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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計畫一 

臺灣客家餐飲產業與客家飲食的品質建構： 

以大台北地區的客家餐廳為例 

計畫主持人：賴守誠 

壹、前言 

    臺灣社會自 1980 年代中期以來，帶有族群色彩與地方特色的客家飲食快速

崛起風行，並很快成為臺灣餐飲業者與消費者餐飲選擇與體驗的重要選項。進入

1990 年代後，客家飲食在客家地方意象的塑造上扮演日益明顯的關鍵角色，並

逐步與社區營造及休閒文化產業結合，甚至進一步成為推動新時代地方發展的文

化資產與策略工具。臺灣當今的食物體制運作，不僅先前標準化、大眾化的飲食

型態已經無法滿足日益增長的都會區、高教育與多感度消費客層的期待，面對消

費公眾逐漸擴大的多面向、多層次、多型態食物品質的需求，我們需要一套新的

概念架構來探索並瞭解特色飲食的轉型與發展。以密集都會化區塊、較高教育水

準居民與多元文化組合為核心特色的大台北地區（台北市、新北市、基隆市），

其地域區位內的客家餐廳對整體臺灣客家餐飲產業的面貌特徵與運作型態因而

有著獨特的重要性。為能確實明白臺灣客家餐飲產業的初步輪廓，並能深入探索

日益與其緊密聯繫之客家飲食的品質建構，本研究將藉助數種研究方法—主要運

用實地訪調與深度訪談法，並搭配使用內容分析法與論述分析法等—以大台北地

區的客家餐廳的為例進行詳實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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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執行情形 

一、計畫之執行概況 

季別 已完成工作摘要 
預定進度﹪ 
(累計進度%) 

查核點 
(工作事項及執行情形) 

查核 
時間 

1月 

至 

3月 

1.修正計畫書 

2.設計資料蒐集方法 

3.蒐集本計畫相關文獻 

25% 

(25%) 

1.修正計畫書■是□否 

2.設計資料蒐集方法■是□否 

3.蒐集本計畫相關文獻理 ■是□否  

3月

31日 

4月 

至 

6月 

1.大台北客家餐廳相關

出版品的蒐集與記錄 

2.大台北客家餐廳相關

出版品的內容分析與論

述分析 

25% 

(50%) 

1.大台北客家餐廳的相關出版品的蒐

集與記錄■是□否 

2.大台北客家餐廳的相關出版品的內

容分析與論述分析■是□否 

6月

30日 

7月 

至 

9月 

1.台北市客家餐廳的實

地訪問調查 

2.新北市客家餐廳的實

地訪問調查 

3.基隆市客家餐廳的實

地訪問調查 

25% 

(75%) 

1.台北市客家餐廳的實地訪問調查■

是□否 

2.新北市客家餐廳的實地訪問調查■

是□否 

3.基隆市客家餐廳的實地訪問調查■

是□否 

9月

30日 

10月 

至 

11月 

1.整體資料的綜合與分

析 

2.撰寫專案報告 

25% 

(100%) 

1.整體資料的綜合與分析 ■是□否 

2.提交專案報告。■是□否  
11月

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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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預算支用情形 

子計畫一：臺灣客家餐飲產業與客家飲食的品質建構： 

以大台北地區的客家餐廳為例 

經 費 項 目 核定金額 實支數 說明 

業務費 134,415 134,415 

執行本計劃相關工作，包括

邀請教師、彙整資料等行政

工作。按時計酬每小時以最

低工資計算 103 元(依照行

政院勞委會公告辦理)。 

每月 145小時，每月計算方

式： 103x145=14,935。共計

9月 

雜支 585 585 
辦公室事務用品及其他相

關雜支。 

管理費 15,000 15,000 
依本校規定編列本分項計畫

經費之 10% 

合計                                     150,000 元 

 

參、檢討與建議 

一、成果效益 

1. 詳實考察大台北地區客家餐廳的生產者與經營者，在現今餐飲品味動態競逐

的場域中，如何通過生產者（或經營者）的客家族群經驗、原料素材的來源、

烹調技藝的傳承、烹調菜色的設計、餐廳氛圍的營造等關鍵手法，來逐步建

構其客家飲食的品質特色。 

2. 詳細瞭解大台北地區客家餐廳的創建歷史與客家特色的營造歷程。核心訪問

內容包含：創立年份、發展歷程、廚師員工、食材來源、烹調方式、菜色開

發、品味轉變、經營哲學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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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深入調查大台北地區客家餐廳的經營實況。主要調查內容包含：地區位址、

佔地大小、空間裝潢、座位安排、核心菜單、消費客群、營業時間、價位區

段、行銷管道等。 

 

詳實闡明在現代消費文化脈絡中，大台北的客家餐廳如何對客家飲食的品質

建構展開系列開創與持續重構；並能確實闡述在動態文化經濟架構下，客家飲食

的品質建構如何出現競爭調整與微型轉換。 

 

二、建議事項 

希望之後計畫能夠及早核定，使計畫可以更早開始進行，支出也可以更有效、

更合理的分配運用。 

 

三、結論 

(一)經營型態：「懷舊、地方、家常」或是「現代、國際、精緻」 

1980 年代中期後，漸次深化滲透進入臺灣社會基層與文化肌裡的現代資本

主義生產／消費／商業模式，快速推動著本地零細資本投入客家飲食的新興領域，

並試圖轉換客家飲食成為有利可圖的市場。自 1980 年代中晚期起，大台北地區

有為數可觀且規模不一的餐飲業者，積極投入將客家飲食的實質產品與相應的消

費過程與經驗予以商品化。不僅有新的業者投入客家飲食經營，也有當地業者轉

型投入的現象。自 2000 年代中期起，通過系列活動與節慶的推廣以及相關產業

文化論述的推出，客委會積極推動客家飲食的「精緻化」與「高級化」，大台北

地區客家餐飲場域有了不同以往的時尚面貌。 

 

以餐廳命名及裝潢風格來觀察，懷舊、地方、家常是大多數大台北地區的客

家餐廳，在餐飲市場上自我訂位的主要特質。多數的經營業者是先前世代或是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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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時間自北部客家地區移入大台北地區謀取生活的移民。經營者多數同時擔任廚

師的角色，烹飪技藝多學習自於家庭長輩成員，或是在親人、親戚所開設的餐廳

內協助而習得。家庭或親族成員通常即是餐廳工作人員的主力。截至目前，原鄉

在客家莊的餐廳經營者，多數依舊傾向從家鄉或是主要客家地區採購特定屬於

「客家」的食材。若是更為關注餐廳內部的裝潢設計，大多試圖以具體可見且廣

被知曉的客家元素作為餐廳陳設展現，特別以懷舊、復古的意象為風格主軸。近

年來，大台北地區的客家餐廳群中，少數更為進階關注餐廳風格設計且實質投入

整體形象營造的台北客家餐廳，更明顯展露走向現代、國際、精緻之特色餐飲空

間的塑造。在「懷舊、地方、家常」與「現代、國際、精緻」所呈現經營型態風

格的差異與展現特質意涵內醞的緊張值得更多的深入觀察與分析瞭解。 

 

(二)消費客群：「傳統客群」或是「新興市場」 

訪談的資料顯示，大台北地區客家餐廳的消費客群週間多以鄰近餐廳的公司

行號或是上班族為主，週末則多為家庭式的聚餐且有更為龐大的消費客群的基礎。

大部分客家餐廳受訪的經營者宣稱客群多以熟客為主，或懷念家鄉味，或因為經

營者是客家人而前來品嘗。因為長久口味熟悉、鄰近居住條件以及餐飲產品取得

簡易等原因，這些消費者對於客家米食產品的需求頻率相對穩定。來店的消費者

大多是北部人，可能多數為非客家背景，較少來自客家地區或南部的客家人。然

而，隨著大環境的改變，媒體對於促銷的強調及觀光風氣的興盛，大台北地區客

家餐廳業者開始經歷消費客群條件的各種改變。除了會有來自其他國家的觀光客

（其中有相當比例是客家人）特別造訪客家餐廳進行消費，例如來自馬來西亞、

新加坡、日本、中國大陸等。新興市場的逐步浮現，也構成餐廳經營上極為重要

的挑戰。在此同時，宣傳行銷的管道也出現了多樣的發展與重心的轉移。整體而

言，大台北地區的客家餐廳，其宣傳行銷多是較為被動的透過報章雜誌或是電視

節目的報導來進行，其中參加料理或是廚師比賽也可以增加餐廳的知名度，而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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聞電視台被認為在宣傳上較有實質的效果。此外，網路上的食記分享或是口碑相

傳通常是餐廳認定可以延續餐廳客源、或是打開知名度的方式。新起宣傳行銷管

道的日趨重要也意味著新型消費客群的出現。 

 

目前，大台北地區的客家餐廳業者主要得面對兩類客群所帶來的挑戰。第一，

更多的年輕族群開始以新的資訊搜尋管道進入客家餐飲市場，也因為這個族群更

有新興市場的消費習性，因此有些客家餐廳業者開始著手利用新型的宣傳管道—

如臉書(facebook)等現代社群平台—來進行行銷。第二，則為外地觀光客或外來

消費者，此類客群逐步成為影響大台北地區的客家餐廳經營運作與調整轉型的重

要消費者群體。這群消費者日益主導餐飲業者日常經營的銷售業績，然而因為觀

光客來自外地，多數消費口味並非傳統客家族群的型態，因此這些經營業者必須

面對新的壓力：是否應以更大幅度的口味調整來符合上述兩類消費者的需求。然

而，不論是外地來的消費族群，或者是年輕的消費客群對飲食產品的期待與需求

都更接近新興飲食產品市場的動態與潮流，也因此大台北地區的客家餐廳業者其

菜色口味與行銷型態面臨跟隨市場風潮與節奏做出快速反應的巨大轉變壓力。 

 

(三)菜色風格：「道地口味」或是「特色美味」 

在複雜且動態的餐飲產業生態中經營的大台北地區的客家餐廳業者，同時面

臨飲食系統標準化與全球化的改變以及消費者對差異風格與地方特色的需求，必

須在所謂「市場的競技場」中奮鬥求生存。這些業者在近三十年客家飲食運動開

展歷程中所伴隨開啟的新餐飲市場環境下，也在媒體多樣報導與消費者廣泛認知

的形勢下，具有傳統客家特色定位的「客家菜」的品項已經大致被標準化建構而

成為「慣例」菜色，因此多數客家餐廳在持續更新製作各種菜色以滿足消費者需

求時，會明顯提供符合傳統客家飲食意象之「道地口味」的客家菜色，如「客家

小炒」、「梅乾扣肉」等高度標準化的菜色取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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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個具有強大影響的要素則是，通過客家飲食的商品「多樣性」(variety)

所形成的差異化在當代消費文化中的增長。為了差異化產品，生產者受到影響、

獲得激勵，也受限於所謂的市場領域內其他行動者活動，包括消費者、中間商與

競爭業者等。對生產者來說，多樣性經常代表了在最新資本主義發展的階段獲利

的契機，針對產品不斷推陳出新，以求在市場競爭上的獲利或求存，是國內餐飲

業者近二十年來最為明顯的經營策略之一。大台北地區的客家餐廳的多數業者經

常採取烹調方式的改變與味道上的調整、或是新奇菜色的開發設計、又或是潮流

食材的引入實驗。縱使企圖維持傳統客家的烹調做法與口味，但這些經營者大多

也同時提到烹調方式的改變與味道上的調整，以能符合台北地區消費者持續變動

的口味，或是動態回應顧客對於菜色的評價或建議。多樣性所營造的差異化策略

廣泛鮮明地表現在客家餐飲業者的經營佈局中，展現在對「特色美味」的關注與

追求。對消費者來說，現代消費社會的多樣性提供了滿足人們個人認同與社會地

位嚮往心理的替代力量，也使環繞著「生活風格」(lifestyle)所展開的象徵鬥

爭日趨激烈而無所不在(Bourdieu 1984; Featherstone 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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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研究成果全文 

臺灣客家餐飲產業與客家飲食的品質建構： 

以大台北地區的客家餐廳為例 

主持人：賴守誠 

中文摘要 

臺灣社會自 1980 年代中期以來，帶有族群色彩與地方特色的客家飲食快速

崛起，並成為臺灣餐飲業者與消費者餐飲選擇與體驗的重要選項。進入 1990 年

代後，客家飲食在客家地方意象的塑造上扮演日益明顯角色，並逐步成為推動新

時代地方發展的文化資產與策略工具。面對消費公眾逐漸擴大的多面向、多層次、

多型態食物品質的需求，以密集都會區塊、較高教育水準居民與多元文化組合為

核心特色的大臺北地區，其地域內的客家餐廳對整體臺灣客家餐飲產業的運作型

態與面貌特徵有著獨特的重要性。為能確實明瞭臺灣客家餐飲產業的初步輪廓，

並能深入探索日益與其緊密聯繫之客家飲食的品質建構，本研究以大臺北地區的

客家餐廳為例進行詳實探究，研究方法主要運用實地訪調與深度訪談法，並搭配

使用內容分析法與論述分析法。除實地調查大臺北客家餐廳的經營實況，並深入

訪談客家餐廳的創發歷程外，我們也將系統地檢視大臺北地區客家餐廳所公開呈

現的網路相關報導與內容。通過以上大臺北客家餐廳整體資料所進行的多方位解

析，本研究企圖闡明：在現代消費文化脈絡中，大臺北的客家餐廳對客家飲食的

品質建構如何展開系列開創與持續重構，在動態文化經濟架構下，客家飲食的品

質建構如何出現競爭調整與微型轉換。 

 

關鍵詞：客家飲食、客家餐飲產業、飲食品質建構、大台北客家餐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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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臺灣社會自 1980 年代中期以來，帶有族群色彩與地方特色的客家飲食快速

崛起風行，並很快成為臺灣餐飲業者與消費者餐飲選擇與體驗的重要選項。進入

1990 年代後，客家飲食在客家地方意象的塑造上扮演日益明顯的關鍵角色，並

逐步與社區營造及休閒文化產業結合，甚至進一步成為推動新時代地方發展的文

化資產與策略工具。臺灣當今的食物體制運作，不僅先前標準化、大眾化的飲食

型態已經無法滿足日益增長的都會區、高教育與多感度消費客層的期待，面對消

費公眾逐漸擴大的多面向、多層次、多型態食物品質的需求，我們需要一套新的

概念架構來探索並瞭解特色飲食的轉型與發展。以密集都會化區塊、較高教育水

準居民與多元文化組合為核心特色的大台北地區（台北市、新北市、基隆市），

其地域區位內的客家餐廳對整體臺灣客家餐飲產業的面貌特徵與運作型態因而

有著獨特的重要性。為能確實明白臺灣客家餐飲產業的初步輪廓，並能深入探索

日益與其緊密聯繫之客家飲食的品質建構，本研究將藉助數種研究方法—主要運

用實地訪調與深度訪談法，並搭配使用內容分析法與論述分析法等—以大台北地

區的客家餐廳的為例進行詳實探究。 

 

貳、臺灣客家飲食、臺灣客家餐飲產業與客家飲食的品質建

構 

一、臺灣客家飲食 

「族群」長久以來乃是個界定上極端困難的概念。群體成員構成的潛在規則

日見複雜，而區分的標誌更處在經常性的建構與修正的狀態。食物能夠成為特殊

群體其特出性的優良指標，也是意義的協商得以持續發生的重要媒介。就如同所

有文化性地被界定的物質材料被運用在社會關係的創造與維持一般，食物可以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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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用來鞏固群體成員屬性，也可以作為強化群體區分的工具。「族群性」源自被

認知的差異，而且通過對比(contrast)而運作。也因此，特定族群的飲食是關乎

一地理上且／或歷史地界定的飲食社群。但是，「族群性」就像是國族性，有著

想像的側面。而同樣地，相關的烹調，也是存在著想像的層面。族群飲食帶有文

本性(textual)的現實，也同時文本性的被生產而出。不僅特定的食物組合或飲

食習慣可能被選擇為族群自我界定或刻板化其他族群的主要介質。這種特定的食

物組合或飲食習慣也可能轉換做為極端便利而又高度濃縮的認同劃分。一旦這種

烹調開始被想像構連，就能對國族或族群認同額外增加其具體性。有關族群或國

族食物的文本或論述，因而能夠增強特定烹調概念上的鞏固性與連貫性。 

 

目前食物社會文化研究的傳統，對族群飲食的理論化主要採取兩種途徑。一

方面，族群飲食經常被視之為傳播溝通系統，在族群成員採買、烹飪與食用其族

群食物時，得以揭露其每日實作與慣常習性(Douglas 1971; Barthes 1975)；另

外一方面，族群飲食也經常被當成是族群認同的象徵標記，族群的食物飲品與飲

食實踐代表了某種與原有族群文化之象徵與文化的連結(Bourdieu, 1984)。於此，

族群性與區域性的邊界，經常在新的社會互動的形式下被跨越超出。在此族群飲

食一般社會文化理論的基礎上，現有文獻論述討論族群飲食消費時，在一方面，

強調飲食實踐所具有的改造轉變的潛力。為促成弱勢族群成員投入批判省思與處

境改造的動因，族群飲食其消費過程的本身因此經常被設想為是重建認同及創制

策略的重要手段(de Certeau, 1984)。另一方面，則讚美珍奇飲食體驗並且誘發

出歡愉與慾望，族群飲食的消費活動因而被當作是族群差異的超越以及烹飪「他

者」的探索(Appadurai, 1988)。特別是在當今，族群飲食的消費空間往往被視

之為是「觀光空間」(Urry, 2002)，食客於此處納入外來文化，而且經常頗是矛

盾地面對各種不同形式的「舞台化道地性」(staged authenti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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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食物與飲食在客家族群文化所佔有的重要性，已經在客家研究中獲得初步的

認知與必要的重視。整體而言，人文與社會科學近年來對客家食物展開的研究呈

現了鮮明的趨勢：這些研究或是以歷史起源的描述為主軸，或是以菜餚特色的陳

述為重心。其中在最具代表性的，是楊彥杰(2000)針對客家飲食文化所進行的一

系列研究。他的研究指出，客家菜的基本特色是在特定的時空背景下，經過漫長

的歷史傳承與演變過程而逐漸形成的。也因為如此，「客家菜與周圍其他地方的

菜肴相比，也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並不是每道菜都是客家人獨有的。而從選

料、烹調、口味等方面加以把握，則能從總體上反映出客家菜的特色。這些特色

與客家人所處的自然環境、社會人文背景是緊密聯在一起的，同時也成爲客家飲

食文化的基本內容」(楊彥杰，2000: 378)。 

 

    沿著此立論線索，在台灣多數討論客家飲食文化的作品，多接受以下族群特

徵與飲食文化的強烈聯繫：客家人重要的族群特徵（如：勤奮淳樸、熱情好客並

具有很強的團結性等）都可以從客家人的飲食生活中體現出來(楊昭景，2005;

楊昭景與邱文彬，2005)。楊彥杰(2000: 378)以精簡的語言呈現此觀點：「飲食

是人類維持生命所不可缺少的。從這個意義上說，客家飲食文化是客家文化的重

要組成部份，在傳統社會裏，它構成了客家文化的基礎和核心」。但在台灣「客

家研究」逐漸蓬勃的進展中，討論客家飲食文化新的觀點已開始浮現。通過來自

一般社會消費大眾觀點經驗資料的收集與分析，最近對台灣客家族群更深入的研

究(王雯君，2005)，已經初步指出「客家飲食」是台灣一般社會大眾對客家族群

特質最主要認知意象的重要側面。而此認知意象的形塑與建構，明顯是與當代台

灣消費文化的深化發展有著密不可分的關鍵聯繫。王雯君運用其調查研究資料，

描述說明台灣社會大眾此種消費文化—客家飲食—客家族群的意象聯繫：「大家

能夠提及客家就想到『客家菜』或『客家小吃』… 至於消費者的部分，客家美

食榮登第二位 … 而消費者多為非客家族群者，而他們至這些客家庄進行文化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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閒產業的消費，大多以享受美食名產與遊山玩水賞風景為主」(王雯君，2005: 

132-133)。 

 

    賴守誠(2006)的研究中指出，自 1980 年代以來，客家食物通過其所必然承

攜的社會、政治與美學的特質，在現代社會去地域化與壓縮時空的快速推展中，

獲得了空前凸顯。在此發展過程中，食物逐步成為社會文化力量運作的焦點，並

取得了反映社會文化權力關係的顯著關鍵地位。作為有特色台灣農鄉文化的「客

家菜」是在現代消費文化脈絡中崛起並在現代消費文化的氛圍與動力下被轉變為

一種現代休閒消費的形式。在客家研究這種新的經驗現實觀察的基礎之上，我們

可以對客家飲食的研究，補充來自食物與消費社會文化研究新的理論視野與概念

工具。飲食品質是我們認為，在台灣現代消費文化的脈絡中，對深入瞭解客家飲

食崛起的核心機制與探索客家餐飲發展的關鍵過程，一個值得嘗試引用且在經驗

研究解釋的深化極為有用的概念工具。 

 

    臺灣客家飲食近二十年來，以或隱或現的姿態緣起，並在各方關注投入且積

極建構的社會網絡中，逐步發展成為兼具獨特文化特質與地方經濟特性的現代飲

食運動。客家餐飲產業是族群飲食運動發展擴張中的重要環節。地方族群特色飲

食的發展主要受到生產者網絡、中介者網絡與消費者網絡群集互動配置與活動動

態的影響，族群飲食產品的生產者與中介者試圖改變一般消費大眾對食物意義的

界定，提醒消費者，族群特色飲食同時作為文化、社會與環境「產品」的重要意

涵。也就是說，新的族群飲食運動促進一種關係反身性(relational reflexivity)

的型式──鼓勵消費者在選擇食物時，注意到品質特色的寬闊範圍，例如，其在

地起源、其環境品質、其社會意涵與文化累積等(Murdoch and Miele, 2004)。

本文以大台北地區的客家餐廳的為研究案例，將檢視臺灣客家餐飲產業的提供者，

如何進行當代客家飲食的品質建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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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食物品質的建構與飲食品味的變動 

    品質是一個複雜的觀念，而且經常有著矛盾而且不同的意義。更值得注意的

是，品質是流動及社會建構的概念，不斷透過在食物系統中關鍵行動者的論述與

行動所創造與再造。因此，為了評估建構品質概念的過程，需要針對這些論述加

以分析，以突顯出這些關鍵行動者所抱持的態度與價值，以及他們之間潛藏的各

種張力與權力關係(Morris and Young, 2000: 104)。也就是說，品質的生產和

維持含涉了一系列的行動者，從起始的生產者到最終的消費者，都可以被描述為

品質鏈的一部份。品質因此必須被理解為一個慣例或是社會建構，必須依賴鏈中

行動者的一致性，其中的某些成員相對於其他人是更有優勢來界定其內涵

(Ilbery and Kneafsey, 1999)。然而，無論是何種脈絡，品質通常隱含著能夠

在市場賣出較高的價格。品質是一個「正向」的特性，是一個可以讓該產品或服

務（過程、公司或區域）在一般標準之上勝過競爭對手的領先優勢。也就是說，

品 質 的 關 鍵 特 色 之 一 ， 就 在 於 它 具 備 位 置 性 的 特 性 (positional 

characteristics)，使之能夠和其他不符合特殊品質標準的食物產品區別開來

(Morris and Young, 2000)。 

 

    隨著對於優質產品和服務有更多的需求，檢視什麼是品質和瞭解品質建構過

程變得更為重要。然而，當我們將品質運用在食物供給鏈或優質食品生產時，我

們必須去思考品質究竟意涵為何？雖然在食物系統中品質被當作重要的概念來

廣泛的運用，品質仍未被真正的完整定義或瞭解。品質很明顯地是個複雜的名詞，

夾雜著大量不同的意義，品質可以指涉非常大範圍的尺度或屬性（地方、區域、

國家、全球等），且這些界定可能彼此間激烈競爭。品質透過在食物系統的不同

的行動者，有不同的利用與定義，對消費者來說，品質與食品安全與象徵感受相

關，而生產者則是將之視為增加銷售與提升附加價值的機會。因此，「品質」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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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被概念化為一個社會建構的概念，且是由農食鏈中的關鍵行動者所創造出來

(Ilbery and Kneafsey, 1999)，以下是幾個主要層面。 

 

    首先，品質的生產和維持必須包括一定數量的行動者，從一開始的生產者到

最後的消費者，這些行動者對於品質是什麼以及如何測量它們將會採取不同的觀

點。任何對於品質的定義是被所有包含進最終產品產出的過程中的各式各樣的交

錯所決定。其次，品質是一個社會建構，所以品質是依存在生產和消費關係中的

社會文化、政治、經濟等情境中。因此，品質的觀念不能夠在沒有附著於其他關

鍵詞彙（信任、安全等）之意義的考量下被理解。這些詞彙本身也會涉入到品質

的定義，這些意義，反過來也不能夠從它們被建構中的社會互動中剝離開來。再

者，品質觀念之持續協商的特性，代表著對於食物生產-消費鍊中有權力的社會

行動者來說，他們有潛力來把這組詞彙適當的附加在自己的產品之。最後，而且

是特別跟本研究有所關連，品質的建構和確認同時增加從特定地區來、使用當地

原材料或是既有生產方法的產品做出連結(Ilbery and Kneafsey, 1999; Morris 

and Young, 2000; Tregear et al., 2007)。 

 

    通過品質建構的過程，食物所承載的多樣但可能強烈的意義，能夠使消費者

脫離既有的食物網絡並將消費者與不同型態的食物網絡連結。義大利學者

Gianluca Brunori(2007)，針對現今地方食物在品質建構過程中所可能呈顯的主

要意義做出較完整的分類架構（參見表一），其中包含為五大類型與相符應的關

鍵品質內涵：功能（健康、品位）、生態（食物里程、生物多樣性和景緻）、美學

（多樣性 v.s. 標準化、差異性）、道德（真實性、認同與凝聚）、政治（改變食

物鏈中權力的平衡、追溯生產與消費的模式）。這個食物意義的分類架構可以提

供我們作為檢視飲食文本其所展開食物品質建構主要涉及層面的基礎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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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餐廳外食與餐飲產業：飲食品味運作與消費實踐的場所 

    餐廳是揭露出跨文化交換與挪用的場所。這是一個「在裡面或在之間

(in-between)」的模糊地帶，座落在私領域和公領域、私密和公開展示的邊緣地

帶。口腔的愉悅和混合其他用餐者的愉悅是被搭台展演的(Finkelstein, 1989)。

餐廳的選擇或共同用餐者的選擇，是人們對社會秩序表達接受或質疑的方式。餐

廳是社會生活的雛型，也是社會生活展現和塑造的地方(Bourdieu, 1984:181; 

Finkelstein, 1998: 204)。在餐廳的領域裡，我們可以觀察到不同群體如何互

動，以及那些外來的東西如何讓人們變得感到熟悉。通過不同餐廳的飲食參與，

文化地位的形塑獲得動態的開展，源自與特定餐廳的聯繫，文化資本的獲取取得

積極的實現。簡言之，「現代餐廳一直是社交互動強而有力的指示物，也是對地

位競爭與時尚潮流的關鍵機制」(Finkelstein, 2004: 65)。在餐廳中的愉悅，

不只是由完善質量食品的提供所達成，而是同時也會受到裝潢，氣氛，食物呈現，

服務執行，服務人員的吸引力等等因素所影響。 

 

    然而，消費者同樣也是重要的環境中的一部分（但是通常是被忽視的）。在

這樣的脈絡下，用餐人帶入自己的特殊計畫，他們對於時機的定義，她們對於特

殊餐點被處理方式的期待，人們會以不同的複雜程度的方式計畫不同型態的事件，

期待不同的經驗可以由不同的餐廳所完成。作為整個餐廳用餐過程的一部分，他

們會為他們的造訪做出不同形式的準備：什麼時間出門，是否有做打扮，或是否

有長途的跋涉等，這些都是達成一個期望中的理想結果的重要因素。但這並不排

除，餐廳市場的選擇膨脹可能是混亂與焦慮的來源(Warde, 2000: 113-4)。我們

不可忽視以下在餐飲消費與品味塑造方面極具影響力的發展：餐廰不只是提供食

物，餐廰也是各式表演進行的地點，氣氛、感官上的感受和服務者的角色都是整

個餐飲消費的關鍵要素。餐廰的外食行為具有實用意義與象徵意義，也因此對飲

食品質內涵變遷的塑造具有不可忽視的影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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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新一波對飲食的社會文化研究指出，餐廳外食在現代飲食品味的轉變中，

扮演了極為關鍵的重要角色。美國社會學家福格森(Priscilla Parkhurst 

Ferguson)運用布迪厄的「文化場域」(cultural field)概念工具，對新型態食

物品味——「美食」(gastronomy) 在法國的歷史性發展——轉型的過程提出一

個以人物、地方與制度等社會文化要素為核心的解釋模型。福格森辨認出五個重

要「結構性因素」，在十九世紀支持美食轉化成為新型態的食物消費：一、社會

與文化變遷帶來民主化，激發廣大中產階級對精巧高附加價值烹調的興趣。二、

新的消費場所致力於餐館美食的生產與消費。三、出版在美食關鍵文本中的新規

則（專業廚師的食譜與早期的餐館評論）正當化且標準化烹調經驗的生產與消費。

四、不同專門領域（或專門市場）的發展，一方面結晶為廚師對美食的不同立場

與思想學派，另一方面則結晶為評論家對美食的不同立場與思想派別。五、生產

者與消費者的網絡為整體的新形式消費創造了社會聲望(Fergurson, 1998; 

2004)。 

 

    英國社會學家，華爾德(Warde, 2000)新近針對英國社會外食活動所進行的

詳細研究中，深入地分析了當代外食行為的模式和象徵，並且分析這些模式與家

庭的社會及人口特徵間的關係。他的研究發現，外食行為的意義有助於瞭解複雜

的民族飲食習慣。儘管長久以來，社會科學特別關注「生產」的議題，而非「消

費」的議題，針對消費者經驗的研究大部份也多停留在說明其構成原因或運作方

式。餐廰外食行為使得我們瞭解到食物不僅是做為維繫生命的手段，因為餐廰外

食行為代表著人們將飲食當做是一種生活娛樂的型式和展現品味、地位與差別的

手段。更加重要的意涵是，餐廰外食代表著人們現在願意將原本屬於私人家庭的

食物提供或安排，交給商業經營者或其他公共的選擇。人們選擇餐廰外食，有時

是出於需要，有時只是單純為了享受。餐廰外食的模式已經變成一種主要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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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社會差異會透過食物的消費顯露出來(Warde, 2000)。這意味著，餐廰外食

行為對某些群體來說有其社會和象徵意涵，而這個現象是值得進行研究的，因為

從中可觀察到，透過消費行為所表現出來的社會分化情形，以及涉入不同公私領

域的基礎。我們更可以由其中，探索並挖掘現代飲食品味變遷的一個重要根源。 

 

四、客家餐廳與客家飲食的品質建構 

    本研究所界定的客家餐廳，乃是指餐廳名稱或稱號中確切出現或含有「客家」

一詞的餐廳。也就是大台北地區中，明確以「客家」為關鍵特色元素自我界定並

對外呈顯的餐廳。例如，台北市的新家園客家菜川菜館、桐花客家私房料理，新

北市的大和院客家美食、牧童遙指客家村等。 

 

    藉助 Ilbery 與 Kneafsey 所提出地方食物發展的分析架構 (Ilbery 

andKneafsey, 1999)，我們初步辨認了地方族群特色飲食的主要構成網絡：三種

主要的行動者被確立：生產者網絡、消費者網絡與中介者網絡。第一個是生產者

網絡。但地方特色飲食其品質化過程如同文化經濟的發展，也面臨如何在生產者、

加工業者、通路商、制度機構與消費者等行動者間協調建構出和諧的網絡。參考

Ilbery 與 Kneafsey的論點，我們認為在地方的層次上，特色飲食的生產者、中

介者構與消費者必須在複雜的互動關係中形成一穩固的網絡(見圖一)。 

 

    一方面，地區性族群特色飲食生產者在複雜且動態的餐飲產業生態中經營，

同時面臨飲食系統標準化與全球化的改變以及消費者對差異風格與地方特色的

需求，陷入所謂「市場的場域」(market arena)中。為了差異化產品，生產者受

到影響、獲得激勵，也受限於所謂的市場領域內其他行動者活動，包括消費者、

中間商與競爭業者等。另一方面飲食產品的消費者處於「生活風格的場域」

(lifestyle arena)中，逐漸對於食物的美學性感到興趣，願意花更多的錢購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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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定產地的食物，但卻又必然多少受制於長期養成的生活習慣或現實條件。而介

於兩者之間的是中介者，各類中介機構與群體作為生產者與消費者之間的溝通橋

梁，建構品質特色、提供評價推薦，鼓勵生產者加入品質化，也透過實質的法規，

將消費者納入品質的鑑賞中，以試圖協調維繫的特色食品網絡。公共機構是結合

了權威與知識兩者的規章承載者與再現的中心。但不同群體可能彼此競爭差異的

評鑑準則可能形成衝突，造成「中介的場域」(intermediation arena)。 

 

 

 

 

 

 

 

圖一：地方族群特色飲食的主要構成網絡 

 

    臺灣客家飲食的品質特質近年來經歷了重新形塑建構的歷程，進而帶動台灣

消費公眾對客家飲食的品質特性有不同以往的認知與感受。飲食品質的建構是生

產世界和消費世界之間對話的結果。品味可被視為是一組符碼，經過消費者的理

解能夠做為品質評斷的有力資訊，這是將食物品質視之為意義創造和交換的主要

連結，食物品質的建構與轉換因此是一種傳播的過程。提供飲食符號與論述的傳

播媒體提供廣泛存在且普遍流通的食物論述或烹調文本，它們對個人慾望的社會

化與集體重新界定飲食品味扮演極為關鍵的角色，也因此對食品的品質的建立或

持續發揮重要的作用。 

 

    近二十年來臺灣客家飲食的興盛實與消費文化在臺灣的劇烈轉型緊密關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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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近年來對現代消費文化的研究成果提醒我們，作為一個整體的消費革命內

蘊著不易解消的矛盾趨勢。客家飲食的崛起也是發生在一個矛盾的架構中，擺盪

在創新、多元、道地的允諾與操弄性的商業資本求變、逐利、剝削的陰影之間。

一方面，對客家族群飲食的關注聯繫著想探索並消費文化差異的慾望，以及對文

化多樣性展現出日益增長的包容與瞭解。另一方面，對特殊族群飲食的興趣緊密

關聯著試圖創造市場利基與追尋產品多樣化之現代商業操作手段。 

 

参、研究問題與研究方法 

    總結來說，根據以上對相關文獻的初步探討，本研究研究將處理以下幾項議

題： (1)大台北地區客家餐廳的生產者與經營者，在現今餐飲品味動態競逐的場

域中，如何通過場域所屬的關鍵手法來逐步建構其客家飲食的品質特色？(2)大

台北地區客家餐廳的創建歷史與客家特色的營造歷程為何？(3)大台北地區客家

餐廳的經營實況為何？(4)在現代消費文化脈絡中，大台北的客家餐廳如何對客

家飲食的品質建構展開系列開創與持續重構?(5)在動態文化經濟架構下，客家飲

食的品質建構如何出現競爭調整與微型轉換？ 

 

    本研究採取之研究方法主要為實地訪調與深度訪談法，並搭配使用內容分析

法與論述分析法。本研究將針對大台北各行政市區內挑選出具特色代表性的客家

餐廳的進行較完整深入的訪問調查。首先，我們將對選出的大台北地區客家餐廳

的生產者與經營者，在現今餐飲品味動態競逐的場域中，如何通過客家族群經驗、

原料素材的來源、烹調技藝的傳承、烹調菜色的設計、餐廳氛圍的營造等關鍵手

法來逐步建構其客家飲食的品質特色。同時，也針對大台北的客家餐廳經營實況

實地進行調查，主要調查內容包含：地區位址、佔地大小、空間裝潢、座位安排、

核心菜單、消費客群、營業時間、價位區段、行銷管道等。另此外，對選出的大

台北客家餐廳其經營者或生產者完成 8人次的半結構式深度訪談，以能對大台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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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內客家餐廳的創發歷程取得較深入的瞭解，核心訪問內容包含：創立年份、

發展歷程、廚師員工、食材來源、烹調方式、菜色開發、品味轉變、經營哲學等。

除實地調查大台北客家餐廳的經營實況，並深入訪談客家餐廳的創發歷程外，我

們也將系統地檢視大台北地區客家餐廳所公開呈現的網路相關報導與內容。 

 

    關於大台北地區現有經營運作之客家餐廳的搜尋，資料來源首先主要是以

Google 搜尋引擎中的地圖檢索(http://maps.google.com)，搜尋期間為 2012年

3 月至 8 月，分別輸入關鍵字「臺北 客家餐廳」、「新北/北縣 客家餐廳」、「基

隆市 客家餐廳」來進行店家搜尋，納入店名中出現「客家」或「客」字之店家。

其次再以《嚇酷！美食網》(http://www.shopcool.com.tw/)之資料庫，從「美

食分類」中選擇「客家菜」，後分別以縣市分類中的「台北市」、「新北市」進行

搜尋比對可能遺漏之資料，唯嚇酷美食網中無基隆市的餐廳資訊。後進一步於搜

尋計畫進行期間，資料中餐廳實際的營業狀況後，扣除在資料搜尋期間已歇業或

更名後無「客家」或「客」等字樣之餐廳，此數量亦將各餐廳位於大台北地區之

分店一併納入計算，完成下列各行政區的家數統計。經過初步分類，大台北地區，

包含台北市、新北市以及基隆市，目前共有 112間客家餐廳，其中，台北市總計

得 79 家，新北市 31間，基隆市則有 2家。 

 

肆、大台北地區客家餐廳的資料分析 

    我們將公開呈現的網路相關報導與內容與實地訪談的資料結果主要以三大

部份分別進行分析：客家餐廳名稱分析、客家餐廳類型分析、客家訪談內容摘要。

最後再歸結為綜合分析。 

 

一、客家餐廳名稱分析 

針對大台北地區蒐集後得到之 112間餐廳資料，扣除無從得知進一步的營運狀況

http://maps.google.com/maps?hl=en&tab=ll
http://www.shopcool.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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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經營歷程的店家，其共 37家，最後以總數 75家餐廳之店名進行分析。 

 

表一、客家餐廳命名編碼說明 

店名類別 類別定義 舉例 

地方名稱 
店名中出現有明顯的地區、行政區名

稱，通常指涉客家。 

關西客家小館、苗栗

客家菜 

料理內容 店名中出現有特定之菜色、食材等元素。 
客家放山雞莊、正客

家魷魚羹 

美好飲食 
餐廳名稱中出現有形容料理、烹調之美

味與期許餐廳生意昌隆之意象者。 

鼎豐懷舊客家美食、

金好家客家菜 

懷舊情感 
餐廳名稱中出現有對過往、家庭親族、

鄉村或故鄉懷念意涵者。 

你家我家客家菜、逸

鄉園客家料理 

客家意象 
店名中出現帶有象徵客家文化之特色植

物、傳統建築或等符號。 

桐花客家料理、紅瓦

厝客家料理 

親切人物 
店名中出現有親切的、親近之人物名稱

或稱呼。 

阿緞姐客家美食、羅

媽媽客家美食 

其他 除上述類型之外未能明確進行分類者。 
客家美食、寶記客家

料理 

 

初步將各類別所得之資料數目進行加總，若有重複類別者則單獨計算，結果統整

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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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餐廳店名分類與家數統計 

店名類別 家數 各分類所佔比例 

料理內容 14 18.67% 

客家意象 11 14.67% 

懷舊情感 10 13.33% 

地方名稱 8 10.67% 

美好飲食 5 6.67% 

親切人物 4 5.33% 

地方名稱+料理內容 3 4% 

親切人物+料理內容 2 2.67% 

懷舊情感+料理內容 1 1.33% 

其他 17 22.67% 

總計 75 100% 

 

料理內容 

    此類型中的客家餐廳約有 14 間，是本次分類中餐廳家數最多者。在這些店

名中，料理內容前多會再冠有「客家」二字，如「正客家魷魚羹」、「客家米食」，

「客家粄條」等，其中以「客家粄條」為最多，其次則是連鎖性的魷魚羹店家。 

 

客家意象 

    次多者爲以客家意象作為命名元素者，共有 11 家，其中以「桐花」數量為

最多，也包含常用來比喻桐花的「五月雪」。其他的客家意象多集中於建築上，

如客家傳統的「紅瓦厝」、或是客語中的「川堂」、「伙房」的餐廳、廚房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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懷舊情感 

    其次則爲懷舊情感類，共有 10 家餐廳使用懷舊元素為店名，其中最常出現

的字是「家」和「鄉」，包含「你家我家」客家菜、「我家」客家菜、「家家」海

鮮客家菜、「憶鄉味」客家料理「新家圓」客家四川菜小館。或是對於鄉村、過

往的懷念之情，如「老田寮」客家美食館。 

 

地方名稱  

    有 8家客家餐廳以地名作為店名命名的主要元素，地名包含有苗栗、六堆、

廣東、金山關西、林口等地方。部分地名來自店面所在地，部分則是以經營者或

創始者的故鄉命名，如「苗栗」、「六堆」、「關西」等客家聚落，也有以客家原鄉

「廣東」命名者。 

 

美好飲食 

    約有 5間餐廳以此方式來命名，通過店名來傳達食物、料理的美味，或是象

徵烹調鍋鼎的興旺與餐廳生意的順利，如「金好家」客家菜、「傳香」客家藝術

餐館、「鼎豐懷舊客家美食」等。 

 

親切人物 

    在此項目中，約有 4間餐廳店名中以特定的人物形象作為命名，這些人物多

半以熟悉、親切的鄰里街坊人物來稱呼，如「羅媽媽」客家美食、「謝媽媽」手

工客家點心、或是以家人、家庭式的稱呼，例如「阿爸」的客家菜。 

 

多重組合 

    此外則有以多重元素組合而成的店名，如以店名加上料理內容之「新埔客家

粄條」、或是以街坊人物加上料理內容之「劉師傅客家粄條」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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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 

    於上述編碼類別之外的店家歸入「其他」類。此類店家命名較不明確清楚其

命名元素，可能是以經營者姓氏為名，如「何記」、「寶記」等，也有些較不具體

的命名，如「千采」、「良芳」等。 

二、客家餐廳類型分析 

    這些客家餐廳，因著不同的特質而營造出各自獨特的氛圍，在蒐集資料後，

我們發現餐廳的規模大小會影響他們如何營造餐廳內部氣氛、以及呈現菜色風格，

此兩者是主要影響餐飲業者及消費者，在飲食及感受餐廳的風格型態差異上的關

鍵，也是本研究主要用以界定客家餐廳如何建構各自餐廳品質的方式。 

分類方式說明： 

    搜尋總數為 112 家，其中，扣除店家地址與電話之外無進一步資料者有 37

家，進階搜尋發現，剩餘的 75家中僅有 31家於網路上可搜尋至座位資料，因為

我們將以座位席次數作為餐廳規模的界定標準，因此在這部分的分析主要針對此

31家進行。(資料來源：http://www.walkerland.com.tw/) 

表三、大台北地區客家餐廳家數 

大台北地區 客家餐廳家數(間) 百分比 

台北市 79 70.54% 

新北市 31 27.68% 

基隆市 2 1.78% 

總計 112 100% 

http://www.walkerland.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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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客家餐廳的分類上以兩個不同的層面分別交錯進行：(1)各餐廳的經營規模 

(2)餐廳內有之象徵性文化元素向度。在經營規模中，主要以餐廳的空間坪數大

小、座位席次的多寡或是餐廳人力資源等作為依據；而在象徵性文化元素上，以

餐廳內的布置、裝潢或擺設作為分類依據。分類依據之資料來源為店家所提供的

網路資料、相關的美食網，或是消費者在網路上所發布之餐廳用餐心得、餐廳推

薦文章的陳述或是上傳之餐廳相關照片。 

 

    以下，以餐廳的座位席次多寡作為餐廳經營規模的主要分類依據，並依店內

裝潢擺設與運用的文化元素，再個別區分出傳統餐廳類型與現代餐廳類型。 

 

表四、客家餐廳規模定義 

經營

規模 
大型餐飲店 中型餐飲店 小型餐飲店 

規模

定義 
總席次為 120席以上 總席次為 60-120席間 總席次為 60席以下 

 

    在經營規模上，大型餐飲店在佔地坪數、樓層數量等整體空間都較為寬廣，

歸類在宴席、團體聚餐之店家，其網站介紹或是消費者的網路分享中多以宴會、

公司行號聚會或家族聚餐等爲主要的用餐方式，其席次大多於 120席以上。 

 

    就餐廳的內部風格及文化性元素的使用上，可再分為傳統型及現代型：前者，

餐廳內部多設以 10 人以上之大圓桌，多辦理傳統婚禮喜宴，或是做為家庭聚餐

時的用餐空間，餐廳招牌字樣顏色醒目而對比強烈，室內牆壁上多有「囍」、「壽」

等字樣的燈飾或剪紙，餐廳內部光線偏以白光，或是傾向以高貴的金黃色系為主，

多傳統圓桌，大部分以簡單乾淨之素色簾幕或桌巾布置環境。菜單形式排版簡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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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具也以傳統的塑膠或瓷器白圓盤為多，菜色的圖片多呈現出油亮，傳統的宴客

合菜，以千采複合式客家料理作為代表。 

 

    後者，以精緻、創新設計之客家餐廳為主，在招牌設計、內部整體裝潢設計、

燈光氣氛與餐具質感等營造上有較為整體的規劃性，並傾向較為現代化、西化的

設計。餐廳的店名以象徵式的客家元素進行命名。餐廳內部光線與桌櫃的擺設或

以暖黃、間接光源、暗色、沉穩的簡潔為基調，菜單也呈現出與餐廳風格較為一

致的設計。菜色不重於份量，而在與餐具風格之間的搭配。餐廳內的服務員在衣

著打扮上也傾向以統一的、現代化的、專業化的形象來塑造。菜色上多強調經過

改良或創新，或朝向以精緻、養生、健康的烹調方式來呈現，以桐花客家私房料

理、巷上食璞川菜客家菜為代表。 

 

    中型餐飲店中，店家坪數、樓層規模與座位桌次數量相對較少，除 10 人之

圓桌外，座位席次多以 4至 6人座爲單位。傳統型態上以一般的家常餐館或熱炒

店家為主，其招牌字樣上無特別的設置、店名亦少以象徵式的客家元素來命名。

內部擺設上多以簡單的日光白為主，餐廳內部服務員多無統一一致的制服，家庭

或親族成員通常即是店裡的工作人員。除了圓桌的使用外，也有方桌、長桌。菜

餚的型態多以家常、熱炒的方式來提供，菜色多油亮、份量大盤。以你家我家客

家菜、苗栗客家菜為例。 

 

    而另一種具有較為現代性的中型規模餐廳型態，其特徵在於對於餐廳內部的

裝潢陳設有著一定的風格展現，其大多試圖以具體可呈現的客家元素作為餐廳風

格，特別以懷舊、復古的意象為主。如磚瓦造型的壁貼、花布的使用、農家耕作

之衣著或器具、及家族老照片等，以進行整體內部氣氛營造。服務人員也多以頭

巾、花布等傳統中式服飾作為制服式樣，桌櫃的擺設也試圖營造出木方桌、長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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凳。營造出身置客家庄的氛圍，以廚房客家美食、牧童遙指客家村為代表。 

 

    最後是小型餐飲店，在整體的經營規模上，可運用之空間的坪數與人力資源

相對較少，特別注意的是，此類型所涵蓋的餐廳樣貌較為廣泛。傳統性小型店家

型態較為多元，一般來說可見到，如傳統菜市場的推車型流動攤販，或在固定坪

數的小攤位上，販賣較為固定類型的菜色小吃。其通常強調特定的客家料理，如

粄條、魷魚羹、客家菜包等。亦有現代性下較為懷舊復古的裝潢擺設，以精緻小

吃為其主要菜色的類型，亦有如百貨公司地下美食街上的連鎖店販售套餐，例如，

劉師傅客家粄條連鎖店。 

 

    各餐廳經過分類後得以下數量，整體而言，以餐廳規模而言，中型餐飲店佔

大台北地區客家餐廳之數量為多，並以家常、熱炒性餐廳居多，其次則爲較小型

之餐飲店，包括有簡單、特定料理的小吃店或是攤販。 

 

表五、餐廳經營規模與內部陳設分類表 

經營

規模 
大型餐飲店 中型餐飲店 小型餐飲店 

餐廳

風格 

傳統 現代 傳統 現代 傳統 現代 

1 4 9 8 5 4 

總計 5 17 9 

 

三、客家餐廳訪談 

(一)客家餐廳經營實況 

地區位址、店規模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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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次訪問的八家客家餐廳中，6 家位於台北市內，2 家則位於新北市。位

於台北市之餐廳分別坐落於大安區的巷弄內、中山區、大同區、北投區與文山區；

而位於新北市的餐廳中，一家位於板橋區，一家則在三峽區內。其中，約有 4

家餐廳座席約在 80到 120席間，另有兩家偏向小吃店鋪者，坪數分別為 10坪與

50坪左右，座席人數分別約可容納 10 席與 50席。 

 

空間(內部)裝潢 

在內部空間的建立上，部分餐廳是以較為簡單、乾淨、樸實的裝潢為主調(家

家、我家、廣東、苗栗、關西)，部分的餐廳則是以客家、客家莊的元素來處理

餐廳內部的裝潢(放山雞、鼎豐)。本次唯一訪問到餐廳走向較為精緻裝潢者為大

和院客家美食，其對於餐具材質的選擇、桌椅擺設皆有考究，大部分的店家為自

行規劃設計店內的裝潢擺設。 

 

廚師員工 

大部分經營業者多以夫婦為搭檔，往往是由掌握廚藝的一人主導廚房事務，

而另一人負責外場服務部分，主要的客家菜餚仍由掌握客家料理廚藝的經營業者

自行下廚。除了大和院，其廚師的聘用大多是以廚藝、刀工等技術衡量，而經營

者再以自身的客家料理經驗給予指導。餐廳員工則大部分是自家親戚或是家人，

一些餐廳會向外聘僱工讀生，但訪談中也發現以合菜餐廳型態的工讀工作，並不

易找到合適的工讀生。 

 

營業時間與價位區段 

在營業時間上，大部分的餐廳多於中餐與晚餐時間提供餐點，從中午 11 點

左右開始營業，至下午 2、3點休息，傍晚 5點左右再開始營業至晚上 9、10點。

有 2家餐廳同樣是中午開始營業，下午時間不休息，而其中 1家則是營業到凌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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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點半。價位區段的部分，以「客家小炒」為基準來進行對於各家的比較，價位

介於 150 至 200元之間。 

 

消費客群與行銷宣傳管道 

餐廳的消費客群週間多以鄰近餐廳的公司行號或是上班族為主，週末則多為

家庭式的聚餐。大部分的餐廳以經營熟客為主，來店的消費者大多是北部人，或

懷念家鄉味，或因為經營者是客家人而前來品嘗。較少來自客家地區或南部的客

家人。也會有來自其他國家的客家人特別到餐廳吃飯，例如來自馬來西亞、新加

坡、日本、中國大陸等。但總的來說，評估消費客群多為本省的閩南人。大台北

地區的客家餐廳，本身多不會自行做宣傳，多是較為(被動的)透過報章雜誌或是

電視節目的報導，如壹週刊、蘋果日報、TVBS 等，其中非凡電視台被較多家經

營者認為在宣傳上較有效果。此外，參加料理或是廚師比賽也可以增加餐廳的知

名度。訪談中許多業者提到，網路上的食記分享或是口碑相傳通常是餐廳認定可

以延續餐廳客源、或是打開知名度的方式。 

 

(二)經營者的餐廳經營歷程 

生產者(或經營者)的客家族群經驗 

在本次進行訪談的八家餐廳中，有 2家餐廳的經營者(兼廚師)本身不是客家

人；3 家的經營者是來自苗栗的客家人；1 家根據訪談資料的推估是來自中壢的

客家人；1家的老闆是客家移民的第四代，從他爺爺的時代就從新竹關西遷移到

台北新店，老闆娘則是新竹關西人；而有 1家經資料推估後應是外省的客家人。 

 

創立年份 

依據訪談資料，我們發現最早在台北創立的客家餐廳是廣東客家小館，於民

國 53 年開設，除此之外，大部分餐廳的成立時間點多在民國 75 年至民國 9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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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間(1986-2001) ，大和院的經營者楊先生提到，大約於 70 年代時，川菜已於

餐飲市場中流行一段時間後，因市場價格競爭而削價式微，客家菜而取而代之。

我們所訪談的八家客家餐廳中，如家家客家菜於民國 77 年創立，大和院客家美

食於民國 81年開始，苗栗客家菜推估在民國 81年前成立，我家客家菜則估計於

民國 85 年成立，客家放山雞莊於民國 87年開始在寧夏夜市擺攤，三峽的鼎豐客

家美食則稍晚，約於民國 91年前後開始營業。 

 

烹調技藝的傳承 

在烹調技藝的傳承上，大部分的經營者本身不是學徒或廚師出身，烹飪經驗

多學習自於家庭成員，或是在親人、親戚所開設的餐廳內幫忙後漸漸習得烹飪的

技藝；亦有本身不會做菜，在開始營業餐廳之後再回去與家中的長輩，或尋找其

他的師傅學習菜色的烹調。有 1 家餐廳經營者是從學徒出身做起，在台北，後更

至新竹新豐多年以學習客家菜的料理；另外則有 1位經營者本身是廚師，但他強

調自己並非科班出身，並擁有餐廳經營的相關經驗，自己慢慢學習與研發。也從

訪談資料中發現，擁有正式廚師執照者並不多，也是為了餐廳經營上的需要再去

考取。 

 

發展歷程 

我們所進行訪談的客家餐廳大多是在 1980 年代後設立，從他們的口述資料

中，不乏可以觀察到，當時客家料理在餐飲市場上的熱絡，歸納訪談結果，開店

的契機大致可分為兩種情況，一種是在求學、就業的過程中遇到某些困境，因此

轉而投入客家餐飲行業，選擇客家餐廳做為一項發展事業，大多非刻意決定下的

結果，許多訪談者提到，由於協助親屬經營的客家餐廳，而習得這份廚藝技術，

並且在往後找到合適的機會，用學來的廚房功夫開設一家屬於自己的客家餐廳。

另一種情況是，經營者過去本身曾在其他行業服務過，出於對於料理的興趣或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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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家料理的喜愛，在某個人生階段下，得到機會開始投入客家餐飲行業，例如，

鼎豐懷舊客家美食的經營者廖小姐，在苗栗銅鑼鄉長大，從小經常在廚房裡裡外

外協助母親，因而也從小種下了開一家客家餐廳的想法。餐廳名稱的更換及擴大

經營規模兩者，對於經營業者自身定義其餐廳的風格及角色有極大的參考指標。

以大和院客家美食為例，在民國 97年時，因為迫切需改換店名(原為你家我家客

家菜分店)，順而擴大餐廳經營，餐廳內的裝潢與設計便依照經營者心中理想的

消費用餐環境所打造，不僅在硬體設備上有著品質的要求，對於合適用餐氣氛下

該有的外場服務品質也希望同步提升。而餐廳名稱上更以─大和院客家「美食」

─作為訴求提供的品質，帶入經營者對於自己客家餐廳的角色定位。 

 

