭

及社會秩序的運作，以期增加世代交替的機會。故而此處所謂的撤退，非指老年

人單方面的撤退，還包括整個社會大眾與老人雙方的認知。由於撤退理論明顯輕

視老人的存在功能，其論點亦引起相當多的批判（劉志文，1999）。 
 
3.老年次文化理論(Subculture theory of aging) 
    老年次文化理論由Ross於1960年所提出，該理論強調，由於生理、心理、社

交、經濟各方面的衰退，導致老人的社會調適力下降，再加上工業社會中退休制

度的建立，阻礙老年人與社會的連結，進而促成老年團體意識的產生。在此影響

下，老年人傾向於和他們的同輩互動，而在老年同儕團體的互動模式中，彼此亦

會逐漸產生相互依賴的關係，甚而再進一步增加彼此間的相互認同與支持，發展

出不同的價值觀點、態度和行為，進而形成一種獨特的老年次文化體系(葉俊郎，

1994；沙依仁，1996)。 
此派理論相較於前述兩大理論，對於老人的社交活動有較正面的看法，強調

老人「生命史」（life course）及其次文化的尊重，認為每個人的老化都有其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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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需給予尊重，且結合生物學、心理學、生理學等理論，以時間、時期、世代

對老化過程提出解釋，描述老年人在不同生活背景下的文化經驗，而成為目前老

人社會學研究的一個重要趨勢。 
本研究主要探討客家老年閱聽人於媒體節目收訊後，受到媒體節目滲透影

響，所展現於日常生活中的觀展/表演現象及其對於客家歌謠比賽節目特有的觀

賞詮釋角度，強調的是客家老年族群的展演與詮釋特殊文化，故亦屬於老人次文

化的探討。 
 

(二)老人傳播研究研究 
至於老人傳播相關研究，目前數量不多，主要集中於老人生理、社會化條件

的差異，所造成的訊息接收影響。例如，Thompson, Aidinejad & Ponte(2001)的研

究發現，雖在記憶、詮釋、評估自身情境皆可提出良好的說明，但老年閱聽人對

於影像接收的敏感度，明顯不如年輕人。尤其是當電視只以鏡頭表達演員情緒，

而無口白或文字說明時，老年閱聽人往往會忽略鏡頭裡的情緒資訊，顯示老年族

群的電視訊息接受，極度依賴文字或口白。黃仲珊、曾垂孝(1993)亦指出，老年

閱聽人的思想雖較為成熟，但感官敏感度較低，容易疲勞，短期記憶力較差，對

大量新訊息的處理時間較長。 
對於上述現象，蔡琰、臧國仁(2008a)認為，與一般傳播研究所針對生理、

心理皆尚在發展的兒童與青少年閱聽人(例如涵化理論)或成年人(例如議題設定

理論)相較，老年族群顯然在生理及社會化程度上，具有不同的狀態。老年族群

除在生理機能較為退化外，也因高度社會化結果，使其自我防衛系統，經常處於

警覺狀態，較不易接受新事物與新觀念。 
除了上述談到生理、社會化所造成的理解差異，近年來，蔡琰、臧國仁

(2000；2008a；2008b)所組成的「老人傳播研究網」，亦針對老人資訊處理特質

做了進一步的說明。 
蔡琰、臧國仁(2008a:11)指出，若要理解老年人對媒介訊息的反應，即應討

論其記憶。因為記憶與情感正是人類意識最重要的兩個部分(Jung,1971/吳康、丁

傳林、趙善華譯，1999)。此處所指的記憶，並非是傳統傳播理論所述的單純資

訊，而是含有相當程度「情感」成份在內的記憶，這種情感式的記憶，易形成「選

擇性接收、辨識、判斷、邏輯推理」的過程，影響老人族群對訊息的態度和期待，

使其選擇只去看或聽某事物，而不去看或聽其他事物(Gombrich,1960/盧曉華等

譯，1988:171-172)。 
蔡琰、臧國仁(2008a:6)針對老人的媒介訊息接受，訪問了二十位老人。結果

發現，大部分的老人都表示喜歡看與自己有關的節目或老歌、老電影。許多老人

會因媒介訊息，而使自己想到「過去」，包括回憶自己的家庭、童年、政局、社

會治安。多數受訪老人認為今天的社會與記憶中的不同。至於在媒體選擇部分，

大半老人指出，之所以選擇選讀某則新聞或媒介，主要是出於情感上的「關心」。

而研究結果也發現，無論虛構敘事(如電影或電視劇)或真實敘事文本(如新聞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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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老人族群皆有著出人意料的「情感」反應與傳播行為。 
亦即，相對於年輕族群，老年觀眾在接收新聞或觀看戲劇情境時，易融入自

我意識，導致過於深入敘事，而與報導內容或劇情產生強烈情緒互動，情感上難

以自拔。而這樣的研究結果，在蔡珮針對客家電視節目閱聽人所做的研究亦發

現。蔡珮(2008)研究發現，不同於年輕世代的負面看法，傳統客家山歌與戲曲節

目內容，對於六十歲以上的客家老人，更能召喚出「記憶中的族群自我認同身

份」， 且與其記憶緊密貼合，產製更深層的情感意義。 
 
(三)苗栗客家老人所處文化情境及相關研究 

相對於台灣其他族群，客家族群有其特有的社會組織及儀式(徐正光，

1991)。夥房是早期客家家族的基本單位，雖進入現代社會，但至今仍可在苗栗

某些地區看到此組織(劉懿瑾，2003)。夥房為互有父系的血緣關係的家庭所組

成，通常以三合院或四合院形式呈現，夥房之內可細分為一至多個家庭單位，一

個家庭即構成一個自行運作的經濟單位。雖經濟各自獨立，但夥房間並非處於孤

立而疏離狀態，家庭與家庭之間在許多方面是緊密結合且息息相關(曾坤木，

2004)。 
根據客家習俗，每年除中國人的幾個重要節日外(例如春節、清明等)，遇上

夥房成員的重要生命階段，像是出生、入伍出征、男婚女嫁、成功立業與死亡等，

以及家庭或家族的重大決定，夥房成員均會聚集(曾坤木，2004)。而這也使得夥

房內的成員間互動極為頻繁。 
另外，由於本研究主要的研究對象為居住在苗栗地區的客家老人，故而在此

亦需針對苗栗地區的文化情境做一介紹。 
依據苗栗縣政府所做的調查，苗栗縣為一典型的農業縣，農戶人口佔總人口

比例高(31.8%)，尤其是三灣、獅潭、泰安、西湖、卓蘭、大湖農業人口比例超

過 50% (農委會，2005)。由於務農居多，常須大量人口互助，因而鄰里互動極為

密切，彼此甚為熟悉。 
    高淑貴(2000)的研究就發現，農村老人平日生活規律，多半早睡早起。農村

老人的社會網絡中，親屬所佔的比例極高，而鄰居、朋友的比例均極低。其原因

可能是農村地區居民往往相互有親戚關係，因之這些成員會被優先視為親屬關

係，而較不會被視為鄰居。 
換言之，如由上述的說明可發現，不論是客家的夥房文化或苗栗縣的農村

文化，都使得苗栗縣的客家老年人，都處於一種人際互動極為綿密的文化情境中。 
 

(四)觀展/表演理論 
前文提到本研究將採用觀展/表演理論做為觀察切入點，探討客家老年閱聽

人於媒體節目收訊後，受到媒體節目滲透影響，所展現於日常生活中的觀展/表
演現象及其對於歌謠比賽節目特有的觀賞詮釋角度。故而在此部分研究者亦對觀

展/表演理論做一介紹。 



 

 594

觀展/表演理論為新近閱聽人研究的一個分支，又被稱為第三代接收分析研

究，為 Abercrombie and Longhurst 於 1998 年所提。該理論認為，當代傳播環境

已產生巨大變化，新科技大量生產與普及，使得媒介影像消費逐漸氾濫，在此情

境下，閱聽人概念亦產生巨大轉變，過往強調接收「媒介訊息」特質的閱聽人，

有了不同的定義。事實上，所有身處此社會中人，皆可稱為閱聽人，因為即便未

親身接觸媒介訊息內容，但是經由與他人的對談或其他媒介的內涵，人們終究會

間接接觸主流媒介訊息傳遞的意象。故而，Abercrombie and Longhurst (1998) 特

別提出擴散閱聽人(the diffused audiences)的概念，用以強調當代媒介情境，已無

人可以逃脫出無所不在的媒介影像之直接、間接影響。 
除了媒體的無所不在外，Abercrombie and Longhurst (1998)認為孕育擴散閱

聽人的社會因素亦包括了「表演社會」(the performative society)的形成。所謂表

演社會，指的是表演概念透過媒介影像消費的氾濫，已成為世俗生活的常態，不

再是單一事件或舞台上的演出，深刻融入人們日常生活，致使我們幾乎難以察覺

其存在。Kershaw(1994)即指出，透過媒介的滲透，表演型態與模式的運用已細

緻的深入每個人的互動與內心中，令人無所遁逃，表演充斥在我們的日常生活，

形構人與人之間的交往互動。這種例行生活表演化的特色，使得任何事件都可以

被當做是一場演出；同時，與事件有關的人們，亦將自己視為參與演出的表演者。 
而「表演社會」的形成，導致表演者與觀眾間的距離消失，不再像過往與大

眾閱聽人般區隔明顯。在「表演社會」中，不存在真正的表演者或觀眾，因為每

個人都同時採取了兩種角色：在觀看他人的同時，亦是被觀看的對象。這種兩種

角色共存的現象，正是觀展/表演理論的要旨。 
Abercrombie and Longhurst (1998)認為，除了表演社會、大量媒介消費因素

外，媒介滲入日常生活為構成觀展社會的另一力量，則來自閱聽人的想像，而想

像最重要的來源，是人們對自我影像依戀(即自戀)與追求之強調。人們頻頻藉由

激增的媒介影像，投射自我慾望，不斷觀看、修補自我認同的過程。於是，表演

與顧影自憐互相連接。人們將他人建構為注視自己的觀眾，在觀眾面前進行想像

性的表演。自我的概念也透過在朋友與陌生人的表演中產生；同時，在彼此監督

的目光中，人人都成為自我與他人表演的鑑賞家。 
有關上述媒介滲入日常生活構成觀展社會的循環過程，Abercrombie and 

Longhurst(1998:178)曾以下圖說明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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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有關觀展/表演理論的研究成果相當豐碩，像是王書泓(2008)曾針對《超

級星光大道》、賴彥如(2006)針對《台灣龍捲風》、陳澤瑋(2006)以《女人我最大》

的網路社群閱聽人進行研究，這些研究透過對閱聽人日常生活的談話與表演方式

(例如在 KTV 演唱)的觀察，及其對節目內容的詮釋與表演時的內在想像的探討，

說明了當代閱聽人觀展/表演的現象的盛行。不過這些研究主要集中於電視節目

或網路社群的閱聽人，研究的族群也大半集中於年輕人身上，有關老人族群觀展

/表演的研究相對稀少。 
有關老人族群觀展/表演的研究，國內目前僅可查到臧國仁、蔡琰(2009)於中

華傳播學會上發表的<爺爺奶奶部落格─從老人敘事理論觀察組織再生與傳播現

象>一文，其針對老人部落格的內容進行研究，結果發現，這些「跟得上時代腳

步」的老人，最常述及既往舊事，抒發生命故事。另外也經常將「現在」生活中

溶入說明中，某些老人部落客甚至將許多照片組合成一大張，或以個人照片為部

落格背景面版，顯示其「自我技術」相當熟練，不但充分利用新傳播科技表現「我

意識」，也常利用部落格與他人互動，且具「自我表演」特質。然此文有關老人

觀展/表演實質內容說明並不多，且研究者僅針對老人與傳播新科技的互動過程

進行研究，並未將族群文化因素納入探討中。而這正是本文研究者欲去填補的部

分。 
 

 (五)客家歌謠文獻 
由於「閙熱打擂台」為客家歌謠比賽節目，故而在此研究者亦針對客家歌

謠相關文獻做一說明。 
一般而言，客家歌謠約可分為兩類，即傳統歌曲和客家流行歌曲(黃純彬，

2007)。 傳統歌曲中又以山歌為主要演唱曲調。 
何謂山歌？段寶林(1985：112)談到，山歌是我國南方各省對民歌的統稱，

流傳在西南、中南、江南等廣大地區。民俗學家認為，民歌所表現的，是人類初

期的推理、幻想、記憶、聯想、理想等，顯著的反映了其所生存時代的社會形態

與生活意識。 

     根據洪惟助、孫致文等(2003:26)的說法，客家山歌的起源大致可分為二類。

一為農業社會中，人們在勞動和活動時，配合情緒，而發出的自然哼唱。一為工

作中的男女，為了和遠山、對岸的人對話，傳達情意，在一來一往的唱和下，逐

漸形成山歌。不論其起源為何，皆可說是起自民間自發，與人們的生活緊密結合。 
客家山歌基本上可分為三類(徐登志，1997)，一為老山歌，又稱大山歌或老

調山歌，為台灣客家山歌最早形成的一種曲調，以La、Do、Mi 三音構成基本旋

律，曲調固定，可隨意填詞而唱；二為山歌子或山歌仔，由老山歌演變而來，節

奏較快，不能隨意拉長，也是曲調固定，不限歌詞；三為平板山歌，簡稱平板，

也稱改良調，是由山歌子再演變而成，風格活潑流暢，曲調亦是固定，不限歌詞

內容(胡泉雄，2003；賴碧霞，19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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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家山歌歌詞雖可任意填寫，但體裁仍有其固定形式，一般來說，皆為七言

四句詩，即民間俗稱的「四句聯」。其中第一、二、四句的末字必須押韻且平仄

相同。各句句型為四字加三字的結構，前四字又可再分為二字加二字的組合。在

這三個字組中間，經常加入襯字以加強或補充語意。歌唱時，受到節奏的影響，

有時亦須再添入無意義的虛字(胡泉雄，2003)。由於歌詞創作的限制頗多，加上

字詞強調對仗與押韻的韻律特質，字句通常極為優美，也較便於記憶，也因為是

既有客家傳統文化，故而深受客家老年族群的喜好。 
至於客家流行歌曲，根據黃純彬(2005)的說法，指的是以客家詞創作的歌

曲，其樂風以迎合大眾市場、具時髦和現代性。有關客家流行歌曲的起源，一般

都以陽光合唱團的主唱吳盛智於 1981 年推出的個人第一張客家專輯「無緣」做

為起點。 
之後受限於當時政府推行國語政策的影響，創作客家流行歌者並不多。直到

解嚴後的 1991 年，歌手鄧百成以三首客家歌曲首度入圍金曲獎，最後雖未得獎，

但卻因以客語發音，且未受任何語言政策保護，受到媒體大幅報導(吳翠松，

2009)。其後，陸續有客家歌手投入流行歌的創作。1999 年，顏志文以「山狗大」

專輯人圍第 10 屆金曲獎最佳方言男歌手；2000 年交工樂隊以「我等就來唱山歌」

專輯在第 11 屆金曲獎上獲得最佳專輯製作人獎和最佳作曲獎。 
2001年6月14日客委會正式成立。為全世界第一個專設統籌客家事務的政府

機構。客委會的成立，象徵客家族群在台灣終於稍獲重視，其後在其全面催生之

下，專屬於客家族群的「客家電視台」於2003年7月1日正式開播。而為了鼓勵客

家族群多從事客家歌曲創作，金曲獎亦在2003年特別增設了最佳客語演唱人獎

項，使客家音樂更受重視，也讓更多客家歌手投入客家流行歌曲的演唱與創作。

像是劉邵希、湯運煥、黃連煜、林生祥、謝宇書、陳雙、拷秋勤等，即陸續創作

或演唱不少的客家流行歌曲。 
 

三. 研究方法 
(一)研究方法 

本研究以苗栗地區固定收視鬧熱打擂台節目的 65 歲以上老人 15 名做為研究

對象，採參與觀察法，觀察這群客家老年閱聽眾其日常生活的媒介消費行為、觀

影詮釋及其後的觀展/表演行為，並近一步與深度訪談法結合，探究族群文化因

素於其中所扮演的影響角色。 
(二)研究樣本 
1.鬧熱打擂台節目介紹 

「鬧熱打擂台」為客家電視台開台之初即有的綜藝歌唱節目，至今開播已超

過 6 年。節目粗分為兩大類組，一為流行歌曲組，一為傳統歌曲組，由羅時豐、

張馨月主持；主要採參賽者演唱，評審給分的方式進行，獲分較高者即為衛冕者，

衛冕者如通過五關的考驗後，即可取得一定獎金，如通過廿關即成為擂台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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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目開播的前幾年，主要採分齡方式進行，但自 2009 年起，打 破 年 齡 分

組 ， 採 混 齡 方 式 進 行 ， 以「流行歌曲」與「傳統歌曲」分組進行比賽，參賽

者需先參加在各地客家庄舉辦的「鬧熱之星」選秀會，經由選秀會評定後，通過

者即可參加節目錄影。 
節 目 雖 有 淘 汰 區 的 設 置 ， 但 並 未 規 定 挑 戰 者 失 敗 後 就 不 可 再 回

鍋 參 賽 ， 故 而 有 時 亦 會 看 到 某 些 挑 戰 者 會 一 再 回 來 參 加 比 賽 。  (客
家電視台網頁，上網時間 2010 年 2 月 15 日)。 
 
2.研究樣本 

在訪談對象的取樣方法部分，由於「熱鬧打擂台」的具體閱聽人在何處，我

們並無法確切得知，故而本研究主要採立意抽樣及滾雪球抽樣法取樣。研究者之

一先由住家(苗栗縣公館鄉)附近固定收看「閙熱打擂台」節目的兩位老年閱聽人

著手，參與觀察其日常生活作息。其中一位老人閱聽人較少參與外界活動，僅在

自家家中固定收看該節目；另一位閱聽人則積極參與社區歌謠班活動，且經常至

該社區老人活動中心唱歌，透過參與觀察這位老年閱聽人，研究者發現其在歌謠

班與社區老人活動中心的班友及歌友，有數位亦是長期固定收「鬧熱打擂台」節

目的閱聽眾，因而亦將這些人納為研究對象。 
本研究共計 15 人老年閱聽人，以下為研究對象的基本資料： 
代號  性別  年齡  觀看時間 訪談來源  
黃叔公      男  73 6 年  老人文康中心  
湯嬸婆  女  71 6 年  老人文康中心  
賴老師  男  68 4 年  歌謠班  
鍾小姐  女  65 1 年  老人文康中心  
劉女士  女  73 6 年  老人文康中心  
莊小姐  女  66 5 年  老人文康中心  
江小姐  女  65 1 年  歌謠班  
王奶奶  女  67 6 年  住家附近  
曾老師  女  66 3 年  歌謠班  
徐阿姨  女  65 4 年  歌謠班  
黃奶奶  女  67 5 年  住家附近   
譚女士  女  65   1 年  老人文康中心  
楊媽媽  女  66 2 年  歌謠班  
鄭奶奶  女  70 1 年  歌謠班  
賴奶奶  女  72 5 年  老人文康中心  

   
除了深度訪談上述受訪者之外，研究者亦分別於 2009 年 7 月 20 日、8 月 13

日、09 月 08 日及 2010 年 3 月 2 日、3 月 9 日、3 月 16 日、3 月 23 日，前往苗

栗市高苗里社區歌謠班和苗栗縣公館鄉的老人活動中心參與觀察受訪者的人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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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動及其後的觀展/表演行為。 
 
3.參與觀察場域介紹 
(1)公館鄉老人文康中心 
    苗栗縣公館鄉老人文康中心是在 2004 年底興建，2006 年 7 月主體工程竣

工，2007 年 12 月落成啟用。主要是為提供公館鄉老人學習場所、鼓勵老人終身

學習及走出戶外積極參與社會而設(黃龍，2007)。中心為三層樓建築，總面積達

1072 平方公尺，內部設備有交誼廳、閱覽室、會議室、保健室、資訊室、卡拉

OK 室、研習教室及桌球室等，設施相當完善。 
    本研究的參與觀察場域卡拉 OK 室位於 3 樓休閒運動區，整個活動空間大約

有十坪大小，前方為表演區，有音響和舞台設備，音響設備為一般伴唱帶的播放

設備(包括一台表演者觀看的小電視、和兩隻麥克風、音箱、卡啦 OK 主機)，離

地板約 4.50 公分處並設有一小塊表演舞台，牆壁上掛著一台 52 吋電視螢幕，播

放表演者的演唱內容，舞台上方及下方並置有一些霓虹旋轉燈光設備，可讓表演

者隨歌曲氣氛做出調整。中間有張小圓桌，坐著協助機器操作的文化中心義工，

距離表演舞台約 4.5 公尺的後方則擺設有兩張大桌及數張椅子供其他老人填寫歌

曲及聆聽他人表演時用，牆壁上掛著一些公告，像是老人文康中心的使用規則等。 
    本研究參與觀察期間每日皆有 6.7 位老人至文康中心唱卡啦 OK，有兩、三

位老人由於住家在附近，幾乎是天天都來唱。 
 (2) 苗栗市高苗里社區歌謠班 
    高苗里歌謠班的教唱場域位於高苗里社區活動中心，社區活動中心本身亦配

置有卡拉 OK 設備，供學員練唱。不過在本研究參與觀察期間，由於教唱老師自

帶弦鼓班來(一個樂師拉二胡，另一位敲鼓)，故而在練唱時，主要是由弦鼓班伴

奏。弦鼓班的位置是在前方，學員則是依性別分坐在下方的座位上，本研究參與

觀察期間學員約有三十歌謠班成員的演唱，其中大半為女性，男性大約只有十位

左右。授課教師為一女性，課程進行方式先由老師示範演唱，說明歌曲演唱技巧

及需注意事項，接著由學員齊聲合唱，再由個別學員上台演唱，老師個別講評。 
 
(三)主要研究問題 
1. 受訪者收看「閙熱打擂台」的動機為何? 
2. 受訪者對於該節目的詮釋為何？ 
3. 受訪者收看「閙熱打擂台」後，由媒體滲透至觀展/自戀的過程為何? 
 