經營哲學 

一些經營者認為餐廳如果只端出傳統的客家菜是不夠的，需要因應消費者口

味的轉變而做出料理方式上調整，以家家客家菜、大和院為代表，經營者皆表示

會觀察客人飲食時對於菜餚的反應，了解客人的口味後，再加以篩選、研發。然

而仍有一些以歷史悠久與特定客家口味知名的餐廳，在傳統的菜餚上堅持自己特

定口味與特色，而消費者也往往因為誘人的招牌菜色，或是已習慣店家們傳統料

理的味道而前往消費，例如我家客家菜、廣東客家小館。 

 

(三)餐廳菜色的調整與研發 

烹調方式與菜色設計 

目前對於烹調客家菜的方式，有的餐廳是強調客家食材的來源與製成，有的

則是從料理菜色的口味上，如酸、鹹等味道來處理客家菜；另外則有強調身為客

家人所做的料理，或是做出從小吃過的口味是其處理料理的方式。以經營者背景

來說，客家籍的經營者其廚藝技術的源頭多來自親近的客家親屬，例如自己的雙

親、祖母等，也因為連繫著個人對於族群群體的生活情感，在客家菜餚設計上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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傾向保留傳統風味、或是特定客家的口味。例如苗栗客家菜、鼎豐懷舊客家美食。

另外，我們從訪談資料中發現，幾位非客家籍的經營業者，也因為旁系親屬關係

或是師徒關係得到廚藝的傳承，因此其對於客家菜的界定較傾向是一種烹調出的

口味，藉由口味的掌握和調理方式，較無族群風格的包袱，可以調整至消費者期

待的口味，或研發新菜色、在菜餚中添加其他菜系的風格。例如家家海鮮客家菜、

大和院客家美食。 

 

菜色口味與食材來源 

在客家菜色的處理上，部分的餐廳傾向要維持傳統客家的烹調做法與口味，

但是同時，這些經營者大多也提到烹調方式的改變與味道上的調整，試圖更加符

合台北地區消費者的口味，或是回應顧客對於菜色的評價或建議。這些品味的改

變多集中於要改變過去的重口味，通過改變調味醬料的使用，或是以較為清爽，

少油的烹調方式來去酸、去鹹。有的餐廳則試圖跟進近來飲食習慣的變化，著重

於養生、有機、健康菜色的開發。在料理的食材來源上，訪談資料中，有 1間餐

廳的食材幾乎主要來自於經營者的家鄉苗栗，來自家庭或認識的親戚鄰里，因此

固定每個禮拜會從苗栗載運食材到台北；多數經營者原鄉在客家莊的餐廳則傾向

從家鄉或是主要客家地區採購特定屬於「客家」的食材，如仙草、粄條、福菜(鹹

菜)、梅干、竹筍等，其餘的食材則直接在台北取得。對於各家餐廳各自強調部

分的「客家」食材或醬料，大多由店家自行製作、飼養、調配或醃製釀造，如湯

圓、三角丸、油蔥酥、桔醬、醬油等。 

 

核心菜單與菜色開發 

在核心菜單的部分，幾乎所有的餐廳都是以客家菜為主打，最常出現的是客

家小炒與薑絲炒大腸，其次則有如雞肉(以白斬雞、放山雞)、豬肉(鹹豬肉)、梅

干扣肉、湯圓粄條、粄條米粉等米類小吃。在菜色的開發上，部分餐廳主要是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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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在食材用料上的精緻化或是改變(創新)，如在客家小炒中選用較為高級的黑毛

豬、魷魚、自己餐廳特製的醬料、油等，或是改變辛香調味的方式，以蒜代蔥等。

亦有以客家菜的元素來組合新菜，其中，新研發的菜色主要是以魚類料理為主，

如醋溜魚片、福菜鮮魚、糖醋魚片等，以福菜或是客家的醋溜醬(醬油)來，以酸

鹹的味道來調理魚類。其他則是開發小吃類，如銀芽豆腐捲，或是將桌菜改變成

為小吃、便當，如梅干扣肉便當，或是增加較為西式或清淡、酸味的前菜或料理

來調和客家菜的鹹味。 

 

伍、綜合分析與討論 

一、經營型態：「懷舊、地方、家常」或是「現代、國際、精緻」 

    1980 年代中期後，漸次深化滲透進入臺灣社會基層與文化肌裡的現代資本

主義生產／消費／商業模式，快速推動著本地零細資本投入客家飲食的新興領域，

並試圖轉換客家飲食成為有利可圖的市場。自 1980 年代中晚期起，大台北地區

有為數可觀且規模不一的餐飲業者，積極投入將客家飲食的實質產品與相應的消

費過程與經驗予以商品化。不僅有新的業者投入客家飲食經營，也有當地業者轉

型投入的現象。自 2000 年代中期起，通過系列活動與節慶的推廣以及相關產業

文化論述的推出，客委會積極推動客家飲食的「精緻化」與「高級化」，大台北

地區客家餐飲場域有了不同以往的時尚面貌。 

 

    以餐廳命名及裝潢風格來觀察，懷舊、地方、家常是大多數大台北地區的客

家餐廳，在餐飲市場上自我訂位的主要特質。多數的經營業者是先前世代或是稍

早時間自北部客家地區移入大台北地區謀取生活的移民。經營者多數同時擔任廚

師的角色，烹飪技藝多學習自於家庭長輩成員，或是在親人、親戚所開設的餐廳

內協助而習得。家庭或親族成員通常即是餐廳工作人員的主力。截至目前，原鄉

在客家莊的餐廳經營者，多數依舊傾向從家鄉或是主要客家地區採購特定屬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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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家」的食材。若是更為關注餐廳內部的裝潢設計，大多試圖以具體可見且廣

被知曉的客家元素作為餐廳陳設展現，特別以懷舊、復古的意象為風格主軸。近

年來，大台北地區的客家餐廳群中，少數更為進階關注餐廳風格設計且實質投入

整體形象營造的台北客家餐廳，更明顯展露走向現代、國際、精緻之特色餐飲空

間的塑造。在「懷舊、地方、家常」與「現代、國際、精緻」所呈現經營型態風

格的差異與展現特質意涵內醞的緊張值得更多的深入觀察與分析瞭解。 

 

二、消費客群：「傳統客群」或是「新興市場」 

    訪談的資料顯示，大台北地區客家餐廳的消費客群週間多以鄰近餐廳的公司

行號或是上班族為主，週末則多為家庭式的聚餐且有更為龐大的消費客群的基礎。

大部分客家餐廳受訪的經營者宣稱客群多以熟客為主，或懷念家鄉味，或因為經

營者是客家人而前來品嘗。因為長久口味熟悉、鄰近居住條件以及餐飲產品取得

簡易等原因，這些消費者對於客家米食產品的需求頻率相對穩定。來店的消費者

大多是北部人，可能多數為非客家背景，較少來自客家地區或南部的客家人。然

而，隨著大環境的改變，媒體對於促銷的強調及觀光風氣的興盛，大台北地區客

家餐廳業者開始經歷消費客群條件的各種改變。除了會有來自其他國家的觀光客

（其中有相當比例是客家人）特別造訪客家餐廳進行消費，例如來自馬來西亞、

新加坡、日本、中國大陸等。新興市場的逐步浮現，也構成餐廳經營上極為重要

的挑戰。在此同時，宣傳行銷的管道也出現了多樣的發展與重心的轉移。整體而

言，大台北地區的客家餐廳，其宣傳行銷多是較為被動的透過報章雜誌或是電視

節目的報導來進行，其中參加料理或是廚師比賽也可以增加餐廳的知名度，而新

聞電視台被認為在宣傳上較有實質的效果。此外，網路上的食記分享或是口碑相

傳通常是餐廳認定可以延續餐廳客源、或是打開知名度的方式。新起宣傳行銷管

道的日趨重要也意味著新型消費客群的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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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大台北地區的客家餐廳業者主要得面對兩類客群所帶來的挑戰。第一，

更多的年輕族群開始以新的資訊搜尋管道進入客家餐飲市場，也因為這個族群更

有新興市場的消費習性，因此有些客家餐廳業者開始著手利用新型的宣傳管道—

如臉書(facebook)等現代社群平台—來進行行銷。第二，則為外地觀光客或外來

消費者，此類客群逐步成為影響大台北地區的客家餐廳經營運作與調整轉型的重

要消費者群體。這群消費者日益主導餐飲業者日常經營的銷售業績，然而因為觀

光客來自外地，多數消費口味並非傳統客家族群的型態，因此這些經營業者必須

面對新的壓力：是否應以更大幅度的口味調整來符合上述兩類消費者的需求。然

而，不論是外地來的消費族群，或者是年輕的消費客群對飲食產品的期待與需求

都更接近新興飲食產品市場的動態與潮流，也因此大台北地區的客家餐廳業者其

菜色口味與行銷型態面臨跟隨市場風潮與節奏做出快速反應的巨大轉變壓力。 

 

三、菜色風格：「道地口味」或是「特色美味」 

    在複雜且動態的餐飲產業生態中經營的大台北地區的客家餐廳業者，同時面

臨飲食系統標準化與全球化的改變以及消費者對差異風格與地方特色的需求，必

須在所謂「市場的競技場」中奮鬥求生存。這些業者在近三十年客家飲食運動開

展歷程中所伴隨開啟的新餐飲市場環境下，也在媒體多樣報導與消費者廣泛認知

的形勢下，具有傳統客家特色定位的「客家菜」的品項已經大致被標準化建構而

成為「慣例」菜色，因此多數客家餐廳在持續更新製作各種菜色以滿足消費者需

求時，會明顯提供符合傳統客家飲食意象之「道地口味」的客家菜色，如「客家

小炒」、「梅乾扣肉」等高度標準化的菜色取向。 

 

    另一個具有強大影響的要素則是，通過客家飲食的商品「多樣性」(variety)

所形成的差異化在當代消費文化中的增長。為了差異化產品，生產者受到影響、

獲得激勵，也受限於所謂的市場領域內其他行動者活動，包括消費者、中間商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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競爭業者等。對生產者來說，多樣性經常代表了在最新資本主義發展的階段獲利

的契機，針對產品不斷推陳出新，以求在市場競爭上的獲利或求存，是國內餐飲

業者近二十年來最為明顯的經營策略之一。大台北地區的客家餐廳的多數業者經

常採取烹調方式的改變與味道上的調整、或是新奇菜色的開發設計、又或是潮流

食材的引入實驗。縱使企圖維持傳統客家的烹調做法與口味，但這些經營者大多

也同時提到烹調方式的改變與味道上的調整，以能符合台北地區消費者持續變動

的口味，或是動態回應顧客對於菜色的評價或建議。多樣性所營造的差異化策略

廣泛鮮明地表現在客家餐飲業者的經營佈局中，展現在對「特色美味」的關注與

追求。對消費者來說，現代消費社會的多樣性提供了滿足人們個人認同與社會地

位嚮往心理的替代力量，也使環繞著「生活風格」(lifestyle)所展開的象徵鬥

爭日趨激烈而無所不在(Bourdieu 1984; Featherstone 1991)。 

 

  



37 
 

參考文獻 

王雯君，2005，〈客家邊界——客家意象的詮釋與重建〉，《東吳社會學報》，18: 

117-156。. 

邱彥貴、吳中杰， 2003，《台灣客家地圖》。台北：貓頭鷹出版。 

莊英章，2003，〈客家社會文化與飲食特性〉，刊於《客家飲食文化特質》，楊昭

景編，頁 10-16。臺北：行政院客家委員會。 

楊彥杰，2000，〈客家菜與客家飲食文化〉，刊於《第四屆中國飲食文化學術研討

會論文集》，頁 363-380。臺北：中國飲食文化基會。 

楊昭景，2005，〈擺盪於傳統與創新之中——談客家飲食特色及發展方向〉，《中

華飲食文化基金會會訊》11(3): 25-32。 

楊昭景、邱文彬，2005，〈生存、覺知與存在：客家飲食內涵與發展〉，《餐旅暨

家政學刊》 2(1): 71-81。 

葉韋岑，2008，《台北市客家餐廳整合行銷傳播之研究》，桃園：中央大學客家政 

治經濟研究所碩士論文。 

廖炳惠，2004，《吃的後現代》，台北：二魚文化。 

賴守誠， 2006 ，《「客家菜」在台灣消費文化中的 崛起與發展（ 1980 -2004 ）： 

以大眾文化產品的報導與推薦為中心探索 》。行政院客家委員會 95 年度獎

助客家學術研究計畫論文，95年 12 月。 

賴守誠，2008，〈食物的文化經濟與農鄉發展：義大利慢食運動及台灣客家飲食

運動個案比較〉，《農業推廣學報》，24: 45-72。 

Appadurai, Arjun. 1988. “How to Make a National Cuisine: Cookbooks in 

Contemporary India.” 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 30(1): 3-24. 

Ashley, Bob. 2004. Food and Cultural Studies: Studies in Consumption and Markets. 

London and New York: Taylor & Francis. 

Beck, Ulrich. 1992. Risk Society: Towards a New Modernity. London: Sage.  



38 
 

Bell, David. and Valentine Gill. 1997. Consuming Geographies: We Are Where We 

Eat.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Bessière, Jacinthe. 1998. “Local Development and Heritage: Tradional Food and 

Cuisine as Tourist Attraction in Rural Areas.” Sociologia Ruralis 38: 21-33. 

Bourdieu, Pierre. 1984. Distinction: A Social Critique of the Judgement of Taste.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Bourdieu, Pierre. 1993. The Field of Cultural Production: Essays on Art and 

Literature.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Brunori, Gianluca. 2007. “Local Food and Alternative Food Networks: A 

Communication Perspective.” Anthropology of Food S2: 

http://aof.revues.org/index430.html 

Certeau, Michel de. 1984. The Practice of Everyday Lif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DeVault, Marjorie. L. 1991. Feeding the Family: The Social Organization of Caring 

as Gendered Work.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Dixon, Jane. 1999. “A Cultural Economy Model for Studying Food Systems.” 

Agriculture and Human Values 16: 151-160. 

Du Gay, Paul. et al. 1997. Doing Cultural Studies: The Story of the Sony Walkman. 

London: Sage.  

Elias, Nobert. 1978. The Civilizing Process Volume I: The History of Manners. 

Oxford: Basil Blackwell. 

Featherstone, Mike. 1991. Consumer Culture and Postmodernism. London: Sage. 

Ferguson, Priscilla Parkhurst. 1998. “A Cultural Field in the Making: Gastronomy in 

19th-Century France.”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04: 597–641. 

Finkelstein, Joanne. 1989. Dining Out: A Sociology of Modern Manners. Cambridge: 

Polity Press. 



39 
 

Finkelstein, Joanne. 2004. “Chic Cuisine: The Impact of Fashion on Food.” In D. 

Sloan (Ed.). Culinary Taste: Consumer Behaviour in the International Restaurant 

Sector (Pp. 59-76). Oxford . UK: Elsevier Butterworth-Heinemann . 

Fischler, Claude. 1988. “Food. Self and Identity.” Social Science Information 27(2): 

275-292. 

Ilbery, Brian., and Kneafsey, Moya. 1999. “Niche markets and regional speciality 

food products in Europe: towards a research agenda.”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A 31: 2207 -2222. 

Ilbery, Brian., and Kneafsey, Moya. 2000. “Producer Constructions of Quality in 

Regional Speciality Food Production: A Case Study from South West England.” 

Journal of Rural Studies 16(2): 217-230. 

Kees de, Roest., and Menghi, Alberto. 2000. “Reconsidering ‘Traditional’ Food: The 

Case of Parmigiano Reggiano Cheese.” Sociologia Ruralis 40 (4): 439–451. 

Kneafsey, Moya. et al. 2005. “Exploring Dimensions of Culture Economy in Rural 

West Wales.” Sociologia Ruralis 41: 296-310. 

Lupton, Deborah. 1996. Food, the Body and the Self. London: Sage. 

Mennell, Stephen. 1985. All Manner of Foods. Oxford: Blackwell. 

Miller, Peter., and Rose, Nikolas. 1997. “Mobilizing the Consumer.” Theory, Culture 

and Society 14: 1-36.  

Morris, Carol., and Buller, Henry. 2003. “The Local Food Sector. A preliminary 

Assessment of its Form and Impact in Gloucestershire.” British Food Journal 105: 

559-566. 

Ray, Christopher. 1998. “Culture. Intellectual Property and Territorial Rural 

Development.” Sociologia Ruralis 38: 3-19. 



40 
 

Ritzer, George. 1996. The McDonaldization of Society: An Investigation into the 

Changing Character of Contemporary Social Life. Revised Ed. London: Pine 

Forge Press. 

Seymour, Diane. 2004.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Taste.” In D. Sloan (Ed.). 

Culinary Taste: Consumer Behaviour in the International Restaurant Sector (pp. 

1-22). Oxford . UK: Elsevier Butterworth-Heinemann. 

Tellstrom, Richard., Gustafsson, Inga-Britt., and Mossberg, Lena. 2005. “Local Food 

Cultures in the Swedish Rural Economy.” Sociologia Ruralis 45: 346-359. 

Thompson. John. 1995. The Media and Modernity: A Social Theory of the Media. 

Cambridge: Polity Press. 

Tregear, Angela. 2003. “From Stilton to Vimto: Using Food History to Re-think 

Typical Products in Rural Development.” Sociologia Ruralis 43(2): 91–107. 

Urry, John. 2002. The Tourist Gaze, 2nd edition, Sage Publications. 

Warde, Alan., and Martens, Lydia. 2000. Eating Out: Social Differentiation. 

Consumption and Pleasur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Warde. Alan. 1997. Consumption. Food and Taste: Culinary Antinomies and 

Commodity Culture.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41 
 

子計畫二 

大臺北都會區客家政策之研究 

計畫主持人：王保鍵 

壹、前言 

    在行政院推動縣市改制為直轄市後，所擬定未來國土發展方向為「三大生活

圈、七大區域」，未來國土規劃將以建構「北台灣」、「中台灣」、「南台灣」三大

生活圈為目標。而都會區面對「隱形化」及「族群認同改變化」，都會區客家族

群之發展危機遠甚於傳統客家庄，是最需要以政策手段搶救之區域，身為首善之

區的大臺北都會區如何推動都會區客家發展？在大臺北生活圈不斷擴張情況下，

桃園縣已獲准同意改制為直轄市，未來大臺北生活圈將存在三個直轄市，如何整

合中央與地方以建構客家發展策略？值得關注。 

 

    本計畫以《客家基本法》規範機制為基礎，解析國民黨與民進黨客家政策、

中央客家委會客家政策、臺北市客委會施政計畫、新北市客家局施政計畫等資料，

並進行比較研析，嚐試建構整合為「都會型」的大臺北都會區（共同生活圈）客

家政策，以利客家族群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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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1.收集相關文獻。■是□否 

2.申請計畫書修訂。■是□否 

3.文獻及檔案分類整理。■是□否 

4.議題分類擬定與分析。■是□否 

3月

31日 

4月 

至 

6月 

1.資料蒐集與分析。 

2.初步解析大臺北客家

政策。 

25% 

(50%) 

1.資料蒐集與分析。■是□否 

2.開始解析大臺北客家政策。■是□否 
6月

30日 

7月 

至 

9月 

1.資料蒐集與分析。 

2.解析大臺北客家政策。 

3.辦理焦點座談會。 

25% 

(75%) 

1.資料蒐集與分析。■是□否 

2.解析大臺北客家政策。■是□否 

3.辦理焦點座談會。■是□否 

9月

30日 

10月 

至 

11月 

撰寫成果報告。 
25% 

(100%) 

成果報告撰寫完畢。■是□否 
11月

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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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預算支用情形 

子計畫二：大台北都會地區客家政策之研究 

經 費 項 目 核定金額 實支數 說明 

業務費 90,000 90,000 
主持人費用，每月 10,000

元，共 9個月。 

雜支 45,000 43,130 

文具、郵電、影印裝訂、打

字編排、相關耗材、交通

費、問卷印製及其他相關雜

支。 

管理費 15,000 15,000 
依本校規定編列本分項計畫

經費之 10% 

合計                                     148,130 元 

 

參、檢討與建議 

一、成果效益 

    本研究計畫感謝客委會提供經費，將對於客家學術機構發展、客家學術研究、

國家發展有所貢獻。 

（一）掌握大臺北都會區（臺北市、新北市、基隆市）之客家問題。 

（二）解析「非」客家文化重點發展區（大臺北都會區）的客家政策發展策略。 

（三）將客家政策區分為「鄉村型」與「都會型」客家政策，並建構大臺北都會

區「整合型」、「都會型」客家政策，以作為大臺北客家族群發展藍圖。 

 

二、與原訂計畫之落差及原因分析：無 

 

三、建議事項 

本計畫主張未來客家發展策略應集中力量，關注於下列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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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國家層級之客家政策的推動面 

 1、中央客委會應配置更多資源推動國際客家研究，地方客家事務由地方客委會

處理 

2、國家層級的中央政府之客家政策，與地方層級的地方政府之客家政策，應該

是上、下緊密連接，且是上、下游關係 

（二）推動「鄉村型」與「都會型」雙軌制客家發展策略。 

（三）設立「都會客家主題發展區」。 

（四）辦理「客家族群身分登記」。 

 

四、結論 

    本計畫從國家層次、政黨層次、地方層次研析了客家政策，並透過解析《客

家基本法》規範機制，認知到都會區客家發展危機是遠高於傳統客家鄉村區，惟

中央客家委員會在「客家文化重點發展區」之機制下，更在 2012年 8月 8日訂

定《客家文化重點發展區計畫提高補助比率暫行作業要點》，強化對傳統客家鄉

村區之預算補助與資源配置。 

 

    都市客家問題，可謂是目前《客家基本法》規範機制上盲點：只重傳統客家

鄉村區，忽視都會客家區1。對於客家文化重點發展區之改進策略，除了積極以

「客家文化產業化、客家產業文化化」為手段發展客家文化產業外；並引介美國

特殊目的政府概念，提出將客家文化重點發展區轉型為「客家語言及文化特殊目

的政府」之長遠發展策略。同時，為解決本文所提出都會區客家發展問題，本文

建議應以客家文化產業為手段，採行「鄉村型」與「都會型」之「雙軌制」客家

發展策略；並思考修正《地方制度法》規範「都會客家主題發展區」之設立機制。 

                                                     
1
 特別是在桃園縣改制為直轄市後，戶籍設在此六都的人口數為 15,959,975（2012年 10月

底），占全國總人口數的 68.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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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研究成果全文 

大臺北都會區客家政策之研究 

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計畫之背景、目的及問題 

 

壹、研究背景 

 

一、臺灣客家運動興起 

 

    有關臺灣客家運動之興起，具體的來說，是國際因素下的民主化浪潮、多元

文化主義趨勢，及國內因素下之社會結構改變與民主轉型、民間社會力解放、客

家菁英倡議等多重因素之綜合影響（如表 1-1）加以分析。 

 

表 1-1：臺灣客家運動興起之因素 

國際因素 

民主化浪潮 

第三波民主化：臺灣民主轉型 

政治參與擴大化：臺灣民間社團興起 

政策議題本土化：臺灣少數族群語言文化認同 

多元文化主義 

多元文化保障憲法化：國家（臺灣）肯定多元文化 

少數族群保障國際法化：臺灣原住民保障入憲 

族群差異肯定化：臺灣族群政治興起 

國內因素 

社會結構改變

與民主轉型 

農業社會工業化：客家庄沒落 

都市化：客家族群隱形化 

憲政民主化：原住民族保障入憲之刺激 

民間社會力解

放 

選舉經常化：政治參與者積極爭取客家族群選票 

政治團體多元化：客家族群意識之建構 

語言政策本土化：本土化之結構緊張 

客家菁英倡議 

客家族群認知解放化：集體心理改變 

外來資源挹注擴大化：菁英支持與團體結盟 

文化多元化：對主流價值文化性反抗 

 



46 
 

     就（表 1-1）臺灣客家運動興起因素分析，可以發現並非單一因素觸發或

單一團體引導臺灣客家運動，而是整個外在、內在大環境變遷所蓄發之動能。外

在環境之全球性的民主化浪潮帶動及多元文化主義作為論述基礎，以及內在環境

的以臺灣為主體的本土化之社會結構改變與民主轉型，促使民間社會力的解放，

加上客家精英的積極倡議等等動能綜合而產生一股沛然莫之能禦的臺灣客家運

動。 

    以今日的外及內在大環境，是否還能有上萬人以街頭社會運動方式，推動客

家族群權益，不無疑問？特別是，當客家事務漸次法制化後，恐怕更不易再發生

大規模的街頭社會運動了。但臺灣客家族群的需求是否已獲得滿足，問題是否已

獲得解決？似乎還沒有。為處理臺灣客家族群之需求與問題，仍有必要推動臺灣

客家運動，而推動的方略，就是「第二階段臺灣客家運動」，循制度機制強化客

家族群相關訴求的正當性，並設計合宜的制度以健全客家族群保障及發展機制。 

  基此，規劃適宜的客家政策，以建構合宜的制度，將是推動第二階段臺灣客

家運動之核心。 

 

二、臺灣客家運動發展策略 

 

    伴隨台灣民主轉型，並進入民主鞏固國家之林，客家族群也逐漸意識到其「隱

形化」之擔憂，面臨著身分認同斲失、文化活力萎縮及客家公共領域式微危機，

客家精英們創辦《客家風雲雜誌》，以社會運動（臺灣客家運動）方式，讓「客

家」議題公共化，並迫使政府重視客家事務，先於 2001 年設置客家事務行政機

關（行政院客家委員會），再於 2010 年制定《客家基本法》。自此，行政院客家

委員會、客家電視頻道、大學客家學院、《客家基本法》成為客家族群保障與發

展的主要支柱。 

    又為了推動長遠的臺灣客家發展，則臺灣客家運動在發展策略方面應有「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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層次」的考量：一為憲法層次；二為法律層次；三為公共政策層次。從1987年迄

今所推動之臺灣客家運動，就是由早期的公共政策層次的「客家政策」，逐步推

進到2010年通過法律層次的《客家基本法》；以此種「先政策、後法律」模式為

基礎，今後應再向前推進，宜採修憲方式，增訂憲法層次的「多元族群專章」，

以利完整而有系統地推動臺灣客家發展，此即本計畫所主張的「臺灣客家運動的

三層次發展策略」。「臺灣客家運動的三層次發展策略」，目前已進入第二階段臺

灣客家運動，已在法律層次實踐《客家基本法》。至第三階段臺灣客家運動是否

會發生，或何時發生，目前尚無法定論；惟就長遠來看，這三階段之臺灣客家運

動，就是一個「客家文藝復興」，藉此讓「客家文化」朝向「客家文明」邁進（邱

榮舉、王保鍵，2011）。 

 

 

 

 

                  第三階段            

                臺灣客家運動           

          憲法層次 

                                              （多元族群專章） 

                               

                  第二階段                                                     

                 臺灣客家運動              法律層次 

                   （2010--）               (客家基本法） 

                               

                               

                    第一階段             公共政策層次 

                  臺灣客家運動           （客家政策） 

                 （1987-2010） 

                                                                      

   圖1-1：臺灣客家運動的三層次發展策略 

 

三、大臺北生活圈與跨域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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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活圈」的形成，乃是長期社會經濟演變的自然結果，不是任意性的行政

作為所能創造。政府的角色，在於透過行政區畫的調整、賦稅制度的改革、以及

區域發展計畫的補助，協助生活圈既有的正面機能進一步發揮，而阻礙發展的負

面因素則逐一排除。2 

    在臺灣南部居民因為就學、就業關係移居臺北市，讓臺北市無法負載如此多

的外移人口，而形成「核心城市/衛星城市」之大臺北生活圈。 

    這個大臺北生活圈以臺北市為核心城市，新北市及基隆市為衛星城市，形成

一個密切的生活圈，並產生許多需要跨域合作的事務，如臺北市與基隆市雙方就

垃圾清運及焚化事項簽訂合作「協議書」，合作方式為臺北市代焚化處理基隆市

家戶垃圾，基隆市代掩埋處理臺北市焚化底渣。 

    在行政院推動縣市改制為直轄市後，所擬定未來國土發展方向為「三大生活

圈、七大區域」。未來國土規劃將以建構「北台灣」、「中台灣」、「南台灣」三大

生活圈為目標；而在區域發展上，則以縣市改制為契機，朝向「北北基宜」、「桃

竹苗」、「中彰投」、「雲嘉南」、「高屏」、「花東」、「澎金馬」等七個區域的均衡發

展。 

                                                     
2
 資料來源：行政院網站（http://www.ey.gov.tw/ct.asp?xItem=55730&ctNode=2313），檢視日期：

2011 年 9 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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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行政院三大生活圈發展策略 

 

    在此區域整合之國土政策發展方向下，勢將大臺北共同生活圈型塑為大臺北

都會區。而散居在臺北市、新北市、基隆市內各行政區之客家族群，勢必需要一

個都會型的客家政策。 

 

貳、研究計畫之目的 

 

    公共政策基本上可分為縣市、區域、全國、洲、世界等層級。又公共政策具

有導向性、計畫性、規制性等功能，是作為政府施政之藍圖，為促進大臺北都會

區客家族群之發展，實有必要研析大臺北都會區客家政策。本研究計畫之目的如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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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解析臺北市、新北市、基隆市（縣市層級）之客家政策。 

（二）研析中央（全國層級）與地方（縣市層級）客家政策之關聯性。 

（三）以「都會型」與「鄉村型」雙軌模式的客家政策思維，建構大臺北都會區

（臺北市、新北市、基隆市）之客家政策。 

 

参、具體研究問題 

 

一、《客家基本法》施行後，大臺北都會區內三個地方自治團體之因應作為 

 

     政府於 2010年制定《客家基本法》，依該法第 6條規定，行政院客家委員

會對於客家人口達三分之一以上之鄉（鎮、市、區），應列為客家文化重點發展

區，加強客家語言、文化與文化產業之傳承及發揚。又行政院客家委員會 2010

年 4月 26日客會企字第 0990004943 號函發布之「客家文化重點發展區」未包含

臺北市、新北市、基隆市中任何行政區。 

    在此大臺北都會區並非客家文化重點發展區之情形下，為持續推動客家事務

之發展，大臺北都會區內各地方自治團體須有何因應之作為？ 

 

二、在政府三大生活圈國土規劃政策下，大臺北都會區內三個地方自治團體之客

家事務與政策的跨域合作 

 

     目前臺北市政府設有客家事務委員會、客家文化基金會、客家文化主題公

園；新北市政府設有客家事務局、客家文化園區；基隆市政府設有任務編組式的

客家事務委員會（經費編列於文化局）。 

     在中央政府政策以國土重劃與均衡區域發展思維，朝向「三大生活圈、七

大區域」之國土發展方向，大臺北都會區的三個地方自治團體如何以跨域治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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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開展其客家事務與政策之跨域合作。 

 

三、建構「都會型」客家政策，以凝聚都會客家族群 

 

    都會區住民(包含設有戶籍與未設有戶籍)中，許多來自鄉村地區之遷移性的

外來人口，客家族群因就學、就業因素，自鄉村地區移居至都會地區，常出現「隱

形化」之情況。從公共政策「階段論」觀點，政府在制定客家政策時，如何確定

政策標的團體的範圍？如何認定政策問題？是決定大都會區客家政策內涵之關

鍵所在。 

    本計畫擬以實證之焦點座談會方式，掌握大都會區客家政策問題，藉以規劃

大都會區客家政策之內涵。 

 

四、以「文化產業化」構思大臺北客家文化產業發展之建議 

 

    欲發展客家文化產業，可循「文化產業化」及「產業文化化」兩種路徑，惟

大臺北地區較少有傳統客家產業，故如欲發展大臺北客家文化產業，應循「文化

產業化」之路徑。 

    本計畫嚐試以「文化產業化」之路徑，構思如何發展大臺北客家文化產業，

並提出相關建議。 

 

参、研究計畫之重要性 

 

一、開啟臺灣客家政策研究新猷 

 

    臺灣學界過去多從語言權及文化全面向，進行客家研究，較少從法政面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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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家研究，伴隨《客家基本法》之通過，客家事務已法制化，實有必要從法政面

進行客家研究。 

    從法政面進行客家研究，就必須研析臺灣客家政策，目前學界對客家政策之

研究並無太多的著墨，本研究計畫將對客家政策進行深入剖析，具有指標性意

義。 

 

二、大臺北都會區需要「都會型」的客家政策，以利客家族群發展 

 

    以臺北市、新北市、基隆市所形成之共同生活圈的大臺北都會區，其所面對

的問題，有別於傳統鄉（鎮、市）問題，故有必要區分「都會型」與「鄉村型」

雙軌模式的客家政策思維。 

    大臺北都會區為臺灣政經中心所在，大臺北都會區之客家政策具有相當之指

標意義，透過研析大臺北地區客家政策，以利客家族群發展。 

     

第二節 研究計畫理論及方法 

 

壹、理論 

 

一、客家問題的解決有賴客家公共政策之制定 

     

    對於公共政策（Public Policy）之界說，各家說法不一，吾人以為可概觀分

為二大類論點：（1）政策理念的實踐論，此類論點認為公共政策在實踐某特定之

政策理念或價值；採此類論點學者如拉斯威爾（H.D.Lasswell）、卡普蘭（A. 

Kaplan）、費德烈克（Carl Friedrick）、蘭尼(Austin Ranney)等。（2）權威政府的

行動論，此類論點說認為公共政策是政府本其權威性所為之行動過程；採此類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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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學者如伊士頓（David Easton）、戴伊（T. Dye）、瓊斯（C. O. Jones）等。3 

    公共政策的動力淵源於普遍民主之制度（李喬，2002：1.10），公共政策無

法脫離政治，本於David Easton對「政治」之界說為價值的權威性分配（authoritative 

allocation of value）的，多可為政治學者所接受，基於政治運作與公共政策無法

與政府權威性脫離，吾人乃採「權威政府的行動論」以探討客家政策。 

    或許公共政策領域中存有「階段論」與「反階段論」不同的觀點4，惟「階

段論」在先，「反階段論」在後，而透過「階段論」可較系統性探討客家政策，

本計劃乃採「階段論」觀點。 

    根據美國公共政策學者西奧多·羅維（Theodore J. Lowi）的分類，公共政策

可分為分配性政策（Distributive policy）、重分配性政策（Redistributive policy）

和管制性政策（Regulatory policy）。另公共政策的理論模型，本計畫參照丘昌泰

觀點，整理（如表1-2）。 

 

 

 

 

                                                     
3有關公共政策定義，Lasswell認為政策的意義是為了某種目標、價值及實踐而設計的計畫；Dye

認為公共政策是政府選擇作為或不作為的行動；Easton認為公共政策是權威人員所採取一系列目

標取向的行動；Friedrick認為政策概念在於其必然有一個目標、目的或宗旨；Ranney認為公共政

策內容包括)有一個或一組特定目標、有一個擬妥的方針、有一條已經選定的行動路線、意圖的

宣布、意圖的執行；Jones認為公共政策是政府為解決社會問題，滿足人民需要所採取的一系列

行動的過程」。可參閱詹中原，2007，〈台灣公共政策發展史〉，國家政策研究基金會

（http://www.npf.org.tw/post/2/1057），檢視日期：2011年4月12日。 
4
 「階段論」者，認為公共政策在研究某項公共議題在政府機關的全程處理情況，並將其分為若

干階段加以研析；一般分為政策問題形成、政策規劃、政策合法化、政策執行、政策評估五階段；

主張階段論者之代表，如 Chares. O. Jonesm 於 1984 年所著 An 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f Public 

Policy、William N. Dunn 於 2004 年所著 Public Policy Analysis: An Introduction、James E.Anderson

於 2001 年所著Public Policymaking、Thomas R. Dye 於 2002年所著 Understanding Public Policy，

以及國內的林水波、張世賢、吳定等。「反階段論」者，反對將政策運作過程分為若干階段加以

研究，主張外環境因素（如政治因素及其互動）對政策制定之影響；主張反階段論者之代表，如

Wayne Parsons 於 1995 年所著 Public Policy、Paul A. Sabatier 於 1993 年所著”Policy Change over a 

Decade or more”、John W. Kingdon 於 1995 年所著 Agendas, Alternatives and Public Policies、R. A. 

W. Rhodes 於 1988 年所著 Beyond Westminister and Whitehall、國內則以丘昌泰為代表。可參閱

吳定，2008，《公共政策》，臺北：五南，頁 4-10；丘昌泰，2008，《公共政策：基礎篇》，臺北：

巨流，頁Ⅰ-V。 

http://www.npf.org.tw/post/2/1057），檢視日期：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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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2：公共政策的理論模型 

途徑 模式 核心概念 

描述性途徑 菁英主義 公共政策反映統治菁英價值與偏好之產出 

多元主義 公共政策是社會中多元團體競逐之產出 

統合主義 公共政策是統合性組織整合各團體衝突利益之產出 

制度主義 公共政策是政府制度、結構運作之產出 

規範性途徑 廣博理性 公共政策是充分評估利弊得失之產出（完全理性） 

滿意決策 公共政策是決策者滿意之產出（有限理性） 

漸進主義 公共政策是過去政策的小幅修正之產出 

綜合掃瞄 結合廣博理性與漸進主義 

資料來源：丘昌泰，2010：26-36、247-254。 

 

    公共政策類型很廣，包含政治政策、人事政策、國防政策、民族政策、外交

政策、經濟政策、財政政策、貨幣政策、產業政策、社會政策 人口政策、社會

福利政策、環境保護政策、文化政策、教育政策、科技政策、國民健康政策等等。

而客家政策自屬涉及客家族群發展的重要政策。 

 

二、大臺北都會區之客家問題的解決：跨域客家公共政策 

 

    地方公共問題之解決，本計畫認為可循「以政府本身力量之管理」、「納入民

間參與之治理」、「上級政府協力解決」、「同級政府協力解決」等四種途徑。其中，

治理的概念，是主張市場導向、反對過去高權行政下的政府統治的層級節制結構。

特別是在新地方主義（New Localism）之潮流下，公部門、私部門（社群團體）

或第三部門（非營利組織），都是政策網絡中的參與者。在此系絡中，沒有一個

參與者具有主導權或絕對權威，彼此皆以對等之夥伴互動、對話與協商，是一種

「共同參加型政府」。地方公共問題無法僅憑地方政府處理，需要結合公部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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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部門、非營利組織、學界、公民等力量共同合作，此種重視社群參與與公私合

夥之概念者，即地方治理（Local Governance）。 

 

（一）大臺北都會區與跨域問題 

 

有關跨域（across boundary）的定義，通常係指兩個或兩個以上的地方自治

團體或地方政府，因行政區劃而產生管轄權所有其範圍性，在彼此的業務、管轄

權範圍交界重疊的地方因權責模糊不明，而產生管轄權之爭議（積極爭議或消極

爭議），因此導致公部門的爭權（積極管轄權爭議）或推諉卸責（消極管轄權爭

議）而無法回應處理跨區域問題。 

跨域問題通常發生在一個共同生活圈中存有一個或一個以上的地方自治體，

常因都市化帶來大量就學、就業之人口，產生居住與住宅需求，致房價高漲，讓

負擔不起高房價者居住於衛星市鎮，引發通勤之交通需求。如大臺北都會區為一

生活圈，是一個以「核心城市」（臺北市）為中心，向外包含新北市、基隆市、

部分鄉鎮市等「衛星城市」之大型共同生活圈；這個共同生活圈有著許多跨區域、

跨領域及跨部門之「跨域問題」，諸如交通建設（捷運）、環保（垃圾清運）、河

川整治（淡水河）。 

 

貳、研究方法 

     

    本計畫係針對以臺北市、新北市、基隆市所構成之大臺北都會區的「都會型」

客家政策為研究主軸，本計畫擬採行之研究方法如下5： 

 

 

                                                     
5
 本計畫原擬採問卷調查法針對大臺北都會區內之客家社團人員進行問卷調查，惟因相關客家社

團人員資料，涉及個人隱私，無法普遍取得，故捨棄問卷調查法，並以辦理兩場次之焦點座談會

廣徵博議（原規劃辦理一場次）。另本計畫部份內容將於 10 月初由五南圖書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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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焦點座談會 

     

    為透過意見之交流溝通，激盪出更具創意及新意的觀點，本研究計畫擬辦理

焦點座談會，邀請政府部門客家事務之主管官員、民意代表、學者專家、客家社

團負責人等人員，以掌握大都會區之客家政策問題，藉以規劃大都會區客家政策

之內涵。 

    透過焦點座談會以掌握大臺北地區客家政策之爭點，俾以提出未來大臺北地

區之客家政策發展建言。 

 

二、次級資料分析法（secondary data analysis） 

 

   本論文先以次級資料分析法，即所謂的文獻考查法，來對所收集之相關專家

學者著作、重要期刊論文及報紙等次級資料，加以整理歸納分析。並以「歷史」

6及「制度研究」7之觀點，來探討公共政策、客家政策相關理論及實務評述，以

分析大臺北地區客家政策之演展歷程，以具體提出未來大臺北地區之客家政策發

展建言。 

 

第三節 研究架構 

 

    本研究計畫在政府三大生活圈國土規劃政策下，以臺北市如何導引大臺北都

會區內三個地方自治團體之客家事務與政策的跨域合作為核心思想， 構思如何

建構大臺北都會區之客家政策。 

                                                     
6 美國政治學者賽特(Edward M. Sait)曾說：「歷史研究法是不可缺少的，它是辨別制度真正本質

的唯一方法，也是嘹解制度形成的特定方式之唯一方法。」  
7
 傳統制度研究受到歷史與法律等研究方法的影響，而使具權威性的正式體制受到重視，故當時

對憲政體制的研究，就法學上所強調者，乃是針對公法及所衍生法條的析論。此牽涉到兩個需要

加以強調的面向：一是公法研究，故稱為「法制的」（legal），另一則涉及正式政府組織，所以

是「正式的」（formal）。而後，行為科學研究途徑興起，而制度研究者於其間亦逐漸受到行為

主義之影響，開始關注「制度環境」，而非僅限過去靜態的描述，開始對制度和社會的互動有了

進一步的動態觀察。新制度主義（New Institutionalism）經歷了行為科學的洗禮，並受到實證主

義所影響，而在分析層次、途徑乃至關注的焦點等面向上，和傳統制度研究有所差異。新制度主

義者在制度的分析上較具科學精神，強調資料的收集與解析，並以更宏觀（macro）之視野關注

制度的應用層面，重視外在環境對制度的制約和作用，而以動態視角捕捉制度的基本意涵，從制

度的社會互動以瞭解其對個人或社群的實質作用（徐正戎、張峻豪，2004：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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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家基本法》 

(中央客家政策) 

 

 

 

  客家文化重點發展區                  非客家文化重點發展區 

 

 

 

    鄉村型客家政策                       都會型客家政策 

 

 

跨域治理 

 

 

                                            臺北市 

 

                                 新北市                 基隆市 

 

 

 

                                             政策建言 

 

圖 1-3：本計劃研究架構圖 

 

    公共政策有其多面性，諸如國防政策、民族政策、外交政策、經濟政策等。

臺灣都會區客家族群因為面對一個人際關係疏離的城市化環境，為求適應環境，

從客家庄移居者多發生「隱形化」困境，至居住在都會區的第二代或第三代客家

族群，因與非客家族群通婚或生活環境中多非客家族群等因素，多已不再或不會

使用其母語。 

    故臺灣客家族群發展上，主要面對客語傳承與客家文化保存上之危機，特

別是在臺灣都會區，此種危機性是更嚴重的。 

    為思考如何搶救臺灣客家族群（特別是都會區）發展的危機，本研究計畫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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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如何建構有利於臺灣都會區客家族群長遠發展的客家政策。 

 

第四節 研究重點說明 

 

壹、掌握大臺北都會區（臺北市、新北市、基隆市）之客家問題。 

 

貳、解析「非」客家文化重點發展區（大臺北都會區）的客家政策發展策略。 

 

参、將客家政策區分為「鄉村型」與「都會型」客家政策，並建構具大臺北都會

區特色之「都會型」客家政策，以作為大臺北客家族群發展藍圖。 

 

肆、大臺北客家鄉親為隱性都會族群，如何以臺北市客家文化主題公園及新北市

客家文化園區為雙核心，建構臺北新客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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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臺灣客家問題與客家政策 

 

    在 1980年代之社會運動黃金年代，各種社會運動大為興盛，在其他社會運動

的影響下，客家族群之族群意識也逐漸覺醒，開始積極正視客家族群語言及文化

正迅速流失之問題，乃循社會運動方式（臺灣客家運動），喚起客家族群之注意，

以強化客家族群意識8與認同，消除客家族群「隱形化」9問題，並爭取客家族群

權益。 

    有關客家運動興起原因，曾金玉（2000）認為是因大環境的鬆動、語言政策

的影響、新興社會運動的影響。范振乾（2008）認為是受到民主運動、工運及文

化面因素影響，特別是「祖宗言、祖宗聲」之客家母語。邱榮舉（2011）認為客

家運動係從客家文化瀕臨危機角度出發，抗議政府同化政策及語言政策不公。楊

長鎮（2008）認為是針對語言政策的迫害而反抗，及弱勢或少數族群文化身分意

識之甦醒。學者們雖以不同的角度解釋客家運動興起的原因，但其共同之處，皆

認為「客家語言、文化」之傳承當是臺灣客家族群發展的核心問題所在，以此「客

家語言與文化」為核心，探討臺灣客家族群發展的問題如次，並以公共政策階段

論觀點，於釐清政策問題後，提出政策建言。 

 

第一節 臺灣客家問題 

 

    徐正光教授指出目前臺灣客家族群所面臨的重大問題有四：（1）客語大量流

失及文化即將滅絕困境，（2）重新建立歷史的詮釋權，讓被扭曲的客家族群形象，

還其歷史的原貌，（3）建立民主公平的政經體制，爭取客家族群的合理權益，（4）

                                                     
8 族群意識泛指一個族群共有的意念或信仰，通常是潛意識下的意念或信仰，可加以包裝、渲染、激發而成為整個族群

共同體認的意識形態（黃宣範，1993：170）。 
9 客家族群隱形化係指臺灣客家族群在一般公共生活中可以流利地使用北京話或閩南語，卻很少或避免使用客語；在社

會和政治運動上，較少參與，或參與也不凸顯其客家族群身分。而造成客家族群身分認同隱而不顯之歷史結構原因為：

（1）客家族群渡台移墾時間及人口數相對少於福佬族群，且移墾區多為山邊丘陵，（2）客家族群於清朝朱一貴事變、

林爽文事變，為保衛家園協助抗敵，成為義民，也導致族群間的歷史敵意，並在後來的分類械鬥被激化，（3）政治上的

分化和利用，（4）經濟社會結構之變遷，（5）一元化語言文化政策之影響（徐正光，2008：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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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建合理的族群關係，以做為新社會秩序的基礎（徐正光，2008：8-9）。楊國鑫

認為在前述這四個問題中最重要的是客語的流失，而「1228還我母語運動」臺

北萬人大遊行正是對客語流失擔憂而產生；並指出臺灣客家運動是客家族群爭取

語言文化傳承及掙脫集權專制爭取民主的運動，故臺灣客家運動可說是一種文化

運動，亦可說是一種政治運動（楊國鑫，2008：135-136）。 

    張世賢指出臺灣客家族群所面對嚴峻的形勢為：（1）客語幾乎已被擠出家庭，

不久可能被擠出臺灣；（2）臺灣客家社群幾已淪為語言文化上的「次殖民地」；（3）

缺乏客家意識，權益任人宰割；（4）政治弱勢，經濟上更弱勢（張世賢，2008：

301-305）。 

   蕭新煌與黃世明則指出，臺灣客家運動可說是經由長期的民主啟蒙及政經反

抗運動經驗所引發之本土性的文化意識之甦醒運動。而臺灣客家運動存有兩個對

立主軸：（1）針對國家的不公平之國語語言政策，（2）針對傳統以「閩南」為主

流政治反對運動，疏忽客家少數身分，或「閩南」要求「客家」向臺灣中心意識

看齊之「同化」要求（蕭新煌、黃世明，2008：161-162）。事實上，臺灣的客家

人與閩南人間過去長期存有「閩客情結」10，在臺灣解嚴後，客家族群更不能接

受「閩南沙文主義」的意識形態11，以及「客家族群閩南化」之情況，進而強化

臺灣客家族群之族群意識。  

    宏觀且包含行動策略之臺灣客家運動，以邱榮舉觀點為代表，臺灣客家運動

指涉一種以客家文化為主軸的社會運動、政治運動、族群運動、族群自我改造運

動。其行動策略，以其進程可分為三個層次：（1）「遠程之客家文藝復興」，係採

擷歐洲文藝復興模式，為客家注入活水，使客家再生，以開創客家文明。（2）「中

程之臺灣客家文化運動」，係以持續性社會運動之推動，以其保存與發揚臺灣客

                                                     
10 臺灣客家族群在大清帝國統治臺灣時期起，因為土地開發與資源和閩南人發生衝突，如朱一

貴、林爽文等械鬥事件，兩個族群間存有潛在之對立心結，吾人姑以「閩客情結」稱之。  
11 因民進黨所強調之「本土」，及其所強調的「臺灣話」，是一種以閩南語為主流之本土。對於

臺灣客家族群而言，民進黨之「閩南沙文主義」的意識形態是臺灣客家族群所不能接受的；特別

是強調公共場合發言必須用臺灣話，而其所謂的臺灣話就是指閩南語而言，這讓客家人懷疑如果

臺灣真的獨立，那麼客家話有可能成為主流語言嗎？這樣的疑慮與客語運動的訴求相違背，使得

客家族群會傾向把民進黨歸類為閩南人的政黨（張富忠，1988：78-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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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文化。（3）「近程之客家政策」，係具體地要求政府與各政黨，應研究、制定及

落實合理的客家政策（邱榮舉、謝欣如，2008：104-105）。 

    另外，范振乾教授認為臺灣客家運動是搶救與復興客家的語言文化，臺灣客

家社會運動又稱為臺灣客家文化社會運動；並可將此運動過程定位為客家文藝復

興運動的序曲，其具體表現形式為客家發聲運動。12 

    就從臺灣客家運動思索多元臺灣觀點，張維安教授提出以客家為方法，思考

客家的特性，並思索臺灣社會的特色，替臺灣社會的多元族群文化建構基礎。關

於「以客家為方法」，指從客家族群的歷史經驗之觀點來理解臺灣社會，特別是

因為加入客家族群歷史經驗而產生的省思，例如尊重其他族群的歷史經驗與觀點，

肯定其他族群對臺灣社會的貢獻與詮釋。進而從分析客家文化與臺灣社會文化關

係，思考臺灣社會的豐富性與多元性，知道客家的貢獻，還有非客家的貢獻（如

原住民、閩南、外省、新住民），肯定其在這個社會文化形成過程中的意義與位

置，臺灣客家運動長期以來便是在建立這個多元合理的社會結構（張維安，2008：

412-413）。 

    從臺灣客家運動到行政院客家委員會成立，再到制定《客家基本法》，本計

畫認為臺灣客家族群發展的核心問題有三： 

 

壹、客家族群人數未臻明確：客家政策基礎科學性不足 

 

     臺灣客家族群雖在語言及文化上有其特色，但似乎不易僅以本質論來區分我

群與他群，亦無法僅以建構論來彰顯客家族群之存在，致《客家基本法》第 2

條第 1 款定義「客家人」為「指具有客家血緣或客家淵源，且自我認同為客家人

者」。而此種「寬鬆化」的客家人定義，加上客家人口採調查統計推估之方式，

無法精準地確定客家人口數（精確化程度不足），可能產生的問題有二：（1）不

                                                     
12范振乾認為臺灣客家社會運動文化面因素為：（1）八十年代臺灣民主社會運動之刺激與鼓舞；

（2）重新找回族群認同之標記；（3）籌辦獨立自主媒體，作為客家人發聲管道（范振乾，2008：

19-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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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使用客語者，長期居住在客庄者（具客家淵源），亦可成為客家人。此雖有助

於擴大客家族群的人口數，但也因我群與他群分界易趨於淡化，恐不利客家族群

認同與族群意識的建立。（2）已趨於寬鬆化之客家人定義，再加上客家人口採調

查統計推估之方式，致無法精準地確定客家人口數（精確化程度不足），，除讓

制定客家政策或分配政府預算時，無法有科學基礎的標的群體數（受政策影響之

具體人數），並讓客家文化重點發展區（Major Hakka Cultual Areas）本身設立依

據（客家人口達三分之一以上之鄉鎮市區）之基礎，致生不穩定的問題。 

     

貳、都會區客家族群的「隱形化」及「族群認同改變化」 

 

    王明珂所著《華夏邊緣》一書，係依藉著歷史記憶與族群認同理論，以公元

前 2500 年以來華北的氣候與人類生態變化，如何導致華夏邊緣與華夏認同的形

成，以及華夏邊緣人群如何接受某些歷史記憶以成為華夏。這或許可以解釋客家

族群從「隱形化」到「族群認同改變化」的潛在問題。 

    就客家族群發展來看，第一代從客庄移居大都會區者，為融入都會區的文化，

多隱藏其客家族群身分，而使用北京話或閩南語，產生「隱形化」或「閩南化（福

佬化）」的問題。 

    丘昌泰以臺北市與高雄市為比較研究，分析臺灣都會客家隱形化現象，獲致

臺北市隱形客家人口約占臺北市客家人口的百分之 17.2，高雄市的隱形客家人

口則占高市客家人口的百分之 26.8，該研究同時隱形化程度愈高，則其客語能

力愈低（丘昌泰，2006）。丘昌泰並指出，客家族群的閩南化與隱形化趨勢，主

要是發生於都會化程度較高的地區，但近年來隨著強勢廣播媒體的出現，這種現

象正逐步地向半都市地區蔓延（丘昌泰，2004）。故於縣市改制為直轄市，及行

政院「三大生活圈、七大區域」之國土再造政策方向，未來人口勢將聚居於都會

區，而都會區客家族群的「隱形化」及「閩南化」的問題，亦將更嚴峻地衝擊客

家族群之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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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隱形化」問題外，更深一層次的問題是，許多客家族群的第二代或第

三代成長於非客庄之福佬地區，致其受成長環境影響所形成的記憶與認同，不但

趨向於福佬文化，更可能產生「族群認同改變化」。此類居住於都會區的第二代、

第三代客家族群，有些縱使依稀仍保有客家認同，卻可能已不會使用客語，反而

能使用流利的福佬語；有些甚至已轉變其族群認同，從上一代自認為客家人改變

為這一代自認為福佬人，產生「客家人—閩南客—閩南人」變化的「族群認同改

變化」的問題。 

 

参、其他族群不易接受客家族群爭取制度保障之訴求 

 