四、研究結果 
(一) 客家老年閱聽人對於節目的詮釋 
1.觀看動機 
    根據受訪者的說法，當初會收看鬧熱打擂台節目，約可歸納為以下幾個原因： 
(1)學習歌唱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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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多受訪者表示，自己本來就很愛唱歌，先前即已參加社區歌謠班，再經由

朋友或老師推薦觀看此節目，而觀看的主要目的就是為了學習唱歌技巧。像是受

訪者江小姐談到，她是在參加社區歌謠班時，教唱老師推薦她們可以看這個節目

學習一些歌唱技巧，所以才開始收看；受訪者莊小姐則談到，她自己很喜歡客家

山歌，也很想學唱山歌，但因為小時候沒機會接觸，所以她看這個節目是希望能

夠學習唱山歌。 
 

(2)保留及學習客家文化 
另外有些受訪者則是因為具有較強的客家族群意識，才選擇收看，像是譚女

士就談到，客家人要支持客家人的節目，所以她每週都會固定收看該節目，以提

高它的收視率；另有一些受訪者則談到，他/她觀看的主要動機是為了學習客家

文化和客家字的書寫56。像是王奶奶就談到： 
 

王奶奶:我認為我們客家文化不能被丟掉，這很重要我都一直跟我孫子說

要講客家話不然都會忘光光，看鬧熱打擂台可以學習客家字正

確的寫法和說法，這很重要。 
研究者：所以妳看鬧熱打擂台還會順便學寫客家字。 
王奶奶:對啊！有的客家字本來不知道怎麼寫，但是看節目的介紹，從歌

詞裡面就會發現客家字怎麼寫。 
  

 
  除了學習客家字的書寫外，亦有些受訪者會特別著重參賽者山歌歌詞的學

習、抄寫和記錄。前述文獻中談到，客家山歌為曲調固定，主要的變化在於四句

七字且有押韻的歌詞，故而有些參賽者會自行創作山歌歌詞，而這就成了某些客

家老年閱聽人收集山歌歌詞的重要管道之一，像是黃叔公就談到： 
 

    黃叔公:就我來講，每一集我都看，有很好的山歌，看到很好的，我會

把它抄下來，歌詞要把它抄下來。 
 
   除了抄寫下來之下，研究者在參與觀察社區老人活動中心時發現，黃叔公還

將他抄寫的歌詞請子女打字印出，發送給在場的其他老人，並在頁末寫上歲次庚

寅肖虎年，黃 xx 整理印贈。 
黃叔公認為，好的客家事物，就應該將其好好保存，並積極與其他客家人分

享，尤其是山歌的歌詞，更是重要的客家文化資產，必須被保存與發展光大。而

這個習性，研究者在訪談其他客家老年閱聽人時亦發現。在參與觀察過程中，有

些受訪者會收集與保存一些過往的資料，像是山歌的歌本，歌謠班發的歌詞，或

                                                 
56 ，就如同閩南語一樣，許多客家話也遇到有音無字的情形，大半的客家人只知其音不知其字

如何書寫，所以也會選擇收看這個節目，看看客家字怎麼書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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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將報上有關其親友或自己參與表演的新聞剪下，在研究者到訪時，拿出來分

享，甚而也發一份給研究者。 
至於客家流行歌部分，黃叔公談到，因為很多歌的歌詞太長了，所以他來不

及抄下，不過，如果他看到好的歌詞，他會叫孫女幫忙找歌詞，自己在家或是到

社區文康中心去練唱。 
   
(3)為親朋好友加油 
  另外有些受訪者談到，她之所以看歌唱比賽節目，是因為有親戚的女兒亦參

賽，所以才會定期收看，像是鍾小姐提到： 
 

鍾小姐:我之前比較少看，後來因為我一個堂哥的女兒。她就去參加那

個…. 
賴老師:喔！阿章个妹仔(客語) 
研究者:是因為有親戚去比賽？ 
鍾小姐:有上去唱歌。 
研究者:這麼厲害喔！ 
鍾小姐:堂哥的女兒。 
研究者:她有沒有去參加別的比賽？ 
賴老師:有喔！從小就參加。幼稚園的時候就跟她媽媽一起去。 
鍾小姐：現在唸世新大學一年級廣電系。 
研究者:所以妳就是因為她才跟著看的？ 
鍾小姐:就一直看下去了。 

 
 
  由上面的對話可以看出，受訪者的觀看動機亦受人際互動的影響。可能因為

參賽者是自身的親朋好友，而激發他/她們觀看的動機。 
不過從上述的對話，我們亦可看到另一個可觀察重點，即受訪者所處地區

的人際互動極為綿密，人與人之間的關係非常緊密，所以街坊鄰居、子女或朋友

間的各式消息，才會這麼快被其他社區成員所掌握。像是前面鍾小姐談到他堂哥

的女兒時，在旁邊的賴老師就知道是誰，也提出這個孩子從小即經常參加歌唱比

賽的背景。這個狀況也出現在其他受訪者身上，甚而參賽者的親友，亦會宣傳邀

請其他社區內成員支持，像是王奶奶就談到: 
 

王奶奶：之前我的孫子王 XX 也有去華視快樂星期天比賽，每一集我都

有去參加，過程好辛苦，事前彩排位置掉來調來調去，每次錄回

來就三更半夜，剛開始我自己就幫親友團做便當，像他的學校有

請遊覽車去幫他加油，後來以前五股國小的徐 xx 老師，現在在

縣政府上班，聽到也有關心與提供服務，還有公館鄉鄉民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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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 xx 是 xx(參賽者)的阿姨，也很關心與照顧。後面決賽的時候，

有那網路簡訊票選，當然就是要通知親朋好友來支持。 
 
    由上面王奶奶在談及其他親友時的敘述方式，以前五股國小的徐 xx 老師現

在在縣政府上班，聽到也有關心與提供服務，還有公館鄉鄉民代表-孫 xx 是 xx
的阿姨，也很關心與照顧。就可以知道，她對當地人事物的背景(原來在那裡工

作，現在在做什麼)，都很清楚，也可以看出社區內居民的各式消息，在社區中

普遍流傳的情形。 
事實上研究者之一本身亦是住在公館社區，當初選擇進入老人文康中心參與

觀察時，純粹只是認為文康中心的老人極多，應可採訪到所需研究樣本，並未預

期遇到熟人，但沒想到訪談後卻發現有些受訪者和研究者有親戚關係，或與研究

者親友熟識，像是黃叔公和湯嬸婆是研究者之一同夥房的親戚，劉女士則在在其

幼年時曾經常至家中做客，這些人的背景和經歷，對於研究者而言，並不陌生(像
是年輕時做什麼，先生是誰，常出沒在哪些場合等)。甚而是原本不相識的對象，

也可透過第三人，發現到彼此的關係。像是研究者之一在訪談徐阿姨時才發現彼

此有認識的親友: 
 

徐阿姨:因為我是從中平那邊嫁過來的，之前有在上班公館的蠶絲廠工

作，那妳認識現在在苗栗客運還是新竹客運開車的黃 xx 嗎？我想說

附近姓黃的，看妳認識嗎？ 
研究者:剛好，他是同夥房的親戚，我要稱呼他為叔叔。哇！公館地方很

小，這樣又剛好說到認識的人，他有好幾個女兒，他的小孩功課都不

錯！ 
徐阿姨:這麼剛好，以前我們是同事啦，後來我退休之後，他就去開客運。 

   
根據楊國樞的研究，關係主義是華人在人際互動時特有的一種現象。所謂「關

係主義」理論，其核心概念強調：華人的人際交往模式，按與互動他人關係深淺

的不同，採用不用的交往法則(楊國樞，1993)，故而中國有句俗諺「有關係就沒

關係，沒關係就有關係」，說的即是華人對待有關係的人(熟人、親人、朋友)，
會以較寬容的方式互動，故而拉關係成為華人互動時很常做的一件事。 
    不過，雖說拉關係是華人互動的特色，但在拉關係時，要找到有親戚關係，

似乎並不是如此容易，但這在苗栗公館地區卻不是那麼困難，主要是因為客家族

群的夥房傳統，使得居住於當地的許多居民，都有親屬關係，也導致受訪者的觀

影動機深受此影響。 
 
(4)無聊打發時間 

不過大部分受訪者談到自己最初收看的動機，都是因為在家無聊，不小心轉

到，覺得還蠻有趣的才會收看。像是譚女士談到，她最先開始看這個節目，是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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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老公亂轉電視，不小心轉到，自己又喜歡唱歌，所以就停下來收看。 
基本上本研究的研究對象都已退休，再加上子女都已成年，甚至孫子、女也

已上學，所以有非常多的空閒時間，為了打發時間，這些受訪者通常都為自己安

排了各式活動。 
像是王奶奶就談到，每天早上固定四點三十分起床，到附近土地公廟泡神

茶、掃地，利用早晨部份時間約走一、二十分鐘的操場運動，早上七點至八點到

五穀國小附近陸橋擔任義工媽媽，協助指揮交通，維護學童上學安全，八點至九

點三十分協助營養午餐挑菜，然後再到文康活動中心來唱歌，中午回家休息，下

午再繼續來唱，唱到四點半，中心要關了，才回家去幫忙料理孫女的事。不過即

便如此，還是有很多的空閒時間，故而看電視也就成為一項打發時間的重要消遣。 
 

由上面的分析可以發現，除了傳統傳播學上談到媒介功能時讀到的「娛樂」

和「學習」功能之外，老年客家閱聽人的觀看動機，還受到客家意識與人際互動

的影響很大，像是週遭親友的參賽、歌謠班老師的推薦等，都是使這群受訪者成

為固定收視者的原因。 
 

2.對節目的觀影詮釋 
(1)節目流程部分 
  對於節目的內容受訪者普遍覺得進行的方式不錯，但也許就如前述文獻所談

到的，老年閱聽人較重視情感感受，所以有些受訪者會特別針節目流程對參賽者

的情感影響提出建議。像是黃叔公就談到： 
 
黃叔公:我有一個建議與改進，打擂台就剛剛提到老年人，傳統山歌比賽，

它比如說，九十分才及格，不到九十分不算及格，走到一個另外一 區
坐，它好像是什麼淘汰區又什麼，取的名字不太理想。會傷到自尊

心。 
  研究者：是喔！ 

黃叔公:我觀察他們走去的，那個臉色、表情不太好看。 
黃叔公:這個要改進，名稱上要改啊！改為加油區也可以，你給它

分到淘汰區，打落冷宮。喔喔！他們表情，因為老年人大家有一點

自尊心，就這個建議。講到鼓勵，我就想到要建議。名稱改過或者

是用什麼方式。 
黃叔公:淘汰區打落冷宮，我看那表情，喔！那自尊。 
 

      受訪者甚至對於挑戰失敗區的稱號有些討論和不同的見解： 
 
賴老師：可以叫練習區。 
研究者:嗯！對！叫他再回去練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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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叔公:不然也可叫做選手村。 
 