    此問題可從臺灣的《客家基本法》之立法過程，行政部門主訴求在通過《客

家基本法》，為免影響既得利益者或其他族群權益，致造成立法障礙，乃以「集

體權」為主軸來推動《客家基本法》之立法，採取「包容性」而非「競爭性」之

規範機制，乃割捨了「個人權」保障之條文，而以「集體權」保障作為《客家基

本法》規範主軸，致使臺灣的《客家基本法》恐僅具有「法制化的政策宣示」效

果。 

    進一步對照重視「個人權」之原住民族的保障機制，臺灣的《客家基本法》

就顯得「規範性」非常弱，除了原住民運動初始本就以個人權為基礎的「還我土

地運動」為訴求之因素外，或許也是因為臺灣社會普遍可以理解原住民之弱勢與

發展困境，並接受以制度加以保障（《中華民國憲法增修條文》第 10 條），但尚

無法充分理解客家族群之發展困境，更有許多人尚不認為客家族群是弱勢。故如

何讓其他族群理解客家族群在語言及文化傳承上之弱勢與困境，以建構未來制度

保障之正當性基礎，應是下一階段（第二階段）臺灣客家運動的核心議題所在。 

 

 

第二節 解析國民黨與民進黨客家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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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計劃係採「權威政府的行動論」以界說公共政策，並以「階段論」觀點來

探討客家政策。 

     

壹、在第二階段的臺灣客家運動中提升客家政策視野 

     

    公共政策是政府為解決特定社會問題所做的努力，從公共政策之階段論觀點，

沒有社會問題或政策問題13就不會有後續的政策規劃、政策合法化。臺灣因為先

有「客家問題」有待解決，後來始有「臺灣客家運動」之產生，而客家政策就是

要用來解決臺灣客家問題之公共政策。它是政府所研制與執行之極重要國家政策

之一。臺灣的客家政策，是在臺灣客家族群體認到其族群之語言、文化危機，並

以社會運動（臺灣客家運動）的方式，讓政府、各政黨與社會各界認知到臺灣客

家族群之需求與問題；而政府為解決客家族群之問題，乃逐漸形成客家政策。 

    臺灣客家政策，自然是解決臺灣客家族群之問題；而臺灣客家問題之所以能

獲得政府之重視，進入公共領域，當推「臺灣客家運動」（包括：《客家風雲雜誌》

之創辦、1988年「還我母語運動」大遊行、設客家電台、創辦臺灣客家公共事務

協會、客家電視頻道等）之衝擊。 

    臺灣受到1988年12月28日「還我母語運動」萬人臺北大遊行之影響，在公共

領域開始思考台灣客家族群問題之所在，開始思考研制客家政策；並讓臺灣的族

群政策不再僅指原住民政策，還包括客家政策。也是受還我母語運動大遊行訴求

之影響，臺灣客家政策一開始就是從語言權及文化權之復振與傳承出發，以政府

的力量來復育客家語言、文化。從2000年5月18日發布《行政院客家事務委員會

                                                     
13

 依林水波與張世賢觀點，政策問題之組成要素略有：（1）一種情況，（2）它是察覺的、體認

的，（3）關係到大多數人並為其察覺到的一種情況，（4）衝突的利益、價值和規範，（5）需要、

受剝奪、不滿足感的產生，（6）團體的活動過程，（7）權威當局有必要採取行動加以解決者（林

水波、張世賢，2006：65-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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籌備處暫行組織規程》（2000）14及2001年5月16日公布《行政院客家委員會組織

條例》（2001）之發（公）布，可以得證。 

    臺灣客家運動以「體制外」（衝撞既有體制）社會運動方式，積極地促成中

央與地方層級客家事務之組織與法制發展，諸如行政院客家委員會及各縣（市）

客家事務局（委員會）之設置，再加上《客家基本法》2010年公布實施。在客家

事務之組織、法制建構已然有相當成就的今日，臺灣客家運動走了20多年後，在

《客家基本法》制定後，已然轉型進入第二階段的臺灣客家運動。第一階段的臺

灣客家運動（1987-2009年）有客家政策，但尚未有《客家基本法》的出現；第

二階段的臺灣客家運動（2010年之後）不但有客家政策，而且有《客家基本法》

作為推動客家政策之法源依據。 

    1980年代第一階段的臺灣客家運動，是一個客家族群自覺運動，主要在建構

客家族群意識、突出客家族群特色，以找回客家族群的身分認同，並復振客家母

語及文化。 

    第二階段的臺灣客家運動，係以「多元文化/尊重差異/族群共存共榮」為思

惟，推動臺灣各族群（閩南、客家、外省、原住民、新住民）皆可共享之價值理

念與生活方式。意即，第二階段的臺灣客家運動，將循「體制內」之方式，強化

臺灣客家族群訴求之正當性，並逐漸提升客家研究（建構客家知識體系/客家學），

以提高臺灣客家政策之層次與內涵。 

 

貳、臺灣客家政策演進之三時期 

 

   截至2012年6月，依時間序，本書認為臺灣客家政策演進可分為三個時期：（1）

                                                     
14 行政院客家事務委員會籌備處掌理下列事項：（1）行政院客家事務委員會之籌設事項。（2）

客家事務政策、制度、法規之綜合規劃、協調及研議事項。（3）客家文化保存之規劃及協調事

項。（4）客家語言、客家民俗禮儀、客家技藝、宗教研究與傳承之規劃及協調事項。（5）客家

教育、客家人才培育之規劃及協調事項。（6）客家傳播媒體、文化團體與文化活動之規劃及協

調事項。（7）客家事務相關資料之調查、蒐集、分析、出版之規劃及協調事項。（8）促進族群

融合之規劃及協調事項。（9）國際客家事務合作、交流之規劃及協調事項。（10）議事、文書、

印信、出納、庶務及公共關係事項。（11）其他有關客家事務之規劃及協調事項。 



66 
 

第一時期為1987年至2000年，此時期為臺灣客家運動開始到民進黨勝選執政前；

（2）第二時期為2000年至2008年，此時期為民進黨執政時期；（3）第三時期為

2008年迄今，此時期為國民黨執政時期。 

    因為在第一時期的時候，臺灣客家問題雖已出現，但當時政府並無具體政策

解決方案，屬「無具體客家政策時期」。至2000年臺灣的總統副總統大選，各陣

營總統副總統候選人相繼提出「客家政策白皮書」，才開始有具體的有關客家政

策之政見（基本主張）。惟因本書採「權威政府行動論」探討公共政策，各陣營

候選人提出之政策主張，須俟執政後，再經政府部門審慎評估後施行，始得成為

公共政策，故第二時期與第三時期臺灣客家政策之比較，乃以勝選之總統（陳水

扁、馬英九）於其競選時所提出之「客家政策白皮書」作為比較主軸15如（表3-1）；

並就公共政策之「普遍性」及「實踐性」來比較民進黨（陳水扁）與國民黨（馬

英九）之客家政策如后。 

 

表 3-1：民進黨與國民黨臺灣客家政策比較 

判準 民進黨（陳水扁） 
國民黨（馬英九） 

2008年 2012 年 

主軸 
客家看見客家，臺灣

看見客家 

牽成客家，繁榮

客庄 

榮耀客家，藏富客庄 

語言

權 

保障 制定《語言平等法》 

主張以「公事語

言」取代《語言

平等法》；實際上

主導通過《客家

基本法》 
客語認證年齡降至 4

歲，並建立「客語百

句」認證，鼓勵客語

的普及化 

傳承 

客家幼稚園 
客語家庭及客語

薪傳師 

設置客語頻道（電

視、廣播） 

主張成立全國性

客家電臺，但尚

未實現 

文化

權 

保障 
客家文化園區 

設置客家文化重

點發展區 

無 

                                                     
15

 事實上，政府的政策是具有延續性的，第三時期國民黨（馬英九）的部分客家政策是延續民

進黨（陳水扁）的客家政策，惟國民黨（馬英九）會將其認為重要，與其他競選陣營比較上，具

有特色者，始作為其政見主軸，故本書遂以競選政見作為比較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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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承與

創新 

客家禮俗技藝研習

班/每年舉辦全國性

的客家文化節 

提升客家文化的

創新價值（經濟

與觀光） 

客家文化創意

產業 

提倡客家文化創意

產業 

設立客家特色產

業發展基金 

振興客家文化特色產

業，協助布建全球商

品通路 

扶助客家文創活動，

將客家節慶提升為國

際觀光層級 

輔導客家青年創業，

成為客家文創與特色

產業的發展尖兵 

客家研究（客家

知識體系/客家

學） 

主張成立義民大學/

客家社區學院；實際

上在十餘所公私立

大學陸續設立客家

學院、客家系所、客

家研究中心等 

政見中無此類主

張，且在國民黨

執政後，各大學

客家研究系所面

臨嚴重裁撤危機 

厚植客家社群力量，

形成多元參與風潮 

組織法制人力 

設置行政院客家委

員會，並在地方政府

開始設立客家專責

機構 

客家事務法制化 將成立客家發展基金

會，以靈活的機制和

豐沛的資源推動客家

事 

客家事務預算四

年倍增 

縣市政府建立客

家事務整合機制 

培植客家領導人才，

推動客家青年領袖教

育課程 

國際客家交流 

連結世界各國臺灣

客家僑民/大力推動

全球客家文化會議/

舉辦客家國際學術

研討會/赴海外展演

客家文化等 

主張建設臺灣成

為全球客家文化

與產業交流中心

/興建客家主題

公園 

打造台灣成為世界

「客家新都」，吸引海

外客家人參訪旅遊 

 

    以（表3-1）為基礎，進一步比較民進黨（陳水扁）與國民黨（馬英九）之

客家政策之優劣及其實踐性如下。 

 

一、語言權 

 

（一）民進黨《語言平等法》政策與國民黨「公事語言」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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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進黨主張以《語言平等法》16保障各族群使用其自然語言（國家語言）的

權利，政府機關（構）並應提供國家語言溝通必要之公共服務。國民黨主張以「公

事語言」取代《語言平等法》，凡「客家文化重點發展區」，客語均屬於「公事語

言」。 

    就公共政策之「普遍性」及「實踐性」來比較兩黨語言政策，本書認為《語

言平等法》政策實優於「公事語言」政策，理由如下： 

1、《語言平等法》政策將各族群使用之自然語言皆列為國家語言，並規範國民使

用國家語言，不應遭受歧視或限制；此政策讓臺灣各族群母語皆立基於平等

地位。而國民黨之「公事語言」政策，僅將客家族群母語列為公事語言，其

他族群母語是否也可得為公事語言？且客語可為公事語言者為客家文化重點

發展區，致客家族群於非客家文化重點發展區洽公時，無法使用客語。兩相

比較，民進黨的《語言平等法》政策，較具「普遍性」。 

2、國民黨（馬英九）之客家政策白皮書，係主張凡「客家文化重點發展區」，客

語均屬於「公事語言」，在公事場合均可使用，政府機關設必要的翻譯人員。

惟隨後制定之《客家基本法》第6條規定17，則弱化為「推動」客語為公事語言，

致國民黨之政策主張與政策實踐上產生了落差，「實踐性」不足。 

      惟需特別加以說明的是，就政策主張來看，民進黨的《語言平等法》政策

雖較佳，但僅將法案送請立法院，因當時立法院是朝小野大，民進黨在立法

院的力量不如國民黨，以致最後該法案未能完成立法程序，實屬可惜。而國

民黨的「公事語言」政策，已透過《客家基本法》，加以實踐，故就「執行力」

來說，國民黨的政策執行力較佳。 

 

                                                     
16

 行政院 2008 年 2 月 1 日院臺文字第 0970003868 號函送請立法院審議之版本。 
17第 6 條：客家文化重點發展區，應推動客語為公事語言，服務於該地區之公教人員，應加強客

語能力，其取得客語認證資格者，並得予獎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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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民進黨與國民黨客語傳承、客家媒體政策之比較 

 

   就公共政策之普遍性來看，國民黨的「客語家庭及客語薪傳師18」，涵蓋面大

於民進黨的「客家幼稚園」，較具「普遍性」。 

   至在廣播電視部分，客家電視頻道已在2003年7月1日開播，屬民進黨之政績；

惟就客家廣播電台19部分，國民黨的「成立全國性客家電臺」，雖然穩定性高於民

進黨的「客語廣播頻道」，但是至今尚未實現，今後如國民黨能將全國性客家電

臺，加以實踐，則兩黨間在客家媒體政策上或許可以旗鼓相當。時至今日，總體

來看，兩黨在客家媒體方面，尚有許多有待加強之空間。 

 

二、文化權 

 

（一）民進黨「客家文化園區」政策與國民黨「客家文化重點發展區」政策 

 

    民進黨客家文化園區政策，國民黨執政後續行推動，目前實踐結果係在行政

院客家委員會下設臺灣客家文化中心籌備處，並於籌備處下轄六堆客家文化園區、

新瓦屋文化保存區、苗栗文化園區等3個園區。20惟這些客家文化園區實際上是以

提供展演為主，類似一般的藝文館。 

    國民黨的客家文化重點發展區政策，可由政府的力量及資源於客家文化重點

發展區（以鄉鎮市區行政區為基礎）21，加強客家語言、文化與文化產業之傳承

及發揚。 

                                                     
18

 依《客家委員會推動客語薪傳師資格認定作業要點》第 2 點，客語薪傳師係指具有客家語言、

文學、歌唱及戲劇之才能，並經本要點認定取得證書者，以傳承客家語言文化為使命。 
19

 目前 FM93.7 之寶島客家廣播電臺，係於 1994 年成立之財團法人，為中功率電臺，收聽區域

僅限大臺北地區。 
20事實上，各地方政府亦成立了許多客家文化園區，如新北市客家文化園區（新北市三峽區）、

高雄市新客家文化園區（愛河畔）。 
21

 行政院客家委員會 2011 年 2 月 25 日客會企字第 1000002677 號公告發布有 69 個鄉（鎮、市、

區）客家文化重點發展區。 



70 
 

    事實上，《客家基本法》中最具有發展性的，應是客家文化重點發展區（Major 

Hakka Cultural Areas），本計畫將於後段另行討論。 

 

（二）民進黨「客家禮俗技藝研習班、客家文化節」政策與國民黨「提升客家文

化的創新價值」政策 

 

    就政策「具體性」來看，民進黨「客家禮俗技藝研習班、客家文化節」政策

較具體明確，國民黨「提升客家文化的創新價值」政策22較類似政見口號，具體

明確性不足。持平而論，上述兩黨這幾年在客家事務方面的表現，各有千秋，確

實比過去改善不少。另近幾年，於國民黨主政下，在臺北市興建的「客家文化主

題公園」，或許未來可在客家文化傳承方面扮演較重要之角色。 

 

三、民進黨與國民黨之客家文化產業政策 

 

    民進黨執政期間首度推出客家文化產業的政策主張，且在民進黨執政時期，

已透過客家委員會積極推動「客家桐花季」，故民進黨實已有客家文化產業之政

策與具體作為。而國民黨則主張設立客家特色產業發展基金，今後，如能確實予

以落實，對客家文化產業之扶助，應有相當助益；惟在實踐上，國民黨執政後，

並未設置客家特色產業發展基金，而係納入「地方產業發展基金」23內。 

                                                     
22 政府協助客家保存傳統文化及舉辦客家文化活動之餘，更應積極協助開發創新的客家文化，輔

導客家文化產業創新發展，使其經由設計、開發、製作、包裝、 行銷的商業化過程，將客家文

化融入於視聽藝術、數位網路與精緻生活產業中，成為高附加價值且能跨越族群邊境的文化創意

產業，深入市場，擄獲人心。同時，結 合都市發展、建築、藝術、設計與客家工作者，協助客

家聚落運用「農村再生基金」或「觀光產業發展基金」，建設客家庄特有的文化風貌，以提升客

家文化產業的 經濟與觀光效益。資料來源，馬英九與蕭萬長客家政策

（http://www.rdec.gov.tw/public/Attachment/942417372371.pdf），檢視日期：2011 年 4 月 16 日。 
23地方產業發展基金係屬預算法第 4 條所定有特定收入來源而供特殊用途者之特別收入基金（主

管機關為經濟部），強調發展地方經濟為主要觀點，在形塑｢一鄉一品｣的精神上，由地方政府扮

演重要角色，主動參與規劃；相較於過去地方特色產業輔導計畫偏重由中央遴選地域及個案產業

進行加值輔導，間接造成地方參與不足，較難滿足地方產業發展的務實需求等現象而言，明顯強

化了地方政府在推動地方產業發展上的重要性，因此，行政院 2008 年 8 月 22 以院臺經字第

0970034400 號函核定地方產業發展基金設置計畫書，並於 2009 年由國庫撥款 10 億元，設置「地

方產業發展基金」，除了過往強調由上而下的中央輔導計畫機制以外，更擴大推動地方政府由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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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民黨馬英九於競選連任時（2012年）提出以「榮耀客家，藏富客庄」的客

家政策白皮書，則將焦點轉向於臺灣客家文化產業，八大政見中的四項可說都跟

發展客家文化產業相關。這四項政策倡議為：（1）振興客家文化特色產業，協助

布建全球商品通路；（2）扶助客家文創活動，將客家節慶提升為國際觀光層級；

（3）輔導客家青年創業，成為客家文創與特色產業的發展尖兵；（4）打造台灣

成為世界「客家新都」，吸引海外客家人參訪旅遊。     

    此種政策倡議主軸的改變（榮耀客家，藏富客庄），似乎主政者認為以客家

文化產業為核心之經濟發展，是未來臺灣客家族群發展重心所在。 

 

四、民進黨與國民黨之客家研究（客家知識體系）政策 

 

    此項國民黨並無政策主張，僅民進黨有政策主張，雖未能如願成立義民大學

及客家社區學院，但在民進黨執政期間，已有國立臺灣大學、國立中央大學、國

立交通大學、國立聯合大學等校，先後分別有設置客家學院、相關客家系所，及

客家研究中心的成立，或客家通識課程、客家研究課程的開設，讓大家多瞭解多

元文化、多正確認識客家文化。惟近年來，各大學的客家研究已有漸漸弱化、式

微的趨勢。 

 

五、民進黨與國民黨關於客家事務之組織與法制作為 

 

    民進黨設置行政院客家委員會，國民黨制定《客家基本法》，兩黨各有所長。

但國民黨「客家事務預算四年倍增及縣市政府建立客家事務整合機制」，則讓國

民黨在此面向上，略佔上風。惟國民黨在行政院客家委員會增加大量經費後是如

何有效運用?成效如何?應該受到嚴格監督。 

 

                                                                                                                                                      
而上、主動進行規劃提案的補助計畫，希望透過「地方提案、中央補助」的計畫機制，一方面協

助地方產業發展，另方面更能提高對人口外移、所得偏低地區的重視，以增加地方就業機會，吸

引人口回流。資料來源：地方產業發展基金網站（http://fund.csd.org.tw/faq_show.php?id=52），檢

視日期：2011 年 5 月 1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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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民進黨與國民黨之國際客家交流政策 

 

    民進黨大力推動有關客家的國際學術文化研究與交流，例如，全球客家文化

會議，舉辦客家國際學術研討會，赴海外展演客家文化等。國民黨在此方面，亦

有世界客屬懇親大會、兩岸客家文化論壇、海外客家文化交流、舉辦客家學術研

討會等。兩黨在國際客家交流表現雖似旗鼓相當，但就政治性與學術性比較，民

進黨之客家政策與作為，其學術性與文化性，高於國民黨之客家政策與作為。至

於兩岸客家交流與合作，國民黨比民進黨積極且互動較多，惟其政治性高於學術

性與文化性。意即，國民黨執政期間所推動之國際客家交流，政治性較濃烈。 

 

第三節《客家基本法》實施後之中央客家政策 

 

    在《客家基本法》公布實施後，政府的客家政策重點為何？如參照總統府網

站，當前客家政策重點為：（1）傳承客家語言與文化，促使客語成為重要公共語

言；（2）發展具客家特色產業，盡速繁榮客庄經濟；（3）跨越族群及地理隔閡與

海外建立連結，打造台灣成為全球客家文化與產業交流中心。24 

    依《行政院所屬各機關施政績效管理要點》第 2 點，「中程施政計畫」係指

各機關依其職掌，納入總統治國理念及院長施政主軸，擇定施政重點及關鍵策略

目標，訂定未來四年之綜合策略計畫。同要點第 2點亦規範「年度施政計畫」指

各機關依行政院年度施政方針、中程施政計畫之關鍵策略目標及共同性目標，訂

定會計年度之綜合策略計畫。 

    故若欲探討更具體之政府目前客家政策，自當以客家委員會之「中程施政計

畫」為主軸，參照客家委員會 2010年至 2013年中程施政計畫，本計畫將客委會

之現行客家政策整理如（表 3-2）。 

 

                                                     
24

 資料來源：總統府網站（http://www.president.gov.tw/Default.aspx?tabid=1092），檢視日期：2012

年 5 月 2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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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現階段馬英九政府之客家政策 

願景 

一個核心 臺灣客家主流化 

三個主軸 薪傳客語、扎根文化、族群和諧 

六個策略 
母語傳承家庭化、族群互動緊密化、產業發展國際化、客家事

務法制化、媒體傳播平權化、客家交流全球化 

十個目標 

客語能力倍增、文化價值創新、客庄產業躍升、客家節慶永續、

客庄聚落再造、園區營運活絡、客家研究深化、客家傳播普及、

全球客家連結、法令制度完備 

現有

施政

重點 

全面推動客語教學，復甦客家語言 

創造客家文化復興環境 

提升客家社會經濟力 

促進客家傳播發展 

建構國際客家交流平台 

未來

環境

情勢

分析 

重視多元文化理念 

客家語言面臨消失 

客家文化面臨斷層之危機 

營造客家文化生活環境及「客家文化重點發展區」之急迫性 

哈客網路學院為新世代資訊傳遞之主軸 

南北客家文化園區設置暨營運計畫之迫切性 

客家傳播媒體面臨困境 

輔導客家傳統產業升級之必要性 

促進海內外客家合作交流之必要性 

未來

施政

重點 

建立客語

發展機

制，營造

優質客語

環境 

辦理客語師資培育、建置客語資料庫、客語教學輔助，以及家

庭與社區客語薪傳教育推廣計畫 

向下扎根客語生活學校計畫及相關競賽之推廣活動 

辦理客語能力分級認證 

推動公事客語無障礙環境計畫 

補助辦理客語薪傳暨認證推廣 

推動客家事務法制化，奠定客家永續發展之根基 

振興客家

文化，型

塑優質客

庄生活環

境 

深耕「客家學」研究，建立台灣成為全球客家研究中心 

分年分期辦理家戶調查、主題調查及社會調查，以建構完整的

客家文化資源基礎資料 

引領客家後生進行客庄尋根計畫 

辦理「數位台灣客家庄」計畫，永久典藏客家瀕危之文化資產 

提升客家文化的創新價值 

規劃籌設臺灣客家文化園區管理單位 

建設南北園區成為臺灣與全球客家文化交流平台 

輔導推動客家聚落保存及客家文化館舍活化經營 

發展客家

產業，繁

制定客家產業政策，成立推動產業專責單位 

客家特色商品設計輔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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榮客庄經

濟 

客家特色商品行銷推廣 

塑造客家產業示範聚落 

客庄文化加值，帶動觀光產業發展 

強健客家

傳播力量 

逐步推動設立全國性客家廣播電台 

製播優質客家廣電節目 

打造網路平台及數位資料庫，客家影音資訊整合化 

形塑「客家新印象」，客家行銷全球化 

建構全球客家文化交流網絡 
資料來源：客家委員會中程施政計畫（2010 年至 2013 年，2010 年滾動版）。 

 

    就客家委員會之中程施政計畫與馬英九總統競選時所提出「客家政策白皮書」

比較，顯然未實踐者，便是「客家特色產業發展基金」之政見。 

    客委會之中程施政計畫並未列入「設立客家特色產業發展基金」之事項，係

因目前政府係將客家文化產業納入「地方產業發展基金」加以輔導或補助。 

    但因地方產業發展基金係以協助各縣市發展地方產業為目的，從其 8項具體

目標以觀25，客家文化產業只是「地方產業發展基金」輔導或補助的部分項目，

對客家文化產業來說，其「專屬性」不足。 

    以 2010年地方產業發展基金之「輔導計畫」共有 6項，其中僅 2項與客家

文化相關；至「補助計畫」共有 56項，其中僅 6項與客家文化相關。26意即，地

方產業發展基金之有限資源，無法大規模或全面地補助或輔導客家文化創意產業；

且參酌《原住民族傳統智慧創作保護條例》、《原住民族綜合發展基金收支保管及

                                                     
25具體目標有：（1）作為中央各部會執行地方產業計畫之協調平台；（2）運用專業團隊能力，協

助地方政府規劃其地方產業發展，以解決地方政府人力不足之問題；（3）發展具國際化潛力之地

方特色產業；（4）針對人口外移及所得偏低地區，提供適當協助，以增加就業機會及提高所得收

入；（5）配合地方產業發展需要設置微型園區，協助傳統產業及中小企業解決用地問題；（6）支

應青年創業｢滅飛｣計畫所需經費，活化政府資源，幫助青年創業；（7）協助具潛力客家特色產業

發展，注入資金或提供優惠融資；（8）其他地方產業發展相關計畫或事項。資料來源：地方產業

發展基金網站（http://fund.csd.org.tw/faq_show.php?id=7），檢視日期：2011 年 5 月 19 日。 
26本文以計畫中有論及客家文化產業或提出鄉鎮市為客家文化重點發展區者，作為判準；2010 年

地方產業發展基金之「輔導計畫」中之「風姿綽約，新竹茶花產業實質輔導計畫」與「雅客傳藝，

品味竹東產業實質輔導計畫」可歸類於客家文化創意產業；其他「瑞芳文化形象產業整合實質輔

導計畫」、「翡翠流域‧甦活秘境：台北縣石碇鄉自然養生特色產業提升實質輔導計畫」、「桃園縣

龜山鄉眷村‧農村主題產業提昇實質輔導計畫」、「花花草草蘆竹最好：桃園縣蘆竹鄉草花地方特

色產業發展實質輔導計畫」則非屬客家文化創意產業。至「補助計畫」，因項目繁多，本文不一

一列出，請參閱地方產業發展基金網站（http://fund.csd.org.tw/project.php?id=2,25），檢視日期：

2011 年 5 月 19 日。 

http://fund.csd.org.tw/project_show.php?id=169
http://fund.csd.org.tw/project_show.php?id=170
http://fund.csd.org.tw/project_show.php?id=170
http://fund.csd.org.tw/project_show.php?id=166
http://fund.csd.org.tw/project_show.php?id=166
http://fund.csd.org.tw/project_show.php?id=165
http://fund.csd.org.tw/project_show.php?id=167
http://fund.csd.org.tw/project_show.php?id=167
http://fund.csd.org.tw/project_show.php?id=168
http://fund.csd.org.tw/project_show.php?id=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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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用辦法》之協助機制，故本計畫認為「地方產業發展基金」之專屬性不足，仍

有必要設置客家族群專屬性的「客家特色產業發展基金」以確實落實馬總統政見。

至於馬總統 2012年競選總統連任所提出「成立客家發展基金會」政見，其後續

發展，仍有待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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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客家文化重點發展區與大臺北都會區 

 

2012 年 6月 12日臺灣北部地區發生大豪雨，臺北市長郝龍斌和新北市長朱

立倫放假之宣布時機拿捏問題，招致市民抱怨，是日上午臺北市與新北市並未宣

布停班停課，直到上午 10時才宣布即時停班停課，讓好不容易到班到課的民眾

又得重來一次雨中接送（中央社，2012.6.12）。事後，臺北市、新北市與基隆市

於 2012 年 6月 19日達成協議以大臺北生活圈為考量，北北基三縣市將連動宣布

颱風假，即三縣市會同步停班停課或不停（中央社，2012.6.19）。顯見，在臺北

市、新北市與基隆市已形成「共同生活圈」下，任何事務都無法僅憑單一地方自

治團體獨立運作，必須與「共同生活圈」內的其他地方自治團體合作協調，此即

所謂的「跨域管理」或「跨域治理」。 

又在《客家基本法》規範「客家文化重點發展區」，並經客家委員會公告 69

個客家文化重點發展區中，這勢必衝擊大臺北都會區（大臺北共同生活圈）之客

家族群發展，大臺北都會區之客家事務機關應有何作為？本章先就「客家文化重

點發展區」加以檢討，並提出「客家文化重點發展區」改進建言，及以「鄉村型」

與「都會型」雙軌制客家發展策略為基底，據以構思大臺北都會區之客家發展策

略。 

     

第一節 客家文化重點發展區與都會區客家發展 

 

為藉由選定具特殊客家特色之特定地區，凸顯客家語言、文化與其他族群文

化之區別，達成客家語言、文化及產業傳承創新之政策目標，《客家基本法》第

6條第 1項規定：「客家委員會對於客家人口達三分之一以上之鄉(鎮、市、區)，

應列為客家文化重點發展區，加強客家語言、文化與文化產業之傳承及發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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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範圍 

     

    案經客家委員會依《客家文化重點發展區鄉（鎮、市、區）公告作業要點》

公告之「客家文化重點發展區鄉（鎮、市、區）一覽表」如（表4-1）： 

 

表 4-1：客家文化重點發展區鄉鎮市區一覽表 

縣(市) 鄉（鎮、市、區） 小計 

桃園縣 
中壢市、楊梅市、龍潭鄉、平鎮市、新屋鄉、觀音鄉、

大園鄉 
7 

新竹縣 
竹北市、竹東鎮、新埔鎮、關西鎮、湖口鄉、新豐鄉、

芎林鄉、橫山鄉、北埔鄉、寶山鄉、峨眉鄉 
11 

新竹市 東區、香山區 2 

苗栗縣 

苗栗市、竹南鎮、頭份鎮、卓蘭鎮、大湖鄉、公館鄉、

銅鑼鄉、南庄鄉、頭屋鄉、三義鄉、西湖鄉、造橋鄉、

三灣鄉、獅潭鄉、泰安鄉、通霄鎮、苑裡鎮、後龍鎮 

18 

臺中市 東勢區、新社區、石岡區、和平區、豐原區 5 

南投縣 國姓鄉、水里鄉 2 

雲林縣 崙背鄉 1 

高雄市 美濃區、六龜區、杉林區、甲仙區 4 

屏東縣 
長治鄉、麟洛鄉、高樹鄉、萬巒鄉、內埔鄉、竹田鄉、

新埤鄉、佳冬鄉 
8 

花蓮縣 
鳳林鎮、玉里鎮、吉安鄉、瑞穗鄉、富里鄉、壽豐鄉、

花蓮市、光復鄉 
8 

臺東縣 關山鎮、鹿野鄉、池上鄉 3 

合計 
11個直轄市、縣（市） 

69個鄉（鎮、市、區） 
  

註：行政院客家委員會分別於 2000 年 4 月 26 日、2011 年 2 月 25 日兩次公告客家文化重點發展

區，第二次公告所增加桃園縣大園鄉等 9 個鄉鎮區，以底線註記。 

 

    事實上，客家委員會2011年2月25日公告之客家文化重點發展區鄉鎮市區是

第二次公告（依據《99年至100年度全國客家人口基礎資料調查研究》），第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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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係由客家委員會以2000年4月26日客會企字第0990004943號函所發布「客家

文化重點發展區鄉（鎮、市、區）一覽表」，係以《97年度全國客家人口基礎資

料調查研究》之多重自我認定27為臺灣客家人定義所推估之客家人口數。 

 

貳、相關檢討 

 

一、「客家文化重點發展區」數目因客家人認定方式差異而變化 

 

    比較這兩次公告，新增一縣市（雲林縣）及9個鄉鎮市區，這增加的9個鄉鎮

市區分別為桃園縣大園鄉、新竹市香山區、苗栗縣通霄鎮、臺中市豐原區、南投

縣水里鄉、雲林縣崙背鄉、高雄市甲仙區、花蓮縣壽豐鄉、花蓮縣光復鄉。為何

不到一年的兩次公告結果，客家文化重點發展區增加了9個（約佔客家文化重點

發展區總數的七分之一）？ 

    可能原因有三個，第一個可能原因是兩次之間時間落差所產生的人口增長所

致（第一次公告係以2008年全國客家人口調查研究之推估人口數，第二次係以

2010年至2011年之全國客家人口調查研究之推估人口數）；第二個可能原因是兩

次調查對客家人之界定不同；第三個可能原因是更多非客家人自我認同為客家

人。 

    以雲林縣崙背鄉人口增減數為例，2008年12月底人口數為27,976人，2011

年1月底人口數為27,309人；2009年遷入人口為752人、遷出人口為961人，2010

年遷入人口為662人、遷出人口為9997人。28故雲林縣崙背鄉人口呈現負成長且未

有大規模遷徙的情況下；加上兩次人口調查間隔時間不長，當不會發生自我認同

大幅改變情況；雲林縣崙背鄉能列入客家委員會第二次公告之客家文化重點發展

區鄉鎮市區，可能的原因是兩次調查對客家人之界定不同所致，而這兩次調查間

                                                     
27

 客家人口依不同認定標準可分為「單一自我認定」、「多重自我認定」為臺灣客家人及「廣義

定義」的客家人。依據認定的強烈程度而言，「單一自我認定」是對客家人身分有強烈認同者；「多

重自我認定」者具有客家族群認同，同時也具有其他族群的認同，因此相對於「單一自我認定」

者的客家認同較不強烈；「廣義定義」為客家人者，則包含上述兩種自我認定，以及其血緣的認

定定義中，至少有一項被認定為客家人者，即算為客家人，客家族群的認同較為薄弱（行政院客

家委員會，2008：5）。 
28

 資料來源：雲林縣崙背鄉戶政事務所網站

（http://lunbei.household.yunlin.gov.tw/population/population05.asp?m2=51），檢視日期：2011 年 6

月 1 日。 

http://lunbei.household.yunlin.gov.tw/population/population05.asp?m2=51），檢視日期：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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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客家人認同之差異，似乎可能是客家人認定趨於寬鬆。 

    而「寬鬆化」的客家人定義，可能產生的問題有二：（1）不會使用客語者，

長期居住在客庄者（具客家淵源），亦可成為客家人。此雖有助於擴大客家族群

的人口數，但也因我群與他群分界易趨於淡化，恐不利客家族群認同與族群意識

的建立。（2）已趨於寬鬆化之客家人定義，再加上客家人口採調查統計推估之方

式，致無法精準地確定客家人口數（精確化程度不足），除讓制定客家政策或分

配政府預算時，無法有科學基礎的標的群體數（受政策影響之具體人數），並讓

客家文化重點發展區本身設立依據（客家人口達三分之一以上之鄉鎮市區）之基

礎，致生不穩定的問題。 

 

二、客家文化重點發展區之認定趨於寬鬆 

 

    客家委員會分別於2010年4月26日、2011年2月25日兩次公告，第二次公告所

增加的客家文化重點發展區，包含桃園縣大園鄉、新竹市香山區、苗栗縣通霄鎮、

臺中市豐原區、南投縣水里鄉、雲林縣崙背鄉、高雄市甲仙區、花蓮縣壽豐鄉、

光復鄉等9個鄉鎮區，這些鄉鎮區在一般人普遍的經驗中，似乎不認為是客家庄。 

    又以第一次已公告之鄉鎮市區來看，如苗栗縣苑裡鎮、後龍鎮一般不認為是

客家庄。惟因《客家基本法》規定只要客家人口達三分之一以上之鄉(鎮、市、

區)即可列為客家文化重點發展區，加上客家人口係採統計推估方式，讓客家文

化重點發展區也包含傳統非客庄地區，而擴大傳統客庄之範圍。本計畫認為客家

文化重點發展區之認定有兩個主要的爭議點。 

    第一個爭議點，客委會統計推估之計算方式是否允當？一般觀念上認為非客

家庄之鄉鎮市區（如臺中市豐原區）為何被認定為客家文化重點發展區？依客委

會2011年《全國客家人口基礎資料調查研究》，豐原區之客家人口比例為百分之

26.62，實際上未達三分之一之人口比例標準，但客委會以「區間估計」方式納

入估計誤差值（百分之6.03），讓豐原區之區間估計結果為百分之21至33，剛好

讓豐原區達到三分之一門檻，而得列入客家文化重點發展區（行政院客家委員會，

2011：38-39）。惟進一步檢視，依客委會之統計推估方式，豐原區之區間估計結

果實為百分之20.59至百分之32.62，與三分之一的人口標準（百分之33.33）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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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落差，既然已以最高寬容標準推估豐原區客家人口比例為百分之32.62，仍未

達到百分之33.33，實不應將豐原區公告為客家文化重點發展區。事實上，以區

間估計方式而認定公告為客家文化重點發展區者，包含花蓮縣花蓮市、花蓮縣光

復鄉、苗栗縣苑裡鎮、苗栗縣後龍鎮、高雄市甲仙區、南投縣水里鄉、新竹市香

山區、臺中市豐原區、桃園縣大園鄉等9個鄉鎮市區（客家委員會，2011：39）。

可以推測，客委會可能為了極大化客家文化重點發展區之數目，而以最寬鬆方式

來認定客家文化重點發展區。 

    第二個爭議點，客家文化重點發展區不但擴大傳統客庄之範圍，更包含部分

的「山地鄉」，如苗栗縣泰安鄉、臺中市和平區（原臺中縣和平鄉）。這凸顯了三

個問題：（1）將「山地鄉」納入客家文化重點發展區，難謂允當；究竟應發展原

住民特色或客家特色，易生爭議。（2）事實上，兼具「山地鄉」與「客家文化重

點發展區」雙重身分之鄉（區），從一般社會通念、資源配置、制度保障（鄉長、

縣議員）等以觀，該鄉（區）勢仍以發展原住民語言及文化特色為主軸，則認定

為客家文化重點發展區之實益性甚低。（3）立法院無黨團結聯盟黨團或委員擬具

《原住民族自治法（草案）》，原住民族自治區居民為「中華民國國民，設籍自治

區者，為自治區居民」。設若未來原住民族自治區居民之定義依立法院無黨團結

聯盟黨團或委員版本通過，且苗栗縣泰安鄉依程序設立為原住民自治區，泰安鄉

是否仍宜認定為客家文化重點發展區，恐生爭議。 

 
三、「客家文化重點發展區」受行政區劃之影響 

 

    除了因客家人定義之寬鬆化及客家人口調查統計推估之精確化不足，使得客

家文化重點發展區產生基礎性的問題外，依《客家基本法》第6條，「客家文化重

點發展區」係以鄉（鎮、市、區）為基礎，設若鄉（鎮、市、區）行政區域重劃

或整併鄉（鎮、市、區），恐將讓已公告之「客家文化重點發展區」因客家人口

少於三分之一，而從「客家文化重點發展區」變更為「非客家文化重點發展區」。 

    舉例言之，依《地方制度法》第7條之3規定，依第7條之1改制之直轄市，其

區之行政區域，應依相關法律規定整併之。故如未來高雄市參照市議員選舉區範

圍，將美濃區與內門區、旗山區整併，原以美濃區為主體之「客家文化重點發展

區」之是否能持續存在，恐生疑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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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若臺中市未來依《地方制度法》規定進行區之行政區域的整併，並參照

現行市議員選舉區範圍做為整併基礎，現行臺中市客家文化重點發展區與鄰近區

之整併情況如下：（1）豐原區按市議員第3選區整併，后里區與豐原區整併為一

個行政區（后豐區）；（2）東勢區、新社區、石岡區、和平區按市議員第14選區

整併為一個行政區。 

    以可能整併之后豐區來分析，豐原區係以區間估計結果為百分之21至33，顯

係非常勉強達到客家文化重點發展區三分之一人口數之門檻，如未來與福佬人為

主的后里區整併，新的后豐區勢必為「非」客家文化重點發展區。類似情況，似

也將發生在其他以區間估計方式而認定公告為客家文化重點發展區者。 

    進一步分析，在非客家縣市中之單一或少數「客家文化重點發展區」，如雲

林縣崙背鄉，若發生行政區重劃或整併，是否能持續保有客家文化重點發展區地

位，應是相當困難。 

    簡言之，在非客家縣市中之單一或少數「客家文化重點發展區」，其存續之

重要變數就是「行政區劃」或「鄉（鎮、市、區）行政區域整併」。 

 

四、「客家文化重點發展區」之有效運作須地方自治團體之配合 

 

    依《客家基本法》第6條，「客家文化重點發展區」應加強客家語言、文化與

文化產業之傳承及發揚，以及推動客語為公事語言（包含服務於該地區之公教人

員，應加強客語能力29），這無可避免的會涉及地方自治團體的自治權，須仰賴地

方自治團體的配合。 

    而除地方自治團體的配合外，也涉及財政補助機制，如果客家委員會沒有足

夠的預算，要讓地方自治團體主動挹注資源與預算在客家文化重點發展區，恐有

其困難性。 

 

五、客家文化重點發展區僅有助於「鄉村型」市鎮之客家族群發展：未解決更迫

切的都會區客家族群發展危機 

 

                                                     
29依《行政院客家委員會客家文化重點發展區奬勵客語績優公教人員作業要點》第 2 點規定，獎

勵對象及標準係指客家文化重點發展區之鄉（鎮、市、區）與其隸屬之縣（市）政府之公教人員，

通過行政院客家委員會客語能力認證考試並取得合格證書，且於申請時仍任職於上述機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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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客家委員會目前公告的客家文化重點發展區多為「鄉村型」市鎮，未來政府

依法勢必將投入更多預算、資源於此類以「鄉村型」市鎮為基礎的客家文化重點

發展區。這對傳統客庄發展是大有助益的。 

    惟相對地，客家文化重點發展區似會不利於「都會區」客家族群之發展。臺

灣因都市化的發展，人口聚居多於大都會區，許多客家人已逐漸搬離傳統鄉村客

庄，而進入大都會城市居住。這些進入大都會城市的客家族群是最容易發生「隱

形化」及「族群認同改變化」的一群，是最需要確保其客家族群意識存續，最需

要傳承客語與客家文化傳承的一群，但這群人所在地卻又未列入客家文化重點發

展區，如大臺北都會區（即臺北市、新北市、基隆市）中無任何客家文化重點發

展區。 

    甚至，部分都會區（直轄市）之次級行政區域（即「區」）的客家人口數超

過其他客家鄉（鎮、市、區），但因客家人口推估無法占該區總人口的三分之一，

致無法引入政府資源以發展客家，誠屬可惜；如高雄市三民區。這也彰顯了一個

根本性的問題：最需要搶救的都會區客家族群，可能卻是獲得最少資源配置的。 

    既然客家文化重點發展區雖確有助於「鄉村型」市鎮之客家族群發展，但未

解決都會區客家族群發展危機，特別是兩相比較，都會區家族群發展危機之迫切

性高於鄉村地區。為解決此種客家族群發展之「城鄉困境」，政府有必要構思並

採行「鄉村型」與「都會型」雙軌制客家發展策略。本計畫以為，在發展基調上，

「都會型」客家發展策略以「擴大客家文化認同」為目標，並以「發展客家文化

產業」為方法。 

 

第二節 客家文化重點發展區之發展建言 

 

    有關「客家文化重點發展區」之發展建議，可分為短程與長程兩方面，分述

如下。 

 

壹、短程發展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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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客家族群政治代表性之保障 

 

    如同前所論述的，「客家文化重點發展區之有效運作須地方自治團體之配合」，

如何讓地方自治團體主動挹注資源與預算在客家文化重點發展區？可能的手段，

便是強化客家族群在客家文化重點發展區之政治代表性。 

依《地方制度法》第 33條第 2項第 2 款第 2目規定：「縣（市） …有山地

鄉者，於前目總額內應有山地原住民選出之縣議員名額。」同法第 57條第 2項

規定：「山地鄉鄉長以山地原住民為限」。 

故參照原住民保障機制，本計畫建議可修正《地方制度法》強化客家族群之

保障： 

1、直轄市、縣（市）有「客家文化重點發展區」者，應有客家族群選出之議員。

同時，為免造成其他族群之疑慮，建議此客家族群議員名額採「外加」於區

域與原住民議會議員名額外，而不採「內含」於議會議員總額之內。 

2、直轄市、縣（市）有「客家文化重點發展區」者，其區長應優先派任客家族

群。 

（1）或許有人會認為「客家文化重點發展區」中之客家人口可能僅達鄉（鎮、

市、區）人口之三分之一，客家族群仍屬少數。惟以新北市烏來區為例，

依《地方制度法》第 58條第 4項規定，其區長以山地原住民為限；新北市

烏來區 2011年 5月底人口數為 5,783人，其中原住民為 2,587人，原住民

占全烏來區人口之 44.7%，30未達半數，但仍保障其地方行政首長以山地原

住民為限。故以客家重點文化發展區來保障客家族群之政治參與權，似屬

可行。惟本於族群共榮共存，降低其他族群疑慮，可以考慮客家人比例超

過一定比例（如二分之一以上）之「客家文化重點發展區」，其區長以客

家人為限。至客家文化重點發展區之鄉（鎮、市）長，係民選公職人員，

仍應尊重選民之選擇。 

                                                     
30

 資料來源：新北市烏來區戶政事務所網站

（http://www.wulai.ris.ntpc.gov.tw/web/SelfPageSetup?command=display&pageID=25050&page=vie

w&_fcmID=FG0000001268000001_0_4），檢視日期：2011 年 6 月 1 日。 

http://www.wulai.ris.ntpc.gov.tw/web/SelfPageSetup?command=display&pageID=25050&page=view&_fcmID=FG0000001268000001_0_4），檢視日期：2011
http://www.wulai.ris.ntpc.gov.tw/web/SelfPageSetup?command=display&pageID=25050&page=view&_fcmID=FG0000001268000001_0_4），檢視日期：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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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須特別說明的是，本書建議之客家文化重點發展區，其行政首長之客家族

群保障機制，初步僅以官派之區長，俟運作良好，社會有共識後，再擴及

至民選之鄉（鎮、市）長。 

 

二、「指標化」評估客家文化重點發展區之成效 

 

《客家基本法》建構了客家文化重點發展區，為評估客家文化重點發展區之

運作成效，及客家委員會之施政績效，本書初步建議應以「語言」、「文化」、

「文化產業」、「公共參與」、「客家人自我認同」等幾個大項加以評估，而每

個大項可再設計更細緻的衡量指標。 

「語言」項的指標，初步建議可為（1）發展區內客語使用人數之增減（包

含不同年齡層），（2）發展區內公事語言推動情形，（3）發展區內通過客語認

證比例。 

「文化」項的指標，初步建議可為（1）發展區內客家藝術文化團體之數量，

（2）發展區內客家藝術文化活動辦理之場次，（3）發展區內國中小學童參與客

家藝術文化活動之情形。 

「文化產業」項的指標，初步建議可為（1）發展區內文化產業商家數目之

增減，（2）發展區內文化產業的產值之增減，（3）發展區內文化產業的群聚效

應之評估。 

「公共參與」項的指標，初步建議可為（1）發展區內審議式民主（客家社

團參與政府公共政策制定）實踐之情況，（2）發展區內客家女性政治參與之情

況，（3）發展區所屬縣市政府中，客家人擔任政府各部門機關首長或單位主管

之比例。 

「客家人自我認同」項的指標，初步建議可為（1）發展區內客家人自我單

一認定（非多重認定）之比例，（2）發展區內幼兒自我認同為客家人之比例，

（3）發展區內客家人以其客家族群作為外顯身份之情況（如在初認識的朋友陎

前介紹自己身分）。 

上開指標僅係本書初步之想法，仍有待主管機關集結各方意見，會商研議

出具體、可行的衡量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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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長程發展建議：客家語言及文化特殊目的政府 

 

延續前面討論的「客家文化重點發展區」發展建議，進一步提出對客家文化

重點發展區發展方向之長程建議：一為甲案的將客家文化重點發展區轉型為「客

家族群自治區」，二為乙案的將客家文化重點發展區轉型為「客家語言及文化特

殊目的政府」。 

基於《客家基本法》立法過程放棄「個人權」保障條文之經驗，並考量政治

效應與族群關係，本計畫建議採乙案之「特殊目的政府」（special-purpose 

government）的發展方向。 

 

一、甲案：客家族群自治區 

 

    以行政院2010年9月23日第3214次院會討論通過之《原住民族自治法（草案）》

所架構原住民族自治區，其定性為政府所設置，具公法人地位之民族自治團體，

享有民族自治事項。又《原住民族自治法（草案）》賦予原住民族可比照縣（市）

層級成立自治區政府，並設有自治區議會，享有制定自治區自治法規之權限。 

    顯見客家文化重點發展區只是客家集體權爭取上之一小步，長遠來看，為保

障客家族群之集體權益，似可研議是否比照《原住民族自治法（草案）》精神，

將客家文化重點發展區改制為「客家族群自治區」，並設定為遠程目標。 

    惟本項建議也恐造成其他族群疑慮，故如從「治理」與「制度肯認差異性」

思考，可以考慮參酌美國的做法，採取「特殊目的政府」（special-purpose district/ 

special-purpose government）之途徑。 

 

二、乙案：客家語言與文化特殊目的政府 

 

乙案是借用美國特區政府（special district government）的概念，將其轉化為

「客家語言與文化特殊目的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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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美國特區政府概說 

 

    依美國國家統計局界說（U.S. Census Bureau），美國的地方政府可分為二類：

一為普遍目的政府（general-purpose government），包含郡政府（County government）

及郡以下的政府（Subcounty general-purpose government）；另一為特殊目的政府

（special- purpose government），包含學區政府（school district government）及特

區政府（special dstrict government）本書整理如（表4-2）。 

 

表4-2：美國普通目的與特殊目的政府 

類型 
數目（2009

年） 

普遍目的政

府

（ general-pur

pose 

government） 

郡政府（County government），共201個 3,033 

郡以下的政府

（Subcounty 

general-purpose 

government） 

市級政府

（Municipal 

government） 

包含 city， 

boroughs(except in 

Alaska),，town (except in 

the six New England states, 

Minnesota, New York, and 

Wisconsin)， village 

19,492 

鎮區政府

（Township 

government） 

包含 town in Connecticut, 

Maine (including organized 

plantations), Massachusetts, 

Minnesota, New Hampshire 

(including organized 

locations), New York, 

Rhode Island, Vermont, and 

Wisconsin, and townships 

in other states 

16,519 

特殊目的政

府 （ special- 

purpose 

government） 

類型 
學區政府（school district government） 14,561 

特區政府（special district government） 37,381 

特殊目的性 

機場（Air transportation）、公墓

（Cemetery）、教育（Education）、電力

（Electric power）、消防（Fire 

protectionr）、瓦斯（Gas supply）、健康

（Health）、公路（Highway）、醫療

（Hospital）、住宅與社區發展（Housing 

and community development）、企業發展

（Industrial development）、圖書館

（Library）、貸款（Mortgage credit）、自

然資源（Natural resources）、停車場

（Parking facility）、公園和娛樂場所

（Parks and recreation）、港口設施（S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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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inland port facility）、排水設施

（Sewerage）、垃圾清運（Solid waste 

management）、（Solid waste 

management）、大眾運輸（Transit）、自來

水（Water supply）。 

資料來源：U.S. Census Bureau，2002：A-1；美國國家統計局網站

（http://www.census.gov/govs/cog/GovOrgTab03ss.html），檢視日期：2012年6月20日。 

 

    （表4-2）中較為人所知悉者，應為學區政府。學區政府（school district 

government）是由相關地方政治實體構成，在行政與財政上具有自主權，依據州

法以提供小學、中學及高等教育。而特區政府（special dstrict government）係指

針對特定服務或功能（一個或有限的特殊目的性），以較具效能的行政及財政自

主來行使其權能，至其運作機制包含district, authority, board, commission等態樣

（U.S. Census Bureau，2002：A-1）。 

 

（二）客家文化重點發展區可轉型為「客家語言與文化特殊目的政府」 

 

    雖然美國未有族群性質的特區政府，惟參酌美國特區政府針對特定服務或功

能之特區政府概念，為保障客家族群之語言及文化，可以將「客家文化重點發展

區」轉型為「客家語言及文化特殊目的政府31」。 

 意即，本計畫所建議的「客家語言及文化特殊目的政府」是以「客家文化重

點發展區」中的客家族群為主體，並由「客家文化重點發展區」所在地之地方自

治團體與中央政府共同組成「功能性」之「客家語言及文化特殊目的政府」，來

發展客家語言、文化、文化產業、知識體系等事項。有關客家文化重點發展區轉

型為客家語言及文化特殊目的政府之可行性及適當性，分析如次。 

 首先，臺灣已逐漸有設立區域性文化保護機制之趨勢。如為保護國家特有之

自然風景、野生物及史蹟，我國早於1972年間便制定《國家公園法》，以永續保

育國家特殊景觀、生態系統，保存生物多樣性及文化多元性（國家公園法第8條

                                                     
31

 如參照美國針對特定服務或功能之特區政府概念，精確用語應為「客家語言及文化特區政府」，

惟考量「特區政府」名詞易生誤解及爭議，且客家語言涉及教育事項，故本文採「客家語言及文

化特區政府」用語。 

http://www.census.gov/govs/cog/GovOrgTab03ss.html），檢視日期：2011


88 
 

第1款）。而於1995年成立的「金門國家公園」，係我國第六座國家公園，亦是第

一座以文化、戰役、史蹟保護為主的國家公園。1999年設立的「台江國家公園」，

則以保護生物多樣性濕地、先民移墾歷史及漁鹽產業文化為主。2011年底設立的

「壽山國家自然公園」第一座國家自然公園，也具有保護鳳山縣舊城、打狗英國

領事館官邸、旗後砲台、龍泉寺遺址等人文歷史古蹟之功能。32 從後期成立之國

家公園或國家自然公園之保護對象以歷史文化性為主，足見劃定特定區域，並跨

越現有直轄市、縣（市）行政區域，設置專責機關以保護特定歷史、文化，既具

必要性，亦具可實踐性。 

 而客家文化不但反映臺灣先民移墾歷史，亦是臺灣多元文化中不可或缺的部

分。客家族群遷徙至全臺各地，而產生不同「次類型」的客家文化，如六堆地區、

竹苗地區等，這些跨鄉（鎮、市、區）或跨縣（市）的客家地區，實無法憑藉單

一地方政府之力量推動其發展，加以不同的次類型客家文化，各具特殊性，而須

「因地制宜」，亦不宜由中央的客委會統一處理。是以，確有必要劃定特定範圍，

並設置專責機關以來推廣及傳承客家文化。 

 其次，原住民族群刻正積極推動《原住民族自治法》，或許此法仍有爭議，

但在大戰略上，客家族群應把握這個「機會之窗」，鼓勵並支持《原住民族自治

法》之立法，既彰顯客家族群之包容性及對多元族群共榮共存願景之追求，亦可

於原住民族設立原住民族自治區後，作為推動設立客家語言及文化特殊目的政府

之參照論述基礎。 

 第三，以「傳統客家共同體」為基礎建構客家語言及文化特殊目的政府，符

合客家歷史與發展。客家族群於清朝大量遷徙來臺，多來自大陸的嘉應州、潮州

府、惠州府、汀洲府，來臺後主要定居於日治時期之新竹州（今桃竹苗）、臺中

州（今中彰投）、高雄州（今高屏）；加以臺灣客家族群所使用語言腔調主要為四

縣（嘉應客）、海陸（惠州客）、大埔（潮州客）、詔安（漳州客）等（吳學明，

2007：44-48）。此種基於相同的歷史淵源、語言、文化、風俗習慣所形成的「傳

統客家共同體」，本就有地域上的「群居性」，目前政府公告的客家文化重點發展

區實具有各自語言或地域上的共同性，自可藉以作為設置客家語言及文化特殊目

的政府之基礎。 

                                                     
32 資料來源：內政部營建署

（http://np.cpami.gov.tw/chinese/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view=frontpage&Itemid=1&gp=1），檢視日期：2012 年 6