   光是名稱該如何稱呼，就成為在場幾位訪談對象的討論焦點。好幾個在文康

中心唱歌的受訪者，後來也加入討論，字斟句酌提出正面或反駁意見，試圖尋出

一個最適的字詞，以不傷害參賽者自尊為原則。 
 
 (2)主持人部分 

相較於年輕閱聽人對於演唱者歌唱節目技術與評審評語的關注，客家老年閱

聽人著重的部分反倒是主持人話語使用，而這部分關注的焦點亦是集中在參賽者

心裡感受問題，像是莊小姐談到： 
 

莊小姐:羅時豐他們講話有時候會比較難聽。 
研究者:他們主持講話會講的很尖酸刻薄嗎？ 
莊小姐:會喔！有時候會呦！ 
莊小姐:人家胖，他說人家是航空母艦。玩笑話有點過火。聽起來是蠻那個…。 
研究者:喔喔！ 
莊小姐:婉轉的話來講，他們是要有一個空間沒有錯啦！因為要聊天，讓評

審有一個評分的空間，但是有時候講話不是很文雅。 
研究者:它那個不是有很多的年齡層是嘛？小孩子它也是這樣嗎？ 
莊小姐:也有啊！有一個男生不是說多大了，還長不高、怎樣。它也是把他

說的…，真的很不得體。 
 
不過也有受訪者為羅時豐和張馨月講話，認為這樣的主持風格還蠻有趣的，

而且像胡瓜還是吳宗憲，主持時講的話更過火，羅和張兩位主持人說那些話並不

會太超過。除了主持風格的評論之外，許多受訪者亦會特別注意主持人的背景。

像是劉女士就談到： 
 
    研究者:那妳覺得羅時豐主持的怎麼樣？妳們有沒有看過？ 

劉女士:蠻好的，很會主持。 
研究者:很會主持？ 
劉女士:客家人，三義人。 
 

(3)參賽者部分 
由於比賽規則未限制淘汰者就不能再回鍋參賽，所以常見到參賽者在慘遭淘

汰後，過幾週又再回來比賽，而某些參賽者比久了，也成為觀眾熟知的對象，甚

而某些受訪者對於回鍋的參賽者會有些感情，像是受訪者莊小姐提到： 
      

莊小姐：像現在比賽的，葉美月有沒有？她就是十七關被打下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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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者:妳還記得她就對了。 
莊小姐:記得囉！好不容易十幾關被打下來，她現在還在比，現在跑去比傳

統山歌，傳統歌曲是剛開始。就是客家流行歌曲。 
研究者:所以她又回到鬧熱打擂台喔？ 
莊小姐:鬧熱打擂台很好笑，出去一直回來都沒有關係。它不是說打掉就打

掉，打掉還是可以再回來，很多人就是比了好幾十次就是這樣。 
研究者:所以這樣妳們很多人就很認識，所以妳有特別喜歡誰嗎？妳剛講葉

美月。 
莊小姐:她聲音很好，我為什麼特別記住，因為她已經快要到二十關了才被

刷下來。 
莊小姐:蠻可惜的。現在她又回來再比傳統歌曲。就會特別注意，想為她加

油！ 
 
不過相對於某些年輕閱聽眾對於歌唱比賽參賽者的強烈投入與認同(劉怡

汝，2008)，這些老年閱聽眾較沒有偶像崇拜的現象，他們不會追星或參與簽唱

會，也不會想參與現場的錄影，為參賽者加油，問他們為什麼不想參與現場錄影，

黃奶奶說，「這些人跟我沒什麼關係，我又不認識他們」。 
 

(4)評審部分 
    受訪者給予評審的評價大部分都是-很專業、很中肯，大半受訪者並提到會

特別注意聽講評，甚至在自己演唱時，也會注意是否犯了評審所說的那些錯誤。

不過在研究過程中我們卻發現，受訪者對於評審的背景比對參賽者來得了解的多

了。像是劉女士談到： 
 

研究者:您對評審有什麼看法。 
劉女士:那個是胡泉雄，我認識。以前十幾年前有來過社區歌謠班，教我們

晚上的。 
研究者:胡泉雄？ 
劉女士:頭份人。胡泉雄、還有謝其國(客語)。我們都認識裁判。 
鄭奶奶:還有那個評審 XXX 和 XXX，也是我們這裡的人，聽說他們私底下

好像在一起。那個男的喔，原先不是唱歌的，跟了那個女的後….. 
 

 
   究其原因，主要是因為許多受訪者(劉女士、莊小姐、賴老師等)都被「鬧熱

打擂台」的評審教過(羅秋香、胡泉雄、謝其國…)，也對某些評審私下的言行，

有相當程度的了解，故而對評審的背景耳熟能響，在談論起評審表現時，較會以

一種說是非的方式詮釋。而這個現象，與台灣其他電視歌唱比賽中(超級星光大

道、超級偶像等)，評審被包裝的像是明星，與觀眾間的距離遙遠，有很大差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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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熱鬧打擂台」的評審，大半是由長期參與地方客家歌謠班教授活動及地方

歌謠比賽的評審擔任，與其他電視歌唱比賽由華語流行音樂樂手或唱片製作人擔

任有所不同，對於收視觀眾來說，並非那麼遙不可及，高不可攀，有許多受訪者

即曾被這些評審教過，而有些評審，目前也仍在苗栗地方開設歌謠班(像是謝其

國老師，目前還在高苗里歌謠班教唱，與學員互動極為密切，故而對於這些受訪

者來說，評審不是明星，而像是鄰居朋友的一般熟悉。 
     

由上面的分析可以發現，老年客家閱聽人在觀看歌唱比賽節目時，會特別著

重表演者的心理感受，擔心淘汰區的稱號及主持人話語，會造成表演者的自尊受

損，故而會特別著重字詞的正確使用，以免對參賽者造成傷害；對長期參賽的表

演者有一定的感情，與評審間的關係也較為密切，甚而曾在私下場合互動過，對

主持人的背景極為關注，與一般電視台歌唱節目閱聽眾與評審間的疏離關係，有

很大的差異。 
(二) 媒體滲透至觀展/自戀過程 

前文談到，媒介滲入日常生活構成觀展社會為一不斷循環過程，Abercrombie 
and Longhurst(1998:178)並以媒介滲透、日常生活、表演、觀展/自戀四個元素說

明其循環過程。在此，研究者亦以此四大元素，說明客家老年閱聽人受到媒體節

目滲透影響，所展現於日常生活中的觀展/表演現象，由於本文的研究起始點為

「鬧熱打擂台」的觀看，故而在此研究者先由媒介滲透開始談起。 
 

1. 媒介滲透-其他歌唱節目的媒介消費 
研究者在訪談時發現，除了鬧熱打擂台之外，大半的受訪者亦會收看/聽其他

電台或電視台的歌唱比賽節目，像是王奶奶就談到： 
 
研究者：妳說的其他歌唱節目是？ 

王奶奶：就是像那個電台賣藥的，你有跟他買產品的話，可以點歌唱歌或是

聽到其他人點歌。 

 
而除了電台節目外，最常被提到的電視歌唱比賽節目就是民視的「明日之星」： 
 
研究者:你們很多人都有看那個明日之星？ 

賴老師:對啊，幾乎每個人都有看。 

賴奶奶:每個禮拜我都有看。禮拜六晚上八點。 

研究者:為什麼看? 

賴老師:欣賞看人家怎麼評分、怎麼去把這首歌唱好，因為我們一天到晚到這

裡唱，沒有改進不行。這樣才會進步。 

 
    問起他們有沒有收看「超級偶像」、「超級星光大道」等其他電視台所播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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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唱比賽節目，他們的回答是「沒有」，因為那是年輕人看的，參賽者大半是年

輕人，而且大部分都唱國語歌，那些歌他們都沒聽過，不像「明日之星」，有分

國語和台語，他們比較喜歡聽和唱台語歌，而且參賽的人的年齡層相對上來說也

較高，評審也較強調傳統的歌唱技巧(拍子、節奏、音準等)，而不是強調絢爛的

舞台效果，所以比較愛看「明日之星」。 
   
  亦即，受訪者不只收看「鬧熱打擂台」一個節目，也會很積極的收看其他類

似的歌唱比賽節目，想讓自己的歌唱技巧更上一層樓，不過在節目選擇上，還是

選擇較傳統的歌唱比賽形式和接近自己年紀表演者的節目收看。 
 
2. 日常生活 

前述文獻談到，媒介影像消費，會滲入人們日常生活，致使我們幾乎難以察

覺其存在。事實上，透過歌唱節目收訊的媒介滲透過程，許多受訪者開始關注自

己的歌唱內容和技巧，為了提昇自己的歌唱技巧，各式練唱的設備和歌謠班的參

與亦跟著出現。 
(1) 歌謠班的參與  
   不論是山歌歌謠班的受訪者，或老人文康中心的受訪者，幾乎所有的受訪者

都談到，他們曾在社區歌謠班學習唱客家歌，像是鍾小姐提到: 
 

研究者:妳為什麼想看那個節目？ 

鍾小姐:因為好奇聽那個歌。學那些歌。可以聽不同的歌。 

研究者:妳說鬧熱打擂台。 

鍾小姐:對！歌唱擂台的。 

研究者:妳說看的原因就是說想學歌。 

鍾小姐:是有想學，其實我真正學歌是去年的七月吧！才開始接觸學 

習唱歌，在歌謠班。以前完全一首歌都不唱。以前一首歌都不唱的。 

     
相較於鍾小姐是因為收看節目後，才想要進一步學歌，而報名社區歌謠班，

有些受訪者的循環過程則是相反，是因為先參加歌謠班，再經由老師推薦收看「鬧

熱打擂台」節目，像是前面提到的江小姐即是；故可說「媒體滲透」與「日常生

活」是處於一種相互影響的過程。 
 
(2) 無所不在的卡拉 OK 

A. 家裡的卡拉 OK 
    研究者在老人文康中心訪談時，在一個偶然的機會詢問當天到活動中心的受

訪者，結果發現受訪者自有卡拉 OK 設備情形極為盛行，除了鍾小姐外，每個受

訪者家中都有自己的卡拉 OK 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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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叔公: 這裡幾乎每家戶都有卡拉 ok。 

研究者:啊~為什麼？ 

黃叔公:幾乎！ 

研究者:為什麼？客家人這麼愛唱歌嗎？ 

賴老師:你才知道喔。 

黃叔公:以前在山上唱，現在在家裡在街上唱，有一首歌，就是以前唱歌

山上唱，現在唱到街中心。 

研究者:我問一下調查一下你們家有卡拉 ok 的舉手？ 

賴老師:都有。 

研究者:所以六分之五耶！只有你(鍾小姐)一個沒有。 

研究者:你為什麼沒有。 

鍾小姐:怕吵到鄰居。 
 

鍾小姐談到，要不是住在夥房裡，怕吵到夥房內的親戚，她也會跟其他人一

樣買一台。問她為什麼想買，她說，可以練唱啊，而且如果有朋友來，也可以一

起唱，苗栗這裡沒什麼好玩的，晚上也沒地方可以去，一起唱歌還不錯啊。在這

些客家老年閱聽人家中 ，卡拉 ok 設備極為普遍，甚而賴奶奶則提到，因為系統

不同，有的人家中還不只買一套： 
 
賴奶奶:有的家裡不只一台，有的有兩台，因為有金嗓、音圓。 

黃叔公:還有點將！ 

賴奶奶:有的歌是在金嗓有的。有的在別台找不到。 

研究者:這麼愛唱歌還買兩台。 

 
 研究者好奇的問，買了之後，裡面的歌曲不是就固定了嗎？如果想練的是新歌

怎麼辦，賴奶奶解釋道： 
 
賴奶奶:不會啊！現在有新歌他們會來加灌。 

研究者:誰會來灌啊！ 

賴奶奶:就公司啊！跟他講就會來灌。像我們買的音圓來灌，不管是 

半年還是一年，還是三個月，也都只有收兩百塊而已。 

 
B. 遊覽車上的卡拉 OK 

除了在家中自購卡拉 OK 外，出外遊玩時，遊覽車上通常也會提供卡拉 OK
的設備，而這些設備，許多受訪者談到，他/她們也經常使用，像是王奶奶和鄭

奶奶都說道： 
王奶奶:前幾個禮拜我們有參與四月八的伯公慶典，表演伯公伯婆，大家

玩的很開心，出去遊覽的時候，我和曾老師兩個人表演唱歌，整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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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都笑翻了。 

 

鄭奶奶：我們常在遊覽車上唱歌啊，而且有的還會把妳唱歌的東西錄下

來，再播出來給妳看。 

 
C. 文康中心的卡拉 OK 

當然，受訪者平日最常使用的，還是文康中心的卡拉 OK。劉女士就談到，

由於老人文康中心就在她家附近，她每星期一到六早上九點就到卡拉 OK 室唱

歌，唱到中午休息，下午一點半再過來，唱到四點半回家。文康中心已成了她最

常休閒的場所。而在參與觀察期間，研究者也發現好幾個老年閱聽人幾乎天天都

到文康中心報到。 
 
由上述的說明可以發現，不像是電視歌唱比賽節目年輕閱聽眾的媒介消費與

日常生活觀展場域，以 KTV 好樂迪、錢櫃等付費連鎖 KTV 為主(王書泓，2008)，
這些老年閱聽人的歡唱場合，主要是自有或社區提供的卡拉 OK 設備。雖說兩者

都是練唱設備，但卡拉 OK 的設備，相對於連鎖 KTV，在歌曲更新速度上仍慢

了許多，故而這些老人演唱的歌曲通常有段時間，有些歌曲甚至是數十年前的老

歌。 
而訪談過程中，老人們也談到他們不會計較歌曲的新舊，反而比較喜歡演唱

老歌曲，一來，對他們而言較為熟悉，比較容易上手和記憶，再者，也與他/她
們的生命經驗有些結合，像是賴奶奶就提到，她有時在唱到「開金扇」，會想起

她年輕時候和人對唱的情景。 
 
3.表演 

就如前述文獻所述，表演概念透過媒介影像消費的氾濫，已成為世俗生活的

常態，不再是單一事件或舞台上的演出，深刻融入人們日常生活，致使我們每個

人經常處於「表演」狀態中。 
 
(1)觀眾和掌聲的存在必要性 

即便日常生活中有這麼多可供唱歌的卡拉 OK 設備存在，甚至在自家家中就

有很好的音響設備，但受訪者都談到，他們最喜歡的還是來老人文康中心唱歌，

問他們為什麼，賴老師談到： 
 

賴老師:一個人唱很無聊。沒有人拍手，都不喜歡唱。 

 

莊小姐:啊沒人，我們就來這裡。像沒有伴就在樓上啦！到社區中心唱比自

己一個人唱還好，因為有人看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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換言之，觀眾和掌聲似乎才是這些老年閱聽人唱歌最大的樂趣，至於觀看

歌唱比賽節目、參加社區歌謠班及在家勤唱卡拉 OK 以提昇自己的歌唱技能，其

目的都是為了獲得觀眾的肯定和掌聲。 
而除了喜歡在文康中心表演唱歌外，劉女士談到，她有時也會在苗栗婚宴

和廟會上台唱卡拉 OK，問她是別人特別請她上台表演的嗎，她說: 
 
研究者:主人特別請妳上去唱？ 

劉女士:沒有。我們都是自動表演。觀眾、來賓都要上去唱，很多。 

研究者:妳們為什麼想要上去唱啊？ 

劉女士:好玩啊！又有紅包。有吃有可以拿(台語)。 

劉女士:像我，還會找對象唱喔！想一些花樣!像桃花開、十八摸、問卜，

什麼都好玩的，在很多人面前表演，很好玩的。 

    

對劉女士來說，在婚宴場合上台唱歌，除了好玩又有紅包可拿，但更重要的

是，它是一種表演，可以得到很多人的掌聲，而這是她最享受的，也感覺很有成

就感。 
 
 (2)一人一首，順序歡唱 

 
在研究者參與觀察期間，看到不少老人會定時至老人文康中心唱歌。不過由

於大家都喜歡來此唱歌，有時會一次點多首歌，導致後唱者的歌曲延後播出，為

了怕發生糾紛，老人文康中心每日皆安排不同的義工協助機器操作，但有時還是

會發生插播，不按順序播放的事情，衍生出一些糾紛，所以後來文康中心乾脆就

在牆壁貼上「本中心卡拉 OK 因插播導致很多先後輪唱不公平的問題，即日起暫

停插播，比造苗栗及後龍營運，一人一首歌曲，順序歡唱。公館鄉公所啟」的公

告。 
    不過雖然大家都想上台表演，但特別的是，在參與觀察過程中，研究者發現，

除非是以男女對唱形式，否則不太會出現一首歌同時由兩人以上於台上演唱，或

一人一句的方式出現，幾乎每首歌從頭到尾都是由一個人演唱，沒有人願意和他

人共唱同首歌。 
而在演唱時，每個受訪者都很認真嚴肅的演出，從未看到任何嘻笑、大聲交

談情形出現；台上的人演唱，台下的人不是安靜聽唱，就是拿著點歌簿點歌，如

遇到需要交談時，也會盡量壓低音量，以避免干擾演唱者。關於此種現象，我們

可在牆壁上另一個公告-「唱歌或聽歌都是一種享受，請在室內談話時小聲，不

要影響別人唱歌或聽歌，尊重別人，自己同樣也會被尊重」，看出一個端倪。問

起他們為何如此安靜，莊小姐回答:「台上的人正在表演啊，我們當然要安靜啦，

我們在表演時，也不想要有人吵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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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在卡拉 OK 場合拿麥克風唱歌，對受訪者而言，是種「個人」在「他

人」面前表演的機會，涉及形象問題，故需慎重以待，而不像年輕族群將 KTV
唱歌視為是種共享的娛樂，較不拘形式，常有多人接唱，各種搞怪或者拼貼的狀

態出現，也因為娛樂性質高，甚而成為某種逃避現實壓力的最佳去處(王蔘著、

廖康吾譯，2007)。 
 
4. 觀展/自戀 

就如前述文獻所述，由於人們頻頻藉由激增的媒介影像，投射自我慾望，不

斷觀看、修補自的過程。於是，表演與顧影自憐互相連接。在研究過程中，研究

者就發現到，透過不斷的觀看別人與想像自我的表演，受訪者經常有許多自戀的

情形出現。 
(1)我的拿手好歌 

在老人文康中心參與觀察時，研究者曾經多次詢問上台演唱者在唱歌時心中

的想法，結果發現，許多報導人即便在日常生活中練唱時，還是想把歌曲唱到最

好，像是江小姐談到： 
 

研究者:唱的時候妳在想什麼？ 

江小姐:像在哪邊換氣這樣子。那個…………轉音。還有要拉幾拍。評審講

的，拍子要準啊！自己在平常唱的時候，就會特別注意這些地方。不然就

不好聽了。 
 
江小姐的這個想像過程，就如前述文獻所說，除了表演社會、大量媒介消

費因素外，媒介滲入日常生活為構成表演社會的另一力量，來自閱聽人的想像。

人們頻頻藉由激增的媒介影像，投射自我慾望，不斷觀看、修補自我，使自己無

時無刻處於最佳的「表演狀態」中。 
也因為不斷的觀看、修補自我，使自己了解最佳表演狀態，研究者發現，許

多受訪者都有自己的「拿手好歌」，覺得自己在唱那些歌時特別好聽，在演唱時

會特別點這些歌曲來唱，像是黃叔公會特別強調他的「王昭君」唱的「大家都說

好」，鍾小姐說自己很適合走抒情和苦情路線，劉女士甚至還有一本冊子記著她

拿手好歌的歌號(即卡拉 OK 點播時的號碼)，以便每次演唱時可以點播。 
 
(2).沒什麼準備就得獎 

在訪談過程中，研究者發現，經過不斷的表演練習，許多受訪者會參加外界

所舉辦的歌唱比賽，並得到名次。不過在談到比賽得獎經驗時，這些受訪者使用

的話語雖然非常輕描淡寫(像是這沒什麼了不起啦)，但卻可以聽出受訪者的心中

的驕傲和自戀。 
像是黃叔公談到，他之前透過朋友的介紹，認識了台中 xx 餐廳的經理，當

時他要求經理讓他在餐廳唱一首歌，對方一開始拒絕，後來同意只讓他唱一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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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選唱了「王昭君」，結果他唱完後，對方就捧著駐唱合約要他在餐廳駐唱，他