月 11 日。 

http://np.cpami.gov.tw/chinese/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view=frontpage&Itemid=1&gp=1），檢視日期：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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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特殊目的政府宜跨越目前行政區域：傳統客家區與現代生活圈之模式 

 

    為體現「客家語言及文化特殊目的政府」之「功能性之特區政府」精神，「客

家文化重點發展區」所在地之地方自治團體，除應包含直轄市、縣（市）與鄉（鎮、

市、區）外，更應打破現行行政區域範圍，將地理上相連之數個「客家文化重點

發展區」合併為一個「客家語言及文化特殊目的政府」。 

    為體現「客家語言及文化特殊目的政府」之「功能性之特區政府」精神，應

破除現行「客家文化重點發展區」以鄉（鎮、市、區）為範圍之概念，並跨越現

行行政區域範圍，將地理上相連之數個「客家文化重點發展區」合併為一個「客

家語言及文化特殊目的政府」，其可能的模式方向有二：（1）傳統客家區模式；（2）

現代共同生活圈模式。 

 

1、傳統客家區模式 

 

    傳統客家區模式，可以南部六堆的傳統客家區來說明。六堆包含中堆(竹田)、

先鋒堆(萬巒)、後堆(內埔)、前堆(麟洛、長治)、左堆(佳冬、新埤)、右堆(美

濃、高樹、甲仙、六龜、杉林)等鄉(鎮、區)，不但跨越了既存的鄉(鎮、區)行

政區域，更跨越了直轄市與縣（高雄市與屏東縣）之行政區域。六堆客家地區的

形成有其特殊的歷史時空背景33，渠可視為一個共同體，可稱為「六堆客家共同

體」。這個六堆客家共同體在清朝時期便已形成，後來係政府因其統治上的需要，

加以分設縣（市）、分設鄉（鎮、區）而異其管轄行政區。 

    而設置「客家語言及文化特殊目的政府」目的既為保障客家族群之語言及傳

                                                     
33 西元 1721 年（清康熙 60 年）朱一貴事變發生時，為保衛鄉里，防止亂事侵犯客庄，散佈在屏東平原的客家人，依

所在地理位置，組成民間義勇。設六營及巡察營七個營隊，共同抵禦外侮，亂事平定後，鄉勇解散回庄。到林爽文事變

時，決定改「隊」為「堆」(隊與堆客語諧音)，共有六堆，正式成為自治、自衛性質的組織。資料來源：六堆客家文化

園區（http://thcc.hakka.gov.tw/wSite/ct?xItem=3689&ctNode=464&mp=12），檢視日期：2102 年 6 月 11 日。 

http://thcc.hakka.gov.tw/wSite/ct?xItem=3689&ctNode=464&mp=12），檢視日期：2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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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文化，自當以「傳統客家共同體」為範圍，並跨越現行之地方自治區域。如以

「右堆」之傳統客家區合併屏東縣高樹鄉及高雄市美濃區、高樹區、甲仙區、六

龜區、杉林區為一個客家語言及文化特殊目的政府，或以整個六堆為一個大型的

客家語言及文化特殊目的政府。 

    亦可將臺灣傳統客家庄，按其一大片的塊狀分布，在臺灣北部（桃竹苗客家

庄）、中部（臺中東勢、新社客家庄）、南部（六堆客家庄）、東部（花東客家庄）

等分別設立「客家語言及文化特殊目的政府」，並視渠等之發展進程，進一步劃

定「客家語言及文化自治區」，另設置「客家語言及文化特區政府」。 

 

2、現代共同生活圈模式 

 

    共同生活圈是一個隨著都市化發展，人口聚居於都市，以「中心市鎮」為核

心，週遭為「衛星市鎮」之跨越既有行政區域之生活型態，並整合了人口聚落、

地理區位、產業經濟、生態環境、歷史文化、交通網絡等因素。「共同生活圈34」

的形成，乃是長期社會經濟演變的自然結果，不是任意性的行政作為所能創造。 

    如苗栗縣文化局2007年以整體的地理條件、生活習慣、族群文化與共同行為

等因素將苗栗縣分為苗北海縣（竹南、頭份部分地區、造橋部分地區），苗北山

縣（頭份部分地區、造橋部分地區、三灣、南庄），苗中海縣（後龍、西湖、苗

栗市部分地區），苗中山縣（苗栗市部分地區、公館、銅鑼、獅潭、頭屋），苗南

海縣（通霄、苑裡），苗中山縣（三灣、大湖、卓蘭、泰安）六大生活圈（王本

壯、劉淑萍，2010：353）。是以，客家語言及文化特殊目的政府亦可循共同生活

圈加以整合設置。 

 

 

                                                     
34 在共同生活圈基礎上，學者進一步提出「文化生活圈」的概念，指涉依區域內居民各種不同的文化性活動差異所劃分

出來的圈域及體系，在該空間範疇內的居民常從事著極具地方特色而異於他地的文化性活動（辛晚教，1995；王本壯、

劉淑萍，2010：3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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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鄉村型」與「都會型」雙軌制客家發展策略 

 

     隨著都市化與都市成長，共同生活圈內的各地方自治團體面對超越了原有

的區域疆界「跨域問題」，使既存的地方行政運作機制改變（如臺北市捷運公司

通車營運路線到了新北市），並促致地方自治團體之間，必須打破舊有本位主義、

地域性之自我拘束，必須跨越行政區劃上疆界隔閡，以共同合作之方式來解決跨

域問題，此即「跨域管理」或「跨域合作」。 

 

壹、大臺北都會區與跨域治理 

     

    有關跨域（across boundary）的定義，通常係指兩個或兩個以上的地方自治

團體或地方政府，因行政區劃而產生管轄權所有其範圍性，在彼此的業務、管轄

權範圍交界重疊的地方因權責模糊不明，而產生管轄權之爭議（積極爭議或消極

爭議），因此導致公部門的爭權（積極管轄權爭議）或推諉卸責（消極管轄權爭

議）而無法回應處理跨區域問題。 

    跨域問題通常發生在一個共同生活圈中存有一個或一個以上的地方自治體，

常因都市化帶來大量就學、就業之人口，產生居住與住宅需求，致房價高漲，讓

負擔不起高房價者居住於衛星市鎮，引發通勤之交通需求。如大台北生活圈，是

一個以「核心城市」（臺北市）為中心，向外包含新北市、基隆市、桃園縣部分

鄉鎮市等「衛星城市」之大型共同生活圈；這個共同生活圈有著許多跨區域、跨

領域及跨部門之「跨域問題」，諸如交通建設（捷運）、環保（垃圾清運）、河川

整治（淡水河）。 

    如同地方治理的思維，跨域問題之處理，不能僅靠資源有限的政府來管理，

必須要結合資源無限的民間力量，透過地方治理之方式來處理跨域問題，此即「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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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治理35」。 

 

  

         共同生活圈 

     

    

        跨域問題 

 

 

 

 

            跨域管理       跨域治理       特殊目的政府      合併自治體 

           （府際關係）   （民間力量）    （專責機關）     （事權集中） 

 

 

 

 

 

   政府績效評估                                                       府際財政 

     行政革新                                                         地方派系 

 

 

圖 4-1：共同生活圈的跨域問題處理 

 

 

貳、大都會型直轄市與生活圈 

 

    大都會型直轄市是整合人口聚落、地理區位、經濟產業、交通網絡、歷史文

化、生態環境等諸多面向的「生活圈」。「生活圈」的形成，乃是長期社會經濟演

變的自然結果，不是任意性的行政作為所能創造。政府的角色，在於透過行政區

畫的調整、賦稅制度的改革、以及區域發展計畫的補助，協助生活圈既有的正面

                                                     
35更具體來說，就是透過地方治理，以共同協力、相關社群之參與、公私部門共同合作或地方自

治團體間之協定等各種方式，來有效處理跨域性問題。《地方制度法》也於2010年增訂第24條之1、

第24條之2、第24條之3，推動跨域治理。特別一提的是，《地方制度法》第24條之1的修法說明，

「其他合作方式」包括與非營利組織合作，顯已融入「跨域治理」思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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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能進一步發揮，而阻礙發展的負面因素則逐一排除。故未來國土規劃將以建構

「北台灣」、「中台灣」、「南台灣」三大生活圈為目標。 

    在「三大生活圈」政策目標上，我國之所以不採東京或倫敦以集中資源來發

展單一區域（發展極）之都會區發展模式，主要是考量台灣過去歷史長期發展軌

跡與人民生活經驗，因此採取推動以二至三個成長極（growth pole），來解決重

北輕南問題，落實區域均衡發展。 

 

参、跨域治理與大臺北客家政策 

 

    我國現行政府治理方式大致可分為二個機制：一是依行政轄區範圍分由地方

自治團體管理，如直轄市、縣（市）及鄉（鎮市）自治區域；一是依業務性質劃

定特定空間範圍，由特定機關管理，如國家公園由國家公園管理處管理。另從區

域均衡、永續發展、國家競爭力角度以觀，未來國土治理之趨勢為「跨域合作發

展模式」及「流域生態治理區模式」。 

    行政院將國土空間劃分為北北基宜、桃竹苗、中彰投、雲嘉南、高高屏、花

東及離島七個區域成為生活圈，希望在每個區域生活圈內，均有相當人口與腹地

支撐其區域之發展與消費市場，所投入之公共建設亦較具經濟效益，每個區域可

根據區域內產業特色與地理環境各自定位，創造各區域之特殊競爭優勢，對於花

東及離島區域，則必須再輔以其它特別措施、計畫或法案，來強化其發展，如此

才能逐步達到區域均衡發展，並朝向各個區域發展成獨立經濟體之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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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方政府之管理                                        上下級政府協力解決 

（由上而下解決問題）                                    （垂直府際關係） 

 

大臺北都會區 

 客家共同/各自問題 

 

 

  地方政府之治理                                    同級政府協力解決 

（由下而上解決問題）                                （水平府際關係） 

 

 

 

 

 

 

                             大臺北都會區 

                               客家政策 

 

圖 4-2：大臺北都會區客家政策 

 

    在全球化的今日，良善的治理（good governance）成為各國政府積極努力達

成的目標。二十一世紀的臺灣，面對快速的全球政經變局，及中國大陸之潛在威

脅與競爭，有必要建構一個寬廣的政府與民間夥伴關係，以整合上層政府（high 

politics）與下層政府（low politics）及民間的人力、組織與資源（趙永茂，2007：

7）。在強調「民間力」與「多元參與」之治理概念下，第二階段臺灣客家運動

雖走入體制內，但還是要與民間社會力結合來形成客家政策及法制規範，此即「客

家治理」。 

    大臺北都會區橫跨臺北市、新北市、基隆市三個地方自治團體，大臺北都

會區之客家政策涉及跨域問題與跨域管理，為研製優質的大臺北客家政策，就需

要大臺北都會區三個地方自治團體間之跨域治理與客家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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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大臺北都會區需要「雙軌制」客家發展策略 

 

臺灣都會區客家發展問題有別於鄉村區。臺灣因都市化的發展，人口聚居於

大都會區，許多客家人已逐漸搬離傳統鄉村客庄，而進入大都會城市居住。這些

進入大都會城市的客家族群是最容易發生「隱形化」及「族群認同改變化」的一

群。 

而客家委員會目前公告的客家文化重點發展區多為「鄉村型」市鎮，如大臺

北都會區（即臺北市、新北市、基隆市）中無任何客家文化重點發展區，於政府

未來資源配置上，恐將不利於「都會區」客家族群之發展。 

為解決此種客家族群發展之「城鄉困境」，政府有必要構思並採行鄉村型與

都會型之「雙軌制」客家發展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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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大臺北都會區客家發展策略 

 

本章將以臺北市、新北市、基隆市之「施政計畫」、「組織編制」、「經費預算」

為基礎，來分析各該地方自治團體之客家政策主軸為何，加以檢討，俾利提出大

臺北都會區客家發展策略。並在此策略思維主軸下，於第六章已臺北市為核心提

出具體的「臺北市都會客家政策建言」。 

 

第一節 目前大臺北都會區之客家政策 

 

以「大臺北共同生活圈」為基礎所形成之「大臺北都會區」，係以臺北市、

新北市、基隆市三個地方自治團體為核心，桃園縣部分鄉鎮或許也可涵括在「大

臺北共同生活圈」內，惟就直轄市、縣（市）層級自治體以觀，仍應以臺北市、

新北市、基隆市為分析主軸。 

 

壹、基隆市客家事務附屬於文化局：專屬性不足 

 

一、基隆市未設有專責客家事務機關 

 

查基隆市未設有客家事務專責機關，僅於2002年12月3日基隆市政府第1051

次市務會議通過《基隆市政府客家事務委員會設置要點》，採任務編組方式設置，

委員由市長聘兼，行政人員由市府現職人員派兼，委員及派兼人員均為無給職。 

亦即，基隆市政府客家事務委員會根本不是一個具有推動客家事務或決定客

家政策權能的實權機關（任務編組），其預算編列於文化局下，自然基隆市不會

有明確的客家政策，對基隆市的客家發展是不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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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基隆市客家政策為文化政策的一小部分 

 

依《基隆市政府101年度施政計畫》僅在其「文化部門」中的「策略績效目

標」項下「六、藝文推廣暨文化發展」之衡量指標六，列有客家文化、語言之保

存及傳承，具體衡量標準為辦理客家語文研習、客家文化觀摩交流、市客家合唱

團研習等活動計5場次以上。至文化局中針對客家專屬預算編列則為「客家文化

會館徵收」費用2,950千元。 

事實上，《基隆市政府101年度施政計畫》計劃目標重點中並未提及客家事務，

僅在衡量指標之細項中有一簡要的家文化、語言之保存及傳承，嚴格來說，基隆

市根本沒有客家政策。 

 

貳、解析臺北市、新北市客家政策 

 

依「新北市政府客家事務局101 年度施政計畫重點」，新北市政府客家事務

局101 年度列有28項的計畫。另參照「臺北市政府客家事務委員會101年度施政

計畫」及「臺北市政府客家事務委員會101年06月施政報告」，本計畫將臺北市與

新北市客家政策比較如（表5-1）。 

 

 

 

 

 

 

 

 



98 
 

 

 

表 5-1：臺北市與新北市客家政策 

市別 臺北市 新北市 

語言權 

營造臺北市客語社會；客

家文化到校服務；客語輔

助教材出版；幼兒園客語

教學活動；客語師資人才

培訓；臺北客家書院 

客語魔法學院；客語服務人員培

訓；新北市幼兒客語學習成果發

表會；客語認證補助 

文化權 

客家文化季刊；客家文化

節主軸活動；臺北客家義

民祭36；補助優異客家藝

文表演團體 

新北客家文化節暨義民祭典活

動；客家文化團體巡迴表演；金

客獎；新北市客家文化季刊；新

北市童遊客家刊物 

客家文化產業 
舉辦臺灣客家優質文創

產業都心推廣活動 
客家產業輔導及推廣 

客家研究（客家

知識體系/客家

學） 

客家學術研究發展暨客

家藝文展演、語言才藝研

習活動計畫 

客家文化學術研討會 

客家媒體 客家廣播節目 客家廣播節目 

國際客家交流  大陸河南客家原鄉交流 

組織編制 
無副主委 置 1副局長 

設有 2個業務組 設有 3 個業務科 

法定

預算 

101年 160,285 千元 186,090 千元 

100年 163,702 千元 226,327 千元 

增減 減少 3417千元 減少 40,236 千元 

註：詳細施政計劃可參見附錄。 

 

    從臺北市與新北市之政策主軸以觀，臺北市與新北市投注了相當多的資源與

預算於客家語言及文化傳承的「執行性」、「技術性」、「例行性」事務，但似乎缺

乏「整體性」、「戰略性」宏觀政策思考。 

                                                     
36

 從臺北市客委會的施政計畫與組織編制來看，客委會似乎將義民祭視為文化性活動，但義民

祭時可發展成為文化產業性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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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別是，在2010年《客家基本法》通過後，臺北市、新北市2012年的客家政

策重點、預算資源配置及組織編制，並未充分反映出《客家基本法》之「客家文

化產業」、「客家知識體系」、「客家媒體接近權」等。 

    更令人擔憂的是，《客家基本法》既已設計了「客家文化重點發展區」，且大

臺北都會區皆非屬「客家文化重點發展區」，未來大臺北都會區之客家發展勢將

由地方自治團體承擔更大的責任，但迄今尚未看到臺北市、新北市客家事務主管

機關對「客家文化重點發展區」之思考與因應方案。 

 

参、中央、臺北市、新北市客家政策各自為政：無溝通協調機制 

 

    本計畫先於2012年6月19日邀請學者專家、社團及平面媒體負責人召開第1

次小型之焦點座談會，彙整相關意見，並擬具更具體明確之討論題綱後，再於2012

年7月11日召開第2次大型之焦點座談會。 

    第2次焦點座談會邀請了中央層級之客家委員會，地方層級之臺北市政府客

家事務委員會、新北市政府客家事務局、基隆市政府客家事務委員會，及國民黨、

民進黨與學者專家與會。此次會議，臺北市政府客家事務委員會主任委員、新北

市政府客家事務局局長，均親自與會，並全程參加會議，對於相關客家議題之釐

清，甚有助益。 

    就第2次焦點座談會之與會人員發言來看，臺灣的客家事務呈現了一個整合

性不足、各行其事的問題。地方客委會不清楚中央客委會的客家政策為何，中央

客委會也不瞭解地方的實務運作。 

 

第二節 大臺北客家政策理念應有之思維 

 

未來大臺北都會區對於客家事務之推動，不應單打獨鬥，應有「整體性」、「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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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性」之合作機制；本計畫認為大臺北都會區在推動客家政策之理念思維如下。 

 

壹、基隆市應設置專職人員推動客家事務 

 

公共事務之推動，需要「法令」、「預算」、「人員」三個支柱，始得克竟全功；

現代政府機構運作中，設置專責機關與專職人員，方可能有專屬預算資源。目前

基隆市僅有任務編組型態之「基隆市政府客家事務委員會」，亦無專職主委與專

職職員，對於基隆市客家事務之推動，可謂心有餘而力不足。 

是以，基隆市應將「任務編組型態」之客家事務委員會，改制為「機關型態」

之客家事務委員會，並設置專職人員、編列專屬預算，俾利基隆市之客家發展。 

 

貳、臺北市、新北市、基隆市應以「跨域治理」思維推動客家事務 

 

臺北市、新北市、基隆市既然已形成一個共同生活圈，客家事務之推動，自

應以「跨域治理」思維來加以推動。更具體來說，就是透過地方治理，以共同協

力、相關社群之參與、公私部門共同合作或地方自治團體間之協定等各種方式，

來有效處理跨域性之客家問題。 

事實上，臺北市、新北市、基隆市早已有跨域合作之機制。如2005年11月結

合北臺八縣市政府組成的「北臺區域發展推動委員會」，已陸續就休閒遊憩、交

通運輸、產業發展、環境資源、防災治安、文化教育、健康社福、原住民客家族

群與新移民等八大議題展開「地方與地方」的對話與合作。所謂「北臺區域」係

指宜蘭縣、基隆市、臺北市、新北市、桃園縣、新竹市、新竹縣與苗栗縣等八個

地方直轄市及縣（市）政府所轄之行政區域範圍。 

再加上《地方制度法》也於2010年增訂第24條之1、第24條之2、第24條之3，

推動跨域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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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以，在現行已有多途徑之跨域合作或跨域治理之機制下，臺北市、新北市、

基隆市應善用現行之跨域合作方式，充分協調合作，俾利大臺北都會區整體之客

家發展。 

 

参、大臺北應以《客家基本法》為主軸推動客家事務 

 

    從本計畫前段對《客家基本法》分析，本計畫認為臺灣《客家基本法》具有

十個主要重點：（1）客家事務相關概念、名詞之基本性定義；（2）強化客語之復

振與傳承；（3）客語之公共化：公事語言之推動；（4）創設客家文化重點發展區；

（5）發展經濟權之文化產業；（6）推動客家知識體系之發展；（7）客家族群傳

播與媒體近用權之保障；（8）客家公務專業化：國家考試增訂客家事務相關類科；

（9）全球客家文化交流與研究中心；（10）全國客家日與客家族群意識凝聚。 

    其中許多《客家基本法》所規範事務之推動，有賴地方自治團體的配合。例

如，推動公事語言之價值，主要就是在地方政府，畢竟一般民眾日常接觸之政府

機關（如區公所、戶政事務所）多屬地方政府管轄。又例如，經濟權之文化產業，

其須以地方客家文化特色，因地制宜的發展該地之客家文化產業特色，這亦有賴

地方自治團體之積極作為。 

    惟經檢視目前臺北市、新北市、基隆市所推動之客家事務主軸，有許多《客

家基本法》所規範事項，尚未成為施政計畫主軸。《客家基本法》既為客家事務

之根本大法，臺北市、新北市、基隆市本於「依法行政」，自有義務加以實踐落

實。 

     

肆、大臺北應思考「非」客家文化重點發展區之客家發展策略 

 

一、中央客委會將優先補助客家客家文化重點發展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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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客家基本法》第6條，行政院客家委員會對於客家人口達三分之一以上

之鄉（鎮、市、區），應列為客家文化重點發展區，加強客家語言、文化與文化

產業之傳承及發揚。前項重點發展區，應推動客語為公事語言，服務於該地區之

公教人員，應加強客語能力；其取得客語認證資格者，並得予獎勵。 

客家委員會為落實《客家基本法》第6條規定，加強客家文化重點發展區之

語言、文化及文化產業傳承與發揚，透過中央政府資源挹注，加速客家語言、文

化及產業之健全發展，爰依據行政院2012年6月11日院授主預政字第1010101302

號函示原則，訂定《客家文化重點發展區計畫提高補助比率暫行作業要點》。 

《客家文化重點發展區計畫提高補助比率暫行作業要點》之主要計畫類別為：（1）

客家文化生活環境營造計畫。（2）客家文化重點發展區先期資源調查暨整體規劃

計畫。（3）客家文化設施活化經營補助計畫。（4）客家社區聚落空間保存及再利

用計畫。（5）客家特色文化加值產業發展計畫(公共設施類)。 

    客家委員會每年依據客家文化重點發展區之鄉(鎮、市、區)公所財力情形、

客家人口比例、計畫執行成效與能力及政策效益等面向，經本會綜合評核後據以

調整該鄉(鎮、市、區)最高補助比率。經評核結果確有需求之鄉(鎮、市、區)，

本會得視年度預算編列情形，依據「中央對直轄市及縣(市)政府補助辦法」之附

表一「中央對直轄市、縣(市)政府補助事項及最高補助比率」五級為基準，優先

依各級次分別調高補助比率，如表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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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2：《客家文化重點發展區計畫提高補助比率暫行作業要點》之鄉(鎮、市、

區)適用調整後之最高補助比率 

級次 原補助比率 調整後補助比率 備註 

第一級 - - 不予補助 

第二級 78 85 調高 7% 

第三級 84 89 調高 5% 

第四級 86 91 調高 5% 

第五級 90 95 調高 5% 

 

    「客家文化重點發展區」涉及客家語言權、文化權、文化產業、公事語言等

規範，對客家發展與客家事務之推動，具有重要之功能。 

 

二、大臺北都會區地方政府應有相應之作為 

 

    大臺北都會區中，雖無任何「客家文化重點發展區」，但不代表客家發展會

受到限制，只要大臺北都會區之地方客家事務主管機關能提出「都會型」的客家

發展策略，應可適度彌補《客家基本法》中「客家文化重點發展區」之不足，甚

至可能將客家事務推動的更成功。 

 

肆、大臺北客家政策應展現先於中央政策之「創新性」 

 

身為首善之區的大臺北都會區，是一個移民城市、是一個多元族群城市，不

但有臺灣各族群，更有來自不同國家之外籍人士。大臺北都會區應善用此優勢，

以「多元文化主義」為蘊底，構思「都會型」創新性之客家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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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大臺北客家發展策略之建言 

 

一個城市的偉大，在於其「包容性」與「開放性」。一個能涵養多元文化的

包容性城市，一個能包容不同文化的開放性城市，是一個持續進步的偉大城市。

從差異政治( the politics of difference)及其所投射出制度性肯認（institutional 

recognition）觀點(Young，2007：88)，當不同族群的人們遷移至都市時，共同

生活在這個城市，城市的住民們，既要尊重各族群間的文化差異性，也要珍視各

特色文化的獨特性，更要在制度上肯認文化的多樣性。 

當客家族群從客庄移居到城市時，如果這個城市能尊重客家文化、欣賞客家

文化產業、消費客家文化產品，不但能豐富這個城市的文化多樣性，更能提升城

市總體的經濟產值，以孕育出一個偉大的城市。 

基於大臺北都會區既然無「客家文化重點發展區」，為求以制度化機制促進

大臺北都會區之客家發展，本計畫建議可思考設立「客家都會主題發展區」，並

配合「發展客家文化產業」，俾利大臺北之客家發展。 

 

壹、以「文化產業化」積極發展「都會」客家文化產業 

 

一、客家文化產業之群聚效應 

 

所謂產業群聚，是指在特定空間領域範圍內，相鄰近的廠商及機構維持某種

型式之互動關係，相互影響與支援，於生產鏈上緊密分工達到生產效率，而形成

外部性，中小型企業也能因此享受規模經濟之利益，並得以持續研發與創新（金

家禾、徐欣玉，2006：3；金家禾、周志龍，2007：57）。 

至於群聚效應（cluster effect）為何？群聚可產生兩種外部效應，一為群聚

廠商可分享生產或管理知識，以增進企業之生產效率；另一降低消費者之搜尋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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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可吸引更多消費者至群聚地區消費，並提高群聚整體的市場需求（羅萱、鍾

憲瑞，2010：25）。 

而文化產業之產值範圍更大於一般產業，除核心之文化產業外，其經濟效益

尚可擴及至支持產業、周邊產業、衍生產業等（如圖5-1）。 

 

 

衍生產業 

（玩具、禮品、服裝） 

 

周邊產業 

（餐飲、旅館） 

                              

支持產業 

（金融、科技、傳媒） 

 

核心產業 

（文化創意產業） 

     

 
圖 5-1：文化產業的產值圖 

（資料來源：萬無畏等，2008：89） 

 

    也就是說，文化產業具有產業火車頭之地位，透過文化產業之成功發展，將

可帶動其他產業之發展；而要讓文化產業發展，就要發揮文化產業之群聚效應。 

    「苗栗三義鄉木雕文化產業」是一個「產業群聚效應」之成功案例，木雕師

傅與業者群聚，形成木雕街及木雕觀光市集，再加上政府於成立「木雕博物館」，

及在地大企業（裕隆汽車）開始辦理「木雕金質獎」，這種結合政府與民間資源

之發展策略，讓三義木雕文化產業發展相當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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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客家文化產業發展模式 

 

文化產業對經濟活動之正面影響在於（1）消費者直接購買滿產品或服務之

經濟收益，（2）帶動餐飲業或運輸業等相關行業或個人收益之經濟收益，（3）提

高就業率，（4）促使經濟基礎多元化（張維倫等，2003：158）如何積極發展文

化產業以促進經濟收益？如何讓既有的產業添加文化的元素，讓傳統的文化導引

至經濟的活動？這正是「文化產業化、產業文化化」發展方向所在。 

「文化產業化」係將文化視為一種產業，以研發、創新的手段提煉出文化之

特殊性及吸引性，並透過包裝、行銷來散布，以獲取經濟收益；「產業文化化」

係將日常的社會、經濟活動，灌入文化元素或結合文化意識，讓消費者購買、使

用產品時，也體驗文化的歷史根源之懷舊情懷，及文化的衝擊之新奇性（劉煥雲

等，2006：192）。 

 

（一）文化產業化模式 

 

     「琉璃工房」是一個「文化產業化」之成功案例（王素彎，2004：1）。1987

年由楊惠姍、張毅成立於臺灣淡水的琉璃工房，以深具中國文化特色的琉璃，成

功地打響了品牌，更創造了龐大經濟收益。 

    另灣客家的義民信仰，既是客家族群的信仰圖騰，也是客家族群建構自我認

同時的重要載具（林秀昭，2009：31）。以2011年臺北客家義民祭為例，除了祭

拜義民爺外，尚有傳統陣頭獻藝演出、挑擔奉飯及踩街創意秀、客庄主題節慶等

精彩展演，周邊活動還有集章學習單、美食攤位、神豬展示等多元內容。37臺北

客家義民祭，此種宗教性的客家文化產業，已成為臺北市重要的文化活動，在政

府的包裝、行銷下散布，帶動相關支持產業、周邊產業、衍生產業。 

                                                     
37 資料來源，臺北市政府客家事務委員會網站

（http://www.hac.taipei.gov.tw/ct.asp?xItem=1047453&ctNode=26423&mp=122021），檢視日期：2012 年 3 月 1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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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客家產業文化化模式 

 

「苗栗大湖酒莊草莓文化園區」是一個「產業文化化」之成功案例（俞龍通，

2008：225）。由大湖鄉農會透過興建大型草莓文化展館及經營草莓休閒酒莊，將

傳統草莓產業賦予文化意涵，提升草莓農業之附加價值；讓大湖草莓文化創意產

業包含生產型、中介型及服務型之經營模式。2010年，大湖酒莊生產之「草莓淡

酒」，參加比利時「布魯塞爾世界酒類評鑑」，在49個國家共6,964款參賽酒品激

烈競爭下，脫穎而出，奪得銀質獎佳績。38 

 

（三）客家文化產業整合性模式 

 

「客家桐花祭」是一個「文化產業化、產業文化化」之綜合性成功案例，油

桐樹（桐油）曾是客家地區重要的經濟作物，在其經濟價值不復存在後，行政院

客家委員會以「五月雪」的文化意象，開始積極推動「客家桐花祭」；後來更加

入了「文學」、「音樂」的元素，辦理桐花音樂比賽及文學獎等；以2010年客家桐

花祭收益調查，有高達684萬遊客人次，創造231億元之產值（行政院客家委員會，

2010：28），若依遠見雜誌「建國百年」大調查，「客家桐花祭」榮登「最能代表

臺灣精神和文化」第七名39。也就是說，先以「產業文化化」方式，將傳統已沒

落的油桐樹產業賦予文化意象，待其文化產業發展成熟後，再將已提升為文化性

活動之客家桐花祭，連結其他支持產業、周邊產業、衍生產業，以創造更大的產

值。 

惟此類以「文化產業化、產業文化化」發展之客家文化產業，於發展成功後，

                                                     
38資料來源，苗栗縣政府網站

（http://www.miaoli.gov.tw/cht/newsview_snyc.php?menuID=892&forewordID=98766&secureChk=4

6aad1d263892320c3091e774），檢視日期：2011 年 5 月 21 日。 
39 資料來源，客家委員會網站（http://tung.hakka.gov.tw/0000021/article-0001893-3），檢視日期：2012 年 6 月 14 日。 

http://tung.hakka.gov.tw/0000021/article-0001893-3），檢視日期：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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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須面對二個與客家發展攸關的核心問題：（1）如何有效且深刻地傳遞客家傳統

價值給新一代客家族群；（2）如何滿足參與者對各文化產業的文化深處的歷史尋

根之企求。以最成功的「客家桐花祭」來看，如何將油桐樹或桐花與客家傳統價

值連結，以及如何透過桐花開啟客家族群的歷史尋根之旅，是在賞桐花、食用客

家飲食外，更應該努力強化之故事論述。 

 

三、地方客委會應將發展客家文化產業定為法定職權 

 

本計畫所整理之臺灣《客家基本法》十個主要重點之一為「發展經濟權之文

化產」，檢視中央與地方對《客家基本法》之落實，中央客委會已調整施政計畫

主軸與組織編制，但地方客委會卻未對「客家文化產業」認真地加以重視。 

 

（一）北市客委會尚無發展客家文化產業之法定職權 

 

以大臺北都會區來看，臺北市政府設有客家事務委員會及原住民族事務委員

會，新北市政府設有客家事務局及原住民族事務局，基隆市政府設有任務編組型

之客家事務委員會（預算編列於文化局）及於民政局內設有原住民行政科。 

雖然臺灣的地方自治團體雖早已注意到城市中的多元族群共存事實，並設立

族群專屬的行政機關以協助該族群之發展；但這些客家事務專屬機關仍著重於客

家語言及文化之傳承，尚未積極觸及客家文化產業，如臺北市政府客家事務委員

會之法定職掌事項未有客家文化產業之推廣。 

依《臺北市政府客家事務委員會組織規程》第4條規定，北市客委會設下列

各組、室，分別掌理各有關事項：（1）第一組：掌理客家事務政策之規劃、研究

發展與施政計畫、客家文化會 館及客家藝文活動中心之設置與管理監督、國內

外客家事務合 作與交流等事項。（2）第二組：掌理客家傳統文化之保存與推廣、

客家語言之發展、客家禮儀之研究、客家傳統民俗及語言人才之培育、客家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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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作與客 家社團輔導等事項。（3）秘書室：掌理文書、檔案、資訊、法制、研

考、事務、出納、採購 等事項及不屬其他各組事項。 

事實上，臺北市的文化產業發展，係歸由任務編組性質之「文化產業發展委

員會」（預算編列於文化局），至臺北市產業發展的主管機關為「臺北市政府產業

發產局」。在此種事權及資源分散各局會之情況下，客家文化產業之發展自屬不

易。 

 

（二）中央客委會設專責業務單位發展客家文化產業 

 

    依 2011年 6月 29 日公布《客家委員會組織法》40第 2條規定，客委會掌理

事項：（1）客家事務政策、制度、法規之綜合規劃、協調及研議事項；（2）地方

及海外客家事務之研議、協調及推動；（3）客語推廣及能力認證之規劃及推動；

（4）客家文化保存與發展之規劃、協調及推動；（5）客家文化產業發展、創新

育成與行銷輔導之規劃、協調及推動；（6）客家傳播媒體發展、語言文化行銷之

規劃、協調及推動；（7）所屬客家文化機構之督導、協調及推動；（8）其他有關

客家事務事項。 

    若與 2001年 5月 16日公布《行政院客家委員會組織條例》第 3 條41相比較，

可以觀察到行政院客家委員會的階段，其主要政策目標在復振客語與復興客家文

化（此時尚未有客庄文化產業之經濟政策目標）；而在客家委員會的階段，新增

「客家文化產業發展」納入政策目標。 

    也為達此「客家文化產業經濟發展」之政策目標，2011年 9月 29 日發布《客

                                                     
40

 依 2010 年 2 月 3 日修正《行政院組織法》第 4 條第 8 款規定，行政院設「客家委員會」，配

合行政院組織改造，2012 年 1 月 1 日「行政院客家委員會」改制為「客家委員會」。 
41 《行政院客家委員會組織條例》第 3 條規定，客委會掌理事項：（1）客家事務政策、制度、

法規之綜合規劃、協調及研議事項；（2）客家文化之保存及推動事項；（3）客家語言、客家民

俗禮儀、客家技藝、宗教之研究與傳承規劃及協調事項；（4）客家教育之規劃協調、客家人才

之培育及訓練事項；（5）客家傳播媒體、文化團體與文化活動之推動及獎助事項；（6）客家事

務相關資料之調查、蒐集、分析及出版事項；（7）促進族群融合事項；（8）海外客家事務合作

及交流事項；（9）議事、文書、印信、出納、庶務及公共關係事項；（10）其他有關客家事務

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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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委員會處務規程》自 2012年起增設「產業經濟處」，專責推動辦理客家文化產

業工作，以發展客庄經濟。 

 

四、「臺北市客家文化基金會」轉型都會客家文化產業發展智庫 

 

    「財團法人臺北市客家文化基金會」目前主要業務為「臺北市客家文化主題

公園」之營運，並受臺北市政府客家事務委員會之大量經費補助，惟該基金會對

臺北市客家文化主題公園之經營績效，實有大幅改進之空間，主管機關應認真思

考將「臺北市客家文化主題公園」營運權另作適當之安排，並將「財團法人臺北

市客家文化基金會」轉型為研發機構，作為都會客家文化產業發展之智庫。 

 

貳、設立「都會客家主題發展區」 

 

中央客委會依《客家基本法》已公告之「客家文化發展區」中，大臺北都會

區在「無」客家文化發展區之困境下，可能的因應作為策略為何？本計畫建議可

由地方自治團體設立「都會客家主題發展區」。 

 

一、設立「都會客家主題發展區」之必要性 

 

若能設立「都會客家主題發展區」，相信將會獲致「資源集中化」、「發展標

的明確化」之效果；且彰顯都會區客家族群之存在，以促其「公共化」之象徵意

義，故設立「都會客家主題發展區」確有其必要性。 

 

二、設立「都會客家主題發展區」之方式：社區營造 

至如何設立「都會客家主題發展區」仍待更多的討論。本計畫初步認為因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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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都會區中，族群聚居性色彩不明顯，不易以相對人口比例來界定「都會客家

主題發展區」；建議可採「主題性」及「社區化」之發展模式，以文化性、宗教

性、藝術性等之主題，結合在地社區，循由下而上之治理（governance）途徑，

形塑「都會客家主題發展區」。 

例如，以「臺北市客家文化主題公園」為核心，運用「社區總體營造」之概

念，結合周遭客家族群聚集較多之龍泉市場與泰順街，將此區域劃定為都會客家

主題發展區。而設立「都會客家主題發展區」之途徑，本計畫建議可循： 

 

（一）修正《客家基本法》途徑 

 

    建議《客家基本法》增訂第6條之1：「客家委員會應以直轄市內之客家社區

為主，結合周遭社區，列為都會客家主題發展區，加強客家語言、文化語文化產

業之傳承與發揚。」 

 

（二）制定《自治條例》途徑 

 

    依《地方制度法》第25條及第28條規定，制定《臺北市都會客家發展自治條

例》及《新北市都會客家發展自治條例》，由臺北市政府及新北市政府設置「都

會客家主題發展區」。 

    事實上，臺北市政府曾以地方政府之力量，設置內湖、南港軟體科學園區，

並獲致相當發展，故由臺北市政府設置「都會客家主題發展區」是可行的。 

 

二、設立「都會客家主題發展區」之預期效益 

 

    本計劃指出當前客家發展的迫切危機區域是在都會區之客家族群，設若能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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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都會客家主題發展區」，對大臺北都會區客家族群發展之助益為： 

（ㄧ）客家民俗信仰、文化、音樂、語言等，降低「隱形化」，提高「公共化」。 

（二）讓都會區內的客家人知道並認識其他客家人，以利形成「客家情懷社群」

（Hakka Image Community）或「客家虛擬社區」（Hakka Virtual Community）

42。 

（三）讓政府知道客家人在哪裡及其數目，俾利預算資源之配置。 

（四）增加大臺北都會區之城市文化多樣性，讓非客家族群知道客家文化之美。 

 

参、設立跨區域「客家行政法人」 

 

    臺北市雖設置有「財團法人臺北市客家文化基金會」，並負責「臺北市客家

文化主題公園」之經營。惟「基金會」或受限於組織章程、或受董事會組成結構

之影響，易產生「政治凌駕專業」之隱憂。 

    基於「政治歸政治、文化歸文化」之政文分離思考，本計畫建議客家事務專

責機構可採「雙軌制」，以《行政法人法》為依據，整合臺北市、新北市、基隆

市，設置跨區域「客家行政法人」。 

    由「客家行政法人」處理專業性程度高、公權力程度低之客家事務；客委會

職司宏觀政策規劃及需公權力基礎之客家事務。藉此，相信可以擺脫客家事務之

僵化行政流程限制，以使客家事務資源運用更具效能，並能帶出客家事務的更多

創新觀念或作為。 

    申言之，考量客家語言及文化之快速流失，保存客家語言及文化具有高度之

必要性與迫切性；並借用柯承恩教授觀點，文化藝術需要高度的創意，但是組織

的運作卻需要管理；如何讓管理的機制協助客家文化之傳承與發揚，引領臺灣成

                                                     
42 此種「客家情懷社群」或「客家虛擬社區」，是跨越地理疆界，運用現代科技（如 Facebook、MSN 等交友網站）或傳

統社團（如同鄉會、山歌班等）串連散居在都會區各地之客家人，使之產生如同居住在共同一個社區的共同歸屬感，並

以此客家虛擬社區，共同分享客家原鄉情懷。另外，本計畫亦在思考，客家文化重點發展區是否可跳脫行政區域之疆界，

揚棄傳統地理空間（place）的概念，而以「non-place」的概念，以客家情懷社群來進一步發展客家文化重點發展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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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成為全球客家文化交流與研究中心，而不會因管理結構的專業性不足，反而限

制了客家文化的發展，設置「客家行政法人」是一個可以認真思考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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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臺北市都會客家政策建言 

     

    以第五章之大臺北都會區客家發展策略為基礎，本章以全國首善之區，亦是

大臺北生活圈之核心城市的「臺北市」為核心，進一步提出臺北市都會客家政策

之具體建議。 

 

第一節 臺北市客家文化主題公園發展為臺北新客庄 

 

    依臺北市客家文化主題公園網站說明，客家文化主題公園的前身是臺北市兒

童交通博物館，後交由臺北市政府客家事務委員會籌劃。它是 2008 至 2011年之

連續性工程，初步於 2008年 10月完成全案規劃設計，至 2009年 4 月底前完成

主體工程發包作業，同年 5月 20日舉行開工典禮，進入主體工程施作。本案之

基地面積為 4.03公頃，園區計畫以「人文、生態、教育、科技、產業、農家樂」

等主題做為六大軸心，打造出兼具親水及客庄性質之市民公園。「客家文化主題

公園」位於臺北市汀州路與師大路的精華地段，一邊銜接自來水博物館、寶藏巖，

一條文化路線儼然成形；另一邊通過古亭庄遺址，沿著師大路前進，穿過客家族

群聚集的龍泉市場，進入泰順街等客家人較多的地區，客家社區路線於是建構出

來。 

 

壹、檢視客家文化主題公園之營運 

 

    公共政策是政府權威當局為解決特定問題之作為，故須先釐清「臺北市客家

文化主題公園」營運上之問題，始對症下藥地得提出具體政策建議。本計畫經實

地勘查「臺北市客家文化主題公園」後，發現下述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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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硬體設施之面向 

 

（一）館場空間設計及使用有待活化 

    如客家文化中心地下一樓平日偶有幼兒園孩童前往活動，假日僅供志工、工

作人員、活動團體等用餐，空間未活化利用。 

 

（二）館場空間之親民性不足 

    園區具有廣大綠地，是臺北都會區一處值得休憩的場所，惟整個園區幾乎沒

有任何座椅，僅在菸樓涼亭（二樓）下層有二張座椅（一樓）；且烈日或雨天亦

僅有菸樓涼亭小面積處可供避雨，園區內之「親民性」有待加強。 

 

（三）館場各項重點設施之教育性不足 

    諸如菸樓涼亭、敬字亭、茶山水田、伯公廟等園區主宣傳設施均未有展示說

明牌，字無法讓客家新生代及非客家族群瞭解其意涵，宜有詳細的源流說明。 

 

（四）部分設施未顧及弱勢者需求 

    如客家文化中心共有三層之展館，但廁所未設置身心障礙廁所，且廁所門口

前有臺階，對身心障礙者非常不便利。 

 

二、軟體活動之面向 

 

（一）活動參與者之侷限性 

    客家文化主題公園所辦理的活動中，應盡量讓一般民眾或非客家族群投入參

與，但部分的活動，臺下的觀眾都是其他參加表演的團體。 

    以 2012年 8月 26日辦理「客語教育中心客語傳承及文化推廣成果發表觀摩」

為例，坐在觀眾席的，多為參加表演的團體成員，少見一般民眾參加；而該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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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說是客語傳承及文化推廣之具體成果，理應廣為宣傳，擴大參與，但卻無一般

民眾之參加，喪失一個推廣客家文化的良機，豈不可惜乎。 

 

（二）美食體驗坊的美食攤商質與量之待提升 

    美食體驗坊偌大空間中，攤商數量有限，且攤商之「客家意象」不足，如入

口處的愛玉、蜂蜜、豆乾等。甚至，購買物品後，商家亦未開具收據或發票。本

計畫便以非正式之民調，於美食體驗坊外詢問參觀完的民眾，多認為美食體驗坊

欠缺吸引力。 

 

（三）相關展覽與活動之「臺北客家意象」不足 

    客家文化主題公園所表達的客家意象，跟其他客家會館或文化園區差異不大，

自然不易呈現出客家文化主題公園之特色。如何強化「臺北客家意象」，讓客家

文化主題公園與臺北在地連結，形塑臺北市客家族群之共同情感、意識，才是客

家文化主題公園所應推動主軸。 

 

三、經營團隊之面向 

 

（一）臺北市客家文化基金會宜擺脫行政機關的包袱與桎梏 

     客家文化主題公園目前係由臺北市客家文化基金會負責營運。而臺北市客

家文化基金會在法令定位上為財團法人，但其係由政府捐資成立，每年並受臺北

市政府客家事務委員會之經費補助，實際上，可以說是臺北市政府客家事務委員

會的一個業務組，自然會受到行政機關的法令規章限制，致相關作為之靈活性、

創新性不足，實有必要活化客家文化主題公園之經營團隊。 

 

（二）園區第一線服務人員之熱忱與專業宜加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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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眾進入園區，第一線接待人員之印象會深刻地影響來園民眾的觀感，或許

是因為由流動性高的保全人員或志工擔任客家文化中心與客家音樂戲劇中心的

櫃檯接待人員，也或許是教育訓練不夠，對民眾詢問似乎不能充分的回答。 

 

貳、客家文化主題公園發展主要問題 

 

    在檢視客家文化主題公園之營運問題後，本計畫歸結客家文化主題公園發展

主要問題略以： 

 

一、如何以「創新性」與「親民性」活化客家文化主題公園之空間與設施。 

二、如何行銷包裝客家文化主題公園之「來園率」。 

三、如何感動來園者，而使其願意再次前來，以提升客家文化主題公園之「再訪

率」。 

四、如何以客家文化主題公園為軸心，建構「臺北客家意象」。 

五、如何以客家文化主題公園為基地，發展臺北客家文化產業。 

 

参、政策建議 

 

一、更換營運團隊：仿效臺北車站引入微風廣場、板橋車站引入環球百貨 

 

    客家文化主題公園係由「臺北市客家文化基金會」負責營運，惟如前所論述

之問題面向，臺北市客家文化基金會相關作為之靈活性、創新性不足。所謂「擒

賊先擒王」，客家文化主題公園之核心問題似乎出在營運者本身；因為讓入園者

「基本舒適度」之「親民性」都有所不足（走累了找個休息的座椅都不容易），

顯見主事者之「用心度」不足。本計畫認為宜先從更換客家文化主題公園之營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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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隊入手。 

    以臺灣鐵路管理局所管轄之「臺北車站」為例，其車站二樓曾相當長時間之

經營績效不佳，而後在 2007年引進專業性、品牌性之經營團隊（微風廣場）後，

現已成為匯集人氣之場所。而類似成功的例子，亦在臺灣鐵路管理局所轄之「板

橋車站」，自車站建成後，長時間的空間閒置，及相關管理問題，再引入環球百

貨後，讓板橋車站成功轉型為美食據點。 

    是以，臺北市客委會每年用於客家文化主題公園之大量預算，何不改採限制

性招標方式引進專業性、品牌性之經營團隊，以活化客家文化主題公園。 

 

二、原營運團隊（臺北市客家文化基金會）之安排 

 

    至於原營運團隊之臺北市客家文化基金會何去何從，本計畫建議可有兩個方

式加以轉型，一為「轉型為都會客家發展智庫」；另一為「轉型為客家行政法人」。 

 

（一）方案一：轉型為「都會客家發展智庫」：建構臺北都會客家知識體系 

 

     臺北市客家文化基金會轉型為研究發展性質的智庫，積極與臺北地區客家

學術機構合作，作為臺北都會客家知識體系建構之火車頭，藉此可以構思「臺北

都會客家意象」之內涵，並可思考「臺北客家文化產業」之發展策略。 

 

（二）方案一：轉型為「客家行政法人」 

 

    依《行政法人法》第 2條，具有專業需求或須強化成本效益及經營效能者，

得設立具公法人地位之行政法人。故為強化臺北市客家文化基金會之客家文化事

務推動之功能性，可將臺北市客家文化基金會轉型為客家行政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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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辦理「臺北客家美食節」，並將「美食體驗坊」轉型為優質客家餐廳 

 

    依客家委員會基礎資料調查研究，客家民眾認知的客家文化分別為「客家飲

食習慣」、「特有的禮俗」、「桐花意象」、「客家服飾」、「客家山歌民謠」、「傳統工

藝」、「勤儉特性」、「客家語言」、「客家建築」等（行政院客家委員會，2011：

144-145）。 

 

表 6-1：一般客家民眾所認知的客家文化 

文化內容 百分比 

客家飲食習慣 55% 

特有的禮俗 20.2% 

桐花意象 16.6% 

客家服飾 16.2% 

客家山歌民謠 14.1% 

傳統工藝 11.3% 

勤儉特性 7.1% 

客家語言 6.4% 

客家建築 5.3% 

不屈不撓的硬頸精神 4.0% 

好客熱情 0.3% 

其他 4.8% 

不知道/未回答 5.3% 

資料來源：客家委員會基礎資料調查研究。 

 

 從上表可以看出客家民眾認知的客家文化，其中比例最高者為「客家飲食習

慣」，高達 55%。而臺北市身就是一個多富含元文化的城市，城市中各地遍布各

種異國美食，可以思考如何以客家文化主題公園為據點，先辦理「臺北客家美食

節」，打響客家文化主題公園名號，再將擴充「美食體驗坊」空間，引入高級品

牌餐廳，常態性營業，以中等價位提供旅客食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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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們會為了美食不遠千里而來，亦會為了美食大排長龍，客家文化主題公園

如有優質客家美食，配合藝文活動及綠地遊憩空間，相信會讓人流連忘返的。 

 

四、以「客家文明博物館」作為結合臺北客家學術機構 

 

    依《國際博物館協會章程》第3條，博物館是一個為社會及其發展服務的、

非營利的永久性機構，並向大眾開放；並以研究、教育、欣賞為目的之徵集、保

護、研究、傳播，並展出人類及人類環境的物證。 

    亦即，博物館非僅展覽功能，還有研究的功能。另配合現在「文化產業化」

之趨勢下，博物館還能帶動「文化產業」的發展。 

    故本於博物館具有保存文化、發展知識體系、帶動文化創意產業等功能，為

典藏客家文物、傳承客家文化、發展客家知識體系及客家文化創意產業，並基於

推動都會客家文化發展，建議設立「客家文明博物館」。 

 

 

（推動客家學） 

 

 

客家研究與學術交流 

 

蒐集客家自然與文化遺產                         展示客家自然與文化遺產 

 

客家文明博物館 

   

客家社會教育推廣                                         客家文化觀光 

 

客家遺產之衍生利用及創意加值 

 

 

                       （推動客家文化產業） 

圖 6-1：設立客家文明博物館之綜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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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大臺北客家文化產業發展 

 

     推動客家文化產業，實兼具「客家族群經濟發展」與「客家文化傳承」之

功效。而「客家經濟」實涉及「族群經濟」、「客家經濟產業發展」、「客家區域經

濟結構」、「客家特色文化產業」、「客家藝文戲曲產業」、「客家企業精神」等面向。 

 

 

                                  族群經濟 

 

      客家經濟產業發展                                客家區域經濟結構 

 

 

客家經濟 

 

 

      客家特色文化產業                                客家藝文戲曲產業 

 

                                 客家企業精神 

 

 

圖 6-2：客家經濟諸面向 

 

壹、臺灣文化產業發展概況 

 

為因應臺灣經濟結構轉變，1995 年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現已改制為文

化部）嚐試以「社區總體營造」策略為基礎，來處理各地方（鄉鎮）產業轉型之

壓力與危機（林世哲、謝登旺，2007：214）。至 2002 年 5月，行政院為促使台

灣產業升級轉型，提出《挑戰 2008： 國家發展重點計畫》，以「開拓創意領域，

結合人文與經濟發展文化產業」為目標，復於 2005 年 1月修正推動願景為「開

拓創意領域，結合人文與經濟發展具國際水準之文化創意產業」；而該計畫所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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稱文化產業係指源自創意或文化積累，透過智慧財產的形成與運用，具有創造

財富與就業機會潛力，並促進整體生活環境提升的行業；並就人才培育、研究

發展、資訊整合、財務資助、空間提供、產學合作介面、行銷推廣、租稅減免

等不同面向提出整合機制，配合地方政府、專業人士、民間和企業之協作，共

同推動。43  

若以量化數據來看台灣的文化產業整體發展情形，2002 年台灣文化產業營

業額為 4,353 億元，2007 年為 6,329 億元，增加 1,976 億元，2002 至 2007 

年年平均成長率為 7.78%，較我國同期 GDP 年平均成長率 3.7%為高。44在此基礎

上，行政院復於 2009 年 10月 23日以院臺文字第 0980051236 號函核定「『創意

台灣—文化創意產業發展方案』行動計畫及中長程計畫」，本計畫整理如（表

2-7）。 

 

表 6-2：行政院文化創意產業發展方案 

緣 起 與 目

標 

緣起 第四波經濟動力之發動（第三波為資訊產業經濟） 

目標 推動臺灣成為亞太文創產業匯流中心 

策略 

環境整備 

多元資金挹注 

產業研發及輔導 

市場流通與拓展 

人才培育及媒合 

六大旗艦計畫 

新聞局推動電視內容、電影及流行音樂產業計畫 

經濟部推動數位內容與設計產業計畫 

文建會推動工藝產業計畫 

期 程 與 經

費 

期程 2009年至 2013年 

經費 5年總經費約 262億元 
資料來源：行政院核定之「創意台灣—文化創意產業發展方案」行動計畫及中長程計畫。 

 

 

從（表 6-2）來看，文化產業將是繼高科技資訊產業之後，推動臺灣經濟發

展的主幹。惟鑑於推動文化產業之法規與發展機制尚未完備，文化產業資源未

能整合，政府投資預算有限，文化產業群聚效應尚未實現，國際市場尚待開拓

等現況，致文化產業之發展迄未成熟。故針對文化產業之特性與發展需求，以

低度管理、高度輔導為立法原則，規劃文化產業化全方位整合推動機制，行政

                                                     
43 資料來源，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

（http://www.cepd.gov.tw/m1.aspx?sNo=0001570&ex=1&ic=0000015），檢視日期：2011 年 5 月 15

日。 
44 資料來源：行政院核定之「創意台灣—文化創意產業發展方案」行動計畫及中長程計畫。 

http://www.cepd.gov.tw/m1.aspx?sNo=0001570&ex=1&ic=0000015），檢視日期：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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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於 2009 年 4月 13日以院臺文字第 0980013148號函送《文化創意產業發展法

（草案）》予立法院審議，並經立法院審議通過，由總統於 2010年 2月 3日公

布。    

《文化創意產業發展法》第 3條所稱文化創意產業，指源自創意或文化積累，

透過智慧財產之形成及運用，具有創造財富與就業機會之潛力，並促進全民美

學素養，使國民生活環境提升之下列產業：（1）視覺藝術產業；（2）音樂及表

演藝術產業；（3）文化資產應用及展演設施產業；（4）工藝產業；（5）電影

產業；（6）廣播電視產業；（7）出版產業；（8）廣告產業；（9）產品設計產

業；（10）視覺傳達設計產業；（11）設計品牌時尚產業；（12）建築設計產業；

（13）數位內容產業；（14）創意生活產業；（15）流行音樂及文化內容產業；

（16）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產業。 

至《文化創意產業發展法》之推動文化創意產業之手段，有「協助及獎補助

機制」、「租稅優惠」兩大機制。自此，政府除原行政措施（預算分配）外，更

具備法制（《文化創意產業發展法》）機制，來積極發展第四波經濟之文化產業。 

 

貳、大臺北客家文化產業發展建言 

 

一、以「文化產業化」發展都會客家文化產業 

 

客家文化產業發展模式可分為「客家文化產業化模式」與「客家產業文化化

模式」兩個主要路徑，惟就大臺北都會區之區域經濟結構以觀，並無鮮明的傳統

客家產業，自無法循「客家產業文化化」之模式，而應循「客家文化產業化」之

模式。本計畫建議將相關產業化活動結合「臺北市客家文化主題公園」相關政策，

並將此與「臺北市客家文化主題公園」結合之相關產業化活動，做為臺北市「客

家文化產業化」政策推展的重點基石之一。 

      

 

二、以「生活、生態、生產」及「創意、行銷、社區營造」發展都會客家文化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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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都會區是一個高度發展的城市，但人際關係疏離，如欲發展客家文化產

業，本計畫建議在發展策略上，除重視「創意」與「行銷」外，更應思考如何連

結客家族群，如何將客家文化產業在地化，融入臺北都會區居民之日常生活中？

而採由下而上之「社區營造」方式，讓在地居民找出地方客家文化特色，加以包

裝、行銷而成為具有經濟價值之收益。 

而在發展主軸上，要展現都會區居民之人文關懷及環保意識，宜採行以「生

活、生態、生產」為主軸的發展策略。 

 

 

                                   生態 

 

                    生活                          生產 

                                  主軸 

 

    客家文化產業 

 

                                  策略 

 

                    創意                          行銷 

 

                                 社區營造 

 

 

圖 6-3：客家文化產業發展主軸與策略 

 

三、初期可從「客家飲食」及「客家藝文」入手發展都會客家文化產業 

 

在以「生活、生態、生產」及「創意、行銷、社區營造」發展都會客家文化

產業之策略思維下，考量客家委員會基礎資料調查研究，客家民眾認知的客家文

化以「客家飲食」居冠，以及都會區居民之藝文參與度高，本計畫建議初期可從

「客家藝文」及「客家飲食」著手，來發展都會客家文化產業。 

具體的作法，如辦理「客家美食節」，並「票選十大客家特色餐廳」；並提

煉出這些客家特色餐廳之獨特性，進而形成「臺北都會客家飲食意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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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以此「臺北都會客家飲食意象」為核心，推廣其他客家美食，俾利形成「飲

食型」之「臺北客家文化產業」。 

 

辦理客家美食節       票選十大客家特色餐廳 

 

 

掌握消費者意向 

 

   臺北客家學術機構 

   （臺大客家中心） 

 

臺北都會客家飲食意象 

 

 

發展客家文化產業（飲食型） 

 

（核心產業） 

 

 

 

      支持產業                                        周邊產業 

（金融、科技、傳媒）                               （交通、旅館） 

 

衍生產業 

（玩具、禮品、服裝） 

 

                              

 
圖 6-4：飲食型客家文化產業發展策略 

 

當飲食型之客家文化產業發展成功後，可以此成功的模式，再發展其他類型

之客家文化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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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客委會應與臺北客家學術機構（臺大客家中心）共同研製細部發展藍圖 
 

「客家文化產業化」尚非台灣當前產業發展的主流，其發展內涵仍有待探索、

充實，大台北客家文化產業發展政策，應在台灣近年相關產業發展經驗與實績的

基礎上，結合大台北作為台灣服務業中心的特性，匯集「台北新客庄」與傳統客

庄，及臺北客家學術機構三方力量，召開「客家文化產業化論壇」，制定發展政

策與藍圖，以一步一腳印的穩健擴展策略推展客家文化之產業化工作。 

進而，在適當定位「台北新客庄」的基礎上，將客家文化元素，以及客家文

化本身作為台北市「城市外交」、「城市行銷」之一環，並建立合適的民間參與、

投入平台，台北市政府亦應探索建構相關輔導機制的可行性，以期催生、發展客

家文化產業化實質績效。 

 

 



127 
 

第六章 結論與建議 

 

    本計畫從國家層次、政黨層次、地方層次研析了客家政策，並透過解析《客

家基本法》規範機制，認知到都會區客家發展危機是遠高於傳統客家鄉村區，惟

中央客家委員會在「客家文化重點發展區」之機制下，更在 2012年 8月 8日訂

定《客家文化重點發展區計畫提高補助比率暫行作業要點》，強化對傳統客家鄉

村區之預算補助與資源配置。 

    都市客家問題，可謂是目前《客家基本法》規範機制上盲點：只重傳統客家

鄉村區，忽視都會客家區45。對於客家文化重點發展區之改進策略，除了積極以

「客家文化產業化、客家產業文化化」為手段發展客家文化產業外；並引介美國

特殊目的政府概念，提出將客家文化重點發展區轉型為「客家語言及文化特殊目

的政府」之長遠發展策略。同時，為解決本文所提出都會區客家發展問題，本文

建議應以客家文化產業為手段，採行「鄉村型」與「都會型」之「雙軌制」客家

發展策略；並思考修正《地方制度法》規範「都會客家主題發展區」之設立機制。 

    在此都會客家發展困境下，並基於本計畫對《客家基本法》、中央客家政策、

大臺北客家政策之分析，本計畫主張未來客家發展策略應集中力量，關注於下列

事項： 

 

壹、國家層級之客家政策的推動面 

 

（一）中央客委會應配置更多資源推動國際客家研究，地方客家事務由地方客委

會處理 

 

                                                     
45

 特別是在桃園縣改制為直轄市後，戶籍設在此六都的人口數為 15,959,975（2012年 10月

底），占全國總人口數的 68.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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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客家基本法》第11條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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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

法第13條規定，「政府應積極推動全球客家族群連結，建設臺灣成為全球客家文

化交流與研究中心。」是以，推動國際性、跨國性之國際客家研究，是符合《客

家基本法》之立法精神，是在實踐《客家基本法》。 

透過國際客家研究，不但可以連結海外客家華人，亦可瞭解先進國家的族群

政策，俾利制定更優質的臺灣客家政策。例如，推動英國客家研究。46 

 

（二）國家層級的中央政府之客家政策，與地方層級的地方政府之客家政策，應

該是上、下緊密連接，且是上、下游關係 

 

中央政府之客家政策為國家政策之一，屬於國家層級的中央政府之客家政策

與屬於地方層級的大臺北地區（北北基）客家政策，或各地方政府（如臺北市政

府、新北市政府、基隆市政府）之客家政策，應上、下緊密地連接在一起，且是

上、下游關係，地方政府固然可以較自由地發揮其地方自治功能，但是中央政府

之國家政策必須明確而清楚明白，中央政府之客家政策如何落實下去，中央政府

之客家政策應與地方政府上、下緊密地連接在一起，彼此要保持良好的溝通、協

調。 

 

貳、推動「鄉村型」與「都會型」雙軌制客家發展策略 

                                                     
46 英國曾享有「日不落國」的美譽，在世界各地有著許多殖民地，雖然這些殖民地多已獨立建

國，但藉由「大英國協」的機制，這些國家仍與英國維持良好互動，部分國家仍尊英女皇為國家

元首。也因此，英國是一個高度移民化的國家，許多曾為殖民地之國家的人民，易往英國移民。

加上英國本身就是一個多族群的國家，而英國政府為調和各族群之衝突，並求化解愛爾蘭共和軍

（Irish Republican Army，IRA）的武裝衝突及蘇格蘭獨立運動（Scottish Independence），在族群

政策上，施行尊重多元文化、重視族群平等的策略。臺灣學界過去多關心美國、加拿大、澳洲的

族群政策，尚未對英國族群政策進行廣泛且深入的研究。加上英國 2006 年制定《平等法》（Equality 

Act），並設置「種族平等與人權委員會」（Equality and Human Rights Commission， EHRC）；且

歐洲各國中以英國的客家族群最多，亦成立有「英國崇正會」，在英國的客家族群仍保有其客家

情感與客家意識，實有必要對此議題進行研究。 

 

http://www.equalityhumanrights.com/en/Pages/default.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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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都會區客家發展問題有別於鄉村區。臺灣因都市化的發展，人口聚居於

大都會區，許多客家人已逐漸搬離傳統鄉村客庄，而進入大都會城市居住。這些

進入大都會城市的客家族群是最容易發生「隱形化」及「族群認同改變化」的一

群。 

而客家委員會目前公告的客家文化重點發展區多為「鄉村型」市鎮，如大臺

北都會區（即臺北市、新北市、基隆市）中無任何客家文化重點發展區，於政府

未來資源配置上，恐將不利於「都會區」客家族群之發展。 

為解決此種客家族群發展之「城鄉困境」，政府有必要構思並採行鄉村型與

都會型之「雙軌制」客家發展策略。 

 

叁、設立「都會客家主題發展區」 

 

都會型客家發展策略，本計畫建議在無客家文化重點發展區之都會區，可另

行採由下而上之社區總體營造方式，循修正《客家基本法》或制定《臺北市都會

客家發展自治條例》之方式，設立「都會客家主題發展區」。至如何設立「都會

客家主題發展區」仍待更多的討論。本計畫初步認為因大都會區中，族群聚居性

色彩不明顯，不易以相對人口比例來界定「都會客家主題發展區」；故似可採「主

題式」及「社區式」之發展模式。如以「臺北市客家文化主題公園」為核心，運

用「社區總體營造」之概念，結合周遭客家族群聚集較多之龍泉市場與泰順街，

劃定為都會客家主題發展區。 

抑或是，臺北市政府客家事務委員會可將「臺北市客家文化會館」、「臺北市

客家藝文活動中心」及「臺北市客家文化主題公園」三合一經營模式，大力推動

客家文化發展，早日成為全臺灣、全亞洲、全世界之客家文化重鎮。 

大臺北地區可建構成一個具有三個發展客家文化之核心據點的「都會客家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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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發展區」。所謂三個發展客家文化之核心據點，臺北市為臺北市客家文化主題

公園，新北市為三峽，基隆市另擇一處。每年三個地方政府定期協商如何共同推

動客家文化發展。這種區域聯合推動客家文化發展之模式，可作為全國各地推動

客家文化發展之典範，成本較低，效用較高，成果應該會比現況好很多。 

 

肆、辦理「客家族群身分登記」 

     客家人口之確實數目是客家事務推動之關鍵所在，惟目前大臺北都會區之

客家族群數全賴中央客家委員會之統計推估資料，精確性不足。故為強化客家論

述基礎及客家事務推動依據，確實有必要精確化客家人定義及人口數，本計劃建

議可思考由市政府以「開創性」思維，先於中央政策之前，辦理「客家族群身分

登記」。 

    登記方式應以「自我認同」為基礎之「自我登記」47方式來精確化客家人口

數。一個自我認同為客家人，經提出相關佐證資料（佐證資料可寬鬆化），並主

動向主管機關完成登記者，實具有較強烈的客家認同與意識；而主管機關以此「自

我登記」所確定之客家人口數在爭取預算資源、公告客家文化重點發展區、推廣

客家事務等，便有較強之論述基礎。 

                                                     
47 如加拿大原住民身分便是採「自我登記」方式；另臺灣原住民族法定身分之取得，須檢附足資證明具有原住民身分之

文件，至戶政機關辦理原住民身分認定及民族別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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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客家基本法》 

2010年1月27日公布 

第 1條 為落實憲法保障多元文化精神，傳承與發揚客家語言、文化，繁榮客庄

文化產業，推動客家事務，保障客家族群集體權益，建立共存共榮之族

群關係，特制定本法。 

第 2條 本法用詞，定義如下： 

       一、客家人：指具有客家血緣或客家淵源，且自我認同為客家人者。 

       二、客家族群：指客家人所組成之群體。 

       三、客語：指臺灣通行之四縣、海陸、大埔、饒平、詔安等客家腔調，

及獨立保存於各地區之習慣用語或因加入現代語彙而呈現之各種客

家腔調。 

       四、客家人口：指行政院客家委員會就客家人所為之人口調查統計結果。 

       五、客家事務：指與客家族群有關之公共事務。 

第 3條 行政院為審議、協調本法相關事務，必要時得召開跨部會首長會議。 

第 4條 政府應定期召開全國客家會議，研議、協調及推展全國性客家事務。 

第 5條 政府政策制定及區域發展規劃，應考量客家族群之權益與發展。 

第 6條 行政院客家委員會對於客家人口達三分之一以上之鄉（鎮、市、區），

應列為客家文化重點發展區，加強客家語言、文化與文化產業之傳承及

發揚。 

       前項重點發展區，應推動客語為公事語言，服務於該地區之公教人員，

應加強客語能力；其取得客語認證資格者，並得予獎勵。 

第 7條 政府應於國家考試增訂客家事務相關類科，以因應客家公務之需求。 

第 8條 政府應辦理客語認證與推廣，並建立客語資料庫，積極鼓勵客語復育傳

承、研究發展及人才培育。 

第 9條 政府機關（構）應提供國民語言溝通必要之公共服務，落實客語無障礙

環境。 

       辦理前項工作著有績效者，應予獎勵。 

第 10 條 政府應提供獎勵措施，並結合各級學校、家庭與社區推動客語，發展客

語生活化之學習環境。 

第11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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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12 條 政府應保障客家族群傳播及媒體近用權，依法扶助規劃設立全國性之客

家廣播及電視專屬頻道；對製播客家語言文化節目之廣播電視相關事業，

得予獎勵或補助。 

第 13 條 政府應積極推動全球客家族群連結，建設臺灣成為全球客家文化交流與

研究中心。 

第 14 條 政府應訂定全國客家日，以彰顯客家族群對台灣多元文化之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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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5 條 本法自公布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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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其他相關法律 

 

壹、中華民國憲法增修條文（節錄） 

 

第 4 條   立法院立法委員自第七屆起一百一十三人，任期四年，連選得連任，於

每屆任滿前三個月內，依左列規定選出之，不受憲法第六十四條及第六

十五條之限制： 

一、自由地區直轄市、縣市七十三人。每縣市至少一人。 

二、自由地區平地原住民及山地原住民各三人。 

三、全國不分區及僑居國外國民共三十四人。 

前項第一款依各直轄市、縣市人口比例分配，並按應選名額劃分同額選

舉區選出之。第三款依政黨名單投票選舉之，由獲得百分之五以上政黨

選舉票之政黨依得票比率選出之，各政黨當選名單中，婦女不得低於二

分之一。 

第 10 條   國家肯定多元文化，並積極維護發展原住民族語言及文化。 

國家應依民族意願，保障原住民族之地位及政治參與，並對其教育文化、 

交通水利、衛生醫療、經濟土地及社會福利事業予以保障扶助並促其發

展，其辦法另以法律定之。對於澎湖、金門及馬祖地區人民亦同。 

 

 

貳、原住民族基本法 

 
2005 年 2 月 5 日公布 

 

第 1 條   為保障原住民族基本權利，促進原住民族生存發展，建立共存共榮之族

群關係，特制定本法。 

第 2 條   本法用詞定義如下： 

一、原住民族：係指既存於臺灣而為國家管轄內之傳統民族，包括阿美

族、泰雅族、排灣族、布農族、卑南族、魯凱族、鄒族、賽夏族、

雅美族、邵族、噶瑪蘭族、太魯閣族及其他自認為原住民族並經中

央原住民族主管機關報請行政院核定之民族。 

二、原住民：係指原住民族之個人。 

三、原住民族地區：係指原住民傳統居住，具有原住民族歷史淵源及文

化特色，經中央原住民族主管機關報請行政院核定之地區。 

四、部落：係指原住民於原住民族地區一定區域內，依其傳統規範共同

生活結合而成之團體，經中央原住民族主管機關核定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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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原住民族土地：係指原住民族傳統領域土地及既有原住民保留地。 

第 3 條   行政院為審議、協調本法相關事務，應設置推動委員會，由行政院院長

召集之。 

前項推動委員會三分之二之委員席次，由原住民族各族按人口比例分配； 

其組織由行政院定之。 

第 4 條   政府應依原住民族意願，保障原住民族之平等地位及自主發展，實行原

住民族自治；其相關事項，另以法律定之。 

第 5 條   國家提供充分資源，每年應寬列預算協助原住民族自治發展。 

自治區之自治權限及財政，除本法及自治相關法律另有規定外，準用地

方制度法、財政收支劃分法及其他法律有關縣 (市) 之規定。 

第 6 條   政府與原住民族自治間權限發生爭議時，由總統府召開協商會議決定之。 

第 7 條   政府應依原住民族意願，本多元、平等、尊重之精神，保障原住民族教

育之權利；其相關事項，另以法律定之。 

第 8 條   直轄市及轄有原住民族地區之縣，其直轄市、縣政府應設原住民族專責

單位，辦理原住民族事務；其餘之縣 (市) 政府得視實際需要，設原住

民族專責單位或置專人，辦理原住民族事務。 

第 9 條   政府應設置原住民語言研究發展專責單位，並辦理族語能力驗證制度，

積極推動原住民族語言發展。 

政府提供原住民族優惠措施或辦理原住民族公務人員特種考試，得於相

關法令規定受益人或應考人應通過前項之驗證或具備原住民族語言能

力。 

原住民族語言發展，另以法律定之。 

第 10 條   政府應保存與維護原住民族文化，並輔導文化產業及培育專業人才。 

第 11 條   政府於原住民族地區，應依原住民族意願，回復原住民族部落及山川傳

統名稱。 

第 12 條   政府應保障原住民族傳播及媒體近用權，成立財團法人原住民族文化事

業基金會，規劃辦理原住民族專屬及使用族語之傳播媒介與機構。 

前項基金會之設置及相關事項，另以法律定之。 

第 13 條   政府對原住民族傳統之生物多樣性知識及智慧創作，應予保護，並促進

其發展；其相關事項，另以法律定之。 

第 14 條   政府應依原住民族意願及環境資源特性，策訂原住民族經濟政策，並輔

導自然資源之保育及利用，發展其經濟產業。 

第 15 條   政府應寬列預算並督促公用事業機構，積極改善原住民族地區之交通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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輸、郵政、電信、水利、觀光及其他公共工程。 

政府為辦理前項業務，視需要得設置原住民族地區建設基金；其基金之

運用辦法另定之。 

第 16 條   政府應策訂原住民族住宅政策，輔導原住民建購或租用住宅，並積極推

動部落更新計畫方案。 

第 17 條   政府應保障原住民族工作權，並針對原住民社會狀況及特性，提供職業

訓練，輔導原住民取得專門職業資格及技術士證照，健全原住民就業服

務網絡，保障其就業機會及工作權益，並獲公平之報酬與升遷。 

原住民族工作權之保障，另以法律定之。 

第 18 條   政府應設原住民族綜合發展基金，辦理原住民族經濟發展業務及輔導事

業機構；其基金來源，由中央政府循預算程序之撥款、原住民族土地賠

償、補償及收益款、相關法令規定之撥款及其他收入等充之。 

第 19 條   原住民得在原住民族地區依法從事下列非營利行為： 

一、獵捕野生動物。 

二、採集野生植物及菌類。 

三、採取礦物、土石。 

四、利用水資源。 

前項各款，以傳統文化、祭儀或自用為限。 

第 20 條   政府承認原住民族土地及自然資源權利。 

政府為辦理原住民族土地之調查及處理，應設置原住民族土地調查及處

理委員會；其組織及相關事務，另以法律定之。 

原住民族或原住民所有、使用之土地、海域，其回復、取得、處分、計

畫、管理及利用等事項，另以法律定之。 

第 21 條   政府或私人於原住民族土地內從事土地開發、資源利用、生態保育及學

術研究，應諮詢並取得原住民族同意或參與，原住民得分享相關利益。 

政府或法令限制原住民族利用原住民族之土地及自然資源時，應與原住

民族或原住民諮商，並取得其同意。 

前二項營利所得，應提撥一定比例納入原住民族綜合發展基金，作為回

饋或補償經費。 

第 22 條   政府於原住民族地區劃設國家公園、國家級風景特定區、林業區、生態

保育區、遊樂區及其他資源治理機關時，應徵得當地原住民族同意，並

與原住民族建立共同管理機制；其辦法，由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會同

中央原住民族主管機關定之。 

第 23 條   政府應尊重原住民族選擇生活方式、習俗、服飾、社會經濟組織型態、

資源利用方式、土地擁有利用與管理模式之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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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4 條   政府應依原住民族特性，策訂原住民族公共衛生及醫療政策，將原住民

族地區納入全國醫療網，辦理原住民族健康照顧，建立完善之長期照護、

緊急救護及後送體系，保障原住民健康及生命安全。 

政府應尊重原住民族傳統醫藥和保健方法，並進行研究與推廣。 

第 25 條   政府應建立原住民族地區天然災害防護及善後制度，並劃設天然災害防

護優先區，保障原住民族生命財產安全。 

第 26 條   政府應積極辦理原住民族社會福利事項，規劃建立原住民族社會安全體

系，並特別保障原住民兒童、老人、婦女及身心障礙者之相關權益。 

政府對原住民參加社會保險或使用醫療及福利資源無力負擔者，得予補

助。 

第 27 條   政府應積極推行原住民族儲蓄互助及其他合作事業，輔導其經營管理，

並得予以賦稅之優惠措施。 

第 28 條   政府對於居住原住民族地區外之原住民，應對其健康、安居、融資、就

學 

、就養、就業、就醫及社會適應等事項給予保障及協助。 

第 29 條   政府為保障原住民族尊嚴及基本人權，應於國家人權法案增訂原住民族

人權保障專章。 

第 30 條   政府處理原住民族事務、制定法律或實施司法與行政救濟程序、公證、

調解、仲裁或類似程序，應尊重原住民族之族語、傳統習俗、文化及價

值觀，保障其合法權益，原住民有不諳國語者，應由通曉其族語之人為

傳譯。 

政府為保障原住民族之司法權益，得設置原住民族法院或法庭。 

第 31 條   政府不得違反原住民族意願，在原住民族地區內存放有害物質。 

第 32 條   政府除因立即而明顯危險外，不得強行將原住民遷出其土地區域。 

前項強制行為，致原住民受有損失時，應予合理安置及補償。 

第 33 條   政府應積極促進原住民族與國際原住民族及少數民族在經濟、社會、政

治、文化、宗教、學術及生態環境等事項之交流與合作。 

第 34 條   主管機關應於本法施行後三年內，依本法之原則修正、制定或廢止相關

法令。 

第 35 條   本法自公布日施行。 

 

参、地方制度法（節錄） 
2010 年 2 月 3 日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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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3 條  直轄市議員、縣（市）議員、鄉（鎮、市）民代表分別由

直轄市民、縣（市）民、鄉（鎮、市）民依法選舉之，任

期四年，連選得連任。 

直轄市議員、縣（市）議員、鄉（鎮、市）民代表名額，應參酌各該直轄

市、縣（市）、鄉（鎮、市）財政、區域狀況，並依下列規定，於地方立

法機關組織準則定之： 

一、直轄市議員總額： 

（一）區域議員名額：直轄市人口扣除原住民人口在二百

萬人以下者，不得超過五十五人；超過二百萬人者，不得

超過六十二人。 

（二）原住民議員名額：有平地原住民人口在二千人以上

者，應有平地原住民選出之議員名額；有山地原住民人口

在二千人以上或改制前有山地鄉者，應有山地原住民選出

之議員名額。 

二、縣（市）議員總額： 

（一）縣（市）人口在一萬人以下者，不得超過十一人；

人口在二十萬人以下者，不得超過十九人；人口在四十萬

人以下者，不得超過三十三人；人口在八十萬人以下者，

不得超過四十三人；人口在一百六十萬人以下者，不得超

過五十七人；人口超過一百六十萬人者，不得超過六十人。 

（二）縣（市）有平地原住民人口在一千五百人以上者，

於前目總額內應有平地原住民選出之縣（市）議員名額。

有山地鄉者，於前目總額內應有山地原住民選出之縣議員

名額。有離島鄉且該鄉人口在二千五百人以上者，於前目

總額內應有該鄉選出之縣議員名額。 

三、鄉（鎮、市）民代表總額： 

（一）鄉（鎮、市）人口在一千人以下者，不得超過五人；

人口在一萬人以下者，不得超過七人；人口在五萬人以下

者，不得超過十一人；人口在十五萬人以下者，不得超過

十九人；人口超過十五萬人者，不得超過三十一人。 

（二）鄉（鎮、市）有平地原住民人口在一千五百人以上

者，於前目總額內應有平地原住民選出之鄉（鎮、市）民

代表名額。 

直轄市議員由原住民選出者，以其行政區域內之原住民為

選舉區，並得按平地原住民、山地原住民或在其行政區域

內劃分選舉區。 

臺北市第十一屆議員選舉，其原住民選舉區之變更，應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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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屆議員任期屆滿之日六個月前公告，不受公職人員選

舉罷免法第三十七條第一項但書規定之限制。 

各選舉區選出之直轄市議員、縣（市）議員、鄉（鎮、市）

民代表名額達四人者，應有婦女當選名額一人；超過四人

者，每增加四人增一人。 

直轄市、縣（市）選出之山地原住民、平地原住民名額在

四人以上者，應有婦女當選名額；超過四人者，每增加四

人增一人。鄉（鎮、市）選出之平地原住民名額在四人以

上者，應有婦女當選名額；超過四人者，每增加四人增一

人。 

依第一項選出之直轄市議員、縣（市）議員、鄉（鎮、市）

民代表，應於上屆任期屆滿之日宣誓就職。該宣誓就職典

禮分別由行政院、內政部、縣政府召集，並由議員、代表

當選人互推一人主持之。其推選會議由曾任議員、代表之

資深者主持之；年資相同者，由年長者主持之。 

第 57 條  鄉 (鎮、市) 公所置鄉 (鎮、市) 長一人，對外代表該鄉 

(鎮、市) ，綜理鄉 (鎮、市) 政，由鄉 (鎮、市) 民依法

選舉之，任期四年，連選得連任一次；其中人口在三十萬

人以上之縣轄市，得置副市長一人，襄助市長處理市政，

以機要人員方式進用，或以簡任第十職等任用，以機要人

員方式進用之副市長，於市長卸任、辭職、去職或死亡時，

隨同離職。 

山地鄉鄉長以山地原住民為限。 

鄉 (鎮、市) 公所除主計、人事、政風之主管，依專屬人

事管理法律任免外，其餘一級單位主管均由鄉 (鎮、市) 長

依法任免之。 

依第一項選出之鄉 (鎮、市) 長，應於上屆任期屆滿之日

宣誓就職。 

 

肆、客家委員會組織法（節錄） 
2011 年 6 月 29 日公布 

 

第 1 條   行政院為統籌辦理有關客家事務，特設客家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 

第 2 條   本會掌理下列事項： 

一、客家事務政策、制度、法規之綜合規劃、協調及推動。 

二、地方及海外客家事務之研議、協調及推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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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客語推廣及能力認證之規劃及推動。 

四、客家文化保存與發展之規劃、協調及推動。 

五、客家文化產業發展、創新育成與行銷輔導之規劃、協調及推動。 

六、客家傳播媒體發展、語言文化行銷之規劃、協調及推動。 

七、所屬客家文化機構之督導、協調及推動。 

八、其他有關客家事務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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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客家委員會組織架構48 

 

 
 
一、主任委員綜理會務，並指揮、監督所屬人員；副主任委員襄助主任委員處理

會務。 

二、主任秘書權責如下： 

（一）文稿之綜核及代判。 

（二）機密及重要文件之處理。 

（三）各單位之協調及權責問題之核議。 

（四）重要會議之督辦。 

（五）其他交辦業務。 

三、參事權責如下： 

（一）本會重要工作計畫之建議。 

（二）本會制度改進之研究及建議。 

（三）出席各種重要會議。 

（四）其他交辦事項。 

三、客家委員會設下列處、室： 

（一）綜合規劃處，分三科辦事。 

（二）文化教育處，分三科辦事。 

（三）產業經濟處，分二科辦事。 

（四）傳播行銷處，分二科辦事。 

                                                     
48 資料來源：《客家委員會組織法》及《客家委員會處務規程》暨客家委員會網站

（http://www.hakka.gov.tw/ct.asp?xItem=126300&ctNode=2018&mp=2013&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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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秘書室，分二科辦事。 

（六）人事室。 

（七）政風室。 

（八）會計室。 

四、綜合規劃處分設三科，掌理事項如下： 

（一）客家事務政策之綜合規劃及協調。 

（二）客家基礎資料之蒐集、研究及分析。 

（三）客家知識體系發展之規劃、推動、獎助及督導。 

（四）本會施政策略、國家建設中程與年度施政計畫、先期作業、中長程個案計

畫之審核、協調、督導、管制及考核。 

（五）本會業務報告、施政報告、重要措施、委員會議、組織調整與重要交辦案

件之追蹤、管制及考核。 

（六）本會資訊服務之規劃、推動及資通安全管理。 

（七）地方客家事務、全國客家會議、全國客家事務首長會議之規劃、推動及辦

理。  

（八）客家社團發展之輔導、聯繫及補助。 

（九）海外客家事務與藝文交流之規劃、協調及推動。 

（十）其他有關客家發展事項。 

五、文化教育處分設三科，掌理事項如下： 

（一）客語推廣教育之規劃、協調及推動。 

（二）客語能力認證、資料庫與數位學習之規劃及推動。 

（三）客語作為公事語言之規劃及推動。 

（四）客家文化發展之規劃、輔導及推動。 

（五）客家文化人才之培育。 

（六）客家文化資源調查、蒐集、資料庫建置、出版之規劃及推動。 

（七）客家生活環境之營造、傳統空間之保存及發展再利用。 

（八）客家館舍之活化、經營及輔導。 

（九）其他有關客家語言及文化發展事項。 

六、產業經濟處分設二科，掌理事項如下： 

（一）客家文化產業發展之規劃、協調及推動。 

（二）客家文化產業發展之調查、研究及分析。 

（三）客家文化產業行銷推廣之規劃及推動。 

（四）客家文化產業經營管理之輔導。 

（五）客家文化產業人才之培育。 

（六）客家文化產業之補助及獎勵。 

（七）客家休閒產業之規劃、協調、輔導及推動。 

（八）其他有關客家文化產業經濟事項。 

七、傳播行銷處分設二科，掌理事項如下： 

（一）客家傳播媒體發展之規劃、協調及推動。 

（二）客家傳播媒體之輔助及培植。 

（三）客家語言文化之媒體合作、推廣及整合行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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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客家語言文化之影音資料蒐整及典藏。 

（五）客家語言文化傳播人才之培育。 

（六）媒體公關、新聞發布與輿情之蒐整及處理。 

（七）國際新聞傳播媒體之協調聯繫。 

（八）本會重大政策宣傳之規劃、協調及推動。 

（九）其他有關客家傳播行銷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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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四：《基隆市政府客家事務委員會設置要點》 

2002 年 12 月 25 日發布／函頒 

一、基隆市政府(以下簡稱本府)為綜理本市客家事務，特設基隆市政府客家事務

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 

二、本委員會置委員十三至廿一人，其中主任委員、副主任委員各一人由市長任

命兼任之，綜理會務，並指揮監督所屬。 

三、本會委員由市長分別就下列人員聘兼之： 

（一）本府及所屬機關、學校熟稔並熱心客家事務之主管或相關人員。 

（二）客家社團代表。 

（三）熱心客家事務之專家、學者代表。 

（四）對客家文化及教育有貢獻之人士。 

委員任期為三年，連聘得連任，任期內因故出缺補聘者，其任期至原任期屆

滿為止。 

四、本會掌理下列事項： 

（一）客家事務政策之規劃與研究發展。 

（二）客家文化之保存、客家語言之發展、客家禮儀之研究、客家傳統民俗

推動事項。 

（三）客家語言人才之培育、客家藝文創作與客家社團輔導等事項。 

（四）國內外客家事務合作與交流事項。 

（五）本會文書、檔案、資訊、法制、研考、事務等事項。 

（六）其他有關客家事務之事項。 

五、本會置執行秘書一人，幹事一至三人，由市長就本府現職人員任命派兼之。 

六、本會委員及派兼人員為無給職。 

七、本會委員會議每六個月召開一次，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議，均由主任委員召

集並擔任主席。主任委員不能出席時，由副主任委員代理之，如副主任委員

亦不能出席時，則由出席委員互推一人代理之。 

八、本會所需費用由本府編列年度預算或中央補助經費支應。 

九、本要點自發布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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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計畫三 

大臺北地區客家族群投票行為之研究： 

調查資料分析與深入訪談 

計畫主持人：邱榮舉 

共同主持人：劉嘉薇 

 

壹、前言 

   「北藍南綠」是新聞界經常描述我國政治板塊的名詞，由於客家族群在政治

上扮演關鍵族群，政治人物爭相競爭其票源，而此藍綠板塊的南北差異是否亦出

現在客家族群的投票行為（主要為投票抉擇）上，值得探究。基於地域的差異，

本文首先研究大臺北地區（臺北市、新北市、基隆市）客家族群的投票行為。在

「北藍」的氛圍下，本研究以量化資料分析大臺北客家族群的投票行為與大臺北

其他族群選民的差異為何。同時亦以質化資料分析大臺北地區客家族群投票行為

背後的原因。在政黨認同對投票行為影響大的情況下，客家人族群的角色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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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執行情形 

一、計畫之執行概況 

季 

別 
預定工作摘要 

預定進度

﹪ 

(累計進

度%) 

查核點 

(工作事項及 

執行情形) 

查核時間 

1月 

至 

3月 

1.蒐集本計畫相關文獻。 

2.文獻及原始檔案分類整

理。 

3.立委選舉資料變數重新編

碼 

25% 

（25%） 

1.收集相關文獻。■是□否 

2.文獻及原始檔案分類整理
■是□否 

3.立委選舉資料變數重新編
碼。■是□否 

3月 31日 

4月 

至 

6月 

1.總統選舉資料變數重新編 

2.立委選舉資料模型建構  

25% 

（50%） 

1.總統選舉資料變數重新編

■是□否 

2.立委選舉資料模型建構■

是□否 

6月 30日 

7月 

至 

9月 

1.總統選舉資料模型建構 

2.深入訪談問卷設計 

25% 

（75%） 

1.總統選舉資料模型建構■

是□否 

2.深入訪談問卷設計■是□

否 

9月 30日 

10月 

至 

11月 

1.執行深入訪談    

2.完成研究，繳交報告  

25% 

（100%） 

1.執行深入訪談■是□否  

2.完成研究，繳交報告■是□

否 

11月 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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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預算支用情形 

子計畫三：大台北地區客家族群投票行為之研究： 

調查資料分析與深入訪談 

經 費 項 目 核定金額 實支數 說明 

人事費 72,000 72,000 

共同主持人，每月以 4,000

元計，共 9個月，共 1人。

4,000x9=36,000。 

兼任助理 6個月，執行本計

畫相關工作 6,000x6=36,000 

業務費 58,440 58,257 

臨時工 3 個月（每週 40 小

時，每月 160 小時），執行

本計畫相關工作，計算方

式 ： 3( 月 )x160( 每 月 時

數)=480(小時)。碳粉匣及紙

張等文具，以及檔案及網路

搜尋取得資料之付費 

雜支 4,560 4,347 

文具、郵電、影印裝訂、打

字編排、編碼、相關耗材、

交通費、誤餐費及其他相關

雜支。 

管理費 15,000 15,000 
依本校規定編列本分項計畫

經費之 10% 

合計                                     149,604 元 

 

參、檢討與建議 

一、成果效益 

  本研究計畫感謝客委會提供經費，將對於客家學術機構發展、客家學術研究、

國家發展有所貢獻。 

一、客家學術機構發展：長期客家族群選舉資料庫的建立 

 本研究在客家族群的選民行為上耕耘，對未來長期客家族群選舉資料庫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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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具有奠定基礎的作用。相關研究成果將成為未來客家學術機構研究選民行為

的參考，對於影響客家選民投票的獨特因素，亦可提供相關客家學術機構持續關

注。未來可定期以調查法訪問客家族群投票行為，朝向建立資料庫邁進，本子計

畫主持人亦有相當意願以本次計畫成果為基底，繼續投入相關研究。 

二、客家學術研究：將選舉研究理論引進客家學研究，跨領域科技整合 

  本研究從選民行為的角度切入客家族群研究，在政黨認同對投票行為影響大

的情況下，客家人族群的角色何。過去研究雖已涉及此一面向的研究，但多以制

度面角度討論，雖有實證分析，但研究不多，若蒙補助，將可以進行質化與量化

的實證分析，有助於選舉研究與客家學研究的對話。 

  本研究的主題兼採跨領域的理論，包括政治學和客家學，由於申請人的學術

訓練為政治學，自身亦為客家人，對於政治與客家的理論有高度興趣和關注，過

去發表的論文也都著墨選民行為，於此著力甚深。因而本計劃致力於途徑間的整

合，冀望對於客家政治研究的理論內涵釐清以及科技整合有所貢獻。 

三、國家發展：重視客家族群在公共政策上的影響力 

  客家人在公共決策上以及政治人物連任勢力爭取的選票上，皆已有一定的影

響力。本研究成果將解析大臺北客家人在選舉投票行為上與大臺北其他族群的差

異，以及產生差異的原因，這些研究成果將說明客家族群在公共事務的重要性，

值得當局重視。 

四、學有所用：對研究和教學的貢獻 

  申請人過去已進行選舉的相關研究，此一計畫在申請人熟悉的領域中，進而

專注於研究大臺北地區客家族群。在學科之間進行對話，不僅研究具備累積性，

也將這些過去的研究成果運用於目前的教學，不止在課堂間引起學生的興趣，也

引發部分學生加入申請人研究行列的意願。大學除了教授知識，也具備一項重要

的功能，那就是創造知識，申請人過去的研究成果已引發學生的興趣，未來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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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也能在創造知識的過程中成為生力軍。 

五、突破過去解釋投票抉擇的因素 

  就一般選民而言，社會心理學對其政治態度或行為的解釋力最強，然客家族

群卻不在此脈絡下，社會學因素和理性抉擇因素的影響反而更明顯。地形、語言、

歷史和物質利益對客家族群投票抉擇研究皆有值得討論之處，且這些解釋因素皆

非過去政治態度或行為重要的解釋因素。過去將客家族群至於全體選民的脈絡研

究，難以凸顯其特色，本研究試圖突破。 

六、對於參與之工作人員之訓練 

  本研究計畫若蒙提供經費聘請一位博士級兼任助理與碩士級兼任助理，兩人

可同時分擔本研究的分析工作，並從中學習經驗研究的重點。在研究助理的背景

方面，本研究預計聘請一位具有政治學理論訓練的助理，而另一位助理預計聘請

對客家研究具有興趣與專長的人才，進一步培養兩位助理社會科學統計的深厚根

基。對於參與本研究的研究助理，計畫主持人將對其客家學相關理論、選舉行為

理論、研究設計、統計訓練、資料分析以及資料解讀有所訓練，對於其未來獨立

從事客家學學術研究以及相關教學工作將有所助益，希望計畫主持人與兩位不同

背景的助理亦可激發出更多的研究創意與貢獻。 

 

二、與原訂計畫之落差及原因分析：無 

 

三、建議事項 

    對於客家族群既有的調查研究樣本數不多，分析代表性受影響。建議未來客

委會建置大型資料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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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結論 

    政治態度和行為的研究在台灣學界已經蓬勃發展，然單一族群的研究卻相當

缺乏。我們在選舉中不會聽到候選人高喊我是外省人或我是原住民如此的口號，

但卻經常有候選人高喊自己為客家人，攻占客家族群政黨偏好已是政治人物競選

的常態。然客家族群的政黨偏好又是如何分布？造成分布差異的原因為何？ 

 

    本研究發現北部客家族群政黨偏好有泛藍的情況，除了用國民黨重北輕南這

種耳熟能詳的因素解釋。首先，在聚落在分布的地形上、語言使用上、閩客情節

（閩客關係、國民黨聯客制閩）有其特殊性。加上歷史上閩客械鬥多發生北部，

使得北部閩客關係較差，而國民黨適時聯客制閩的策略應也有其效果。以上皆可

納入研究政治態度和行為的社會學途徑解釋。 

 

    再者，研究政治態度時不可忽視的選民的理性因素，國民黨政府對客家族群

給予物質恩惠，都是解釋客家族群政黨偏好不可或缺的因素。國民黨政府的重北

輕南也使北部客家族群連帶在「重北」中受到重視。另一方面，北部客家族群因

為國民黨政府在經濟上的施予得到了恩惠，在理性抉擇的驅使下，維持現有政黨

偏好是最安全、保守的做法。以上皆可納入研究政治態度和行為的理性抉擇途徑

解釋。 

 

    整體而言，就一般選民而言，社會心理學對其政治態度或行為的解釋力最強，

然客家族群卻不在此脈絡下，社會學因素和理性抉擇因素的影響反而更明顯。地

形、語言、歷史和物質利益對客家族群投票抉擇研究皆有值得討論之處，且這些

解釋因素皆非過去政治態度或行為重要的解釋因素。過去將客家族群至於全體選

民的脈絡研究，難以凸顯其特色，本研究試圖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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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研究將選舉研究理論引進客家學研究跨領域科技整合，從選民政治態度的

角度切入客家族群研究，在政黨偏好對投票行為影響大的情況下，客家人族群的

角色何。過去研究雖已涉及此一面向的研究，但多以制度面角度討論，雖有實證

分析，但研究不多，本研究進行質化與量化的實證分析，有助於選舉研究與客家

學研究的對話。 

 

    客家族群在政治上和政府決策扮演一定的影響力，客家學研究亦有一定的重

要性與影響力。未來仍有些方向值得努力，包括增加訪談人數，以增加研究的效

度與信度；再者，作者本次採用的二手資料是政治學界具有公信力的資料，且具

有客家族群樣本，但其樣本數較少，以致於難以進行統計模型分析，僅能進行簡

單描述性統計，未來若有機會取得較多客家族群樣本，將可進行較細緻的分析，

甚至從選民「個體」的角度，測量其社會學、社會心理學、理性抉擇三方面的「個

體」認知、態度和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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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研究成果全文 

大臺北地區客家族群投票行為之研究： 

調查資料分析與深入訪談 

計畫主持人：邱榮舉 

共同主持人：劉嘉薇 

 

壹、計畫背景、目的、重要性 

   「北藍南綠」是新聞界經常描述我國政治板塊的名詞，由於客家族群在政治

上扮演關鍵族群，政治人物爭相競爭其票源，而此藍綠板塊的南北差異是否亦出

現在客家族群的投票行為（主要為投票抉擇）上，值得探究。基於地域的差異，

本文首先研究大臺北地區（臺北市、新北市、基隆市）客家族群的投票行為。在

「北藍」的氛圍下，本研究以量化資料分析大臺北客家族群的投票行為與大臺北

其他族群選民的差異為何。同時亦以質化資料分析大臺北地區客家族群投票行為

背後的原因。在政黨認同對投票行為影響大的情況下，客家人族群的角色何。 

 

    客家族群自從民主化後的歷次選舉總能扮演關鍵少數的重要角色，客家族群

對於政黨的認同，幾乎落在閩南族群與大陸各省市人之間，因此客家族群政黨認

同的移動也關係著台灣政黨認同的變遷。  

 

    若要解釋客家人的政治態度，我們就必須先對台灣客家人的特徵提出說明。

根據行政院客家委員會（2011）調查結果顯示，《客家基本法》定義之客家人口

占全國人口的 18.1%，推估約有 419.7 萬人；自我單一認同為客家人口占全國人

口的 13.6%，推估約有 314.7 萬人；自我多重認同的客家人口為 18.5%，推估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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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428.6 萬人；廣義定義的客家人口為 24.8%，推估約有 575.3 萬人。施正鋒

（1997，80-84）指出，客家菁英所展現的集體焦慮，可以歸納為是擔心客家族

群在文化認同上逐漸衰退，隨著前往都會區謀生的客家人愈來愈多，他們面對多

數族群的無形文化壓力，往往不得不屈從，讓自己成為隱形人。 

 

    對於客家人的起源，長久以來可分成兩派的爭論。一派強調客家人是正統漢

族，因為中原自魏晉南北朝時期戰亂頻仍，因此為逃避戰禍而分數次往南遷徙（羅

香林，1973；王東，1998）。客家人在遷移台灣的過程中，一方面由於遷入地人

口與經濟發展狀況的不同，另一方面也由於其自大本營遷移到台灣的路線差異，

從而導致其在台灣各地的分布及形成村落的時間不盡相同。大致而言，客家人在

台灣的分布，經歷一個以台南為中心繼續向南開發，然後再向北發展的先南後北

過程。其生活地域內的自然地理環境以山地和丘陵地帶為主。客籍學者鄧迅之指

出：「客人的入墾台灣較遲，所以開墾的區域，大多集中於地段較為惡劣、土壤

較為礁薄的丘陵或山區地帶。」（王東，1998）。 

   

    進一步來說，客家人遷徙來台後，在台灣政治參與的過程並不快速，在威權

時代，不能使用母語（客語）與客家文化不受到重視，客家族群的政治影響力大

多侷限於地方層級，但自民主轉型以後，客家族群的政治力明顯擴散至全國層面，

提升到中央層級。將客家事務以公共議題對待，以民進黨台北市市長候選人陳水

扁在 1994 年台北市市長選舉中首次提出客家政策白皮書為肇始，馬英九亦於

1998年競選台北市市長選舉提出其客家政策白皮書（范振乾 2002, 12-17）。此

外，1996 年首次總統直選，各組總統候選人在族群政策中都提及了客家語言文

化的保存（客家雜誌編輯部，1996），2000年總統選舉時，各組候選人亦不約而

同地提出其客家政策白皮書，客家議題正式成為全國性的公共議題（范振乾 2002, 

12-17），客家政策櫥窗正式開啟（丘昌泰 2007）。2008 年總統選舉時，各組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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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人客家政策白皮書亦相繼推出，不僅維持原有的客家政策，更欲強化既有成效

（客家雜誌編輯部，2008c）。以上在在說明客家族群在政治參與上的影響力逐漸

擴大，值得本研究關注。 

 

貳、國內外有關本計畫之研究情況、重要參考文獻之評述 

    影響選民投票抉擇的因素最主要包括三種途徑的解釋：社會學途徑、社會心

理學途徑以及理性抉擇途徑，這三種途徑各有其特色，雖然學派間對於解釋選民

投票行為有過爭論，但三者皆有其貢獻，卻是不爭的事實。以下先介紹三大學派

的內容及其優缺點，並進而與本文的研究主題對話。 

 

一、社會學途徑 

    對於選民投票行為社會學的研究途徑可說是從 Lazarsfeld 等人（1944）為

開端，他們用社經地位、宗教與居住地三個社會結構因素，建立政治傾向指標

（Indexes of political disposition），而此指標對投票行為有顯著的解釋力。

Berelson 等人（1954）也發現社會學的特徵、社會階層特徵影響了投票的決定，

同時，初級團體（家人、親友以及同事等等）的社會系絡關係，對於投票對象的

選擇也有相當影響。在美國的研究就經常發現，社會階級高、基督教徒、居住郊

區的人，較可能投給共和黨，反之，較會投給民主黨，這些都是社會結構性的因

素，常被視為一種最直接的相關；Key（1949）也用「南方政治」來形容居住在

美國南方的選民，他們的投票行為具有地域上的差別。除此之外，社會學途徑更

強調社會系絡的影響（Lazarsfeld et al. 1944；Johnston and Pattie 2005；

Levine 2005），在一個結構相似的群體中，易受群體意見影響而形成自己的意見

與投票取向。 

 

    社會學途徑以社會結構的因素探討選民投票決定，甚至用以進行選舉預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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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個體層次來說，選民的社會經濟地位與其投票抉擇具有關聯，從教育、收入、

階級、宗教、居住地都是社經地位差異的來源。然而，社會學途徑儘管說明了選

民所處的社會結構和社會系絡位置幾乎決定了他們的投票行為，但這無法說明議

題、候選人和政黨因素在選舉過程中扮演的重要角色，所以社會心理研究途徑也

在這種時機氛圍下誕生。 

 

二、社會心理學途徑 

    在解釋選民行為的途徑中，社會心理學派為人稱道之處在於提出社會心理學

面向的解釋，其中以密西根學派為代表，著重政黨認同、候選人因素，以及選民

政治議題立場對選民行為的解釋。然而，密西根學派有今天的地位，不全然是短

時間得到的成就，反而是受到眾多的挑戰，才成就今日的地位。以下即從密西根

學派的主要精神談起，進一步提及其受到內部的和外部的挑戰，以及此學派的影

響和侷限。 

 

    首先，政黨認同是社會心理學派的關鍵因素，它代表選民長期的心理狀態，

不是選舉時期支持那一政黨的候選人，而是平常對於政黨情感的累積，形成對於

政黨的長期支持，政黨認同的形成是一種政治社會化的過程，也被用以解釋或預

測選民投票行為（Campbell et al. 1960）。 

 

    除了政黨認同，選民對於整個選舉的情感和評估，也體現在他們對於不同議

題的認識。在選舉中，若議題要起作用，選民至少對議題要有立場，而且政黨之

間的立場要有差異，同時這些議題對於選民而言有一定的重要性（Campbell et al. 