一直重複說著「我只唱一首，對方就捧著駐唱合約要我在餐廳駐唱，不過我後來

拒絕」了。 
這種說話語氣也同時出現在賴奶奶的口中。賴奶奶說，她之前曾經常中台中

縣某個地方政府舉辦的歌唱比賽，她當時沒什麼準備，穿得也隨隨便便的，沒想

到去比賽也得到第二名。雖然受訪者在談這些比賽或表演經驗時，極力以一種輕

描淡寫的方式呈現，但在語氣中還是聽出對自己歌唱實力的驕傲與自戀。  
 
(3) 我是評審也是表演者 

透過媒體的滲透，日常生活的表演練習，許多受訪者在觀看電視歌唱比賽節

目時，也會擔任起評審的角色，甚而自戀的覺得自己的功力跟評審差不多。像是

劉女士就談到： 
 

劉女士：那個打擂台的(參賽者有)哪個缺點，我都會注意。哪個缺點或哪

個優點，我都有注意。他一唱我就知道，這個分數會跟那個分數差

不多。我說，會一樣。這個分數一定沒有得分，這個會得分。我就

心裡想，後來發現會跟評審說的一模一樣。 

研究者:喔！ 

劉女士:哪個音要拉長，他沒有拉到。要短他長，要長他短。 

研究者:所以也跟裁判差不多啦！ 

劉女士:一看就知道這個有幾分。 

  
事實上，除了觀看節目時會自己幫參賽者評分外，在老人文康中心練唱時，

這些受訪者亦會互相幫對方打分數，擔任起評審的角色，告訴其他唱歌的人哪裡

唱得好，哪裡有問題，然後再想自己這樣的評語「表演」專不專業。而這就如前

述文獻中所談到的，在「表演社會」中，不存在真正的表演者或觀眾，因為每個

人都同時採取了兩種角色：在觀看他人的同時，亦是被觀看的對象。 
 

五、結論與討論 
(一)研究發現 

根據上述觀察結果，本研究歸納出苗栗地區客家老年閱聽人對於客家歌唱比

賽節目，在收看動機、詮釋、媒介滲透和表演/觀展上的幾個特質： 
1.收看動機與詮釋 
(1) 深受人際互動影響 

前述結果發現，不論在收視動機，對於評審和主持人的詮釋上，都可發現受

訪者深受人際互動及在地情境的影響。像是會因親友或鄰居的參賽而觀看此節

目，對於主持人在地和客家背景的強調，及以一種熟稔的口吻談論評審的私下行

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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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部分可能是因為苗栗這群客家老年閱聽人，身處於人際互動極其綿密的

「客家庄」環境中，客家族群的夥房組織加上農業社會的交工互助，使得人和人

之間的關係相當密切，再加上節目主持人和評審都是出身於苗栗在地，平時亦有

在地方活動，故而耳語訊息的流傳極為快速，也影響了閱聽人的收看動機與詮釋。 
當然，這並不意謂著住在其他區域的客家老年閱聽人亦有此特質(像是住在

都市的客家老年閱聽眾可能就無此環境與習性)，也不意謂著其他族群或年齡層

的閱聽人，就不會受到人際互動的影響。 
事實上我們亦可以在現今台灣年輕閱聽人較愛觀看的歌唱選秀節目，看到許

多親友團或歌迷的出現(王書泓，2008)，而在觀看電視節目時，一般人可能也會

談論表演者、評審或主持人的八卦。只是一般人詮釋及評論電視節目表演者時，

其相關的背景資訊，大半是來自於大眾媒介，但這群苗栗在地的客家老年閱聽

人，其節目詮釋資訊的取得，有很大部分來自人際互動與他人閒聊的過程中，也

因為如此，他們更易受到週遭親友的影響，也慣於以論及他人背景及私下言行的

方式，來詮釋談論對象的表現。 
 
(2) 深受情感因素影響 
    由上面的說明可以發現，客家老年閱聽人在觀看歌唱比賽節目時，會特別著

重表演者的心理感受，擔心淘汰區的稱號及主持人話語，造成表演者的自尊受

損，故特別著重字詞的正確使用，以不造成參賽者心理傷害為原則，對於回鍋參

賽者，亦產生強烈的情感認同作用，希望這些曾經失敗的參賽者能夠挑戰成功。

這些特質確實和前述老人傳播相關研究指出，老年人對媒介訊息的反應較具「情

感」取向(蔡琰、臧國仁，2008a)。 

不過這並不意謂著年輕閱聽人對於參賽者就不會有情感成份存在，事實上，

年輕閱聽人亦會因參賽者的個人魅力而產生情感投射或認同現象(劉怡汝，

2008)，但與老年閱聽人受訪者不同的是，年輕人的情感認同較近似於偶像崇拜，

甚而會產生倣效行為與迷的各式現象(簡妙如，1996)。而這群客家老年閱聽人的

情感涉入，則類似於「同理心」的作用，也許是因為人生經歷豐富，曾經歷過一

些心靈的傷害，故而較願意換個角度，站在失敗者的立場，想像自己如果在其位

置上，一定覺得很挫敗，而產生對失敗者的認同。 
 
2. 媒介滲透 
(1) 較偏好傳統歌唱形式節目 

不論是電台的點歌節目或是「明日之星」，我們都可看到這群客家老年閱聽

人，對於歌唱節目的消費，還是選擇較偏傳統的比賽形式和接近自己年紀表演者

的節目收看。 
以民視的「明日之星」節目為例，在其官網說明上寫著節目特色為，「針對

選手的歌唱技巧、情感層面、舞台魅力做出深入淺出的解析及詳細具體的建議，

讓每位參賽選手都能增進其歌唱功力」(明日之星Super Star官方部落格，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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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強調的即是傳統歌唱競賽節目歌唱功力的較量。而其節目進行方式也是以較

傳統的參賽者演唱、評審講評及給分的形式進行，不涉入任何其他背景及參賽者

心路歷程的介紹。 
相對來說，近年來風靡於台灣年輕閱聽族群的真人實境「超級星光大道」、「超

級偶像」等歌唱選秀節目，則慣以連續鏡頭捕捉真實時刻、業餘形式影片對特殊

情況的記錄，及加入旁白作輔助說明，呈現幕前、幕後參賽故事（Fetveit, 1999: 
794；簡妙如，2008），來強化其敘事的真實性與閱聽人對於參賽者的認同。這

些選秀節目的實質內容，雖仍是歌唱競賽，但其呈現方式，已遠離了傳統「歌唱

比賽」的文類框架，故而較不為這些客家老年閱聽眾所接受。 
而客家老年閱聽眾這個「傳統歌唱比賽形式」偏好特色，也許正如前述文獻

所述，主要因高度社會化結果，使其自我防衛系統，經常處於警覺狀態，較不易

接受新事物與新觀念(蔡琰、臧國仁，2008a)，也較不願意收視「超級星光大道」、

「超級偶像」等新型態的歌唱選秀節目。 
 
(2) 較偏好自有演唱設備的擁有 

 由上述的研究結果可以發現，相較於年輕族群採用一次性的 KTV 消費練唱

和娛樂，這群客家老年閱聽人則以是自有性「卡拉 OK」做為主要練唱工具。在

訪談過程中，研究者曾私下詢問受訪者當初購買卡拉 OK 設備的價錢，發現價格

約介於新台幣 3 萬至 7 萬元，如以台灣目前的生活水準換算起來，不算是一筆小

數目，且卡拉 OK 的設備，相對於連鎖 KTV，在歌曲更新速度上慢了許多，歌

曲也嫌少。但對這群客家老年閱聽人來說，歌曲的新舊及多寡都不是問題，重要

的是，練唱設備的自有，可讓他們一首歌一再重覆練習，直到唱熟為止，較符合

老人族群的記憶力衰退，對大量新訊息的處理時間較長的生理需求(黃仲珊、曾

垂孝，1993)，故而即便花費頗高，許多受訪者仍堅持要擁有。 
 
3.表演/觀展 
(1) 較偏好公開場域的展演 
    由上述研究結果可以發現，除了家用卡拉 OK 這個私人場所外，不論是在老

人文康中心、遊覽車的卡拉 OK、地方舉辦的歌唱活動、地方電台點歌唱歌或者

是婚宴表演場合，都是較為公開開放的場合，與密閉 KTV 包廂親友同歡的方式

極為不同。 
一般說來，公開開放的場合，參與人員較不固定，且參與者通常不為表演者

所熟知(例如電台聽眾、參加婚宴的人)，故而在台上的演出者，面對的經常是一

群陌生人，當然，老人文康中心與遊覽車（進香團）上的卡啦 OK，其組成份子

可能彼此較為熟悉，但仍有陌生人存在及進入的可能（研究者即為一例）。 
要在陌生人表演，對於一般人而言，需克服相當大的心理障礙，但對於這群

客家老年閱聽眾似乎較無此問題。究其原因，一來是因苗栗地區近年來為保留客

家文化，積極的推展老人歌謠班的成立，並鼓勵學員參與縣府舉辦的各式歌唱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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賽，這些受訪老人所參與的歌謠班都曾參與縣內競賽，甚而得名，故而對於公開

表演一事較不畏懼，在研究進行過程中，甚而有些受訪者，要求研究者協助爭取

校內場地，讓他/她們能夠上台表演；再者這群客家老年閱聽人，不論是兒時或

現在，皆處於一個人際互動綿密、較不強調隱私權亦不太有私人空間的環境，其

從小到大接觸到的「歌唱」形式，也大半是以「公開」的形式呈現，故而較易採

用此形式。 
   
(2) 較偏好傳統的展演方式 

從上述研究結果可以發現，不論是上台表演或是坐在台下聆聽，這些客家老

年閱聽人都是以一種較傳統的方式進行，不容其他人的打斷。關於此點，除了可

能與前述文獻談到的老年族群較不易接受新事物，故習以既有的表演形式呈現

外，亦有可能是受於場域設計的限制。 
以本文的文康中心或是遊覽車上卡拉 OK 場域的規畫為例，其表演的場域，

大致可區分為兩個分區，第一個叫做觀眾分區(audience area)，就是參與者觀賞

別人唱歌的地方。第二個叫舞台分區(stage area)，也就是當觀眾搖身一變成為歌

唱者，而反過來被別人觀賞的地方(林文剛，1998)。 
舞台會形成演唱者和觀眾的距離，使得兩者較無法進行互動溝通。相對來說

以包廂的形式存在 KTV，場地較小，包廂內沙發排排坐的方式，更便於傳遞麥

克風，讓每個人都有機會加入演唱，故而也發展出「獨唱」與「同樂」的不同演

唱形式。  
 
(二)結論與建議 
 

本文主要透過參與觀察與深度訪談，了解苗栗地區客家老年閱聽人於媒體節

目收訊後，受到媒體節目滲透影響，所展現於日常生活中的觀展/表演現象及其

對於客家歌謠比賽節目特有的觀賞詮釋角度。 
研究結果顯示，苗栗地區客家老年閱聽人在收看動機與詮釋部分，易受人際

互動與情感因素影響，較同情挑戰失敗者；在媒介滲透部分，偏好傳統歌唱形式

節目及自有歌唱設備的擁有；在表演/觀展部分，則較偏好公開場域及傳統的展

演方式；相較於年輕閱聽族群的追星行為，於 KTV 密閉包廂的媒介消費，及採

多人混唱方式的展演文化，確有不同之處。 
本文為國內第一個針對客家老年閱聽人所做的研究，相信對於學術界了解客

家老年閱聽人次文化有一定的貢獻。不過，由於受限於人力物力的關係，本文目

前只能針對苗栗地區客家老年閱聽眾的觀展/表演文化做調查，尚無法完整了解

整個客家族群老年閱聽人次文化的全貌。故而研究者建議，未來研究者可再針對

都市地區或中南部地區的客家老年閱聽眾，及其他地區閩南或原原民老年閱聽眾

進行研究，以進一步釐清族群因素在這其中所扮演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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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課程計畫目的 