1960），一旦這些條件成立，政治議題立場始成為選民投票抉擇的依據。 

 

    再者，密西根學派還涵括了候選人因素的解釋角度，在選舉時，除了對於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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黨的情感心理因素，選民對於候選人同樣具有情感上的評價，這就體現在選民對

於候選人形象的評估（Wattenberg 1991）。在媒體發達的時期，甚至有候選人形

象決定一切的說法，也就使得候選人競相運用媒體形塑良好形象，以獲得選民的

青睞。 

 

    從以上三個面向來看，密西根學派為選民行為提出了政黨認同、候選人因素、

政治議題立場三個成分的解釋，已提供了豐富的解釋面向，而這些面向也分別在

美國、台灣都相繼發展出許多測量，只不過我們不禁要問，同樣是社會心理的途

徑，這三個面向是否同等重要，在不同選舉階段的影響是否相同。1960 年此學

派提出了因果漏斗模型（funnel of causality）的解釋，從時間的向度來探討

投票行為（Campbell et al. 1960）。之後學者也進一步詮釋這個模型，他們認

為在選舉前期是社會背景的因素佔優勢，這些因素也會影響到漏斗中間的政黨認

同，政黨認同進一步影響選民對於候選人的評估，隨後的選舉突發事件或是與人

討論的人際傳播都影響著最終的投票決定（Niemi and Weisberg 1984）。 

 

    上述討論的是內在的時間向度，亦即在選舉過程中各個階段不同因素的影響，

但若從整個歷史進程的時間向度來看，同樣是社會心理學派的主張，不同的社會

心理成分也有不盡相同的解釋力，從許多實證研究檢證發現，政黨認同這個概念

的確在 1950-1960年代有十足的影響力，但在 1970 年代，在美國卻發現了政黨

認同逐漸式微的跡象，中間選民的比例從百分之二十增加至三十，且政黨認同的

穩定性也因為外在環境變動而變動，過去政黨認同強勢的解釋從而逐漸受到爭議

（Nie, Verba and Petrocik 1976）。 

  

    當政黨認同的解釋削弱之際，政治議題立場逐漸抬頭，一時蔚為風氣，但只

要我們用前述三個條件來檢視議題立場的適用性時，不免感到以議題立場解釋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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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行為的費力，因為要滿足選民對議題有立場、政黨之間對議題的立場有差異、

議題對選民具備重要性等條件，便是相當困難的工程，因而議題立場的解釋也沒

有完全站得住腳。 

 

    因此，候選人因素也受到密西根學派相當的重視，它同樣也是選民在考量投

票對象時的社會心理因素。進一步來說，選民對於候選人形象、能力的評估可能

不是一朝一夕的評價，而是長期累積的印象，因而近期也採用即時資訊模式

（on-line information processing）來說明候選人因素，認為選民對於候選人

的評估是一種「算總帳」的思維，也就是不論有多少的議題或事件在選舉過程中

發生，選民最終以他們對候選人整體的喜歡程度來評估候選人（鄭夙芬、陳陸輝

與劉嘉薇，2005）。至於黃秀端（2005）則是比較政黨與候選人兩項社會心理學

因素的相對影響力，她發現在台灣情感溫度計這項選民對候選人的情感偏好，雖

對選民投票行為有顯著影響，但影響力不如政黨喜好程度。 

 

三、理性抉擇途徑 

    與社會心理幾乎同時期，還有另一學派的發展。相對於社會心理學派注重選

民的心理狀態，Downs（1957）提出的經濟模型，反而以「理性」來衡量選民的

投票行為，假設「選民投票的目的是為了建立政府」、「選民是理性的」，引起了

政治行為或投票行為的另一番省思，而此經濟的、理性抉擇的模型爾後也廣為使

用。選民的投票在理性抉擇途徑的脈絡下，需以理性、成本以及效益的角度來考

量。首先，選民在「理性」抉擇模式的考量下，也發展成兩種對於候選人、政黨

或執政當局的評估，前瞻性（prospective）和回溯性（retrospective）投票

（Fiorina 1981）便是理性評估的展現。前者指的是選民會把票投給一個未來可

能會帶來繁榮的候選人或政黨；後者指的則是選民評估一個候選人、政黨或執政

當局過去的表現來決定是否再投給現任的政黨或候選人。劉義周（2005）也認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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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回溯性投票，是指選民投票時依照執政黨表現決定投票方向的選擇模式。具

體地說，如果選民認為執政政府在過去做得好，就投票給該黨候選人，讓他們繼

續執政；如果這個黨表現不如選民預期，選民就決定要「換人做做看」。以上不

論是前瞻性投票或回溯性投票，皆為出於施政表現的評估，由於是基於理性的判

斷，因此較偏向理性抉擇學派解釋的範疇。 

 

    另一方面，此派學者認為，經濟的好壞的確對於選民的投票行為有長足的影

響。Kramer （1983）研究了 1896年到 1964年美國國會選舉，他指出經濟的不

景氣有助於反對黨的勝利。無獨有偶地，Tufte（1978）也證實了經濟因素與執

政黨選舉席次具有莫大的關係。換句話說，無論選民從整體的經濟情況

（sociotropic voting）或個體的經濟狀況（pocketbook voting）來投票，這

都被認為是一種理性計算的行為，亦即選民以個人的、國家的、現在的、未來的

經濟狀況，寄予現任者或挑戰者希望，依此，經濟狀況的投票抉擇也通常採用個

人的或國家的經濟狀況、現在的或未來的經濟狀況兩個標準來劃分，分為四個面

向。 

 

    近年來國內對於經濟投票的研究也不少，他們分別從中央層級、地方層級的

選舉，以經濟投票是否發生、經濟投票與政黨輪替、選舉年地方政府支出的擴大

與否來探討，像是王柏燿（2004）以 2001年立委選舉為例，發現到台灣選民的

經濟投票摻雜著國際因素，亦即將認為經濟不好理由肇因於國際因素的選民剔除

後，經濟投票的趨勢愈趨明顯，也就是當經濟不好時，選民不傾向投給執政黨候

選人；此外，黃智聰、程小綾（2005）探討了經濟投票與政黨認同的關係，而且

著重在地方的縣市長選舉，結果發現，中央經濟對選民的影響力大於地方經濟的

影響；再者，傅彥凱（2006）釐清了現任者若為了尋求連任，不惜會擴大財政支

出來吸引選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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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外，謝復生、牛銘實與林慧萍（1995）也以選民理性抉擇的角度，討論投

票決定的形成，他們認為投票決定受到選民對政黨評價的影響，而政黨評價又受

到政黨的議題立場以及政黨的能力所影響。其中選民對政黨議題立場和政黨能力

的評估，相對於前述的社會結構因素或社會心理的情感因素，都更能表現出理性

抉擇的特點。不論是前瞻性或回溯性投票、經濟投票、或是議題評估，都在在展

現理性抉擇學派與其他學派相異之處，這也是理性抉擇決學派之所以至今仍保留

一席地位的原因之一。 

 

    關於這三大途徑，的確也不是互斥，而是相輔相成的。傅恆德（1996）提出

以社會學理論、心理學與理性三個理論作基礎，分別討論個別理論以及其可能的

混合模型。結構性因素以社會人口學特徵測量，例如北部客家人在投票行為上可

能有其特殊性，這受到那些因素影響，過去研究發現北客偏向認同泛藍，然其中

原因值得探究，因而本研究除進行調查研究分析，亦採用深入訪談法深掘北客在

投票行為上的抉擇因素。再者。心理因素以政黨認同與依附測量，理性的因素以

選民對政黨的評估，以及與政黨議題立場的距離測量。他認為三者除了個別解釋

選舉行為，也可以在一個較大的範疇中，將所有的變數同時考慮，不但可以收到

控制的效果，也可以去除重覆解釋的部份。 

 

四、地域、系絡與大臺北客家族群投票行為研究 

    2004 年總統大選藍綠競爭激烈，閩南票各半支持雙方陣營，外省票大部分

支持藍營，因此客家票決定勝負（客家雜誌編輯部，2004a），但客家選民的投票

對象卻有「北藍南綠」的分殊（客家雜誌編輯部，2004b）。張家郎（2004）認為，

泛藍的客家思潮以中原客家文化為主，如國民黨及世界客屬於總會等。泛綠的客

家思潮以台灣客家優先，如民進黨及台灣客家公共事務協會。在單一選區兩票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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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立委選制中，客家人當選的席次遠不如客家人的比例（文亮，2008；客家雜誌

編輯部，2008d），客家人在投票時會選擇客家候選人嗎？抑或依照政黨投票？值

得分析。 

 

    進一步而言，大臺北地區客家族群投票行為與其所處社會系絡息息相關，因

此本研究需要關照選民所處環境客家人所佔比例的面向。由於族群關係對政治態

度的影響與各族群所處的社會系絡息息相關，因此和諧或緊張的族群關係各自會

形成民眾不同對政治的看法，反應在政治行為上。進一步來說，同質性的族群關

係通常較為和諧，相對地，異質性的族群關係通常較為緊張，以下從社會系絡的

同質性和異質性觀點討論社會系絡對政治態度的影響，行文中或有討論社會系絡

對投票行為的影響，雖屬社會系絡對政治行為的影響，但仍不失為討論社會系絡

對政治態度影響的輔助推論過程。 

 

    Lazarsfeld 等人早在 1940年研究發現，身處同質性高團體的選民，其投票

決定相當一致。Deutsch 和 Gerard（1955）以及 Kelley（1952）發現人際影響

力可透過語言及非語言的方式發揮影響力。Campbell（1960）等人即使認為政黨

認同具有相當重要性，也仍然討論家庭、等社會系絡因素對選民政黨認同的影響。

再者，Putnam(1966)整理了社會系絡對政治態度影響的三種觀點：包括政黨活動

（party activity）的影響，認為政黨活動會影響選民投票決定；再者， 個人

對社群規範的遵從與認同（community identification）亦會影響其政治態度；

最後，社會互動（social interaction）意指個人和社群成員持續互動的結果與

他們的政治態度有關。Lazarsfeld et al.（1968）認為人際傳播較為自然，不

容易被避免，內容、方式也都具有彈性，傳播訊息的可信度也較高。Fiorina（1981）

等人更提出政黨認同形成初期受社會系絡因素影響，甚至政黨認同改變也受社會

系絡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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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urt（1987）討論了關於社會系絡影響力的兩個理論方向：社會聚合（social 

cohesion）模型與結構均衡（structural equivalence）模型。前者認為人際接

近程度是社會系絡的主要內涵，政治社會化理論即代表此一過程；後者則強調共

同的社會背景是社會系絡的主要內涵。Schmitt-Beck（2003）則提出了在同質性

的人際網絡中，容易重視對此一團體正面的訊息，忽視負面的訊息。國內政治學

界對社會系絡效果的研究，大多集中於社會系絡對政治參與的影響（盛杏湲 1991；

黃秀端 1995；劉義周 1991；陳陸輝 1994；蔡佳泓 1995）。 

 

    客家族群的投票行為取向，除了 1996年的總統大選，全台客家人都有李登

輝情結外，從 1994年的省長選舉到 2000、2004年的總統大選，都呈現「北藍南

綠」的現象，即中北部、東部的客家族群較支持國民黨；高屏六堆地區的客家人

較挺民進黨。而今年雖然還是「北藍南綠」（客家雜誌編輯部，2008a: 1-5）。49從

最近十餘年的重大選舉觀察，在藍綠政治氛圍對峙下，族群已非選民的重要選項。

例如，2000年的總統大選，退出民進黨獨立參選的客家籍前民進黨主席許信良

也只獲得 0.63％的選票；2006年的高雄市長選舉，客家籍台聯提名的羅志明也

只獲得 0.86％的選票（客家雜誌編輯部，2008b: 1-2）。 

 

    本文研究大臺北地區客家人投票行為，其所處的北部環境是一政治社會化的

情境，亦可能形成地域感（sense of place），地域感指選民在特定區域尋求自

我認同的途徑（Cox 1969, 93），本研究認為屬於社會學因素對投票行為的影響。

地域因素與投票行為息息相關，在同一地域者因為接觸而可能強化或改變投票行

為（王甫昌，2002）。洪永泰（2000）提出政治版圖的概念，其分析方法主要是

整合選區內歷次選舉投票所的地理範圍及投票紀錄，挑選政治指標，將投票所依

                                                     
49
 但是藍軍氣勢也已攻進南部，在高屏六堆的 12個鄉鎮中，除了屏東縣 8個客家鄉及高雄的六龜鄉還是

綠大於藍外，高雄縣的美濃鎮、甲仙鄉與杉林鄉今年都由綠轉藍（客家雜誌編輯部，2008a: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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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指標進行分群，以此劃分政治版圖。徐永明（2000；2001）則認為，政治版圖

僅能解釋政黨在該地區歷年來，所獲得的支持與變動情形，無法因而推估選民支

持的流動情形。以上論述或有差異，但連結地域與投票行為的目的卻無異。再者，

政黨認同是解釋全體選民投票行為重要的因素，屬於社會心理學途徑，然客家族

群的投票行為與此一途徑相同或相異，亦值得量化與質化方法探究，以下研究設

計將說明之。 

 

參、本計畫採用之研究方法與原因 

    本研究首先採用二手資料進行量化資料的分析，並進一步以深度訪談法進一

步瞭解形成、強化或改變客家人投票行為的原因，量化研究架構圖如圖 1，自變

數包括結構因素（以地域為主）、社會心理學途徑情感溫度計、議題態度、政黨

認同，其中以政黨認同為主要觀察對象、理性抉擇途徑（回溯性投票、經濟投票、

突發事件）以及個人背景控制變數（性別、世代、教育程度、居住地區、職業）。 

 

一、調查資料分析 

    至於為何需要調查，其目的在於二手調查資料中已有本研究架構圖的自變數

（影響投票抉擇的三大途徑以及個人背景變數）與依變數（投票抉擇），分析自

變數與依變數關聯將有助於釐清影響「大臺北地區客家族群投票抉擇」之因素。

對於客家學之研究在於將政治學以及投票行為引入，豐富客家學內涵 

 

    由於政治態度的研究並無長期統一的官方資料可得。本研究資料主要來自於

政治大學選舉研究中心於 1996-2000年間的面訪資料，尚包括 2001、2004和 2008

年台灣選舉與民主化調查（TEDS）的面訪資料，如表 1。本研究的研究對象為客

家族群，對於此族群根據以下題目加以認定：「請問你的父（母）親是本省客家

人、本省閩南人、大陸各省市人還是原住民？」只要受訪者的父親或母親為本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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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家人，本研究就視其為客家族群，每年度的客家人樣本數如表 1。 

     

    同時由於只使用政大選舉研究中心及台灣選舉與民主化調查的面訪資料，不

僅各項變數的題型和問法相似度極高，且分層抽樣的標準也大致相同，可避免整

合資料所可能造成的問題。本研究將依照架構圖分析調查資料，統計方法將首先

運用次數分配分析各自變數與依變數的分佈，第二步將運用交叉分析瞭解自變項

與依變項的兩兩關聯，第三步則為模型建立。由於依變數為二分類變數（投泛藍

或投泛綠），因此 bianary logit 是較適合的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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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量化研究架構圖 

 

 

 

 

圖 2：質化研究架構圖 

社會學途徑 

結構因素（以地域為主、所處鄉

鎮市客家人比例 ） 

 

社會心理學途徑 

情感溫度計、議題態度、政黨

認同（著重比較政黨認同與省

籍的差異） 

 

 

 

大臺北地區 

客家族群投票抉擇 

控制變數：個人背景 

性別 

世代 

教育程度 

居住地區 

職業 

 

理性抉擇途徑 

回溯性投票、經濟投票、突發

事件 

 

 

 

客家社團參與狀況 

客家社團受到客委會協助狀況 

客家政策偏好 

客籍人士影響力 

大臺北地區 

客家族群投票抉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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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本研究之資料來源 

立委選舉

年度 
計畫名稱 

資料來 

源單位 

執行 

期間 
主持人 

客家樣本

數 

1998 

選區環境條件與選民行

為：一九九八年立法委員

選舉之科際整合研究 

政治大學選舉研究

中心 

1998/08- 

1999/07 
劉義周 141 

2001 

台灣選舉與民主化調查

（TDES2001）2001 年立

法委員選舉 

台灣選舉與民主化

調查規劃與推動委

員會 

2002/01- 

2002/04 
黃紀 236 

2004 

台灣選舉與民主化調查

（TDES2004LB）2004年

立法委員選舉 

台灣選舉與民主化

調查規劃與推動委

員會 

2004/06- 

2004/09 
黃秀端 192 

2008 

台灣選舉與民主化調查

（TDES2008L）2008年立

法委員選舉 

政治大學選舉研究

中心 

2008/01- 

2008/03 
朱雲漢 153 

總統選舉

年度 
計畫名稱 

資料來 

源單位 
執行期間 主持人 

客家樣本

數 

1996  
總統選舉選民投票行為

之科際整合研究 

政治大學選舉研究

中心 

1995/08- 

1996/07 
謝復生 191 

2000  
跨世紀總統選舉中選民

投票行為科際整合研究 

政治大學選舉研究

中心 

1999/08- 

2000/07 
陳義彥 161 

2004 

台灣選舉與民主化調查

（TDES2004P）2004年總

統選舉 

台灣選舉與民主化

調查規劃與推動委

員會 

2005/01- 

2005/03 
劉義周 206 

2008 台灣選舉與民主化調查 政治大學選舉研究 2008/06- 游清鑫 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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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DES2008P）2008年總

統選舉 

中心 2008/08 

 

肆、資料分析 

一、1998、2001、2004 及 2008年立委選舉政黨認同 

    從 1998到 2004年的三次立委選舉，其中歷經了 2000年總統大選後的政黨

輪替，從表二我們可以觀察政黨輪替前後客家族群政黨認同的變遷。政黨認同前

的 1998 年立委選舉，客家族群支持泛藍的有六成五，到了政黨輪替後的 2001

年和 2004 年，支持泛藍的比例下降了。過去泛藍執政，作為政治結構中的「庇

主」，在兩千年總統大選後逐漸失去庇主的地位，從而也失去了部分的客家選票，

2001年客家族群認同泛藍減少至五成七，2004年的比例也不相上下，然 2008

年時，泛藍支持度大幅躍升為七成四，政黨認同的模型建構如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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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1998、2001、2004 及 2008年立委選舉政黨認同 

 1998年 2001 年 2004 年 2008 年 

政黨認同 次數 百分比 次數 百分比 次數 百分比 次數 百分比 

泛藍 59  65.05  81  56.64  66  56.26  73 74.49 

泛綠 32  34.95  62  43.36  52  43.74  25 25.51 

總和 90  100.00  143  100.00  118  100.00  98 100.00 

資料來源：劉義周，1998-1999，「選區環境條件與選民行為：一九九八年立法委

員選舉之科際整合研究」，政治大學選舉研究中心。黃紀，2002，「台灣選舉與民

主化調查（TDES2001）2001年立法委員選舉」，台灣選舉與民主化調查規劃與推

動委員會。黃秀端，2004，「台灣選舉與民主化調查（TDES2004LB）2004年立法

委員選舉」，台灣選舉與民主化調查規劃與推動委員會。朱雲漢，2008，「台灣選

舉與民主化調查（TDES2008L）2008年立法委員選舉」，政治大學選舉研究中心。 

 

二、1996、2000、2004 及 2008年總統選舉政黨認同 

    表三則是從政黨輪替前後的總統選舉結果來檢視客家族群的政黨認同，與立

委選舉相同的是，客家族群認同作為「庇主」的泛藍大幅減少，從 1996年的超

過八成至 2000年的五成三，再到 2004 年的五成二，其降幅不可謂不大，2008

年泛藍支持度略為提升為六成二。與表三對照來看，總統大選三個年度中，認同

泛藍的客家族群減少的幅度大於立委選舉。由此可知在政黨對決激烈的單一選區

下，政治「庇主」相對於其他庇主擁有較強的影響力。泛藍認同在 1996年李登

輝當選總統達到高峰，2000年政黨輪替後，泛藍認同比例陡降，顯示其政治「庇

主」的地位已經受到嚴重的挑戰，政黨認同的模型建構如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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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1996、2000、2004 及 2008年總統選舉政黨認同 

 1996年 2000年 2004 年 2008 年 

政黨認同 次數 百分比 次數 百分比 次數 百分比 次數 百分比 

泛藍 106  80.21  28 53.85  67 52.34  85 62.04 

泛綠 26  19.79  24 46.15  61 47.66  52 37.96 

總和 132  100.00  52 100.00  128 100.00  137 100.00 

資料來源：謝復生，1995-1996，「總統選舉選民投票行為之科際整合研究」，政

治大學選舉研究中心。陳義彥，1999-2000，「跨世紀總統選舉中選民投票行為科

際整合研究」，政治大學選舉研究中心。劉義周，2005，「台灣選舉與民主化調查

（TDES2004P）2004年總統選舉」，台灣選舉與民主化調查規劃與推動委員會。

游清鑫，2008，「台灣選舉與民主化調查（TDES2008P）2008年總統選舉」，政治

大學選舉研究中心。 

 

三、1998、2001 及 2004 年立委選舉政黨認同強度 

    恩庇侍從主義與政黨認同強度是否如同理論所預期，我們可以從表四、表五

得到初步的答案，政黨認同強度不涉及政黨「庇主」的轉換，但我們卻可以從不

同的選舉看出恩庇關係的作用，在表四三次的立委選舉中，隨著時間的演進，「不

具政黨認同」的客家民眾稍減，「偏向支持」的民眾大幅增加，而「普通支持」

的比例在這三年幾乎不變，「非常支持」的比例微幅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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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四：1998、2001及 2004 年立委選舉政黨認同強度 

 1998年 2001 年 2004 年 2008 年 

政黨同強度 次數 百分比 次數 百分比 次數 百分比 次數 百分比 

不具政黨認同 79  46.60  88  38.10  74  38.26  58 37.66 

偏向支持 16  9.73  67  29.00  50  26.00  21 13.64 

普通支持 41  24.52  56  24.24  46  23.86  54 35.06 

非常支持 32  19.15  20  8.66  23  11.89  21 13.64 

總和 169  100.00  231  100.00  192  100.00  154 100.00 

資料來源：劉義周，1998-1999，「選區環境條件與選民行為：一九九八年立法委

員選舉之科際整合研究」，政治大學選舉研究中心。黃紀，2002，「台灣選舉與民

主化調查（TDES2001）2001年立法委員選舉」，台灣選舉與民主化調查規劃與推

動委員會。黃秀端，2004，「台灣選舉與民主化調查（TDES2004LB）2004年立法

委員選舉」，台灣選舉與民主化調查規劃與推動委員會。朱雲漢，2008，「台灣選

舉與民主化調查（TDES2008L）2008年立法委員選舉」，政治大學選舉研究中心。 

 

四、1996、2000、2004 及 2008年總統選舉政黨認同強度 

    另一方面，從表五可以發現，在三次的總統選舉中，「不具政黨認同」的客

家民眾大幅上升，「偏向支持」的民眾也大幅增加，反而是「普通支持」與「非

常支持」的比例大幅下降。比較表四與表五，即可發現立委選舉中「不具政黨認

同」平均較高（表四：（46.60+38.10+38.26）/3=40.98 表五：（24.71+42.24+37.44）

/3=34.80），在總統選舉中，有特定支持政黨的客家族群比立委選舉多，這也間

接說明了，政黨（認同）因素在總統選舉中較重要，相反地，恩庇侍從關係在立

委選舉中較能發揮作用，派系、宗親、農會等勢力在 SNTV選制中比起單一選區

的全國性選舉，更能發揮庇主分配資源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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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五：1996、2000、2004及 2008年總統選舉政黨認同強度 

 1996年 2000 年 2004 年 2008 年 

政黨同強度 次數 百分比 次數 百分比 次數 百分比 次數 百分比 

不具政黨認同 47  24.71  68 42.24  76 37.44  87 39.91 

偏向支持 11  5.57  14 8.70  50 24.63  36 16.51 

普通支持 97  51.28  48 29.81  58 28.57  67 30.73 

非常支持 35  18.44  31 19.25  19 9.36  28 12.85 

總和 190  100.00  161 100.00  203 100.00  218 100.00 

資料來源：謝復生，1995-1996，「總統選舉選民投票行為之科際整合研究」，政

治大學選舉研究中心。陳義彥，1999-2000，「跨世紀總統選舉中選民投票行為科

際整合研究」，政治大學選舉研究中心。劉義周，2005，「台灣選舉與民主化調查

（TDES2004P）2004年總統選舉」，台灣選舉與民主化調查規劃與推動委員會。

游清鑫，2008，「台灣選舉與民主化調查（TDES2008P）2008年總統選舉」，政治

大學選舉研究中心。 

 

二、深度訪談法 

    北部客家族群在投票行為上的特殊性，過去研究發現北客偏向認同泛藍，然

其中原因值得探究，本研究假設原因可能是高高屏地區有政治人物引領民意，成

為政治意見領袖、再者，長期重北輕南的發展，也是推波助瀾的原因，以上假設

都需要依賴訪談重要的民間社團、組織進一步理解，因此本研究依照圖 2質化研

究架構圖，討論客家社團參與狀況、客家社團受到客委會協助狀況、客家政策偏

好以及客籍人士影響力對大臺北地區客家族群投票抉擇的影響，並規劃相關大臺

北地區客家社團、組織進行訪談，初步規劃訪談名單如表 2，本研究亦都掌握了

以下社團、組織的聯絡方式，但因涉及隱私，於計畫中暫不呈現。訪談大綱如下： 

1. 請問您的社團主要辦理那些跟公共事務有關的活動？來參加的是那些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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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政府的客委會提供那些協助？ 

2. 請問您認為大臺北客家族群投票抉擇在歷年來有什麼變化或相同之處？ 

3. 請問您認為大臺北客家族群投票抉擇與其他地區客家族群有和異同？ 

4. 請問您認為大臺北客家族群投票抉擇在歷年變化的原因是什麼？ 

5. 您或您的社團比較偏好的客家政策為何？國、民兩黨做得到嗎？ 

6. 您認為客籍人士在政壇上能發揮影響力嗎？為什麼？客家社團對於政治或客

家政策的影響力為何? 

 

    以上的調查研究資料顯示客家族群整體而言偏向泛藍，大臺北客家族群尤其

如此。以下本研究將其訪談逐字稿依架構圖的自變項（亦即本研究於文獻提出的

三大途徑）分類，逐步解析影響客家族群政黨偏好差異的原因，其中多數的資料

集中於社會學和理性抉擇途徑。 

 

（一）社會學途徑 

    地形分布可說是客家族群政黨偏好來源的重要原因之一，北部客家族群的集

體分布，因而可能較不受到閩南族群的影響。 

 

    對北部的客家人來說，我們是一個團塊。(劉：連在一起，桃竹苗。)我們周

邊，有接觸到；中間，我們沒接觸到（以手勢示之），對不對？（劉：對。）所

以我們從小到大，除了電視上聽到閩南話，很少聽到閩南話阿。（劉：對。）所

以我們有個腹地啊，我們生處那個內陸、客家內陸腹地啊，所以我們對閩南話是

陌生的，是疏離、是隔閡的（前民進黨客家事務部主任）。 

 

    歷史上的閩客械鬥造成閩客情節，客家族群與閩南族群間並不很融洽，彰化

一帶的械鬥也往桃竹苗北遷。閩客情節也同時肇因於於客家族群眼中的「閩南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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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主義」。 

 

    我認為北部的客家人會比較藍的原因其中的原因是閩客情節。閩客情節從

17幾年，道光 30年開始，有幾次重大的閩客械鬥，像彰化就很嚴重，彰化以前

的客家人是很多，鹿港還有三山國王廟，彰化市有定光古佛廟，這兩個都是客家

的守護神，可見彰化以前是很多客家人，但是彰化因為閩客械鬥後，導致客家人

無法生存，所以桃竹苗的客家人，有多少是從彰化北遷的。以前苗栗閩客械鬥最

厲害的時候，還動用兩個名人去化解。一個是開台進士，另外一個是苗栗舉人，

所以我認為客家人比較支持國民黨第一個原因是閩客情節（前聯合報記者）。 

 

    閩南沙文主義早期當然有阿。客人，妳是客家人，妳是客郎仔(客語)，當然

是用一種鄙視的方式，所以就好比說台灣早期看這個外省人叫外省仔(台語)，或

是大人看小孩叫嬰仔(台)，我們講這個上揚尾音就代表說你是小一號的或者你是

次等的。那當然我們福佬人的沙文主義就是「咱是正牌的，他是副牌的(台語)，

咱才是主人」（台北市議員） 

 

    而國民黨早期採用的聯客制閩也達到的少數族群之間團結的目的，進而對多

數的閩南族群無法產生好感。不過受訪者國民黨當時採取的是否為聯客制閩也有

不同的看法。 

 

    聯客制閩，你看像蔣經國、宋美齡也好。宋美齡身邊有很多客家人，去當她

的保鑣、安全侍衛，而且客家話又跟國語比較接近，像當兵唸書的時候，客家人

自然就會跟外省人比較好，客家人比較老實、保守，所以弱勢對弱勢比較容易在

一起（前聯合報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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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亦有受訪者認為國民黨聯客制閩的本質在於討好客家族群。 

 

    我告訴你，不是聯客制閩，是對客家予以譁眾取寵。你說聯客制閩，我把他

說是譁眾取寵。妳很漂亮阿，妳穿什麼我都說妳好阿，譁眾嘛取寵嘛！因為他要

保持他的優勢阿，為了保持優勢所以我要跟妳講謊話阿，讓妳覺得我是真心愛妳

阿，真心的愛這個族群，真心的愛，真心的想要對妳們好，是譁眾取寵（台北市

議員）。 

 

（二）社會心理學途徑 

    在社會心理學因素方面，本研究在研究設計時曾提及候選人因素對客家族群

投票抉擇的研究不多，而反映在訪談內容上亦為如此。兩位受訪者皆表示，對客

家族群而言，客家族群不見得投給客家籍候選人，候選人省籍這點因素皆不會對

客家族群投給客家人加太多分。 

 

    你在客家地區，你自然而然提名客家人的可能性就比較高啊。（劉：就比較

高啊。）這是自然的，對他們來說就是選當地人啊。比如說你在苗栗提名一個人，

你如果是客家人他不會認為你特別提名誰，那本來就是正常的嘛，對不對？反而

提名閩南人就特別了嘛（前民進黨客家事務部主任）。 

 

反而是說，比如說你在都市地區，你又沒有刻意的去栽培客家人，其實很難啊，

因為你就是少數啊。如果順著民意基礎去發展，當然……就是說他客家人出來選，

他也不是以客家身分來當選（前民進黨客家事務部主任）。 

 

（三）理性抉擇途徑 

    最後，理性抉擇因素在客家族群投票抉擇中扮演重要角色，尤其國民黨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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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北輕南以及北部客家族群依賴國民黨的物質恩惠。 

 

    因為外省人來台灣，從基隆港進來，以為馬上就要反攻大陸，所以大都居住

在北部，這也導致國民黨長期執政重北輕南，所以你看北部跟南部之落差，為天

地之差（前聯合報記者）。早期的執政者把這些土地拿來蓋工廠，北部輕工業多，

造成客家人生活經濟全面改善（前聯合報記者）。 

 

   北藍，就像苗栗有很多人去鐵路局上班，鐵路局是公家的，民進黨常常在講

18%不公不義，他(民進黨)覺得說岌岌可危。也就是說北部的客家人跟 18%跟軍

公教比較沾得上邊，他為了要保護他的飯碗，所以他就這樣做(支持國民黨)，這

也是地緣關係，因為他在北部，他在上班跟軍公教比較能夠搭得上邊。所以我認

為說，其實就是保住他的飯碗啦（台北市議員）！ 

 

    再者，選民物質上的需求也與政黨偏好有關，例如以下苗栗的選民就因為支

持民進黨而得不到生意，可見北部（苗栗）客家族群的泛藍傾向。而北部地居的

民進黨支持者則可能在政治的恩惠施予中得不到小恩小惠。 

 

    我再講，還有直接物質上的壓力。像我的親家、我姐夫家，是我們村子裡面

最大的雜貨店。可是這幾年慢慢就開了便利商店那些的，選擇比較多啦。（劉：

對。）那陳水扁執政的時代，大家知道說他們家是支持阿扁的，所以呢，越來越

多的人就不去他那裡買東西，就跑到別家去買東西（前民進黨客家事務部主任）。

所以，你開個小餐廳，跟政治有關係啊。（劉：有，關係好大喔。）你開個文具

店，同樣的啊，公所要不要來跟你買文具啊？有時候呢辦一個旅行，出一百塊就

可以環島，啊人家就跟你說：「啊，這是某某委員喔去幫我們爭取到的經費。」

OK，也就是說從歷史……日常的人際關係，跟這種資源分配的小恩小惠的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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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是糾結在一起的（前民進黨客家事務部主任）。 

 

    在客家的…山村嘛，民進黨的得票率特別的低，我的看法是因為這邊的資源

特別的薄弱。那…經濟的自主性非常的低，所以呢你的營生直接間接跟公部門的

資源分配會有關係。比如說，我們那個村子裡面，留在村子裡面生意做最大的，

可能就是那兩家土木包工業啊。啊土木包工業最大的生意來源會是什麼？當然市

公所的土木小工程啊，各種什麼基層小型建設啊，對不對？這裡打一條農路，那

裡弄一條駁坎，啊這種小工程啊。那這種小工程，鄉長都發包給自己的人啊。那

你都是跟著這個鄉長一起吃香喝辣的，那你請來的工人你當然叫他要投誰啊。（劉：

對。）那我是村子裡比較有錢的人，我都到哪一家雜貨店，比如說我都是到你家

的茶行買茶葉去送給……喔，我的客戶廠商嘛，去做官方的交際嘛。我茶葉都跟

你買啊，你平常賣人家一千、兩千的，我一跟你買就十萬、二十萬啊。OK，那你

這家茶行全家人的心都被我收買了嘛。所以，我說一個地方的經濟自主性越低，

然後呢公部門的資源在整體經濟的比例越高，他就越容易在派系化的資源網絡裡

面被套牢、被綁死，啊這個當然有待實證研究（前民進黨客家事務部主任）。 

 

伍、結論 

    政治態度和行為的研究在台灣學界已經蓬勃發展，然單一族群的研究卻相當

缺乏。我們在選舉中不會聽到候選人高喊我是外省人或我是原住民如此的口號，

但卻經常有候選人高喊自己為客家人，攻占客家族群政黨偏好已是政治人物競選

的常態。然客家族群的政黨偏好又是如何分布？造成分布差異的原因為何？ 

 

    本研究發現北部客家族群政黨偏好有泛藍的情況，除了用國民黨重北輕南這

種耳熟能詳的因素解釋。首先，在聚落在分布的地形上、語言使用上、閩客情節

（閩客關係、國民黨聯客制閩）有其特殊性。加上歷史上閩客械鬥多發生北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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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得北部閩客關係較差，而國民黨適時聯客制閩的策略應也有其效果。以上皆可

納入研究政治態度和行為的社會學途徑解釋。 

 

    再者，研究政治態度時不可忽視的選民的理性因素，國民黨政府對客家族群

給予物質恩惠，都是解釋客家族群政黨偏好不可或缺的因素。國民黨政府的重北

輕南也使北部客家族群連帶在「重北」中受到重視。另一方面，北部客家族群因

為國民黨政府在經濟上的施予得到了恩惠，在理性抉擇的驅使下，維持現有政黨

偏好是最安全、保守的做法。以上皆可納入研究政治態度和行為的理性抉擇途徑

解釋。 

 

   整體而言，就一般選民而言，社會心理學對其政治態度或行為的解釋力最強，

然客家族群卻不在此脈絡下，社會學因素和理性抉擇因素的影響反而更明顯。地

形、語言、歷史和物質利益對客家族群投票抉擇研究皆有值得討論之處，且這些

解釋因素皆非過去政治態度或行為重要的解釋因素。過去將客家族群至於全體選

民的脈絡研究，難以凸顯其特色，本研究試圖突破。 

 

    本研究將選舉研究理論引進客家學研究跨領域科技整合，從選民政治態度的

角度切入客家族群研究，在政黨偏好對投票行為影響大的情況下，客家人族群的

角色何。過去研究雖已涉及此一面向的研究，但多以制度面角度討論，雖有實證

分析，但研究不多，本研究進行質化與量化的實證分析，有助於選舉研究與客家

學研究的對話。 

 

    客家族群在政治上和政府決策扮演一定的影響力，客家學研究亦有一定的重

要性與影響力。未來仍有些方向值得努力，包括增加訪談人數，以增加研究的效

度與信度；再者，作者本次採用的二手資料是政治學界具有公信力的資料，且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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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客家族群樣本，但其樣本數較少，以致於難以進行統計模型分析，僅能進行簡

單描述性統計，未來若有機會取得較多客家族群樣本，將可進行較細緻的分析，

甚至從選民「個體」的角度，測量其社會學、社會心理學、理性抉擇三方面的「個

體」認知、態度和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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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計畫四 

臺灣大學大學部開設兩門客家通識課程 

計畫主持人：邱榮舉 

共同主持人：薛雲峰、王保鍵、宋紀均 

    

壹、前言 

    臺灣大學社會科學院客家研究中心，今年度協助開設大學部客家通識課程，

課程設計以多元文化主義(multiculturalism)觀點為基礎，探索客家族群對臺灣

文化藝術發展的貢獻與獨特性。本課程修課學生身分為校內各科系之學生，包括

不同國籍的學生，提供具有基本性、主體性、多元性、整合性及引導性的教學內

容。 

    課程目標大致有兩方面，一是引導修課同學未來從事客家研究、臺灣研究之

入門課程，二是擴展同學的視野並消除族群、階級與文化上的偏見，培養同學們

尊重多元差異的基本人文關懷。再者，輔以客家系列專題講座方式，進行接觸認

識臺灣與客家，引領學生認識臺灣社會的多元性，並落實跨領域通識教育學習精

神。 

    課程學習安排，除了校內靜態課程教學外，並採分組合作的方式，鼓勵同學

們親身走訪客庄或參與客家活動，實際體驗、觀察客家的人、事、物，藉此訓練

學生能有獨立、團隊研究精神，讓來自不同科系、不同國籍的同學們，在合作的

學習過程中，確切領略客家、臺灣及文化藝術之深邃內涵，亦讓客家文化產生不

同視野的觀察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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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執行情形 

季 

別 
預定工作摘要 

預定進度

﹪ 

(累計進

度%) 

查核點 

(工作事項及 

執行情形) 

查核時間 

1月 

至 

3月 

1.「客家與臺灣文化藝術發

展」課程申請開設為通識課

程。 

2.細部調整課程進度與內

容。 

3.向校方申請個別型通識課

程改進計畫，通過後進行課

程修正。 

4.建立教學網站並持續維

護。 

25% 

（25%） 

1.「客家與臺灣文化藝術發

展」課程，經所、院、校三級

審核通過後，列入 100學年第

2學期通識課程。■是□否 

2.確定課程進度與內容。■是

□否 

3.向校方申請個別型通識課

程改進計畫。■是□否 

4. 建立「客家與臺灣文化藝

術發展」課程臺大 Ceiba教學

網站。■是□否 

3月 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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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計畫之執行概況 

    本子計畫 4：臺灣大學大學部開設兩門客家通識課程，今年度向校方審請個

別型通識課程計畫開設「客家與臺灣文化藝術發展」課程（上半年，100學年度

第 2學期）已執行結束，另一門開設「客家與臺灣發展」課程（下半年，101學

年度第 1學期），雖已申請繼續開設程序，但是由於多方面的考量與課程安排，

經由校、所方之研議，本年度「客家與臺灣發展」課程（下半年，101 學年度第

1學期）暫時停開，所以本子計畫執行至 7月底止，上半年之「客家與臺灣文化

藝術發展」課程已順利完成。 

 

    臺灣大學客家通識課程，歷年來修課人數每學年平均約高達 600 人，讓來自

國內外世界各地來修課的學生，對客家文化與臺灣多元文化，有完整概括性的認

識與接觸，長年來也播下許多客家文化新興種籽，臺灣大學客家研究中心在此也

4月 

至 

6月 

1.邀請相關主題學者專家於

課堂發表演講。 

2.客家通識課程每月召開會

議檢討、商議課程進行方式

及評分標準。 

3.配合校方排課作業規劃並

申請開設 100學年第 1學期

「客家與臺灣發展」通識課

程。 

4.學期結束後針對「客家與

臺灣文化藝術發展」課程進

行檢討。 

25% 

（50%） 

1.依各主題邀請相關學者家

來校演講。■是□否 

2.每月召開客家通識課程檢

討會議。■是□否 

3.依校排課作業時程提出 101

學年第 1學期「客家與臺灣發

展」通識課程開課申請。   ■

是□否 

4.期末除修課學生進行教學

意見調查外，針對客家通識課

程開會檢討本學期課程。■是

□否 

6月 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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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階段性任務，基於推廣客家文化發展，在未來臺灣大學客家研究中心，也將

繼續規劃其他相關研究客家文化之計畫，邁向建構「客家學」研究學程。 

 

二、預算支用情形 

子計畫四：臺灣大學大學部開設兩門客家通識課程 

經 費 項 目 核定金額 實支數 說明 

人事費 51,200 16,000 

專題講座鐘點費，每場

（1,600元*2小時）*16場。

邀訪國內外專家學者、校內

內聘講師及本總計畫相關人

員作專題講座。(邀請校內內

聘講師以每小時 800元計，

國外專家學者依學校規定，

由學校自行代扣 18%) 

業務費 182,320 101,137 

臨時工資、講師交通費、蒐

集資料費、材料費、校外參

訪費等費用 

雜支 6,480 2,800 

電池、文具耗材、辦公事務

用品、影印裝訂、郵電及其

他雜項支出費用。 

管理費 0 0 

本課程計畫不列管理費原因

如下： 

1.本課程計畫係本客家研究

中心協助臺大國家發展研

究所開設之通識課程。 

2.依客委會之審查意見表

中之修正建議說明，不予補

助管理費。 

合計                                     119,937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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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檢討與建議 

一、成果效益 

本課程進行方式由邱榮舉教授、薛雲峰助理教授共同擔任課程主講人，以跨

領域、科際整合的方式，針對客家學的相關基本概念進行鋪述，建立教學網站與

維護，並安排不同領域之專家、學者至課堂中進行專題講演，以客家為主軸，採

輕鬆、活潑的方式，豐富同學們對臺灣文化藝術領域多層次的認識。除此之外，

課程設計也安排參訪行程，搭配系列專題講座以及提供各項客家訊息活動，讓同

學能針對學習報告，逐步認識客家與臺灣文化藝術的內涵。 

（１）建立教學網站並持續維護 

臺灣大學客家通識課程建置教學網頁如下： 

客家與臺灣文化藝術發展  

Hakka and the Development of Culture & Arts in Taiwan  

https://ceiba.ntu.edu.tw/1002hakka2012_1002 

（2）專題演講 

透過講者提供的學理論域、實際研究、影片、藝術品、舞蹈、音樂等的精闢

演講後，多能以互動問答方式，直接有效幫助學生解惑相關問題，同時更深入認

識客家與臺灣文化藝術的不同面向。在此學習過程中，講者專業的質量訊息資料，

與不同層次的人生經歷，啟發了學生不同的看法與思考角度，亦拓展了學生對客

家與臺灣文化藝術的視野。 

 

今年度本子計畫之客家通識課程，邀訪的專家、學者，除了客委會的補助外，

亦有本客家研究中心共同配合邀訪的學術交流專家、學者，以期讓本課程更精采

充實，今年度邀訪專家、學者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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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 日期 專題講座 

1 3/6 專題─海外客家社團之發展 

主講人：葉德雲博士(美國德州休士頓大學教授／美國旗

艦大飯店董事長／國際客家會創會會長／臺灣

大學客家研究中心國際諮詢委員／前美國德州

休士頓客家會會會長) 

2 3/20 專題─族群、教育與社區發展 

主講人：張海英博士(北京航空航天大學高等教育研究所

教授兼副所長／日本立命館大學文學博士) 

3 3/27 專題─兩岸客家運動之比較：國家與族群  

主講人：宋平博士(廈門大學人類學與民族學系教授兼西

方社會人類學研究中心主任／荷蘭阿姆斯特丹

大學哲學與社會科學博士) 

4 4/24 專題─黃榮燦的悲情城市：左翼右刻   

主講人：洪維健(臺灣文史紀錄片導演) 

5 5/8 專題─「舞道」劉紹爐的舞蹈路徑與方法   

主講人：劉紹爐副教授(光環舞集藝術總監暨編舞) 

1994─2008 年榮獲多項獎：中華民國舞蹈學會「舞蹈飛

鳳獎」、台灣省文藝作家協會頒發「第十九屆中興

文藝獎章」、以《奧林匹克》榮獲德國路德維「表

演藝術創新獎」、第二屆國家文化藝術基金會頒發

「國家文藝獎」、台北縣政府頒發「年度文化藝術

人才舞蹈貢獻獎」、行政院客家委員會頒發「第一

屆傑出貢獻獎」、高雄市政府客家事務委員會頒發

「客家傑出貢獻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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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5/15 專題─臺灣閩客漳泉民俗風情差異研究   

主講人：黃森松(臺灣政論家／作家／多種雜誌、報紙總

編輯等，長期擔任臺灣第一份草根報紙《今日

美濃雜誌》發行人(草根的聲音/新聞的內幕/歷

史的批判)，著作：包括文學類、論述類、政論

類、新聞類、歷史類等。) 

7 5/22 專題─堅持六十年  

主講人：王吉宣(臺灣著名言奏家／番王影視大樂隊總指

揮／曾任五燈獎、群星會、星星星專屬樂隊、

中視大樂隊(4 年半)、台視大樂隊(17 年)，後擔

任三立電視台樂隊總指揮(13 年) ／曾代表國

家到美國、加拿大、大陸、香港、新加坡等地

宣慰僑胞數次／精通數十種樂器；個人獨奏專

輯超過 100 輯以上) 

8 5/29 專題─ 以畫貢獻臺灣  

主講人：施哲三(現：油畫家、雕塑家／芝加哥海嵐美術

館館長／梅育醫師永久會員／臺灣藝術文化園籌劃總召

／前：美國病理學院院士／馬迪生病理科主任美國核子

醫學專家／威斯康辛大學教授／唯生公司創立總裁／醫

學技術學院院長／西北大學企管碩士／核醫病理醫院顧

問) 

 

（3）校外教學─參訪內灣 

在校外教學部分，採循序漸進的課程設計，由邱榮舉教授、薛雲峰助理教授

主講，第一步驟以問卷興趣調查方式，針對學習報告，提供研究主題方向，讓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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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對客家有初步的基礎概念後，亦提供參訪活動主題及客家活動訊息，讓同學們

能針對學習報告逐一修正，加入專案參訪的同學，也能事先有效地蒐集專案參訪

的訊息資料。第二步驟以小組分工合作方式，鼓勵同學們參加各項客家活動，其

成效比大團體參加活動，更加有彈性有深度，且能切合修課同學之興趣。第三步

驟同學主題設定後，經過事先調查、實地參訪、彙整資料的過程，將實際觀察結

果，製成學習成果報告。 

今年度校外教學活動，經過調查分組安排，以參與專題方式讓同學報名參加，

讓課程更加務實活潑。為了考量參與活動的安全性，本活動特別加保了旅行平安

險，讓參訪行程更加安心順暢，此次內灣專題小組參加的學生名單如下：  

2012 年 5月 27日(星期日)臺大校外教學─參訪內灣學生名單 

授課教師：邱榮舉教授 / 薛雲峰助理教授

序

號 

組

別 

姓名 學號 聯絡電話 備註 

1. 55 劉孜勤 內灣專案總召 

2. 55 任奐宇 

3. 55 鄭存雅 

4. 55 蔡文岸 

5. 55 胖韻馨 

6. 55 張又文 

7. 3 羅振洋 內灣專案副總召(副組長) 

8. 3 梁文傑 

9. 3 吳爾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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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4 林鈺珊 內灣專案副總召(組長) 

11.54 顏亦敏 

12.54 褚名尉 副組長 

13.54 陳若鑫 

14.54 何天慧 

15.54 陳佩琪 

16.23 洪 越 內灣專案副總召(組長) 

17.23 林楙豪 

18.23 蔡馨儀 

19.23 李志偉 副組長 

20.23 嚴敏 

21.19 陳建瑜 內灣專案副總召(組長) 

22.19 徐念稜 副組長 

23.19 謝汶凌 

24.19 范鞍稷 

25.19 許凱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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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年 5月 27日(星期日) 臺大校外教學─參訪內灣學生名單 

授課教師：邱榮舉教授  / 薛雲峰助理教授    

序

號 

組

別 

姓名 學號 聯絡電話 備註 

26.40 林子敬 內灣專案副總召(組長) 

27.40 林奕辰 

28.40 彭日中 

29.24 廖柏詩 內灣專案副總召(組長) 

30.24 林子業 副組長 

31.24 陳品涵 

32.24 陳宏恩 

33.24 廖君圃 

34.25 曹珉齊 內灣專案副總召(組長) 

35.25 胡靜文 副組長 

36.25 吳孟翰 

37.25 鄭杰峰 

38.1 郭唯誠  組長 

39.4 姚伊蔚 

40.47 李季安 

備 

註 

事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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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與原訂計畫之落差及原因分析 

（１）「客家與臺灣文化藝術發展」課程（上半年，100學年度第 2 學期） 

今年上半年執行情形，無落差狀況。 

（２）「客家與臺灣發展」課程（下半年，101學年度第 1學期） 

今年度下半年度承上執行概況所述，雖已申請繼續開設通識課程，但經由校、所

方之研議，本年度「客家與臺灣發展」課程（下半年，101學年度第 1學期）暫

時停開，所以本子計畫執行至 7月底止。  

三、建議事項 

（１）大型客家活動結合學校舉辦

客委會若是舉辦大型客家活動，建議可結合學校資源共同舉辦，可實質達到

宣傳，並提昇客家文化年齡觸達率年輕化。 

（２）範圍區域客家通識課程交流

客委會補助之客家通識課程計畫，建議是否可結合受補助的範圍區域學校，

提供獎助學金辦法，共同發表期末成果交流，讓修客家文化通識課程的學生能互

相接觸，修補客家文化斷層，注入活力、開創客家新文化。 

四、結論 

今年度臺灣大學社會科學院客家研究中心，協助開設大學部客家通識課程，

第一已達課程目標設計，修課學生已具備客家文化基本概念，了解多元文化差異。

第二臺灣大學客家通識課程，採大班授課、小組分工主題學習，其成效良好，已

圓滿完成階段性任務，期盼未來朝向建構客家學研究，推廣客家文化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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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1) 

國立臺灣大學開設「客家與臺灣文化藝術發展」課程 

（上半年，100 學年度第 2學期） 

授課教師：邱榮舉教授/薛雲峰助理教授 

 

              國立臺灣大學通識課程大綱       (101.2.21.修訂) 

課程名稱 
(中文) 客家與臺灣文化藝術發展 

(英文) Hakka and the Development of Culture & Arts in Taiwan  

授課教師 邱榮舉、薛雲峰 修課人數上限 300 

開課系所 國家發展研究所 課號 NtlDev1063 學分數 2 

課程所屬領域 

（請詳閱說明 1、2） 

*原則上每門課程歸

屬於一個領域 

■A1文學與藝術 

A2歷史思維 

A3世界文明 

 A4哲學與道德思考 

■A5公民意識與社會分析 

 A6量化分析與數學素養 

 A7物質科學 

 A8生命科學 

本課程可對應之本

校基本素養 

填寫說明： 

本課程可對應之本校基本素養，至多選擇 3項，並請依課程與基本素養關聯性

之強弱，於空格內依序填寫數字 1至 3。(1表示關聯性最強之項目，3 表示關

聯性最弱之項目) ；若無對應之基本素養請勾選最末欄位。 

3 獨立思考與創新  溝通表達與團隊合作 

 道德思辨與實踐  國際視野 

 身心健康管理 1 了解尊重多元文化 

 履行公民責任  美感品味 

2 人文關懷  □ 本課程無對應之基本素養。 

課程性質 是否為系所或學程 是(開放外系學生 課程規劃是否含小組討論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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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詳閱說明 3、4） 必選修課程充抵為

通識課程 

人數：____) 

■否 

課程(3學分課程) ■否 

課程大綱內容 

（含課程概述、課程

目標、每週進度及教

學內容） 

一、 課程概述 

本課程主要是以臺灣客家為主軸，試圖說明客家文化藝術在臺灣文化藝術中的

重要性，解析臺灣客家文化藝術發展的來龍去脈、現況及其特色，並討論客家

文化藝術與台灣文化藝術之相關議題，期使學生對客家與臺灣文化藝術有一總

體性、概括性、重點式的瞭解，以利修課同學進一步從事「客家研究」和「臺

灣研究」之關連，並亦有助於學生修習其它藝術文化之相關學門之基礎。 

課程設計中亦安排相當比例的時段，邀請對客家與臺灣文學或藝術研究等，學

有專精的學者專家前來進行專題講座，同時也安排田野參訪行程，期讓選修同

學能實地領略客家文化之深邃內涵，及其與臺灣藝文發展的密切相關性，因

之，本課程屬於跨領域的學門，涵蓋文學、藝術、歷史、社會學與人類學的論

域。 

 

二、 課程目標 

本通識課程以多元文化主義(multiculturalism)觀點為基礎，探索客家族群對

台灣文化藝術發展的貢獻與獨特性，提供具有基本性、主體性、多元性、整合

性及引導性的教學內容，課程目標大致有兩方面，一是引導修課同學未來從事

客家研究、臺灣研究之入門課程，二是擴展同學的視野並消除族群、階級與文

化上的偏見，培養同學們尊重多元差異的基本人文關懷。 

此外，為了在臺灣大學逐步推動有關「客家研究」之課程，讓修課同學多瞭解

科際整合下的「客家研究」，本課程將引領同學深入探討臺灣客家在藝文方面

的成果，進而探討客家對臺灣整體文化藝術發展的重大影響，就客家學術界而

言，本課程是建構「客家學」不可或缺的一環。易言之，本課程既重視客家研

究也涵攝臺灣研究，亦即，「客家與臺灣文化藝術發展」既屬「客家研究學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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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屬「臺灣研究學程」 

 

三、 每週進度及教學內容 

˙課程簡介說明與如何寫好「學期報告」 

˙客家學研究入門 

˙客家文化與原住民族的互動關係：民族學觀點 

˙客家藝文與福佬族群的連帶關係：文化歷史學觀點（吳學明/國立中央大學

歷史 

   系副教授） 

˙客家研究與人類學：文化發展的觀點 

˙臺灣客家語文與還我母語運動 

˙客家戲曲與臺灣戲曲發展 

˙客家建築與臺灣建築發展 

˙期中考 

˙客家民謠與台灣音樂發展 

˙客家舞蹈與臺灣現代舞發展  

˙臺灣客家文學名著選讀與臺灣新文學 

˙客家語與臺灣族群發展 

˙客家詩詞選讀與台灣文學發展 

˙客家媒體與臺灣大眾傳播 

˙客家研究暨田野參訪活動 

˙客家研究與人文社會科學（張維安/清華大學人文社會學院院長） 

˙期末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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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定閱讀及 

延伸閱讀 

一、 指定閱讀 

房學嘉，1996，《客家源流探奧》，台北：武陵出版社。 

邱榮舉，2007，《學術論文寫作研究》，台北：翰蘆圖書公司。 

邱榮舉，2009，《臺灣客家研究：政治與歷史》，台北：南天書局。 

徐正光編，2007，《臺灣客家研究概論》，台北：南天書局。 

張維安等著，2009，《多元族群與客家》，台北：南天書局。 

彭文正，2009，《客家傳播理論與實證》，台北：五南書局。 

黃宣範，1993，《語言、社會與族群意識──臺灣語言社會學的研究》，台北：

文鶴。 

臺灣客家公共協會主編，1993，《臺灣客家人新論》，台北：臺原出版社。 

蕭新煌，1988，〈客家意識〉，《客家風雲雜誌》，第 14期，頁 70-71。 

蕭新煌、丘昌泰主編，2007，《客家族群與在地社會》，台北：智勝文化。 

薛雲峰，2008，《快讀臺灣客家》，台北：南天書局。 

鍾榮富，1998，〈客家話研究的過去與未來發展〉，《漢學研究通訊》，17: 3 = 67，

頁 289-301。 

羅香林，1992[1933]，《客家研究導論》，台北：南天書局。 

羅肇錦，1990，《台灣的客家話》，台北市：臺原出版社。 

羅肇錦，2000，《臺灣客家族群史‧語言篇》，南投市：台灣省文獻會。 

 

 

二、 延伸閱讀 

王甫昌，2002，《當代台灣社會的族群想像》，臺北市：群學。 

吳學明，2000，《金廣福墾隘研究》，上、下冊，新竹縣：新竹縣文化中心。 

林修澈，2000，《臺灣原住民史：賽夏族史篇》，南投市:省文獻會。 

林修澈編著，2004，《南庄事件與日阿拐:透過文獻與追憶的認識》，苗栗市: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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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文化局。 

邱榮裕，2004，〈客家民間信仰的傳統與創新──以台灣新埔褒忠亭義民爺信

仰 

      為例〉，《客家研究輯刊》，2004年 6月，第 1期，總第 24期，頁 110-115。 

邱榮舉，2004，《臺灣客家菁英與美麗島事件》專案研究報告，台北：行政院 

      客家委員會。 

邱榮舉，2012，〈客家與臺灣文化藝術發展課程說明〉，台北：臺灣大學國家發   

      展研究所。 

邱榮舉主編，《2009國際客家學研討會論文集》，台北：國立臺灣大學。 

施正鋒，2004，《台灣客家族群政治與政策》，台中市：新新台灣文化教育基金 

      會出版，台北市：翰蘆圖書總經銷。 

施正鋒，2006，《台灣族群政治與政策》，台中市：新新台灣文化教育基金會出 

      版，台北市：翰蘆圖書總經銷。 

施正鋒，2007，《台灣政治史》，台中市：新新台灣文教基金會出版，台北市： 

      翰蘆圖書總經銷。 

范振乾，2002，《存在才有希望──台灣族群生態客家篇》，台北：前衛出版社。 

徐正光、宋文里合編，1989，《臺灣新興社會運動》，台北：巨流。 

徐正光主編，1991，《徘徊於族群和現實之間：客家社會與文化》，台北：正中 

      書局。 

徐正光主編，2000，《聚落、宗族與族群關係》，《宗教、語言與音樂》，《歷史 

      與社會經濟》，中研院民族學研究所第四屆客家學術討論會論文集。 

張維安，2006，〈台灣客家研究現況與客家學發展的思考〉，收入「2006 國際客 

      家學研討會論文集」，台北：臺灣大學國際客家學會，2006年 10 月 29 

      日。 

彭文正，2003，〈客家話在多元文化中的傳播模式探究〉，「全球客家文化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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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議」，高雄：行政院客家委員會主辦，2003.11。 

彭文正，2004，〈客家元素與收視行為互動模式探究〉，「客家電視研討會」，台 

      北：行政院客家委員會，2004.10。 

曾一士主編，2009，《族群發展與文化產業》，台北：國父紀念館。 

黃宣範，1993，《語言、社會與族群意識──臺灣語言社會學的研究》，台北： 

      文鶴。 

黃蘭翔，2000，〈以「風水」觀點論客家人的住家環境〉，徐正光主編，《聚 

      落、宗族與族群關係》，中研院民族學研究所，頁 176-186。 

劉還月，2001，《臺灣客家族群史─拓墾篇》，南投：台灣省文獻委員會。戴寶 

      村編，2006，《台灣歷史的鏡與窗》（二版），台北：國家展望文教基 

      金會。 

成績評量方式 

（請註明各項評分

項目及比例） 

 

平時學習考評（40%）、期中報告（30%）、期末報告（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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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2) 

客家通識課程 1修課學生一覽表： 

開設「客家與臺灣文化藝術發展」課程（上半年，100 學年度第 2學期） 

授課教師：邱榮舉教授/薛雲峰助理教授 

課號：NtlDev1060 流水號：37963    

序  

號 

所組

代碼 
系所名稱 年級 學號 姓名 分組 備註 

1.  1010 中文系 1  陳建瑜 19 內灣/組長 

2.  1011 中文系國際班 3 雷虎克 34 

3.  1020 外文系 1 羅灝嘉 30 

4.  1030 歷史系 1 鄒培姍 37 

5.  1030 歷史系 1 龍泳詩 8 

6.  1030 歷史系 2 鄭存雅 55 

7.  1040 哲學系 1 林艾萱 21 組長 

8.  1040 哲學系 1 劉善行 14 副組長 

9.  1050 人類系 1 趙庭輝 1 副組長 

10.  1050 人類系 2 李敏慈 32 

11.  1060 圖資系 1 賴韻竹 5 

12.  1060 圖資系 2 林彥妤 29 組長 

13.  1060 圖資系 2 李宜臻 29 副組長 

14.  2010 數學系 2 杜思璉 36 

15.  2010 數學系 4 劉宇翔 44 

16.  2020 物理系 3 林奕廷 38 

17.  2030 化學系 2 譚智輝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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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2040 地質系 1 李宏康 44 

19.  2040 地質系 2 謝皓程 2 副組長/組長? 

20.  2070 心理系 2 張雅荃 5 副組長 

21.  2070 心理系 4 陳韋丞 44 

22.  2070 心理系 4 高藝珈 60 

23.  2070 心理系 4 黃翌星 60 

24.  2080 地理系 3 李松靜 38 組長 

25.  2080 地理系 3 郭怡婷 38 副組長 

26.  2080 地理系 3 王俞涵 38 

27.  2080 地理系 3 吳美佳 51 

28.  2090 大氣系 3 陳依昕 44 副組長 

29.  2090 大氣系 3 魏智航 44 組長 

30.  3021 政治系政論組 1 王濟寬 27 

31.  3021 政治系政論組 1 賴品瑜 12 組長 

32.  3021 政治系政論組 1 李佳芮 27 組長 

33.  3021 政治系政論組 1  鍾君儀 11 

34.  3021 政治系政論組 1 周達誠 30 

35.  3021 政治系政論組 1 唐瑞希 14 

36.  3021 政治系政論組 2 許乃文 

37.  3021 政治系政論組 4 翁瑞陽 18 

38.  3022 政治系國關組 1 宋炘雨 16 組長 

39.  3022 政治系國關組 1 柯思羽 12 副組長 

40.  3022 政治系國關組 1 黃冠綾 27 

41.  3022 政治系國關組 1 黃百謙 16 

42.  3022 政治系國關組 1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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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3022 政治系國關組 1 金藝瑟 11 

44.  3022 政治系國關組 1  邱明俐 13 

45.  3022 政治系國關組 1  羅俊彥 13 

46.  3022 政治系國關組 1  許家媛 48 

47.  3022 政治系國關組 1  陳曉媛 27 副組長 

48.  3022 政治系國關組 2  賴友寬 32 副組長 

49.  3022 政治系國關組 2  李文琳 32 

50.  3022 政治系國關組 2 謝汶凌 19 內灣 

51.  3022 政治系國關組 3 李文琳 32 

52.  3022 政治系國關組 3  翁婷蓁 22 

53.  3022 政治系國關組 3 鄭心惠 22 組長 

54.  3023 政治系公行組 1 陳冠廷 11 組長 

55.  3023 政治系公行組 1 吳姿瑩 12 

56.  3023 政治系公行組 1 11 

57.  3023 政治系公行組 1 王郁寧 16 副組長 

58.  3023 政治系公行組 1  蕭書玫 12 

59.  3023 政治系公行組 1  王耀銘 13 

60.  3023 政治系公行組 1  荻田博範 11 副組長 

61.  3023 政治系公行組 1  馮偉傑 14 

62.  3023 政治系公行組 3  陳奕璁 32 組長 

63.  3030 經濟系 1  高浩喬 39 

64.  3030 經濟系 1  鄭晏奇 39 

65.  3030 經濟系 1  鍾素怡 39 

66.  3030 經濟系 1  李賀敬 2 

67.  3050 社會系 1  沈家綺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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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  3050 社會系 1  李星儀 18 組長 

69.  3050 社會系 1  馬美雅 42 

70.  3050 社會系 3  陳俞安 58 

71.  3050 社會系 3  陳思吟 58 

72.  3050 社會系 3  張家瑀 58 副組長 

73.  3050 社會系 3  李慈琳 58 組長 

74.  3050 社會系 3  劉姿麟 58 

75.  3050 社會系 3  干立婕 58 

76.  3100 社工系 1  吳宜庭 18 

77.  3100 社工系 1  周 琴 13 

78.  3100 社工系 1  徐傑閔 18 副組長 

79.  4010 醫學系 1  王孟璿 49 

80.  4010 醫學系 6  李佳翰 45 

81.  4020 牙醫系 1  孟慶恩 49 組長 

82.  4020 牙醫系 1  曹 元 41 組長 

83.  4020 牙醫系 1  林容瑄 49 副組長 

84.  4020 牙醫系 1  姜智涵 41 

85.  4020 牙醫系 1  49 

86.  4020 牙醫系 1  吳政諺 10 

87.  4020 牙醫系 1  林佳宏 6 

88.  4020 牙醫系 1  劉上禎 41 

89.  4020 牙醫系 1  許玲毓 49 

90.  4020 牙醫系 1  吳國豪 10 副組長 

91.  4020 牙醫系 1  柳喻騫 6 

92.  4020 牙醫系 1  翁語薇 6 副組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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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  4020 牙醫系 1  羅聖興 43 

94.  4020 牙醫系 1  邱晨瑞 43 組長 

95.  4020 牙醫系 1  王章蓉 43 副組長 

96.  4020 牙醫系 1  李冠霆 43 

97.  4020 牙醫系 1  胡庭仲 10 組長 

98.  4020 牙醫系 1  劉兆川 6 

99.  4020 牙醫系 1  傅筱芸 43 

100. 4020 牙醫系 1  蕭育薇 43 

101. 4020 牙醫系 1  吳育陞 41 副組長 

102. 4020 牙醫系 1  梁維真 6 組長 

103. 4020 牙醫系 1  許凱傑 19 內灣 

104. 4020 牙醫系 1  廖芷筠 41 

105. 4040 醫技系 1  羅偉嘉 47 

106. 4040 醫技系 1  李文博 30 

107. 4040 醫技系 4  李 浩 20 

108. 4040 醫技系 4  莊正瑜 20 副組長 

109. 4060 護理系 2  陳怡馨 35 

110. 4060 護理系 2  吳奇龍 35 副組長 

111. 4060 護理系 2  周雅淇 35 

112. 4080 物治系 1  葉子郁 10 

113. 4080 物治系 1  彭思瑋 36 副組長 

114. 4080 物治系 1  陳登為 36 組長 

115. 4080 物治系 1  蔡佳勳 10 

116. 4080 物治系 1  黃惠婷 14 組長 

117. 4090 職治系 1  吳帛霖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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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8. 4090 職治系 1  徐 孜 14 

119. 5010 土木系 2  何少辰 8 組長 

120. 5010 土木系 2  黃彥霖 17 組長 

121. 5010 土木系 2  洪子傑 8 

122. 5010 土木系 2  林品元 8 副組長 

123. 5010 土木系 2  林于軒 17 

124. 5010 土木系 3  陳建豪 29 

125. 5010 土木系 3  蔡明辰 29 

126. 5010 土木系 3  施正倫 29 

127. 5020 機械系 2  朱天立 53 

128. 5020 機械系 2  王啟任 53 

129. 5020 機械系 2  彭日中 40 內灣 

130. 5020 機械系 2  黃亮瑜 57 副組長 

131. 5020 機械系 2  陳正浩 57 

132. 5020 機械系 2  李典儒 57 

133. 5020 機械系 2  賴庭毅 57 

134. 5020 機械系 2  龔彥回 36 

135. 5020 機械系 2  沈永桁 53 

136. 5020 機械系 3  阿分弟 56 

137. 5020 機械系 4  戴坤霖 17 副組長 

138. 5040 化工系 1  林駿熙 44 

139. 5040 化工系 1  陳皓揚 30 

140. 5040 化工系 2  蔡欣儒 32 

141. 5040 化工系 3  林治倫 22 

142. 5040 化工系 3  蔡宇杰 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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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3. 5040 化工系 4  王勝右 45 組長 

144. 5040 化工系 4  林巧雲 17 

145. 5040 化工系 4  盧俊甫 57 組長 

146. 5050 工科海洋系 3  李志偉 23 內灣/副組長 

147. 5050 工科海洋系 3  林楙豪 23 

148. 5050 工科海洋系 3  廖君圃 24 內灣 

149. 5050 工科海洋系 3  洪 越 23 內灣/組長 

150. 5050 工科海洋系 3  廖柏詩 24 內灣/組長 

151. 5050 工科海洋系 3  陳芳誼 25 內灣 

152. 5050 工科海洋系 3  曹珉齊 25 內灣/組長 

153. 5050 工科海洋系 3  嚴 敏 23 內灣 

154. 5050 工科海洋系 3  胡靜文 25 內灣/副組長 

155. 5050 工科海洋系 3  陳宏恩 24 內灣 

156. 5050 工科海洋系 3  鄭杰峰 25 內灣 

157. 5050 工科海洋系 3  花雲皓 38 

158. 5050 工科海洋系 3  吳孟翰 25 內灣 

159. 5050 工科海洋系 3  林子業 24 內灣/副組長 

160. 5050 工科海洋系 3  陳品涵 24 內灣 

161. 5050 工科海洋系 4  蔡馨儀 23 內灣 

162. 6010 農藝系 2  40 副組長 

163. 6010 農藝系 2  吳爾傑 3 內灣 

164. 6010 農藝系 2  羅振洋 3 內灣/副組長 

165. 6010 農藝系 3  王郁礽 45 副組長 

166. 6020 生工系 1  陳 熯 48 

167. 6020 生工系 2  蔡昊宸 50 組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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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8. 6020 生工系 2  黃慧宜 50 

169. 6020 生工系 2  楊 懿 50 副組長 

170. 6020 生工系 2  許少瑋 50 

171. 6020 生工系 2  余宗軒 50 

172. 6020 生工系 3  簡銓瑩 59 

173. 6030 農化系 2  林子敬 40 內灣/組長 

174. 6030 農化系 4  賴永豪 

175. 6050 森林環資系 1  楊于萱 4 

176. 6050 森林環資系 2  王弼篆 26 副組長 

177. 6050 森林環資系 2  楊 昀 3 

178. 6050 森林環資系 2  林建丞 2 

179. 6050 森林環資系 2  周坤宇 2 

180. 6050 森林環資系 2  林子翔 26 

181. 6050 森林環資系 2  陳柏璋 35 

182. 6050 森林環資系 2  邱品堯 26 組長 

183. 6050 森林環資系 3  張家瑋 26 

184. 6050 森林環資系 4  黃昭儀 45 

185. 6070 農經系 2  顏文豐 51 副組長 

186. 6070 農經系 2  陳駿國 5 

187. 6070 農經系 3  陳朝舜 37 副組長 

188. 6070 農經系 3  蘇晉民 37 

189. 6080 園藝系 3  陳文斌 47 組長 

190. 6090 獸醫系 1  陳姬雪 5 

191. 6090 獸醫系 2  黃瀚賢 20 

192. 6090 獸醫系 2  謝佳晉 5 組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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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 6090 獸醫系 2  林奕辰 40 內灣 

194. 6090 獸醫系 2  蘇宸儀 20 組長 

195. 6090 獸醫系 2  劉祉吟 3 組長 

196. 6090 獸醫系 3  鍾佳衡 20 

197. 6100 生傳系 1  林佳禾 40 

198. 6100 生傳系 1  鄧慧寧 13 

199. 6100 生傳系 3  林鈺珊 54 內灣/組長 

200. 6100 生傳系 3  顏亦敏 54 內灣/副組長 

201. 6100 生傳系 3  陳若鑫 54 內灣 

202. 6100 生傳系 3  何天慧 54 內灣 

203. 6100 生傳系 3  陳佩琪 54 內灣 

204. 6110 生物機電系 2  黃揚文 46 

205. 6110 生物機電系 2  李韋宏 15 副組長 

206. 6110 生物機電系 2  林佳欣 15 

207. 6110 生物機電系 2  張宇軒 15 

208. 6110 生物機電系 2  胡修瑋 46 副組長 

209. 6110 生物機電系 2  李珮瑋 15 組長 

210. 6110 生物機電系 2  尤澤龍 46 

211. 6110 生物機電系 2  劉峻銘 15 

212. 6110 生物機電系 2  王 權 46 組長 

213. 6120 昆蟲系 3  任奐宇 55 內灣 

214. 6120 昆蟲系 3  褚名尉 54 內灣 

215. 6120 昆蟲系 3  劉孜勤 55 內灣總召/組長 

216. 6120 昆蟲系 3  胖韻馨 55 內灣 

217. 6120 昆蟲系 3  張又文 55 內灣/副組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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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8. 6130 植微系 1  黃羿珩 48 

219. 6130 植微系 1  翁子軒 48 組長 

220. 6130 植微系 1  劉冠廷 48 副組長 

221. 6130 植微系 2  梁文傑 3 內灣 

222. 7011 工管系企管組 1  黃宛茹 9 

223. 7011 工管系企管組 1  陳柔羽 9 

224. 7011 工管系企管組 2  蔡佳穎 21 副組長 

225. 7011 工管系企管組 2  許令宜 7 

226. 7012 工管系科管組 1  吳彥禹 53 組長 

227. 7012 工管系科管組 1  詹宜蒨 53 副組長 

228. 7012 工管系科管組 1  杜承萱 9 副組長 

229. 7012 工管系科管組 1  陳薇中 9 

230. 7012 工管系科管組 3  姚伊蔚 4 內灣 

231. 7012 工管系科管組 4  謝弦甫 45 

232. 7020 會計系 1  郭芳妤 28 副組長 

233. 7020 會計系 1  吳禹葳 33 

234. 7020 會計系 1  謝松諱 33 組長 

235. 7020 會計系 1  劉昀庭 33 

236. 7020 會計系 1  童方怡 28 

237. 7020 會計系 1 黃弘毅 33 

238. 7020 會計系 1  熊子碩 28 組長 

239. 7020 會計系 1  柯雅諠 31 

240. 7020 會計系 1  王子忻 28 

241. 7020 會計系 1  37 

242. 7020 會計系 1  朱恩言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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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3. 7020 會計系 1  林冰冰 31 

244. 7020 會計系 1  李佳叡 47 

245. 7020 會計系 3  鄭 原 31 組長 

246. 7020 會計系 3  林思辰 31 副組長 

247. 7020 會計系 3 蘇冠霖 31 

248. 7030 財金系 1  朱光玉 33 副組長 

249. 7030 財金系 3  康晉維 9 組長 

250. 7030 財金系 3  張雅甄 21 

251. 7040 國企系 1  黃筱媛 7 副組長 

252. 7040 國企系 1  樓 昱 21 

253. 7040 國企系 2  張瀞文 35 組長 

254. 8010 公衛系 1  何佩儒 48 

255. 8010 公衛系 1  張雁涵 48 

256. 8010 公衛系 4  朱紹綺 46 

257. 9010 電機系 2  郭俊辰 56 副組長 

258. 9010 電機系 2  劉又誠 7 

259. 9010 電機系 2  蔡騰緯 42 

260. 9010 電機系 2  林浩正 39 

261. 9010 電機系 2  何 偉 7 

262. 9010 電機系 2  彭子翊 39 

263. 9010 電機系 2  沈威廷 42 

264. 9010 電機系 2  伍存龍 42 

265. 9010 電機系 2  何健仲 44 

266. 9010 電機系 2  李娟娟 42 

267. 9010 電機系 2  張開能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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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8. 9010 電機系 2  曾奕智 7 組長 

269. 9010 電機系 3  廖俊豪 1 

270. 9010 電機系 3  李季安 47 內灣/副組長 

271. 9010 電機系 3  施懷勛 22 副組長 

272. 9010 電機系 3  楊宗翰 1 

273. 9010 電機系 3  郭唯誠 1 內灣/組長 

274. 9010 電機系 3  楊榮本 57 

275. 9020 資工系 2  詹凱傑 34 

276. 9020 資工系 2  蔡文岸 55 內灣 

277. 9020 資工系 3  康永昌 17 

278. 9020 資工系 3  史宜平 37 組長 

279. A011 法律系法學組 1  胡芷苓 21 

280. A012 法律系司法組 1  范鞍稷 19 

281. A012 法律系司法組 2  林孟儒 4 

282. A012 法律系司法組 2  吳孟謙 4 組長/副組長? 

283. A012 法律系司法組 2  張亦謙 51 

284. A013 法律系財法組 1  徐念稜 19 內灣/副組長 

285. A013 法律系財法組 2  楊宜蓁 4 

286. B010 生科系 1  吳宜哲 16 

287. B010 生科系 1  梁偉潮 16 

288. B010 生科系 2  陳奎廷 2 

289. B010 生科系 2  陳 琬 26 

290. B010 生科系 2  章育豪 34 副組長 

291. B010 生科系 3  謝旻叡 51 

292. B010 生科系 3  陳龍怡 34 組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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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3. B010 生科系 3  黃偉鋒 51 組長 

294. B020 生技系 1  張庭瑋 56 

295. B020 生技系 1  王栩兒 44 

296. B020 生技系 1  孫 昕 8 

297. B020 生技系 2  吳泰億 56 

298. B020 生技系 2  莊雅芸 56 

299. B020 生技系 2  盧彥云 56 組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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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計畫五 

臺灣客家社區總體營造— 

以新竹縣橫山鄉內灣村為例 

計畫主持人：邱榮舉 

共同主持人：邱榮裕

壹、前言

近年來，文化相關產業以及具在地特色之休閒事業成為各國重要的產業之一，

各國皆日益重視文化層面的發展，除了在經濟發展上可帶來經濟成長、創造就業

機會，在文化上更能展現一個國家的文化多樣性、以及對文化產業的重視程度，

達到提升國際能見度和國際行銷的效果。因此，本研究以回顧臺灣社區總體營造

過程為主題，並以新竹縣橫山鄉內灣社區為個案，探究社區總體營造政策在的地

方上執行之成效，是否展現文建會所提之「由下而上」、「自立自主」、「居民參與」、

「永續發展」四項原則，為本研究之動機。有鑑於上述之研究動機，旨在探究社

區總體營造在內灣社區之運作成效、產生之問題與困境，進而提出建議，期望能

夠達成以下的研究目的：(一) 了解內灣地區推展社區總體營造之現況，及公部

門、社區居民與社區營造團體之互動關係。(二) 分析內灣地區之社造過程，及

其所面臨的問題與困境，並檢視是否符合「由下而上」、「自立自主」、「居民參與」、

「永續發展」四項原則。(三) 對內灣未來之社區總體營造提出建設性的建議。

本文的研究問題主要有三： (一) 內灣地區目前之營造現況如何？當地之公部門、

社區居民以及社區營造團體之互動關係如何？(二) 內灣地區推廣之社區總體營

造，面臨何種困境，是否符合文建會所稱之「由下而上」、「自立自主」、「居民參

與」、「永續發展」四項原則？(三) 內灣地區未來在推廣社區總體營造的道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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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何具體建議？而本文的研究方法採用深度訪談法及個案研究法。最後，本文的

研究成果有二：(一)臺灣社區總體營造之發展過程及臺灣客家社區發展現況。(二)

新竹縣橫山鄉內灣村之社區總體營造發展史及現況，以及其所面臨之問題與困境。

本研究之貢獻為「對臺灣客家社區（新竹縣橫山鄉內灣村）之社區總體營造政策

提出檢討與建議」，並可供政府及社區營造團體參考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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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執行情況 

一、計畫之執行概況 

季 

別 
預定工作摘要 預定進度﹪ 

(累計進度%) 
查核點 

(工作事項及執行情形) 
查核 

時間 

1 月 

至 

3 月 

1.蒐集本計畫相關資料。 
2.檢視本計畫客家社區營造與內

灣之相關資料。 
3. 安排學者共同參訪內灣客家庄

。  

25% 
（25%） 

1.蒐集本計畫相關資料。  ■是□否 
2.檢視本計畫客家社區營造與內灣之相

關資料。 

 ■是□否 
3. 安排學者共同參訪內灣客家庄。   

■是□否 
  

3月 31日 

4 月 

至 

6 月 

.赴內灣客家庄繼續訪問調查。 

.繼續進行臺灣新竹縣橫山鄉內

灣村之資料蒐集、整理及分析

。 
.推動深度訪談 

25% 
（50%） 

1.赴內灣客家庄繼續訪問調查。  

  ■是□否 
2.繼續進行臺灣新竹縣橫山鄉內灣村之

資料蒐集、整理及分析。  ■是□否 
3. 推動深度訪談。  ■是□否 

6月 30日 

7 月 

至 

9 月 

1. 繼續進行臺灣新竹縣橫山鄉內

灣村之資料整理與分析。 
2. 完成深度訪談 

  

25% 
（75%） 

1.繼續進行臺灣新竹縣橫山鄉內灣村之

資料整理與分析。 

■是□否 
2.完成訪談。   

■是□否 
  

9月 30日 

10 月 

至 

11 月 

1.整理訪談資料 
2.撰寫專案報告 
3.提交專案報告 25% 

（100%） 

1.整理訪談資料  ■是□否 
2.撰寫專案報告  ■是□否 
3.提交專案報告  ■是□否 

11月 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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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預算支用情形 

子計畫五：臺灣客家社區總體營造—以新竹縣橫山鄉內灣村為例 

經 費 項 目 核定金額 實支數 說明 

人事費 98,000 98,000 
兼任助理 7個月，執行本計

畫相關工作。 

業務費 30,900 30,900 

執行本計劃相關工作，包括

邀請教師、彙整資料等行政

工作。按時計酬每小時以最

低工資計算 103 元(依照行

政院勞委會公告辦理)。 

每月 150小時，每月計算方

式：103x150=15,450。 

雜支 6,100 6,100 

電池、文具耗材、辦公事務

用品、影印裝訂、郵電及其

他雜項支出費用。 

管理費 15,000 15,000 
依本校規定編列本分項計畫

經費之 10% 

合計                                                 150,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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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檢討與建議 

一、成果效益 

    關於內灣地區社區總體營造之運作現況，其主要重點有三：一為探討公部門；

二為解析社區營造團體在內灣社造過程中所扮演之角色，以及彼此之間的互動關

係；三為討論社區居民的參與程度，檢視社區認同與社區意識是否有所提升。茲

簡要說明如下： 

 

1. 公部門 

     社區總體營造大致上有兩種模式，其一為公部門先進入社區領導，並由陪

伴組織輔導社區，與當地的社區一起成長，當社區的組織可以獨立運作時，陪伴

團隊就慢慢退出，另一種模式為社區內先有自發性的活動，進而向公部門爭取計

畫案經費，以及資源補助，較符合「由下而上」的精神。內灣地區目前的現況是，

公部門的角色尚未淡出，在重大政策決定與計畫執行時，多半由公部門主導，地

方組織僅負責一些較為技術、細節的事宜，如會議聯繫、攤販管理、臨時人力資

源之招募等。 

 

    中央與縣市層級之公部門，以文建會、客委會、交通部觀光局、新竹縣政府，

與新竹縣文化局的引導為主，除了九讚頭文化協會所經營的劉興欽漫畫發明館外，

目前大多數仍由中央與縣市層級的公部門所主導較多。 

 

   而地方政府橫山鄉公所雖然多樂意舉辦活動，但角色尚未完全發揮，由於受

到政治立場的角力運作，以及不願得罪地方勢力，因此在執行上窒礙難行，在取

締地方違章建築時缺乏執法的魄力。 

 

2. 社區營造團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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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灣地區與社區營造有關之團體或文化協會眾多，其中關係較為密切的有內

灣社區發展協會、內灣形象商圈發展協會、九讚頭文化協會、兩河文化協會，以

及鐵道文化協會。 

 

(1)內灣社區發展協會 

    目前為第五屆的協會組織，現任理事長為邱創南先生，同時也是鄉民代表會

主席，設有理事長一位、總幹事一位、會計一位、理事九位，以及監事三位，經

費來源有來自公部門零星的補助外，每年會向會員收取 500元的會費，做為活動

的經費來源，在財務方面較為困窘，主要活動以娛樂性質的「中秋晚會」，以及

每年固定舉行的「自強活動」為主，往年的「媽媽教室」等活動或課程，目前都

已呈停擺狀態。 

 

(2)內灣形象商圈發展協會 

    形象商圈發展協會為內灣地區目前最活躍、最積極的當地組織，其背後的輔

導組織為經濟部商業司與中國生產力中心，現任理事長為彭春浮先生，設有理事

長一位、會計一位、常務理事兩位、理事六位、常務監事一位，以及監事兩位，

經費來源主要為經濟部商業司，且組織內部設有公基金，將活動經費結餘納入公

基金，目前已有 70~80 萬的結餘，此外，每年月向會員收取 300元的清潔費，雇

用清潔工維護環境的整潔，因此，財務透明化且充裕。中國生產力中心定期會舉

辦「課程講座」、「群聚觀摩活動」、「會員大會」等例行性活動，以增進商圈組織

成員之知識與行銷觀念，組織成員的參與度也很踴躍。 

 

(3)兩河文化協會 

    主要由教育界的人士所組成，也是最早在內灣申請社造計畫的文化團體，

1999年的「再造美麗新計畫」就是由兩河文化協會負責執行，辦演承先啟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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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色，目前主要的著力範圍已並非以內灣為主，而是拓展到整個新竹縣為主，設

有理事長一位、 總幹事一位，以及理監事共十五位，現任理事長為姜信淇先生。 

 

(4)九讚頭文化協會 

    主要的基地不是在內灣，在內灣的部分僅有劉興欽漫畫發明館，但對內灣的

社區營造以及文化建設有很大的影響及貢獻，主要的會員都是以家庭為單位加入，

設有理事長一位、總幹事一位、執行長一位、秘書長一位、會計一位、理事五位，

以及監事五位。 

 

(5)鐵道文化協會 

    著重在內灣鐵道歷史的保存，是以聯誼性質為主的社團，現任理事長為鄉民

代表楊石和先生。 

 

      內灣地區各類型的社區營造團體多元，各有不同之專長與目標，但內灣地

區內之各人民團體鮮少有合作的計畫，甚至是趨於零互動，彼此之間以各自的計

畫為主，很少會邀請其他團體一起參與，因此在社區資源的整合以及文化事權的

分配上，並不是很有效率，甚至是呈現對立的情況，對地方來說都是一大傷害。

就目前現況而言可以發現，內灣地區之團體成員，雖然都是同一社區的居民，彼

此也都認識，但在社區事務以及公共事務上都沒有溝通和合作的情形。而各團體

間皆認為往後應該要朝向合作才對，只是現在欠缺一個統合各部意見的有力者，

他們想合作，也沒有切入點，且政治立場不同造成的隔閡，與地方派系問題也是

目前社區營造運做的阻力之一。 

 

3. 社區居民/業者 

    目前內灣地區的業者有 80%都非當地人，且當地業者與當地居民，對社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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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念分歧，導致社區意識模糊，業者的訴求無非是希望商圈越熱鬧越好，但當地

居民則期盼回復到往年的寧靜，不必承受交通壅塞與環境汙染之苦。且當地居民

亦缺乏參與社區公共事務的管道。 

 

    在社區意識方面，內灣地區的社區意識，經過了商圈營造之後，反而較先前

尚未有營造政策時分散，業者和居民的訴求南轅北轍，業者對社區，或是商圈欠

缺永續理念，居民又沒有管道參與社區事務，因此社區的內意識與認同還有待改

善與提升。 

 

    其次，社區營造政策對內灣之影響，可分為「正面影響」與「負面影響」，

影響層面則包括了「經濟層面」與「文化層面」的改變，其中正面影響大都以經

濟層面為主，負面影響以環境破壞最為嚴重，而文化層面的提升，則較不明顯。 

 

1. 以經濟提升為主的正面效應 

    由於內灣的社區營造，以商圈的營造占最大部分，因此所帶來的正面效益，

多半以經濟的成長為主，如商業行為的收入、工作機會增加、店租收入，以及地

價房價的上漲。 

 

    除此之外，內灣的發展也促使年輕人的回籠，讓原本人口外移嚴重、老化的

社區，多了新的活力注入，這點是有助於社區營造的帶動。 

 

2. 文化層面 

    社區總體營造，包涵了經濟層面與文化層面的提升，內灣地區除了劉興欽漫

畫發明館、林業展示館、閒置空間再利用（內灣戲院、內灣派出所）等具體的硬

體方面的設施外，無形的文化面則較不明顯，僅有創新客家美食，以及生態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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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螢火蟲生態、櫻花、桐花等的推廣。 

 

3. 負面影響 

    內灣地區由傳統保守的客家聚落，轉變為以商業主導、經濟取向的商圈社區，

在短時間內迅速發展，社造基礎觀念尚未穩固，且欠缺事先完整規劃，立刻進入

商業化階段，導致環境衝擊很大，且難以控管，造成許多負面效應。 

 

    近幾年來，尤其是在火車停駛之後，遊客量不如往年，內灣人也開始有危機

意識，各個社團、派系，也開始願意共同商討內灣的未來發展。 

 

    綜而言之，關於社區營造政策對內灣地區之影響，內灣社區從早期的林、礦

業為主，到現今以商業導向的休閒觀光產業，由 1995 年的「全國文藝季-內灣線

的故事」，以及 1999的年「再造美麗新內灣計畫」，展開社造的旅程，而同年經

濟部商業司的一系列「商圈營造計畫」，將內灣的發展定位為商業導向的模式至

今。 

 

    社區營造在內灣的影響有正面與負面，包涵經濟與文化層面，其正面效應以

經濟層面為主，包括：1.商業行為的收入提升；2.工作機會增加；3.土地增值、

店租提升；4.年輕人回流，替社區注入人力與活力；5.提升內灣知名度，有利發

展觀光產業。 

 

    文化層面包括：1.地方特色文化館的經營：內灣戲院、劉興欽漫畫發明館、

林業展示館；2.生態資源推廣：螢火蟲、櫻花季、桐花季；3.彰顯客家文化：客

家創意美食、客家花布、客家創意產業；4.鐵道文化的保存與發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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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負面效應為：1.商業掛帥，人心變的自利；2.環境衝擊：垃圾問題、噪音汙

染、空氣污染、交通堵塞、違章建築、攤販凌亂；3.利益糾葛、派系鬥爭；4.

自然環境破壞；5.地方意識被過度商業過淡化，彼此分歧，難有共識。 

 

    透過深度訪談後，歸納出六項內灣目前面臨之課題：1.社區主體意識不足，

外來文化破壞地方特色；2.街道景觀失序，聚落建築面臨更新困境；3.自然景觀

面臨商業開發後所帶來的衝擊；4.企劃人才的不足；5.商圈經營缺乏永續發展理

念；6.地方民間社團能量、文化事權分散，亟需整合。 

 

    然而內灣地區之負面效應，並非全然來自內灣本身的運作產生，而是與各界

人士的利益拉扯、期許，以及遊客整體素質有關。 

 

    儘管目前內灣地區之負面效應大於正面影響，社區意識與社區認同的提升不

夠顯著，過度商業化也對地方發展產生失衡與生態破壞，但目前地方上各個團體

已經開始有危機意識，開始反思與檢視內灣地區的發展走向。因此，漸漸願意放

下政治立場與本位成見，與其他團體進行進行溝通協調，此現象對內灣的未來的

社區營造與社區意識提升，都會有正面的力量。 

 

二、與原訂計畫之落差及原因分析 

1.原來想推動較大規模之深度訪談及實地訪查，雖然本團隊已經盡全力大力推動，

但是基於經費有限，時間較短，人力不足等因素，因而只能進行較小規模的深度

訪談及實地訪查。未來本團隊將持續關懷內灣專案，並在臺灣大學竹北分校的系

列深耕計畫中，將內灣專案列為重點項目，持續協助與推動內灣社區之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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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有關桃竹苗客家庄社區之總體研究，一直較為欠缺;有待中央政府及地方政府

共同關注此一重要議題。其中新竹縣客家庄之相關研究，雖然已有若干研究成果，

但是在量與質方面仍可加強，本專案原本欲多方面探討新竹縣之客家庄，但是基

於多種因素(例如：經費有限，時間較短，人力不足等因素)，僅能精簡扼要地舉

例簡述其要點，臺灣大學客家研究中心已於 2012年 11月 30日於臺灣大學竹北

分校正式掛牌，設置新的客家研究基地，將以桃竹苗客家地區為主要範圍，並特

別以新竹縣客家庄為核心，推動一系列有關客家文化深耕專案。 

 

三、建議事項 

1.建議客家委員會在未來整體臺灣客家政策之規劃與執行中，務必將較具臺灣客

家文化特色之客家庄，採社區總體營造方式，兼顧臺灣北部、中部、南部及東部

之客家文化產業發展，各擇若干較具代表性之客家社區(例如：新竹縣橫山鄉內

灣社區)進行系列深耕專案，以利整體臺灣客家得已永續發展。 

2.建議客家委員會專案協助國立臺灣大學客家研究中心，結合國內外客家研究學

者專家、客家文史工作者、客家社團及社區重要領導人等，善用各方人力及資源，

共同推動臺灣大學竹北分校，進行一系列深度專案計畫，例如：有關桃竹苗客家

庄人才培訓及客家文化產業發展計畫。 

 

四、結論 

    關於臺灣客家社區總體營造，可以說是整個臺灣社區總體營造之重要組成部

分，在整個臺灣社區發展中，要發展出具有客家文化特色的臺灣客家社區，應是

現階段整體臺灣客家政策中之重點工作。過去，客家委員會對於整體客家政策之

規劃與執行，中央政府的客家政策對於臺灣客家社區總體營造這個區塊不夠重視，

且中央政府之客家政策與地方政府的客家政策又未能有效地上下連結，致使整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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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客家社區，無論是北部、中部、南部及東部，或是傳統客家庄和大都會區，

只有少數客家社區(例如：美濃、北埔、新埔、內灣、南庄、東勢)初步呈現出較

濃厚的客家文化特色，其他大部分的客家社區，雖然頗具發展潛力，但是仍然有

待加強，而積極推動客家社區總體營造似乎是一較為可行而有用的方案。 

本研究之具體成果至少有三：1. 本研究以臺灣新竹縣橫山鄉內灣地區為個案，

分析內灣地區在社區總體營造過程中，公部門、社區總體營造團體以及社區居民

之互動，以及社區總體營造政策所產生之影響，檢視社區總體營造在內灣是否達

到社區總體營造之四原則「由下而上」、「自立自主」、「居民參與」、「永續發展」，

盼能對未來之發展提出建議；2. 對臺灣社區總體營造之發展過程及臺灣客家社

區發展現況，有大致上的了解與重點式的掌握；3. 對新竹縣橫山鄉內灣村之社

區總體營造發展史及現況，以及其所面臨之問題與困境，有一個精簡扼要的說

明。 

 

    關於本研究之研究限制有二：1. 本研究以內灣地區為個案，歸納其社區總

體營造之發展過程，並提出未來之修正與發展方向，惟每個社區皆有其不同之歷

史背景、環境條件與文化風俗，所提出之未來建議，無法適用於所有社區；2. 以

研究方法來看，受限於時間與經費等問題，無法訪談到每一位參與社區總體營造

之公部門人員、所有地方文化團體之幹部，以及地方意見領袖或居民，所得到之

意見與論述，並不能代表全社區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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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研究成果全文 

臺灣客家社區總體營造—以新竹縣橫山鄉內灣村為例 

計畫主持人：邱榮舉 

共同主持人：邱榮裕 

 

壹、前言 

關於臺灣客家社區總體營造，可以說是整體臺灣社區總體營造之重要組成部

分，因而有關如何積極推動臺灣客家社區總體營造，吾人可參考整體臺灣社區總

體營造之相關論述與解析。本研究案是以新竹縣橫山鄉內灣村的客家庄「內灣社

區」為例，來探討臺灣客家社區總體營造之相關問題。 

 

    本研究案以社區營造體制之四大要素：社區居民、社區營造團體、公部門行

政以及社區營造政策做為核心，研究各部門間的運作情形，並檢視社區營造過程

中是否符合「由下而上」、「自立自主」、「居民參與」、「永續發展」四項原則，深

入分析內灣地區社區總體營造之過去發展、現況與未來發展。 

 

一、研究背景、動機及目的 

（一）研究背景 

桃竹苗地區是臺灣客家大本營，新竹縣內灣是臺灣客家地區的香格里拉，具

有較惟獨特的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等條件，且漢人與原住民的互動歷史較為

悠久，形成一個客家與原住民為主的社區，傳統與創新兼而有之，令人刮目相看。

內灣地處客家與原住民交界處，早期有煤礦業與林業，且有臺灣鐵路內灣支線，

使得內灣相當繁榮，有「小上海」之稱。近 20多年來，在政府、地方士紳及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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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縣橫山鄉出生的著名漫畫家、發明家劉興欽協助下，發展當地觀光產業，使得

內灣似乎較有條件能與北埔、美濃、九份等地區媲美。本研究企圖協助內灣地區

繼續推動社區總體營造，進而共同謀求內灣所面臨的困境之真解決。 

 

（二）研究動機 

1. 為何以「社區總體營造」為主題？ 

近年來，文化相關產業以及具在地特色之休閒事業成為各國重要的產業之一，

各國皆日益重視文化層面的發展，除了在經濟發展上可帶來經濟成長、創造就業

機會，在文化上更能展現一個國家的文化多樣性、以及對文化產業的重視程度，

達到提升國際能見度和國際行銷的效果。且近年來「體驗觀光」盛行，民眾除了

交通方便，美麗的休閒設施外，更希望令人心動和與眾不同的文化體驗，要創造

出獨樹一格的觀光魅力，就要有吸引人的故事50，而社區總體營造政策正是一個

國家之在地文化推展的重要推手，因此促使本研究以社區總體營造為主題之動機

之一。 

 

此外，文建會自 1994 年首度提出社區總體營造的概念，期望以「由下而上」

的自主模式，取代「由上而下」的公部門主導模式，達到凝聚社區意識、加強社

區認同、以及社區居民對社區事務主動參與的目的，進而提升社區的整體品質。

然近期的社區總體營造之「目的」過於明顯且廣泛，而「手段」卻常流於「博覽

會式的」、「觀光式的」、「懷古式的」、「剪綵式的」，甚至是「表演式的」成果發

表（劉女豪，2007），而這些手段方法，是否能貫徹社區總體營造的理念？因此，

本研究，以回顧臺灣社區總體營造過程為主題，並以新竹縣橫山鄉內灣社區為個

案，探究社區總體營造政策在的地方上執行之成效，是否展現文建會所提之「由

下而上」、「自立自主」、「居民參與」、「永續發展」四項原則，為本研究之動機之

                                                     
50 行政院，2008，〈行政院所屬各機關中程施政計畫(98 至 101 年度)下冊〉，臺北：行政院研究發

展考核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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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2. 為何以新竹縣橫山鄉「內灣社區」為個案？ 

1950 年至 1970年間，內灣地區之代表產業為煤礦業與林業，隨著產業發展

與 1951 年內灣線鐵道完工，帶動了地方發展，旅店、茶店、戲院以及歌舞劇等

娛樂場所相繼出現，使內灣成為了車水馬龍的繁華都市，並有「小上海」之稱。

1970年代後，礦業與林業逐漸沒落，內灣成為了寧靜的小山城，直到民國 1999

年社區總體營造的推動，並將社區總體營造的方式應用在商圈上，促進地方發展、

重振地方活力，使內灣蛻變為以文化、觀光休閒產業為主的客家社區，重現遊客

如織的熱鬧景象，獲得「臺灣北部客家的香格里拉」(邱榮舉，2006)之美譽。在

短短的數十年間，內灣社區由林、礦業成功轉型為文化、觀光產業，又從繁華到

寧靜，寧靜到重生，此轉變過程為值得研究的個案，了解是什麼樣的政策、參與

者的運作、是什麼關鍵因素使內灣轉型？為本研究選定內灣社區為個案之動機之

一。 

 

社區總體營造在內灣，已經展開 10多年了，成功的使地方產業轉型，提振

了當地的經濟，然今日內灣社區所展現的風貌，是否為最初所規劃的藍圖呢？因

此想藉此研究，檢視社區總體營造在內灣是否成功、發現問題以及找出哪些尚待

加強的項目，為以內灣社區為個案之動機之三。因此，本研究案將再結合國內外

學者如劉碧蓉、曾建元、謝欣如、張海英、宋平等。 

 

（三）研究目的 

有鑑於上述之研究動機，旨在探究社區總體營造在內灣社區之運作成效、產

生之問題與困境，進而提出建議，期望能夠達成以下的研究目的： 

1.了解內灣地區推展社區總體營造之現況，及公部門、社區居民與社區營造團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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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互動關係。 

2.分析內灣地區之社造過程，及其所面臨的問題與困境，並檢視是否符合「由下

而上」、「自立自主」、「居民參與」、「永續發展」四項原則。 

3.對內灣未來之社區總體營造提出建設性的建議。  

 

    本研究團隊主要成員包括:邱榮舉(國立臺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教授兼社

會科學院副院長/國立臺灣大學客家研究中心創辦人)、邱榮裕(國立臺灣師範大

學歷史學系副教授/國立臺灣大學客家研究中心特約副研究員)、黃玫瑄(國立臺

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博士生/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講師)、陳思潔(國立臺灣大學

國家發展研究所法學碩士)等。 

 

二、文獻回顧與研究問題 

（一）文獻回顧 

有關我國社區總體營造之相關研究文獻眾多，本研究將文獻回顧分為三部分：

第一，為社區總體營造之定義、原則及要素。第二，為從鉅視面探討臺灣之社區

總體營造政策之研究。第三，為以內灣地區為個案之相關研究文獻。 

1. 有關社區總體營造之相關研究文獻 

(1) 「社區」之定義 

在社會地理學的領域中，「社區」是其中最浮泛（Elusive）及含混(Vague)

的名詞之一，並不具有特定的意義。因此，對於社區的定義，隨著各個研究者不

同的目的與需要，而有所變動(莊翰華、吳郁萍，2000)。本研究則以陳其南對於

「社區」以及「社區總體營造」之定義為主。陳其南（1998）教授認為「社區」

並不是指傳統的地方意識，也不是有限地理空間單位，更不是形式化的行政組織。

「社區」的現代涵義乃在於它是一種民主社會的生活方式，是介於國家社會和家

庭團體之間，而為現代人追求居住品質，提升生活品味的基本單位。且認為「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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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的本意比較接近「社群」或是「共同體」的意涵，它既非單純的空間地域單位，

也非行政體系的一環，它應該是指一群具有共識的社會單位，所謂共識也就是「社

區意識」，因此，一個社區指的是「人」而非「地」；是「社群」而非「空間」。 

(2) 「社區總體營造」之定義 

陳其南教授更進一步指出，「社區總體營造」是一種市民社會的重建工作，

目的是要建造一個未來社區的理想模型及生活方式（陳其南，1999a)，也代表一

種思想模式，由中央主導轉為地方主導，由官方規劃轉為居民自律，由資源供給

者出發的立場，轉為由生活者出發的立場，是「社區共同體」的存在與意識作為

前提和標的。藉著社區居民參與地方公共事務，凝聚社區意識；經由社區的自主

能力，建立屬於自己的文化特色，也讓社區居民共同經營「產業文化化，文化產

業化」、「文化事務發展」及其它相關的文化活動。如此，因社區居民的自主參與，

使生活空間獲得美化，生活品質得以提升，文化經濟產業再行復甦，原有的地景

地貌煥然一新，進而促使社區活力再現，如此全面性、整體性的規劃與參與社區

經營創造的過程，稱之為「社區總體營造」(陳其南，1996)。陳其南認為社區總

體營造最重要的是必須營造出一個新社區、新社會和新人種，在這個「造人」的

工程的工程中，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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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進而建立一個體系化的社區學習社會和學習共同體。並且能夠做為一種永續發展

的策略，以及一種人文事業（陳其南，1999b）。而文建會在文化白皮書中，揭櫫

了社區總體營造「由下而上」、「自立自主」、「居民參與」、「永續發展」之四項原

則。 

(3) 「社區總體營造」之組成要素 

東京都立大學饗庭伸教授指出「社區總體營造」的體制基本上是由「市民」

與「公部門行政」共同組成。由於每一位個別市民的力量有限，所以需要組成町

內會或自治會、市民組織、NPO等組織與公部門行政組成「社區營造的體制」，

代表市民，具有向公部門行政傳達意見的功能，如圖 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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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社區營造的體制 

 

2. 有關我國社區總體營造政策之相關研究文獻 

我國社區總體營造政策之相關文獻，以江大樹、方瓊瑤、陳明達、蔡榮光、

徐震，以及黃源協之政策分析回顧為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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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臺灣社區總體營造相關研究文獻表 

研究者(年代) 出處 題目 

江大樹(2005) 新故鄉社區營造計畫

之政策分析：地方永續

發展觀點」 

生命共同體的永續發展：「臺灣健康社

區六星計畫」政策評析 

方瓊瑤(2005) 國立臺灣大學政治學

系政府與公共事務碩

士在職專班碩士論文。 

社區總體營造政策的政治經濟分析，

1965-2005 

陳明達(2008) 國立臺北大學公共行

政暨政策學系碩士論

文 

臺灣社區總體營造政策變遷之研究─

歷史制度論的觀點 

蔡榮光(2008) 國立臺灣大學政治學

研究所碩士論文 

新竹縣九讚頭文化協會推動社區總體

營造之評估 

黃源協（2004） 社區發展季刊第 107

期 

社區工作何去何從：社區發展？社區營

造？ 

徐震（2004） 社區發展季刊第 107

期 

臺灣社區發展與社區營造的異同-論社

區工作中的微視與鉅視面的兩條路線 

    製表者：陳思潔 

 

江大樹、方瓊瑤、陳明達，以及蔡榮光，在回顧臺灣社區總體造政策時，以

不同時期所展現的不同發展重點與特色進行回顧與探討。而徐震與黃源協則是針

對臺灣進行社區總體營造政策後，與社區發展所產生的混淆進行比較與討論，歸

納出目前社區總體營造的問題所在。 

 

方瓊瑤（2005）分三個時期從臺灣內外政經環境對國家機關與民間社會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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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互動與影響，檢視政經社會變遷過程中臺灣社會力形成的背景與發展脈絡，以

及檢討充滿社運精神的社區總體營造政策在臺灣各地競相實踐十年間，對形塑社

區意識與民間社會力量的影響。並將社區總體營造政策畫分為三個時期，分別為

「1965－1986一個中國原則下的社區發展」、「1987－1999臺灣主體意識建構下

的社區營造」以及「2000－2005新國家建構下的社區總體營造」，最終目的在於

提出社區總體營造的政策意涵，內涵的轉變，以及對國家機關與民間社會結構和

國家建設的實質意義，並據以提出對於政府未來執行或擬定相關政策時，應有的

思維和可有的作為。 

 

江大樹（2005）亦從 1965年起分析臺灣之社區總體營造政策；第一，為「社

區發展」時期（1965 年至 1987年），此一階段社區發展工作，乃是由國家機關

所主導，整個社會共同追求經濟發展，當時既無社區主體性，亦少環境保護理念。

第二，為「社區營造」時期（1987年至 2000年），強調臺灣作為一個「生命共

同體」的重要性， 1994 年文建會正式提出「社區總體營造」的政策主張，期盼

從文化建設的角度切入，建立臺灣基層社區的共同體意識。從此之後，「社區營

造」與「社區發展」兩種不同理念，並列成為推動臺灣民間社會自主處理地方公

共領域問題的政策途徑，且社區營造甚至逐漸凌駕、甚至取代社區發展，成為草

根民主參與的主要動員型態。第三，為「社區總體營造」時期（2000 年迄今），

將社區營造擴展至行政院各部會，並提出一連串之政策計畫包含「創意心點子計

畫」、「新故鄉社區營造計畫」、「臺灣健康社區六星計畫」，這個時期與「社區發

展」階段偏重經濟成長及「社區營造」階段強調文化認同，政策方案內容的確更

為周全務實。最後歸納出臺灣四十年來所推動的社區發展、社區營造、社區總體

營造實務歷程，此三階段社造理念與政策的比較，概略歸納如表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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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社區發展、社區營造與社區總體營造的比較表51 

 社區發展 社區營造 社區總體營造 

起迄年代 1965-1987 年 1987-2000年 2000年迄今 

主管機關 社政部門為主 文化部門為主 行政院統籌 

推動模式 由上而下 由下而上 協調整合 

主要方案 社區發展工作綱領 全國文藝季 新故鄉社區營造計畫 

計畫內容 硬體為主 軟體為主 軟硬體兼顧 

政策理念 經濟成長 本土認同 永續發展 

 

陳明達（2008）以歷史制度論的觀點分析臺灣社區總體營造政策，以 1994

年為時間分水嶺。在 1994年之前，由臺灣省政府社會處及行政院內政部所推動

的「社區發展」政策而言，當時的社會環境是處於戒嚴統治時期、政府致力於發

展經濟建設、社區是被政府動員以配合政府推動的對象、民間缺乏自主力量等情

形，當中最大的特點是政府對社區工作事務干預及主導的力量著力甚深。到了

1994年之後，社區總體營造政策由文化部門所發動，拉高至由行政院統一規畫，

且強調「由下而上」、「重視整體性與自主性」、以及注重「社區的特色與創意」，

都是與 1994年之前的社區發展政策有很大的不同之處，因此以 1994 年做為政策

之分水嶺，並整理出各個時期之影響社區政策變遷之關鍵變數與年代關係。 

蔡榮光（2008）以 1994 年為政策回顧起始點，以內閣更替，新閣揆上任所提出

之社造政策名稱作為劃分階段之時間節點，劃分為四大階段。第一階段為「社區

總體營造計畫（1994－2000）」，此階段之文化空間的改善與經營管理計畫的執行，

奠定全國各鄉鎮展演設施的基礎，此時期計畫主管機關中央為文建會，地方則為

各縣市文化中心，並未跨越其他行政部門，文建會與各縣市文化中心尚處於單打

                                                     

51 資料來源：江大樹，2005，〈生命共同體的永續發展：「臺灣健康六星計畫」政策評析〉。 



238 
 

獨鬥摸著石頭過河的試驗階段。第二階段為「社造創意心點子計畫（2000－2001）」，

開始強調創意與整合，並進行社區總體營造政策的轉型，本階段的社造思維，大

致上延續前一階段而來，主管機關除文建會外，已經開始擴及經濟部與環保署的

層面。第三階段為「新故鄉社區營造計畫（2002-2007）」文化政策，過去是屬於

文建會單一部會的業務，現擴大到國家發展計畫的層級，並首度將社區總體營造

事務，列為未來國家發展的重要指標。第四階段為「臺灣健康社區六星計畫

（2005-2007）」。蔡榮光指出從第一階段的「社區總體營造計畫」到第二階段的

「創意心點子計畫」再到第三階段的「新故鄉社區營造計畫」，社區總體營造已

由文建會單一部會推動的政策，提昇到跨部會的整合政策。而第三階段的新故鄉

社區營造政策到第四階段的臺灣健康社區六星計畫，在整合的方向上也大致相同。

因此，綜觀「新故鄉社區營造計畫」和「臺灣健康社區六星計畫」的諸項子計畫

中，有很多的計畫名稱是相同的，但「臺灣健康社區六星計畫」的子計畫項目更

多，涵蓋面也更廣泛。 

 

徐震（2004）以國外的社區總體營造發展背景，與臺灣做比較，再比較臺灣

早期的「社區發展」與 1994年提出的「社區營造」，其概念上有何不同；而黃源

協（2004）除了比較「社區發展」與「社區營造」之異同外，亦提出了臺灣當前

社區總體營造面臨的問題，進而提出建議。 

 

3. 有關內灣地區之相關研究文獻 

近年有關內灣地區之相關研究文獻，大致可分為兩大類：第一類為以商圈、

觀光產業、行銷模式、遊客滿意度等商業議題為主軸之研究；第二類則為以社區

總體營造政策為主軸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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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內灣地區相關研究文獻表 

研究者(年代) 出處 題目 

童雅玲(2004) 世新大學管理學院經濟

學系碩士論文 

《觀光風景區的旅遊動機與滿意度之

研究－以內灣風景區為例》 

周琪偉(2004) 朝陽科技大學建築及都

市設計研究所 

從地區行銷觀點探討地方產業發展策

略：以新竹縣橫山鄉內灣村為例 

游千慧(2005) 國立臺灣大學建築與城

鄉研究所 

商圈營造對地方發展之影響---以內灣

為例 

錢運財(2006) 中華大學建築與都市計

劃學研究所 

傳統聚落發展觀光之遊憩衝突研究：以

新竹縣內灣地區為例 

劉女豪(2006)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地理

學系碩士班 

新竹縣橫山鄉內灣聚落的社會經濟變

遷 

彭美娟(2008) 國立新竹教育大學人力

資源教育處教師在職進

修區域人文社會學系社

會學習領域教學碩士班 

觀光產業發展下居民認之之研究---以

新竹縣橫山鄉內灣地區為個案分析 

蔡榮光(2008) 國立臺灣大學政治學研

究所 

新竹縣九讚頭文化協會推動社區總體

營造之評估 

蔡世群(2008) 國立交通大學客家社會

與文化碩士在職專班論

文 

客家地區社區營造策略之比較研究---

以內灣與九讚頭社區的發展現況為例 

張瑟玉(2008) 國立中央大學客家經濟

研究所碩士論文 

社區政策對地域發展之影響：以新竹縣

橫山鄉為例 

製表者：陳思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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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以商圈、觀光產業、行銷模式、遊客滿意度等商業議題為主軸之相關研究文

獻 

童雅玲（2004）將焦點聚焦在遊客對於內灣遊憩滿意度的調查，以量化分析

中的問卷調查法作為主要研究方法，採用 SPSS 統計軟體加以分析，歸納問卷中

十二項關於旅客遊憩動機的調查數據，主要目的是希望提供內灣形象商圈發展的

具體指摽。 

 

周琪偉（2004）則採用地區行銷概念，把內灣形象商圈各個發展面相做整體

性的分析。並採用 SWOT 矩陣分析法（SWOT 代表四項發展指標，分別為 Strength

「優勢」、Weakness「劣勢」、Opportunity「潛力」、Threat「限制」）做為分析

指標。此外，亦兼用田野實地調查訪談與文獻分析法，建立了十二項指標，針對

內灣形象商圈發展策略做出具體建議，以及總結出內灣未來發展的三大導向，分

別為「文化創意導向」、「生態導向」以及「休閒觀光導向」。 

 

游千慧（2005）以內灣商圈發展的現況為主題，探討在地方文化產業的發展

政策中，以商業經營為主的形象商圈其成效如何。主要研究方法採用問卷調查法

與深度訪談法，兼有量化與質化研究，進而檢視內灣的觀光成績，是否達到期望。

此外，游千慧以四大面向「產業面」、「社會面」、「環境面」與「行銷面」，分析

內灣形象商圈輔導計畫對地方發展的影響，最後提出內灣形象商圈的未來發展方

向，包括：結合周遭生態及人文資源、對遊客實行總量管制，以維持觀光品質、

維繫地方特色，找尋適當的市場區隔，以邁向永續生態發展。 

 

錢運財（2006）則進行內灣發展形象商圈發展前後的比較，發現商業和觀光

的發展，對內灣的自然生態環境與社區居民的生活作息所引發的衝擊，研究方法

以結構性問卷直接訪談法進行調查，分析結果顯示，生態觀光內部衝突之影響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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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包括團體干擾、空間干擾；而經驗模式及調適行為兩因素成為影響生態觀光活

動參與者間產生遊憩衝突最主要因素。所以未來應將內灣地區遊憩動線做區隔，

降低不同活動型態之生態觀光者之交互作用，再透過教育宣導之方式，潛移默化

生態觀光者，以避免遊憩衝突發生。   

   