 
本課程「客家語言與文化」可以讓學生了解到臺灣客家人的語言及其文化的

特質，亦可認識到客家禮俗、客家精神、乃至客家話與客家山歌，對當前臺灣族

群關係與族群認同，可以獲得基本的體認。本課程之教學設計，除了兩位計劃主

持人的課程講授外，主要特徵在於用英文教客家話，學習客語會話，並進行苗栗

客家庄之參訪行程。本計畫主要在大學通識教育中開設「客家語言與文化」相關

之通識課程，除了由授課教師講解之外，為激發學生學習客家文化興趣，廣泛的

透過課程認識台灣客家文化，特邀請客家學術研究專家及苗栗客家文史工作者、

文化產業專家，以演講方式協同教學，讓授課方式多元化，增進學習興趣。 讓

全球化時代大學通識教育，能夠深化客家文化之學習。也讓台灣通識教育多元文

化課程能夠普及化從課程開設、師資延聘、教學評量、學生選課等工作上，都能

將客家文化傳揚出去。在通識教育多元化的趨勢下，強調對本土文化素養傳承應

有的重視。從普及化到深化，將是現階段通識教育客家文化課程的重點。使選課

之學生，對台灣客家文化能夠有整全之認識與了解。 

 

第二章：授課計畫內容 

 

課程大綱 

 

(一) 課程名稱：客家語言與文化 

 

(二) 當期課程編號： 

      上課時間：星期二 第六、七節 

      上課地點：教學大樓 2303 教室 

      授課對象：日間部大學生  

      學生人數：60 人  

 

(三) 課程大要說明： 

本計畫主要在大學通識教育中開設「客家語言與文化」之通識課程，除了由

授課教師講解之外，為激發學生學習客家文化興趣，廣泛的透過課程認識台灣客

家文化，特邀請客家學術研究專家及苗栗客家文史工作者、文化產業專家，讓授

課方式多元化，增進學習興趣。 讓全球化時代大學通識教育，能夠深化客家文

化之學習。也讓台灣通識教育多元文化課程能夠普及化，從課程開設、師資延聘、

教學評量、學生選課等工作上，都能將客家文化傳揚出去。在通識教育多元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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趨勢下，強調對本土文化素養傳承應有的重視。從普及化到深化，將是現階段通

識教育客家文化課程的重點，使選課之學生，對台灣客家文化能夠有整全之認識

與了解。 

 

(四)課程設計宗旨 

    客家人是客家文化的主體，也是客家文化的傳承者，客家文化的傳承與創

新，必須依賴全體客家人與非客家人的共同努力，及一套完善的客家文化政策來

推動。客家人必須相互提醒，也歡迎國人共同認識客家文化，共同傳承客家文化。

本課程希望學生能認識客家文化豐富的內涵，它是台灣文化的重要一環；它不是

客家人的專利，而是全體台灣人的共同資產台灣客家文化之永續傳承與創新，需

要全體台灣人共同努力。 

 

(五) 課程教學目標 

 

1. 學習客家語言，加強英文能力。 

2. 介紹台灣客家文化、客家話、客家人、客家學。 

3. 探討台灣客家語言與文化四百年來之傳承與發展。 

4. 分析台灣客家文化資產諸多內容，認識台灣客家文化之美。 

5  閳釋台灣當前客家文化式微原因與提倡客家文藝復興運動。 

6. 教唱簡易客家話與客家山歌。 

7. 介紹台灣當前客家學研究現況。宣揚政府客家政策與客家學習網站。 

8. 介紹客家語言與文學發展。 

9. 配合本校全球客家研究中心與苗栗學研究中心之設置，開設苗栗客家語言與

文化學習相關課程。 

10.配合通識教育「學習護照」之重點工作，俾利學生認識苗栗客家風土人情，

關懷學校週遭生態、人文環境，增進學習思考空間。 

11.培養學生愛鄉土之情操，利用所學得之客家語言與文化知識，對客家文化有

所認識。 

12.嘗試利用學習的心態來面對生活週遭的客家文化、讓苗栗客家文化成為聯大

學生的學習點。 

13.客家話是一種有趣又實用的語言。將客家話與英文融合在一起，在學習客家

話之餘，也能練習英文。將客語轉為英文，學生不僅能體驗到語言學習的共

通性與趣味性，更能一次學到兩種語言。教學過程，力求生動有趣，讓學生

在潛移默化、寓教於樂中受益無窮，獲益良多。  

14.學唱客家流行歌曲是學習客家話最有效的方法之一，可激發學生學習的原動

力與動機，培養學習興趣，讓學生事半功倍地學到活用的客家話。教學內容

與音樂結合，俾使學生能在零壓力的學習環境下，不但可快樂歌唱，並可輕

鬆學習。用英文解說歌詞，培養外語能力，同時藉以瞭解多元文化，擴展個

人的國際觀。 

15.藉由詞意的解說，加強對語法的解析，舉一反三，培養客語聽、說能力。  

16.用歌唱的教學方式學習，以美妙的旋律引導進入每一個動人的故事情節；學

習優美如詩的短句，用美語說、用音樂唱出心理想要表達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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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利用實物、圖片，幻燈片、投影片、MP3 來配合教學，讓教學過程生動有趣，

創造「母語式」的學習效果。。 

18.建置教學網站及教學平台，以利教學成效。 

19.推動通識教育「學習護照」之重點工作。俾利學生認識苗栗風土人情，關懷

學校週遭生態、人文環境，增進學習思考空間。 

 

本課程透過分組「客家庄田野調查之實地採訪」，分組參訪客家庄聚落宗祠、

公廳、蒸嘗等客家建築，藉由小組討論方式之客家生活體驗之旅，可以讓學生了

解客家族群的特質與客家人的「硬頸精神」的特色，亦可認識到台灣主要的客家

話腔調派別及其客家人生命價值之情形。 

 

本課程之特色，分組參訪客家庄聚落宗祠、公廳、蒸嘗等客家建築，藉由小

組討論方式之客家生活體驗之旅，與通識教育強調『境教』之教學模式，息息相

關，充份配合著。學生在修業以後，可以初步培養出適當的正確的多元族群文化

信念與民族精神生命智慧、藉由小組討論與教學助教(TA)的帶領，可以培養出學

生的關於客家學知識的分析思辨能力與表達溝通技巧，以及培養出對於客家體驗

之終身學習成長的動力，更重要的是能夠獨立判斷族群關係（ethnic groups）

的激越、思考民俗文化之間之種種意涵，進而瞭解自我存在的意義與族群文化真

諦，尊重台灣不同民族（福佬人、客家人、外省人、原住民）的生命價值與多元

文化。如此的教學設計，與通識教育的核心精神，完全吻合。 

 

(1)本課程內容中， 

1-1 劉煥雲講授的客家學（Hakkaology）或客家研究（Hakka Studies）的課

題，分為 10 個部份： 

甲、 臺灣的族群關係與客家族群的認同危機 

乙、 客家族群遷徙歷程的回顧 

丙、 客家民系的演進及其分佈 

丁、 臺灣客家人的性格特徵及其客家精神 

戊、 台灣客家文化政策與客家文藝復興運動 

己、 客家文化創意產業與發展 

庚、 客家文化的建築、器物、音樂、、與客家人的生活觀 

辛、 臺灣各地客家文化之特色 

壬、 台灣客家人之信仰與歲時節慶 

10. 客家諺語、客家師傅話介紹 

1-2 張民光老師用英語教授客家話 

     1.客家話英文說 (介紹篇) 

2.客家語言的語法特點 – 基本概念 

3.客家話英文說 (問候篇)-客家話的語音– 基本概念 

4.客家話英文說 (生活篇) 

5.客家話的語調區別– 基本概念 

6.客家話英文說 (購物篇) 

7.客家話英文說 (觀光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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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客家話英文說 (娛樂篇) 

9.客家話英文說 (運動篇) 

  10.客家話英文說 (旅遊篇) 

（2）指定閱讀教材 

1. 陳運棟，《客家人》。台北：東門(聯亞）出版社。（1978 年 9 月台灣初版）  

2. 陳運棟，《台灣的客家人》。台北：臺原出版社。  

3. 陳運棟，《台灣的客家禮俗》，台北：臺原出版社。 

4. 羅香林，《客家研究導論》，臺北：南天書局。（ 1933 年 10 月興寧初版

發行，1992 年 7 月台灣一版發行。 ） 

5. 劉還月 ，《台灣的客家人 》。常民文化公司 。 

6. 徐正光編 ，《徘徊於族群與現實之間：客家社會文化 》。台北：正中書

局。 

7. 蕭新煌、黃世明 ，《台灣客家族群史：政治篇 》，台灣省文獻會 。 

8. 張維安 ，《台灣客家族群史：產經篇 》，台灣省文獻委員會 。 

9. 徐正光，《臺灣客家族群史：社會篇》，臺灣省文獻委員會，2001 年 。 

10. 劉還月，《臺灣客家族群史：民俗篇》，臺灣省文獻委員會，2001 年 。 

11. 羅肇錦，《臺灣客家族群史： 語言篇》，南投市：臺灣省文獻會，2000

年。  

    

（3）建議延伸閱讀資料： 

1. 莊英章（2004），＜試論客家學的建構：族群互動、認同與文化實作

＞，《田野與書齋之間──史學與人類學匯流的臺灣研究》，台北：

允晨文化。 

2. 王昌甫（1993），＜省籍融合的本質─一個理論與經驗的探討＞。見

張茂桂等，《族群關係與國家認同》。台北：業強出版社。 

3. 國立中央大學客家學院發行，『客家文化研究通訊』創刊號，國立中

央大學，1998 年 10 月。  

4. 勞格文(John Lagewey)主編（1996～2003），《客家傳統社會叢書》，

香港：國際客家協會、海外華人研究社、法國遠東學院聯合出版。  

5. 台灣客家公共事務協會編 ， 《台灣客家人新論 》。台北：臺原出

版社。 

6. 楊國鑫 ，《臺灣客家 》。台北：唐山出版社。 

7. 曾喜城 ，《臺灣客家文化研究 》。中央圖書館台灣館 。 

8. 吳中杰、邱彥貴 ，《台灣客家地圖 》。貓頭鷹出版社 。 

 

 【二】、教學方法 

（一）本課程以客語與英語講授為主，並採用戶外與視聽教學： 

1. 室內教學：多利用實物、圖片，幻燈片、投影片、錄影帶來教學，教學

過程才會生動有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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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室外教學有時採用戶外訪問、調查、觀察、參訪、觀摩...等學習身歷其

境，以收教學實效。 

3. 課程網站：將於開課前設教學相關之網站，並在教務處「教學平臺」網

站內設 

       立學習平臺。 

4. 課後輔導。 

5. 課程網站：將於開課前設教學相關之網站，並在教務處「教學平臺」網

站內設立學習平臺。 

   (1)教學網站：苗栗學研究中心： http://miaoli.nuu.edu.tw/  

      (2)教務處「Bb 教學平臺」： 

        

http://libsun.nuu.edu.tw/elearn/bk_elearning/ch_elearning_index.htm 

      (3)在語言中心自設個人教學網站配合教學，以立教學成效： 

        http://web.nuu.edu.tw/~mkchang2/ 

 

（二）作業與研究報告 

本課程設計最重要的教學特色就是分組「客家庄田野調查之實地採訪」。修

課學生 60 人分組，     

 每組六人，其中分工如下： 

(1)一個人擔任組長，負責與授課教師、教學助理（TA）之小組討論事宜，

並且帶領整組參訪客家庄或客家群居聚落活動的規劃與聯絡事項。 

(2)一人是記錄，負責記錄小組討論之實際內容，以及客家行程參訪過程之

具體問答內容。 

(3)一人是訪問員，負責收集該參訪客家生活祭典活動之訪談提問，最好是

請到該宗祠、公廳、蒸嘗等客家建築之主持人或公關人員，作較為深入

的訪談記錄。 

(4)一人是照相、攝影，負責整個參觀活動之照相、攝影。 

(5)一人是資料搜集，負責上網、圖書館蒐集該客家庄聚落之歷史沿革之介

紹。 

(6)一人是 power point 和 word 檔之建置、排版。 

田野訪問的地方，以苗栗地區客家庄或客家群居聚落為主，如苗栗市、頭

份鎮、公館鄉…等。 

 

（三）客家語言與文化  期中報告寫作規範  

封面、目錄、工作分配表 

題目：客家庄客語學習與參訪心得報告 

報告內文： 

壹、 前言 

貳、 正文（客家庄參訪報告之內容）  

一、客家庄參訪之行前知識的準備與參訪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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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該客家庄所在聚落之簡介 

2. 當地客家人之基本資料介紹 

3. 客家簡易會話之準備 

二、客家庄參訪之田野調查與行程訪談記錄 

1. 說明參訪過程、參觀流程 

2. 參訪之客家庄介紹：族譜傳承、語言腔調、生活形態… 

3. 當地客家人之特質、禮俗、風俗習慣、宗教信仰… 

4. 兩次以上的深度訪談 

a. 兩次的參訪記錄（問與答） 

b. 第一次訪談＞Check 查證＞第二次訪談 

c. 提出問題所在與試圖解答該問題 

d. 本組自我分析 

e. 圖檔照片為證：錄影、錄音、照片等紀錄及其文字說明 

參、 結論 

肆、 個人學習客語心得與參訪之感想 

P.S：   1.報告要隨頁註腳，交代資料來源 

2.參考書目、期刊文獻要寫明 

3.中英文網站 http://  須註明 

 

（四）評分方式 

      1. 平時成績 30%，依照分組客家庄參訪之旅，會前、進行時、會後等之

小組討論之實況，含出勤狀況及自由發言討論情形。授課教師與教學助

理（TA）各佔平時成績之 50%。 

2. 期中考成績 30%，擬以分組客家庄參訪之旅 power point 口頭報告之

情形為主，採用雙向互動之教學方式，其他觀眾聽完報告後可提出問題

來質詢。授課教師佔期中考成績之 70%，教學助理(TA)佔 30%。 

3. 期末考成績 40%，擬以這學期分組客家庄參訪之旅的之書面報告 WORD

檔之內容為主，含準備過程、資料內容、心得創意。 

4. 授課教師另行客語口試測驗與聽力測驗。 

 

 （五）分組討論與教學助教之規劃 

 

    此課程之教學設計，除了兩位計劃主持人的上課時段的課程講授，加上七場

主題式演講活動外，主要特徵在於客家庄之參訪行程，因此，教學助理（TA）的

訓練非常重要，包括：人類學或社會學之考古工作簡單認識，田野調查之所應遵

循之注意事項的訓練，客家藝術之鑑賞能力培養訓練……，計劃主持人都會盡可

能地傳授交代給教學助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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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小組之田野調查參訪行程，在選定作業或研究報告設計的參觀地點後，

不論是客家伙房、宗祠、公廳、蒸嘗等客家建築，任何一個地點，每一小組都必

須以整整一個月兩次週末或週日為參訪之最低基準，忠實的記錄每次參訪的問答

心得，並且配合授課教師之教學進度，與教學助理（TA）作密切的溝通協調。 

    小組參訪前，先行利用授課教師之研究室 office hours 時間，考察客家話

學習情況與會話能力。每位小組成員對所參訪的客家庄先研讀該客家庄聚落的特

色，客家庄所在地的交通路線安全、投保意外險事宜……，進行客家生活體驗之

旅。如有必要時，授課教師或教學助理(TA)將直接帶領該學生作實際的客家生活

體驗之旅。 

【三】、課程網頁規劃 

    本課程「客家語言與文化」將由教學助理架設、管理、維護，網址如下： 

（一）課程訊息 

1. 教學大綱 

2. 課程內容 

3. 課程特色 

4. 教材資料 

（二）客家庄巡禮 

1. 客家建築、宗祠、公廳、蒸嘗等客家建築 

2. 推薦客家網站 

（三）客家話實習與田野調查 

1. 學習簡易客家話 

2. 實地參訪客家庄與田野調查。 

 

（四）授課教師園地 

1. 授課教師相關資訊 

2. 演講教授相關資訊 

（五）教學助理（TA）園地 

1. 教學助理相關資訊 

2. 客家庄參訪行程前之會議討論 

3. 客家庄參訪行程後之檢討改進 

（六）學生園地     

1. 分組討論訊息 

2. 討論特區 

3. 留言板 

【四】、創意及特殊規劃 

 

    本課程「客家語言與文化」，計劃主持人利用單槍投影機、教學錄影帶、VCD，

自編教材與 POWER POINT，依照每週教學進度與課程安排上之講授外，還安排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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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的專家演講，演講人的名單、講題如上述所列。本課程最突破傳統教學方式之

處，乃是採取『客家庄參訪田野調查』並用客語訪談的方式，將修課之學生分組

（每組六人）分工合作，利用每週週末或週日，參觀訪問該組選擇之客家建築、

宗祠、公廳、蒸嘗，為期整整一個月兩次以上的參訪遊記。 

 本課程最特殊之處是用英文教授客家話，同時舉行客語能力測驗之口試與筆

試，並鼓勵學生參加客委會舉辦之「客語能力認證考試」。 

第三章：計畫執行情形  

本課程「客家語言與文化」可以讓學生了解到臺灣客家人的語言、及其文化

的特質，亦可認識到客家禮俗、客家精神、乃至客家話與客家山歌，對當前臺灣

族群關係與族群認同，可以獲得基本的客語表達能力體認。 

本課程「客家語言與文化」之教學設計，除了兩位計劃主持人的課程講授外，

有楊政男老師、龔萬灶老師、徐清明老師、俞龍通老師、黃豐隆老師、鄧聖友老

師、張宏忠老師、陳俊光老師、葉昌玉…共 10 位老師到課堂講演。主要特色在

於客家話之學習與客家文化參訪行程，使學生能用客語與受訪者交談。修課學生

60 人分成十組，每組六人，每組小組討論事宜，必須在客家庄生活體驗之前，

學會簡易的四縣腔客家話。田野訪問的地方，以苗栗縣客家話四縣腔地區之苗栗

市、頭份鎮、公館鄉……等為主。 

    以上的教學模式，已經在聯合大學行之多年，效果良好，學生收獲甚多，教

學評量普獲肯定，可以說是他們在聯大四年求學中印象最深刻的通識課程之一。  

第四章、計畫執行成效 

1. 讓修課同學可以聆聽各客家學術與文化專家不同領域之演講，分享客家文化

與學術研究成果。 

2. 又要求修課同學到苗栗縣客家庄實地查，深度體驗客家文化之美，將所學之

客家語言實際運用，增加學習興趣。 

3. 已經舉行聯大學生客語朗讀比賽，分諳客家語組與非客家語組。比賽結果已

經公佈，並已經頒發獎金與獎品。此項比賽已經激起聯大同學學習客語之興

趣，得獎者絕大多數都是臺灣語文與傳播學系之學生，因為他們在課程中學

習客語多年，比較具有客語朗讀優勢。但是也有許多其他不同系所之同學報

名參加比賽。參賽者一致建議，未來繼續辦理類似比賽，並提供更多得獎名

額。相關比賽規則與獲獎名單都公佈在聯大網站。 
4. 選課之學生已經充分認識到「客家文化」是臺灣文化之重要內涵之一，客家

語言是中原古音，客家有豐富的音樂、童謠、山歌、文學、建築、戲曲等等

文化資產。 

5. 選課之學生知道客委會成立之背景與重要性，也了解客家電視台之文化傳播

效果。知道臺灣有客家政策，是世界首創。 

6. 學生知道客委會有舉辦許多比賽，舉辦客家語言認證考試，有客家學術之機

構與平台。 

7. 本課程配合舉辦「苗栗文化學習之旅」活動，讓同學優先報名。使學生能與

苗栗在地學習結合，實際走出校園，到客家庄實地學習，認識苗栗客家人文

風情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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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本課程亦介紹客家基本法，鼓勵同學報考高普考試客家行政類科。 

9. 本課程鼓勵學生報名客語認證考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