劉女豪（2006）探討內灣地區因近內山資源而形成的聚落在發展中，產生社

會經濟變遷的原因及過程。從日治時期聚落型態、生活方式的特徵，到現今居民

因應聚落變遷對聚落重建所進行的努力與創新。透過地理學來觀察區域差異下，

人與人、人與地長期交互作用所形塑的地理空間。而居民以社區總體營造的手法

對於幾經變革的聚落，所遺留的文化資產進行「產業文化化，文化產業化」的經

營與開創。最後並提出內灣轉為以「在地資源活化」來使「文化特色」吸引城市

至鄉村的觀光人潮，帶動了經濟改善，達到「文化產業化」的結果，繼而提升成

為地方永續發展的競爭力。唯內灣面對全球化「均質」的浪潮中，仍必須力守在

地「特有、獨有」的文化遺產與聚落發展的「人地互動」精神，並努力維持聚落

長久以來的「文化能量」，才能保有在地資源活化、發揮的永續力。 

 

彭美娟（2008）以深度訪談法以及第四代政策評估的方式，檢視不同利害關

係人對於觀光政策觀光後，對觀光發展的認知進行政策評估，探討當地居民對觀

光衝擊的認知，包括經濟、實質環境及社會文化三方面，並提出五項對未來發展

之具體建議：第一，政府相關單位在未來政策設計前，應先進行全面性評估，藉

以了解各利害關係人的反應與需求；第二，各規畫單位應達成共識，結合國家重

要發展政策，將觀光做好近、中、長期的整體規畫，並完成相關配套措施；第三，

拋棄傳統決策模式，鼓勵地方充分參與；第四，加強環境教育，讓自然環境資源

得以永續經營；第五，確實依法執行公權力，避免讓違規者存有僥倖心態。使內

灣地區的觀光產業發展有更好的前景。 



242 
 

(2) 以內灣地區社區總體營造為主軸之相關研究文獻 

蔡世群（2008）將橫山地區兩個不同型態的客家社區做比較，分析「九讚頭

社區」與「內灣社區」在社區營造政策下，不同之發展方向，比較兩個社區之主

要營造團體的組織架構、外部團體與協力機關、社區營造方向追尋過程、社區營

造的核心價值、社區營造未來走向等面向之比較，並分別提出對內灣社區以及九

讚頭社區未來之具體建議：首先，內灣地區當前商圈促進會的要務首要在於建立

未來商圈參與的機制，遏止不合群與不肖業者破壞形象商圈的整體性。其次則是

針對內灣本身具有的絕佳自然環境，建立當地生態教室學習的網絡與維護的機制，

著眼於緩衝地方生態環境面對大量遊客的衝擊。最後。則是商圈促進會應致力於

協調社區居民消弭對形象商圈發展的歧見，以建立互信與培養居民認同為要務，

進而建立回饋與溝通的正常機制。九讚頭社區則應「吸收年輕一代加入社區營造

行列」、「加速客家文化資料蒐集的腳步」、「鼓勵社區居民提出對地方發展的規劃

遠景」，以及對於「環境保護策略的定調與擬定階段性計畫」的持續進行。 

 

張瑟玉（2008）先將臺灣社區政策的發展脈絡視為一動態體，並非依時間規

模而劃分成為三個時期；其次，為建構地域發展之整體性，界定的地域發展分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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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新竹縣橫山鄉為研究個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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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橫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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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整合社區政策與地域發展之需求與利基後，

對於各個利害關係人，包涵公部門、地方團體、業者及社區居民提出相關建議。 

蔡榮光（2008）在分析九讚頭社區時，建立了四項「核心價值」及八項「基本原

則」，建構出社造之「評估指標」，旨在探討「新竹縣九讚頭文化協會」推動社造

十餘年來之執行成效，並藉此檢討我國社造政策之利弊得失。經由「深度訪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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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參與觀察」歸納出九讚頭文化協會之優勢與困境。並針對九讚頭文化協會推

動社造之優勢與困境，分別以公部門與私部門之觀點提出以下之政策建議。就公

部門而言：一、中央政府應力求社造政策之穩定性與延續性。二、地方政府文化

局應扮演社造價值捍衛者之角色。三、加強各級政府行政社造化的理念與作為。

四、檢討修正經費補助與核銷方式。五、建立中央與地方「伙伴關係」共創多贏。

就私部門（社區組織）而言：一、號召年輕人參與，打造新故鄉。二、建立由下

而上之民主參與機制。三、排除政治與派系干擾，自立自主運作。四、發展在地

化社造組織，深耕社區。五、推動文化創意產業交流平臺，建立永續經營機制。 

 

（二）研究問題 

關於「社區總體營造」之內容、具體作法及原則，陳其南與陳瑞樺在〈臺灣

社區總體營造之回顧〉一文中對社區總體營造的內容提出了十項主要內容： 

1. 社區環境景觀之營造（親水、綠化與無障礙等要素） 

2. 地方特有產業之開發與文化包裝 

3. 古蹟、建築、聚落與生活空間之保存與再利用 

4. 民俗廟會祭典活動與生活文化的展現 

5. 地方文史、人物、傳說、典故之整理呈現 

6. 社區終身學習與成長活動 

7. 社區藝文聯誼與國際交流活動 

8. 增進社區健康福祉的合作事業 

9. 地方文化遊憩與住宿品質設施改善 

10.生活商店街暨社區形象與識別體系之營造 

並歸納整理出下列五個推動社區營造之「切入點」： 

1. 人：指地方文史、人物、傳說、典故之整理呈現 

2. 文：指民俗節慶、歷史文物、傳統民俗等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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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地：指地理、氣候、動植物等天然資源之發掘與利用 

4. 產：指農、林、漁、牧等傳統產業之加值與振興 

5. 景：指自然、人造、生活情境等特殊景觀之營造 

 

另外，林清文（2006）及陳濟民分別對社區總體營造之具體作法提出見解，

首先陳濟民提出了七項運作方式，分別為：1. 建立社區組織；2. 調查社區資源；

3. 尋求專業支援；4. 溝通學習、建立共識；5. 開發人力資源；6. 社區觀摩交

流；7. 設計與執行。 

 

林清文則提出了社區總體營造的運作原則，必須是由下而上的做法，公部門

必須將權與錢下放，將資源交給縣市政府的文化局來分配，讓每一個縣市的文化

局都能成為一個小型的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鼓勵由下而上的社區營造工作，

中央不再掌控及決定所有事。並針對「公部門」與「私部門」的社區總體的推動

流程進行論述： 

1.「公部門」的政策層面執行步驟 

(1) 訂出業務計畫 

(2) 進行示範或實驗計畫，並訂定參與計畫之申請辦法或須知 

(3) 舉辦宣導、研習或是展示等活動 

(4) 結合民間資源，運用學者專家或專業團體 

(5) 由中央移轉到地方來執行計畫 

2. 「民間部門」的社區營造步驟 

1. 社區營造團隊創作 

2. 分組作業確認社區之華 

3. 分組描繪社區之夢 

4. 各組分別介紹彼此的夢，達成共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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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從可以做的事，逐步實踐進行 

最後，有關社區總體營造之原則，以表格方式彙整： 

 

表 4：社區總體營造之原則 

研究者 原則 出處 

陳其南、 

陳瑞樺 

 

1. 總體性、整合性與系統性─相乘的效果 

2. 公共化的原則─社區自主參與和擁有 

3. 人性化的原則─溫潤、舒爽、健康、安 

全、乾淨感性 

4. 美感、品味與格調原則 

5. 創意、想像力個性的原則 

6. 永續經營的原則 

7. 營造新的人、新的社會新的生活價值觀 

陳其南、陳瑞樺，

1998，〈臺灣社區營

造運動之回顧〉，

《研考報導》，第 41

期，頁 21-37。 

文建會 

 

1. 由下而上 

2. 自立自主 

3. 居民參與 

4. 永續發展 

文建會，2004，〈文

化白皮書〉 

陳濟民 1. 由下而上 

2. 社區自主 

3. 自動自發 

4. 居民參與 

5. 資源共享 

6. 整體規劃 

7. 永續經營 

陳濟民，2006，〈社

區營造與地方發

展〉簡報資料。 

佐藤滋、陳 1. 公共福祉的原則 陳金順譯，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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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順譯 

 

2. 地域性的原則 

3. 由下而上的原則 

4. 場所歷史脈絡的原則 

5. 多主體協調互動的原則 

6. 永續性與區域內循環的原則 

7. 相互編輯的原則 

8. 個別啟發與獨創性的原則 

9. 環境共生的原則 

10. 全球化與在地化的原則 

〈社區營造的原理

與目標〉，《社區營

造的方法》，臺北：

行政院文化建設委

員會文化資產總管

理處籌備處 

    製表者：陳思潔 

 

有鑑於上述社區總體營造之各項原則，本研究以文建會所定義之「由下而上」、

「自立自主」、「居民參與」、「永續發展」四大原則為主，本研究透過訪談法，檢

視內灣地區之社區總體營造政策，是否符合上述四大原則。 

 

本研究計畫的研究問題主要有三： 

1. 內灣地區目前之營造現況如何？當地之公部門、社區居民以及社區營造團體

之互動關係如何？ 

2. 內灣地區推廣之社區總體營造，面臨何種困境，是否符合文建會所稱之「由

下而上」、「自立自主」、「居民參與」、「永續發展」四項原則？ 

3. 內灣地區未來在推廣社區總體營造的道路上，有何具體建議？ 

 

三、研究架構、研究途徑及研究方法 

（一）研究架構 

本研究架構以社區營造體制之四大要素：社區居民、社區營造團體、公部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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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以及社區營造政策，做為核心，研究各部門間的運作情形，並檢視社區營造

過程中是否符合「由下而上」、「自立自主」、「居民參與」、「永續發展」四項原則，

深入分析內灣地區社區總體營造之過去發展、現況與未來發展。 

 

 

 

 

 

 

 

 

 

 

 

 

 

 

 

 

 

 

 

 

圖 2：本研究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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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途徑(approach) 

本研究之研究途徑採歷史學研究途徑，將我國社區總體營造的政策，依時間

順序，畫分出每一時期不同之政策、相關計畫與事件，架構出內灣社區總體營造

的過去與現況，並對未來發展提出具體建議。 

 

（三）研究方法(method) 

1. 深度訪談法(In-depth interview) 

找若干與內灣地區社區營造過程關係密切之人士進行深度訪談，如：地方行

政首長、參與內灣社區總體營造之公部門成員、各社區營造團體幹部，以及當地

意見領袖、商家、居民，做為深度訪談對象，藉由訪談過程，了解社區居民、公

部門以及社區營造團體之互動模式。 

 

本研究與內灣社區總體營造較重要人士進行深度訪談，例如社團理事長、秘

書長、學者專家、當地重要士紳等。 

 

2. 個案研究法(case study) 

以內灣地區為個案，透過相關文件、檔案紀錄、訪問晤談、直接觀察、參與

觀察、特色產業(文化商品、地方特產)，並以 5W1H之架構：who、what、 where、

when、 how和 why，對內灣社區總體營造之歷程與現況所全面性的歸納，並找

出其目前所面臨之問題，找出合適之修正發展方向。 

 

四、研究結構重點說明 

本研究共分為本論、緒論及結論三大部分。第一部分為「緒論」，旨在「提

出問題」；主要包括(1)研究動機與研究目的；(2) 文獻回顧與研究問題；(3)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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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架構、研究途徑及研究方法；(4)以及論文結構重點說明。 

 

    本論為本研究之核心部分，旨在「分析問題」；以「社區總體營造」為主軸，

說明社區總體營造之定義、基本原則及發展背景，再回顧臺灣在不同時期的社區

總體營造政策，並以臺灣新竹縣橫山鄉內灣地區為個案，透過深度訪談之研究結

果，分析內灣地區在社區總體營造過程中，公部門、社區總體營造團體以及社區

居民之互動模式，以及社區總體營造政策所產生之影響，檢視社區總體營造在內

灣是否達到社區總體營造之四原則「由下而上」、「自立自主」、「居民參與」、「永

續發展」,旨在了解內灣地區社區總體營造之過去及現況，所面臨之問題與困境，

盼能對未來之發展提出具體之建議方案。 

結論的部分旨在「解決問題」；為根據本文之研究發現，針對內灣社區總體營造

之現況及其所面臨之困境，找出解決之道，並設法提出對未來有建設性之建議。 

 

貳、臺灣社區總體營造的發展過程 

    1965 年行政院頒布「民生主義現階段社會政策」，確立了社區發展為我國社

會福利措施七大要項之一，同時明確規定「以採社區發展方式，促進民生建設為

重點」。內政部為加強各方面之協調，貫徹社區發展工作之推行，乃定「社區發

展工作綱要」，於 1968 年成行政院令頒施行；嗣於 1983 年修訂為「社區發展工

作綱領」(蘇麗瓊、田基伍，2004)；規定各省、縣市、鄉鎮，各成立社區發展委

員會，負責策劃此一工作(徐震，2004)。而隨著社會環境之變遷，原由政府主導

由上而下之社區發展模式，已無法適應社會需求，解決社會問題，為其改變社區

體質，使其能達到民主、自治、自助之目標，乃於 1991 年在修訂發布「社區發

展工作綱要」，採人民團體形態運作(蕭玉煌，2002)。至 1994年，「社區總體營

造」一詞首次出現，當時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在立法院施政報告，提出這個概

念與計畫，此後，社區總體營造計畫成為我國重要的國家政策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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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研究將臺灣之社區總體營造政策，以 1994年社區總體營造開始推動之後

為起始點，並以政黨輪替以及內閣更替做為時間分野，進行回顧與探討，一為

「1994-2001 社區總體營造萌芽階段」；二為「2002-2008 新故鄉社區營造計畫」；

三為「磐石行動-新故鄉社區營造第二期計畫」，最後再提出臺灣目前社區總體營

造的問題與困境。 

 

（一）1994-2001 社區總體營造萌芽階段 

在 1994 年提出之「充實省（市）、縣（市）、鄉鎮及社區文化軟硬體設施」文化

建設計畫時，文建會即擬定了實施預算經費，調整內部承辦人員，成立一個社造

科，負責推動社造的四個核心計畫，分別「社區文化活動發展計畫」、「輔導美化

地方傳統文化建築空間計畫」、「充實鄉鎮展演設施計畫」、「輔導縣市主題展示館

之設立及文物館藏充實計畫」，共四項子計畫： 

1. 充實鄉鎮展演設施計畫(1995-2001) 

2. 輔導美化地方傳統文化建築空間計畫(1996-1999) 

3. 輔導縣市主題展示館之設立及文物館藏充實計畫(1996-2001) 

4. 社區文化活動發展計畫(1996-2001) 

 

    再者，1999年度政府曾推出「地方文化產業振興計畫」，該計畫是要在社區

總體營造既有基礎上，結合各縣市文化中心、鄉鎮及地方民眾，推動地方文化特

色產業。本計畫補助 13個縣市文化中心辦理文化資源的開發與再利用、文化風

貌的規劃與營造、文化產業的創造與學習、產業文化的包裝與行銷等工作，目標

是落實「文化產業化、產業文化化」。文建會擴大補助各縣市文化中心辦理，建

構「社區文化，形象風貌；鄉土特產，文化品牌」，以創新文化產業資源與行銷

機會，促進地方文化展業發展（蕭亞譚，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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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該計畫以補助縣市政府辦理地方文化產業振興、文化產業振興理念與實務工

作研討會及經驗交流座談會等工作為重點，推動項目如下52： 

1. 補助各縣市推動地方文化產業振興工作 

2. 策辦地方文化產業振興與理論與實務研討會 

3. 辦理地方文化產業振興經驗交流座談會 

4. 地方文化產業振興計畫經驗交流暨人才培育工作計畫 

    該階段之社區總體營造政策，除了文建會為主要核心之外，其他各部會亦有

相關計畫配合進行，範圍擴及其他各部會，如下表： 

 

表 5：各部會之社區總體營造計畫 

主要部會 主要內容 

內政部 1. 創造臺灣城鄉風貌示範計畫(營建署) 

2. 整合各部會既定計畫，補助辦理七大類型城鄉景觀風貌

重點改造計畫。  

3. 結合社區規劃師， 社區居民自己規劃，施作地點具特

色，小而美之景觀工程 ，非傳統大型主體工程或鄰里基

礎工程)  

4. 推動福利社區化計畫(社會司) 

5. 社區老人生活照顧(營養餐飲、日間照顧服務、居家服

務、設置居家服務中、失蹤老人協尋中心) 

6. 辦理中低收入老人特別照顧津貼 

7. 促進老人社會參與     

教育部 1. 教育部補助社區大學及其相關團體要點(社教司) 

為加強推廣社區大學功能，提供國民終身學習課程，提升國

                                                     
52

 監察院，2005，《推動社區總體營造工作之成效與檢討專案調查研究》，頁 36-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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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人文素養與生活知能，培育社區人才及現代化公民。  

2. 推展學習型家庭教育,建立祥和社會計畫(社教司) 

為國人提供適性之家庭教育服務，結合終身學習的理念，以

單親、身心障礙者、原住民、隔代教養、雙薪、受刑人等家

庭為優先對象，由各縣市家庭教育中心結合學校、財團法人、

社教機構、民間團體等單位，協助民眾建立其學習型家庭。 

經濟部 1. 社區小企業輔導計畫(中小企業處) 

協助社區小企業群體發展共同經濟利益，塑造高品質社區消

費環境，以輔導建立具特色風格之社區。  

2. 地方特色產業輔導計畫(中小企業處) 

協助地方具歷史性或獨特性之產業，發展共同經濟利益，塑

造高品質產品形象，以輔導建立具特色風格之地區集結性產

業。  

3. 改善商業環境五年計畫(商業司) 

以商圈主街為範圍進行商圈更新再造工作，集結街區店家建

立共識，輔導中小零售業者自主性改善商業經營環境，建立

共同經營、共同參與之理念，以共同力量發展特色，重新創

造消費吸引力 

環保署 生活環境改造計畫 

    鼓勵社區民眾自發地參與環境保護工作，養成合作處理

環境事務的能力，營造健康、安全、舒適的生活環境，落實

環保理念與政策，達成社區的永續發展。 

衛生署 推動社區健康營造計畫 

    補助社區機關團體，結合社區資源，推動社區健康營造

工作，引發社區民眾對自我及社區健康之醒覺及共識，進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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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進民眾執行健康行為。 

農委會 農村新風貌計畫 

1. 農村新生活圈規劃及建設 

2. 發展休閒農業 

3. 農村聚落重建規劃及建設 

4. 營造漁村新風貌 

5. 原住民地區農業發展與農村建設 

6. 農村社區更新規劃及建設 

7. 一鄉一休閒濃漁園區計畫 

青輔會 推動成立區域性青年志工中心及辦理社區總體營造志工培訓

計畫 

1. 分區成立志工中心：包括召開聯繫會報，出版志工刊物， 

建置志工中心網站，籌設「志工學苑」，辦理志工訓練及服務

活動等。 

2. 補助團體辦理推動社區總體營造志工培訓活動。  

資料來源：陳濟民，2006，〈社區營造與地方發展〉簡報資料。 

 

  至 2000 年總統大選後，政黨輪替，新閣揆張俊雄院長任內推出之社區總體營

造計畫為「創意心點子計畫」。所稱創意，指以有限社區資源，創造最大發展可

能性，結合鄉（鎮、市、區）公所、地方民間組織及社區民眾，共同參與規劃，

所擬定有助於促進地方總體發展，營造地方特色風貌之計畫，並整合各部會資源。

整合各部會資源。其相關子計畫內容如下： 

 

1. 社區文化再造計畫 

    該計畫為延續前一階段的「社區文化活動發展計畫」而來，工作重點為持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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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理社區總體營造理念的宣導以及社區基層人才的培育。此外，「社區營造替代

役」也在此時開始推動，經費約為 1億 5,000萬元(蔡榮光，2008)。內容包括53： 

(1) 補助縣市辦理縣市層級社區文化再造計畫，並委託專案管理團隊，以縣市為

單位，進行各縣市計劃執行之協助、輔導及訪視工作，同時辦理「社造互聯網—

縣市承辦經驗交流會」，使各縣市承辦本計畫之業務人員有經驗交流及觀摩之機

會。 

 (2) 主辦社區總體營造人才培育計畫。 

 (3) 籌辦全國性社區營造工作年會，邀請國內外社區營造工作者進行經驗交流

與相互學習觀摩，並彙整各項計畫年度成果，出版年報。 

 

2. 社區環境改造計畫 

    此計畫為文化空間改造之專案計畫，文建會鼓勵居民自力參與基層文化空間

的改造美化，並且鼓勵社區內公共空間的積極利用，預算約 1億 4,000 萬元(蔡

榮光，2008)。內容包括54： 

 (1) 補助 15個縣市推動 23個環境營造點計畫執行，並提供專業諮詢輔導。 

 (2) 辦理「社區環境改造人才培育及經驗交流觀摩活動」四場，約有四百人次      

參與。 

 

3. 文化產業之發展與振興計畫 

    文建會雖於 1999 年已有「推動地方文化產業振興」的補助案，但是正式納

入社區總體營造計畫則是從 2000年開始(蔡榮光，2008)，其計畫內容如下55： 

(1) 補助 20縣市 40個鄉鎮社區，辦理地方文化產業發展與振興工作，補助地方

文化產業、人才培訓，並委推專業團隊管理，以縣市為單位，進行各縣市計劃執

                                                     
53

 監察院，2005，《推動社區總體營造工作之成效與檢討專案調查研究》，頁 37-38。 
54

 監察院，2005，《推動社區總體營造工作之成效與檢討專案調查研究》，頁 38。 
55

 監察院，2005，《推動社區總體營造工作之成效與檢討專案調查研究》，頁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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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之協助、輔導及訪視工作。 

(2) 辦理相關研習營：如「文化展業發展與振興人才培訓及理念宣導研習營」以

及「地方文化產業知性學習之旅」。  

    

    本階段的社造思維，大致上延續前一階段而來，主管機關除文建會外，已經

開始擴及經濟部與環保署的層面了。可惜本階段之社造政策與施政計畫，因張俊

雄內閣任期過短並未展現具體績效；2002年隨著游錫堃內閣上臺，又將張內閣

剛出爐不久的「創意心點子計畫」大幅度修正整合成為「新故鄉社區營造計畫」，

並納入「挑戰 2008－國家重點發展計畫」中（蔡榮光，2008）。2002 年 6月行政

院函示納入「新故鄉社區營造計畫」範疇。 

 

（二）2002-2008 新故鄉社區營造計畫 

    2002 年游錫堃院長將張俊雄院長任內所推出之「創意心點子計畫」，納入「挑

戰 2008─新故鄉社區營造計畫」，於 2002年提出「挑戰 2008─國家重點發展計

畫」，其中，第十項「新故鄉社區營造計畫」乃針對臺灣社會日益蓬勃的社區營

造風潮，在政策上配置符合社區營造需求的各項行動計畫。並配合「新故鄉社區

營造計畫」，同時進行「地方文化館計畫」。2005年謝長廷院長時期整合修正提

出「臺灣健康社區六星計畫」，對於社區營造的政策分工提出更具體的分工，各

部會亦分別展開各類補助計畫至今，文建會也負責「新故鄉社區營造計畫」的幕

僚工作，協助跨部會整合工作。內容分述如下： 

 

1. 挑戰 2008─新故鄉社區營造計畫 

    「新故鄉社區營造計畫」，列在行政院「挑戰 2008－國家重點發展計畫」十

項計畫中之第十項計畫，扮演承先啟後之關鍵角色，自 2002至 2007 年度。本計

畫主要目標為啟動重建地方社會生活的「新故鄉運動」和「新部落運動」，充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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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踐以「自主、自豪、同體、同演、同夢」的社區總體營造精神，讓每一個國民、

每一家庭、每一個社區，都能夠就自己地方的條件和特色，透過學習和參與，集

聚居民的共同意識，結合特有的文化傳統、空間環境、建築設施與各種地方產業，

提供各種就業的機會，發展地方的魅力，培養地方的認同感與光榮感，建立自主

性的社區照顧機制。這是一個總體性的計劃56，但是在策略上是以生活社區為單

位，包括鄉村、部落族群及地方小鎮，並以居民自主參與為主，配合專業者的指

導協助與政府部門的行政經費支援，全面的重建臺灣基層社會。 

 

「新故鄉社區營造計畫」之計畫作業要點如下57： 

(1)為配合計畫推動，協調整合各部會相關資源，除於 92年度（2003）成立「行

政院新故鄉社區營造推動辦公室」，以強化社造行政業務之推動外，並辦理以下

事項：「建立計畫資訊平臺」、「成立跨部會支援中心」、「跨部會行政事務協調」、

「建立專業顧問體系」以及「建立計劃管考機制」。 

(2)完成 93年度（2004）新故鄉社區營造計畫作業要點，輔導各縣市政府推動社

區總體營造工作，建立社區總體營造永續機制。 

(3)「新故鄉社區營造計畫作業要點」補助項目有以下九項，分別為：「開發利用

地方文化資產與文化環境計劃」、「地方文化產業振興計劃」、「社區深度文化之旅」、

「社區營造培力計畫」、「文化服務替代役之訓練運用計畫」、「社區總體營造獎助

須知補助計畫」以及「辦理年度社區總體營造年會」。 

「新故鄉社區營造計畫」之七大主軸計劃以及各項子計畫內容如下58： 

 (1)臺灣社區新世紀推動機制計畫 

社區人力資源開發計畫（內政部） 

活化鄉村社區組織計畫（農委會） 

                                                     
56

 行政院，2003，〈挑戰 2008 國家發展重點計畫-新故鄉社區營造計畫〉，取自 2011 年 1 月 28

日， 

  網址：http://theme.cepd.gov.tw/gofar2008/02-10.htm 
57

 監察院，2005，《推動社區總體營造工作之成效與檢討專案調查研究》，頁 43-47。 
58

 行政院，2003，〈挑戰 2008 國家發展重點計畫-新故鄉社區營造計畫〉 

http://theme.cepd.gov.tw/gofar2008/02-10.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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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機制社造化計畫（文建會） 

建立社區教育學習體系計畫（教育部） 

 (2)內發型地方產業活化計畫 

地方產業交流中心計畫（經濟部） 

地方小鎮振興計畫（經濟部） 

 商店街區再造計畫（經濟部） 

 地方產業永續機制建構計畫（經濟部） 

 地方特色暨社區小企業輔導計畫（經濟部） 

  (3)社區風貌營造計畫 

 營造農村新風貌計畫（農委會） 

 營造漁村新風貌計畫（農委會） 

 發展休閒農業（農委會） 

 都市社區風貌營造計畫（內政部） 

  (4)文化資源創新活用計畫 

 社區文化資源活用（文建會） 

 社區藝文深耕計畫（文建會） 

 社區營造創新實驗計畫（文建會） 

 新故鄉成果展現計畫（文建會） 

  (5)原住民新部落運動計畫 

 原住民部落永續發展計畫（原民會） 

 蘭嶼社區總體營造計畫（原民會） 

  (6)新客家運動－活力客庄、再現客家計畫 

 語言復甦及傳播計畫（客委會） 

 客家文化振興計畫（客委會） 

 社團發展與人才培育計畫（客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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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色文化加值產業發展計畫（客委會） 

  (7)健康社區福祉營造計畫 

 社區環境改造計畫（環保署） 

 健康生活社區化計畫（衛生署） 

 照顧服務社區化計畫（內政部） 

 托育照顧服務社區化計畫（內政部） 

 長期照顧社區化計畫（衛生署） 

 

 

圖 3 各部會社區總體營造計畫關係圖59 

 

2. 地方生活館 

「地方文化館計畫」是「社區總體營造」的延續，是「2008國家重點發展

                                                     
59

 節錄自 http://theme.cepd.gov.tw/gofar2008/02-10.htm。 

http://theme.cepd.gov.tw/gofar2008/02-10.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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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新故鄉社區營造」的子計畫。是以現有、閒置空間再利用等概念，藉由軟

體的改善，與政策相結合。並透過專業團體與地方上文史團體或表演團體的投入，

凝聚共識、整合地方資源，共同提出創意，為各地方鄉鎮、社區擬具可以永續經

營的籌設計畫。地方文化館的角色定位在於地方文化館的三個參與主體：行政部

門、文化相關專業的非政府組織、社區民眾。三者的角色定位為政府行政部門，

從「執行者」到「授權者」到「支持者」；非政府組織，從「推動者」到「中介

培力者」到「催化者」；社區組織或民眾，從「認知者」到「學習者」到「行動

者」。而上述三個與主體的功能任務在不同的階段有不同的要求，說明如下表：60 

 

表 6 三階段之主體的功能任務表
61
 

 政府 非政府組織 社區民眾 

第一階段初期計畫推動 主導掌控 行政服務 被動配合 

第二階段中期全面擴展 建立機制 溝通協調 平等參與 

第三階段長期永續營運 行政支援 創新研發 自主運作 

 

    雖然地方文化館達到一定程度的目標與功能，但是因為下列幾項因素，造成

外界的誤解62。 

 

(1) 地方文化館種類繁多，體質、條件及區位各異，有些地處偏遠，人口外流嚴

重，開館不如預期；而外界普遍以開館日及參觀人數評估其績效，質疑設置的功

能。 

(2) 部份社區型館舍，發自於常民生活，平日開放以活絡交流、凝聚社區共識 為

主，不以外來參觀為主要目標，故此類地區更需文化資源挹注扶植，以避免城鄉

                                                     
60

 文建會，2010，〈地方文化館第二期計畫〉，取自 2011 年 1 月 28 日。網址： 

http://www.cca.gov.tw/business.do?method=list&id=6。 
61 文建會，2008，〈磐石行動新故鄉社區營造第二期計畫 97 年至 102 年(核定本)〉，頁 29。 
62 文建會，2008，〈磐石行動新故鄉社區營造第二期計畫 97 年至 102 年(核定本)〉，頁 29-30。 

http://www.cca.gov.tw/business.do?method=list&id=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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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差距擴大。另因各參與主體尚處於第一階段，文化需求（地方文化設施需求

及藝文人口）已逐漸提升，與文化服務的提供與品質之間仍有落差，文化習性尚

未穩定，也因此造成下列問題： 

○1 .中央與地方執行落差：地方文化館之所屬主管機關多為縣市政府，本計畫的

成效須由中央與地方政府協力達成，唯地方政府多有人員流動率過高，經驗累積

不易的問題，影響執行成效。 

○2 .硬體設施問題：地方文化館計畫以舊有或閒置空間再利用概念為基礎，歷年

補助輔導館舍空間中，約 70％屬於舊有建築，30％屬於表演館或博物館目的所

營造。故在建物的使用功能上，舊建物的維修與改造需求較大者，佔 70％以上，

且展示類館舍有文物庫房空間者比例未及一半（42％），顯示文化館空間設備等

設施尚待加強改善。 

○3 .專業人力問題：由於各縣市及鄉鎮文化行政人員大多身兼數職、流動率大，

加以國內文化行政、藝術管理、博物館學相關專業人才缺乏，約 63％館舍具穩

定人力，專業程度為優者僅佔 7％，顯示人力的專業培力上，仍有待加強。 

○4 .各地方條件及環境發展差異：地方文化館計畫第一階段以鼓勵為各縣市及民

間參與為主，但是本計畫接納各種規模、屬性的舊有或閒置空間再利用案件，且

各地環境資源差異極大，無法有效分類輔導。 

綜合上述問題檢討，地方文化館仍須面對各項結構性問題。館舍的經營與永續發

展更需要不同專業者的協助，才能有效運作。此計畫屬第一階段推動期，今各縣

市館舍已有初步規模，故應於下一階段建立分層分類輔導機制，使相關資源更能

因案制宜。後續宜持續挹注輔導，連結相關的設施與周邊產業，以有效發揮其功

能，累積文化效益。 

 

3. 臺灣健康社區六星計畫推動方案 

    行政院謝院長鑒於健全之社區為臺灣社會安定的力量，為宣示政府推動社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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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之決心，提出「臺灣健康社區六星計畫」63，以產業發展、社福醫療、社區

治安、人文教育、環境景觀、環保生態等六大面向作為社區評量指標，同時為促

進社區健全多元發展，針對社區所提出之發展目標及配套需求，整合政府目前相

關部會既有計畫資源，分期分階段予以輔導，協助其發展。其計畫目標為： 

(1)推動全面性社區改造運動，透過產業發展、社福醫療、社區治安、人文教育、

環保生態、環境景觀的提升，打造安居樂業的健康社區。 

(2)建立自主運作且永續經營之社區營造模式，創造在地就業機會、促進地方經

濟發展。 

(3)強化民眾主動參與公共事務之意識，建立由下而上的提案機制，落實    

「社區主義」的核心價值。「社區主義」的核心價值包括：  

○1 .以社區作為政府最基礎之施政單位，強調社區的主體性及自主性。  

○2 .培養社區自我詮釋之意識及解決問題之能力。  

○3 .培育社區營造人才，強調培力過程（empowerment）的重要性。  

 

 

 

 

 

 

 

 

 

 

 

                                                     
63

 行政院，2005，〈臺灣健康社區六星計畫推動方案〉，《社區發展季刊》，第 110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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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六星計畫之六大面向表64 

面向      內容 

產業發展 

 

推動產業轉型升級 

促進有機農業及綠色消費 

發展產業策略聯盟 

促進在地就業機會 

社福醫療 發展社區照護服務 

強化社區兒童照顧 

落實社區健康營造 

社區治安 建立社區安全維護體系 

落實社區防災系統 

建立家暴防範系統 

人文教育 

 

培養凝聚社區意識 

強化社區組織運作 

落實社區終身學習 

促進社區青少年發展 

環境景觀  社區風貌營造 

社區設施及空間活化 

環保生態 推動清淨家園工作 

加強自然生態保育 

推動社區零廢棄 

強化社區污染防治 

 

 

                                                     
64

 行政院，2005，〈臺灣健康社區六星計畫推動方案〉，《社區發展季刊》，第 110 期，頁 518-5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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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2002-2008社區總體營造政策之執行成果65 

  (1) 行政機制社造化計畫 

此計畫旨在協助中央部會針對社區政策擬定、資源分配及實施策略進 行溝

通，落實計畫整合平臺，輔導 25縣市政府成立「社造推動委員會」及「社區營

造中心」，統整社造資源，強化行政效能並加強行政人員教育訓練工作，提昇基

層機關工作智能及素質。 

 

在部會行政人員教育訓練方面，成立新故鄉推動辦公室辦理中央部會交流工

作坊，建立行政人員社區營造觀念。建置臺灣社區通網站作為社區經驗交流與學

習平臺，且成為社區營造政策宣導管道。除了輔導縣市政府推動社區營造工作，

也希望社造工作向最基層的鄉鎮市公所扎根，故先行試辦，並由計畫執行過程，

檢討研擬補助項目，並具體在縣市層級社區營造輔導計畫社區營造培力計畫項下，

增列鄉鎮市(區)公所推動社造工作。 

 

  (2) 社區營造人才培育計畫 

    此計畫旨在培訓各類社區營造操作及企劃經營人才，活化社區組織，培養社

區承載計畫之能力。並培訓中央及地方各級政府文化行政人員，加強理念宣導及

實務訓練。本計畫發展出陪伴社區及家族會議模式，成為目前社區營造社造點培

育的重要操作模式。且北中南東四區培力中心，培訓的社區營造員陸續協助社區

推動，培力中心專業團隊深耕於各縣市協助社區事務。 

 

  (3) 開發利用地方文化資產與文化環境計畫 

    透過地方政府輔導社區進行社區地景、生態及建築調查，結合文史資源，推

動綠建築及綠美化運動，發展社區環境美學。補助社區先期規劃類及執行計畫類，

                                                     
65

 文建會，2008，〈磐石行動新故鄉社區營造第二期計畫 97 年至 102 年(核定本)〉，頁 15-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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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勵社區居民以參與式規劃設計及僱工購料等方式，透過居民共識以改善社區環

境，並建立永續經營及維護管理機制。 

 

    計畫執行過程中，經過居民共識及土地使用公共用途之使用同意書之方式，

實質凝聚社區共識。並鼓勵僱工購料，以民眾動手做，實際親身參與工程方式，

更增加社區互動。且此方式目前已為原民會所採用，於重點部落計畫實施。僱工

購料操作方式亦出版成書，相當受到歡迎。 

 

 (4) 社區營造創新計畫 

    補助社區辦理文化產業資源之開發及整合、文化產業之傳承及研習、文化產

業之創意及行銷等工作，目的在加強社區產業組織的形成、傳統技藝傳承、在地

文史資源調查。主要關注焦點在於社區在發展成為產業前的準備工作，其中包含

社區有那些資源的整合、社區有什麼人如何凝聚整備，地方文化產業振興計畫在

給與社區整備空間，在社區討論過程中更清楚在地文化特色，例如辦理導覽人員

培訓、文史調查、技藝傳承等，均是發展產業之重要基礎，同時亦為公民精神的

展現。 

 

(5) 新故鄉成果展現計畫 

    辦理「社區深度文化之旅」之目的在於「觀摩社區營造成功案例」，各縣市

規劃路線時，應結合社區營造點、文化館及周邊景點，並配合當地生活文化、古

蹟、生態、歷史建築、文化地景及各地歲時節慶，辦理過程應讓社區充分參與路

線規劃及接待導覽等事宜。 

 

(6) 社區藝文深耕計畫 

    為推動社區總體營造，鼓勵社區居民積極參與公共事務，培養社區意識，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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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人與人以及人與社區的新關係，使居民與社區形成互惠共生的生命共同體。以

啟動初階社區為主，就「社區文化再造」、「社區環境改造」、「文化產業振興」、「生

活文化活動」等進行審查補助。後更增列「社區學習」、「文學藝術」、「社區工藝」、

「傳統藝術」、「表演藝術」、「藝術創作」、「生態保育」、「文化資產」等面向，此

外，推動社區劇場實驗計畫，訓練種子師資，培育社區居民透過肢體語言，表達

自己的意見及社區的議題，拓展社造操作的另一種模式。 

 

（三）2009-2013 磐石行動-新故鄉社區營造第二期計畫66 

    文建會為順應累積社區成果，提出磐石行動方案，以「地方文化生活圈」區

域發展的概念為出發，規劃「地方文化環境發展計畫」及「新故鄉社區營造第二

期計畫」之雙核心計畫，期程為 2009年至 2013年。冀由社區營造的擴大與深化，

透過空間整理與地方人共同經營之方式，提升生活品質。為避免社區混淆，此計

畫仍延續新故鄉名稱，研提精神係擴大初階社區培力、強化社區營運發展、建立

文化生活永續傳承模式及行政組織社造化等輔導配套措施，以串聯結合磐石行動

工作項下各項地方文化設施充實硬體改善工作，達到在地永續經營之目標，如圖

3-3所示： 

 

1. 新故鄉社區營造第二期 

    新故鄉社區營造第二期計畫旨在提升社區文化生活及自治品質，推出藝文參

與的社區營造方式，帶動更多社區民眾的參與，凝聚社區的情感，激起對於家園

的關懷，進而參與公共事務，落實營造人的目標。社區在地文化也在此歷程中，

逐漸被重視，進而保存與創新，建構起臺灣在地文化特色。  

 

新故鄉社區營造第二期計畫以提升社區文化生活及自治品質，確定公部門角

                                                     
66

 文建會，2008，〈磐石行動新故鄉社區營造第二期計畫 97 年至 102 年(核定本)〉，頁 43-50。 臺

北：文化建設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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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及業務分工，建立「知識社造」的推動精神為主軸；並落實跨領域合作，有效

回應過去計畫操作所面臨之課題與挑戰，建立地方政府及社區自治之永續操作機

制，建構臺灣在地文化特色，其目標為： 

 

   (1)強化地方「自助互助」：以社區為操作主體，政府分層負責，政策宏觀引

導。開拓社區營造新的操作模式，協助地方政府落實推動社區營造，並透過擴大

初階社區培育，以增加社區的視野，帶領更多的社區進入社造的領域。 

 

   (2)促進社區生活與文化融合：建立文化生活的永續傳承模式，轉化在地生活

經驗。透過社區生活影像、文字、圖片紀錄、社區劇場等方式，結合社區遊學，

帶動學習傳統文化的熱情，重新激勵在地生氣。 

 

   (3)激發在地認同情感：協助社區進行內部幹部訓練，強化組織運作，引導民

眾參與的社區組織模式，培養「權利義務」精神，激發在地共同情感。 

 

   (4)開創在地特色的文化觀光內涵：透過在地故事的紀錄及轉化，增加文化觀

光的創意思考元素，創造出獨具臺灣魅力的文化特色。 

 

2. 地方文化館第二期 

    「地方文化館第二期計畫」期以「文化生活圈」概念提升全民文化參與、創

造與分享文化資源，並建構文化經濟發展的平臺，讓各地民眾於平均 30分鐘車

程內，即可享受到文化資源的服務，達到提升國民生活文化品質的目標，計畫期

程為 2008 年至 2013年，預估經費為新臺幣 30億元整。 

 

    衡諸文建會多年執行社區總體營造，已有效建立與凝聚地方民眾的共識及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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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鄉、社區的關懷與向心力，這一股力量有待進一步培植成為地方文化發展的主

力。再配合地方文化空間的充實改善，整合成「地方文化生活圈」，以建構優質

的地方文化發展環境。居民在此生活圈內，可以滿足對文化據點的需求、增強文

化活動的參與及提昇文化素養；而文化建設是長期學習累積的工程，在過往各項

執行政策的成效基礎下，文建會規劃「地方文化館第二期計畫」，以「地方文化

生活圈」區域發展的概念為出發，未來文化生活圈將跳脫以往單點建構思考，扣

合各地區域性政策發展，由各縣市提報中長期區域性規劃，藉由現有文化據點改

善，整合地方文化空間、人文特色、景觀、文化產業，並透過各空間活化經營、

交通動線串連，形成夥伴關係與策略聯盟，以達到文化生活圈的建立，營造地方

區域空間環境的文化氛圍，促進居民參與文化活動，刺激地方文化創意產業的發

展，行銷地方特色，吸引觀光資源，帶動地方經濟。 

 

    地方文化館第二期計畫在於彰顯地方文化特色，找回「民間活力」，以「藝

術、人文、生活、創意、學習」為定位，藉由在地居民的共同參與，透過社區營

造推動，串連不同類型地方文化空間策略聯盟，將各區域的館舍文化據點，統合

為全面性地方文化版圖，形塑成文化生活圈，並擬具兩大策略「中長程文化生活

圈輔導」及「文化資源加值與整合」，下分「重點館舍升級計畫」、「文化生活圈

整合計畫」、「跨縣市整合實驗計畫」、「經營管理人才培育計畫」、「行銷推廣計畫」

五項策略子計畫。 

 

（四）小結：關於臺灣社區總體營造之問題與困境 

    社區總體營造政策自推動以來，在政策層面或實務推動均有其亟待解決之問

題，茲從行政層面、社區發展及輔導機制等方向分析如下：67 

 

                                                     
67

 文建會，2008，〈磐石行動新故鄉社區營造第二期計畫 97 年至 102 年(核定本)〉，頁 21-27。 臺

北：  文化建設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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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行政層面推動問題：(1)政策變動頻繁，增加行政作業影響革新；(2)預

算審議行政程序影響操作期程；(3)缺乏集合式住宅的社區協力政策；(4)縣市政

府社區營造推動委員會，未能有效運作；(5)縣市政府社區營造中心角色混淆影

響輔導工作；(6)文化局執行社造計畫編制不足，人員調動頻繁；(7)鄉鎮市(區)

公所缺乏推動社造熱誠及模式。 

 

    2. 社區發展現況問題：(1)民間活力尚待引發；(2)社區人口老化，推動社

造不易；(3)社區事務由少數精英或專業主導；(4)資源過度集中成熟社區造成資

源分配不均；(5)地方自治團體分裂影響社區事務。 

 

    3. 整體輔導機制問題：(1)社區分級現況變動性大掌握不易；(2)社造專業

團體無法進駐偏遠地區；(3)社區課程眾多內容多所重複，造成過度動員；(4)

硬體資源過多，有調整之必要；(5)歷年社區營造培育人才追縱不易。 

 

    此外，學者黃源協（2004）在〈社區工作何去何從：社區發展？社區營造？〉

一文中亦指出，我國社區潛在的問題，以及負面效應，包含：(1)社區利益團體

的衝突；(2)「由下而上、由上而下」的混淆；(3)「少數人利益」的社區營造；

(4)明星社區的消失；(5)社區發展與社區營造的迷惑。 

 

叁、新竹縣客家地區發展 

    近幾年來，關於桃竹苗客家鄉鎮地區文化產業之相關研究，較重要者有兩大

類：一為國立交通大學與行政院客家委員會合作推動多項客家研究計畫，其中最

具代表性的是「四溪計畫」。68二為張維安、謝世忠等人有關臺灣客家文化產業之

                                                     
68

 所謂「四溪計畫」，簡言之，就是指國立交通大學與行政院客家委員會合作所推動，以新竹苗

栗境內之鳳山溪、頭前溪、中港溪、後龍溪四條溪流域之客家族群的歷史與社會變遷之三年期

整合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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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研究。69 

 

    臺灣的桃園縣、新竹縣、苗栗縣三個縣是臺灣北部客家大本營，這個區塊是

臺灣客家族群傳統分布地區，這三個縣份被視為較具代表性的客家地區。新竹縣

的關西、芎林、新埔、北埔、竹東、橫山、峨嵋、寶山等客家鄉鎮，根據張維安、

謝世忠等人對於新竹苗栗臺三線客家鄉鎮文化產業之相關研究，認為關西農菓場

群聚、南埔田園風貌、十二寮與九芎湖箭竹窩帶狀塊區、北埔與內灣集中性街市、

芎林名山與大型企業，及新埔北埔的超級古蹟效能等明顯特色。70再者，張、謝

兩人所做的研究，又歸納了經由當地產業文化與文化產業發展而出的七大範疇，

包括「美食與農園」、「建築與宅第」、「宗族與傳統」、「宗教與歷史」、「古道與咖

啡」、「文物與客家」、「慶典與商業」等。71此外，謝世忠，2005，將新竹客家鄉

鎮中各類文化觀光產業的突現(emergence)，視為一種「復古運動」

(revivalism/revitalizationism)，使得客家文化產業瀰漫著一股念古風貌。72 

 

    關於新竹縣橫山鄉的內灣地區，近年來的觀光和文化產業發展，最受關注者，

是透過當地的臺灣著名漫畫家與發明家劉興欽之協助，由內灣居民「由下而上」、

「自立自主」等所推動的內灣社區總體營造，其中包括：內灣火車支線、內灣戲

院、螢火蟲生態觀光、油羅溪兩岸客家美食文化區等，使得內灣具有傳統與創新

的客家文化特色，昔日有「小上海」之稱的小山城，今日已儼然成為「臺灣北部

                                                     
69

 例如：張維安、謝世忠，2004，《經濟轉化與傳統再造—竹苗臺三線客家鄉鎮文化產業》，南

投/臺北：國史館臺灣文獻館/行政院客家委員會；謝世忠、劉瑞超，2012，《客家地方典慶和文

化觀光產業：中心與邊陲的形質建構》，臺北：客家委員會；南投市：國史館臺灣文獻館。 
70

 參閱張維安、謝世忠，2004，《經濟轉化與傳統再造—竹苗臺三線客家鄉鎮文化產業》，南投/

臺北：國史館臺灣文獻館/行政院客家委員會，頁 205-247。另參閱謝世忠、劉瑞超，2012，

《客家地方典慶和文化觀光產業：中心與邊陲的形質建構》，臺北：客家委員會；南投市：國

史館臺灣文獻館，頁 13-15。 
71

 參閱張維安、謝世忠，2004，《經濟轉化與傳統再造—竹苗臺三線客家鄉鎮文化產業》，南投/

臺北：國史館臺灣文獻館/行政院客家委員會，頁 147。另參閱謝世忠、劉瑞超，2012，《客家地

方典慶和文化觀光產業：中心與邊陲的形質建構》，臺北：客家委員會；南投市：國史館臺灣文

獻館，頁 15。 
72 參閱謝世忠、劉瑞超，2012，《客家地方典慶和文化觀光產業：中心與邊陲的形質建構》，臺

北：客家委員會；南投市：國史館臺灣文獻館，頁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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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家的香格里拉」，因而有關內灣社區總體營造之過去、現在及未來發展，頗值

得探討。 

 

肆、內灣社區地理環境及歷史背景 

    關於內灣社區總體營造發展史及現況，本文將先說明內灣地區之地理環境與

歷史背景，然後再回顧內灣地區之社區總體營造政策；進而解析內灣社區總體營

造運作現況及其影響。茲先說明內灣社區地理環境及歷史背景如下： 

 

一 、地理環境 

    「內灣」在行政劃分上隸屬於新竹縣橫山鄉內灣村，東側與尖石鄉為鄰，北

依關西鎮與桃園縣龍潭鄉，西接芎林鄉與竹北市，南近竹東鎮、五峰鄉。其三面

環山，背依麥樹仁山（彭美娟，2008）。有頭前溪之上游油羅溪貫穿其中，地形

為丘陵與山地為主，主要聯外道路有公路與鐵路兩種，公路的部份可經由臺三線

轉「竹 120線」到達內灣村，或搭乘新竹客運「竹東至那羅」線以及「竹東至八

五山」線兩路線在內灣站下車，鐵路方面有內灣支線「新竹至內灣」線73，沿途

經新竹、竹中、上員、榮華、竹東、橫山、九讚頭、合興、富貴，抵達終點站內

灣。內灣地區之居民大部分為客家人，為典型之是客家聚落。 

 

    內灣地區之文化觀光資產豐富，內灣社區本身之生態資源，如螢火蟲、櫻花、

油羅溪畔風光；歷史資產，如拉木馬、加水站、內灣戲院、內灣派出所等；地方

獨特文化，如野薑花粽、劉興欽漫畫等，且展現出鮮明之客家文化特色。而鄰近

內灣之尖石鄉與五峰鄉，以泰雅族和賽夏族之原住民文化、山產與山地風景為主；

周遭之北埔鄉、峨眉鄉、新埔鎮、芎林鄉、關西鎮以及竹東鎮皆為具特色之客家

                                                     
73 內灣支線目前「新竹站」至「竹東站」因配合「臺鐵新竹內灣支線改善計畫」整修重建，目

前為停駛狀態，以新竹客運之接駁車替代，預計 2011 年 10 月結合高鐵新竹站後，重新恢復

營運。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AE%A2%E5%AE%B6%E4%BA%BA


271 
 

生活圈。因此，除內灣村本身外，其臨近地區，皆有豐富之自然生態資源、文化

特色，以及觀光資產，造就了內灣地方發展之契機與能量。 

 

 

圖 4-1   橫山鄉行政區圖74 

                                                     
74 資料來源：http://zh.wikipedia.org/wiki/File:Map03-cg011.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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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 內灣社區街道圖75 

 

內灣老街之核心資源可分為六大類：產業文化或文化展業、歷史建築文化遺

跡、特色主題展示館、特色生活圈及社區風貌、自然景點與特色景點，以及宗教

信仰圈，每一類的核心資源皆有其代表性之特色建築或文化，如圖 4-3 所示： 

 

                                                     
75 資料來源：http：travel.ehsinchu.twindex_m.phpptype=map_main&id=29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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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3 內灣地區核心資源圖76 

 

二、歷史背景 

    清領時期，新竹縣東部丘陵原為泰雅族的活動範圍，清代時漢人由新竹平原

順著頭前溪向東發展。由於泰雅族抵拒漢人對油羅溪上游的開發，直到清代末漢

人的勢力範圍才延著油羅溪而上到達內灣，在清領時期由陳福誠懇號所開墾，當

時內灣地區時常受到「生番出草」的威脅，至光緒 33 年（1970年）才在日本政

府以武力保護之下，逐漸形成聚落，當時內灣的墾民經營採製苧麻、搭建樟腦寮，

從事樟製的產業活動。到了日治時期（1940~1950年代），日本政府在內灣進行

各種礦藏探勘計畫，發現內灣山區有適合提煉焦炭之煤礦，日本人大力進行開採，

直到太平洋戰爭而停止，此時期除了煤礦的開採外，伐木業也很興盛，主要的採

伐以採樟及砍伐檜木運往日本，當時主要運輸工具還是以人力拉輕便車、木馬為

                                                     
76

 節錄自張學義先生所提供之「經濟部品牌商圈商圈行銷獎提案計畫簡報」，其中內灣車站、內

灣派出所、劉興欽漫畫發明館、螢火蟲生態為筆者增加之項目。 

內灣派出所 

劉興欽漫畫發明館 

螢火蟲生態 

內灣車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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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至 1949年，國民政府遷臺後，復興煤礦接收採礦權，由於挖礦的大量人力

需求，採金（黑金）人潮蜂擁而至，讓這原本瑟縮的邊緣山城，開始一個全新的

歷史時期。1951年，因林產及煤礦的興盛，內灣線鐵道竣工，木馬及輕便車走

入歷史，1950至 1960 年代，為林業、石灰業、水泥業而興築的竹東線鐵路通車

至內灣村，此後二十年之間，新竹縣的林業和礦業更為興盛，尖石鄉對外的交通

都以內灣村為中繼點對外聯絡，致使大量的勞動人口以內灣為活動中心，旅館、

茶仔店、撞球店、酒家如雨後春筍般應運而生，歌舞劇場表演及入夜後忙碌的夜

生活，形成了如「小上海」般燈火燦爛的景像。 

 

    然而到了 1970年代，內灣因不當砍伐樹木，造成水土保持破壞，因而禁止

伐木，及煤礦坑道越挖越深致使災難頻傳，又逢煤炭價格低落，林業及礦業自此

蕭條，青壯年被迫向外尋求就業機會，導致人口大量外移，內灣地區之人口結構

轉變為以老年人為主，當年之繁榮景像已不復見，內灣由繁華的小上海，重返為

樸實寧靜的小山城。直到 1980年代後期，觀光產業開始興起，內灣以油羅溪豐

沛的清流、魚產與環山的美麗景色，在加上內灣鐵道風光的魅力，成為休閒旅遊

的好去處，使「內灣垂釣」成為新竹縣票選出來的十大勝景之一，每逢假日皆會

吸引來自各地的民眾抓蝦、戲水、露營、烤肉，但此時的繁華熱鬧的景象，也只

有在晴朗的天氣和放假日才會湧現人潮（何明星，2001；彭美娟，2008；蔡世群，

2008；游千慧，2005）。 

 

肆、內灣地區之社區總體營造政策 

    1995 年開始，社區總體營造政策開始在內灣地區推動，且涵蓋層面廣泛，

包括經濟部商業司、客委會、文建會、交通部觀光局、新竹縣政府以及新竹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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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局皆有政策計畫執行以及資源補助。其中，1995的全國文藝季「內灣線的故

事」，以及 1999年文建會的「再造美麗新內灣計劃」為內灣社區總體營造之發展

開端，也是一個契機，使內灣之生態、文化、觀光資產開始獲得重視，同年由經

濟部商業司委託中國生產力中心所推動之一系列商圈營造計畫，更是改變內灣產

業型態，提升內灣地區之知名度之重要推手，對內灣地區影響甚鉅，而近幾年除

經濟部商業司所推動之商圈營造之外，尚有新竹縣文化局所職掌之地方文化館計

畫、內政部委託新竹縣政府所進行之土地重劃規劃，以及 2010年交通部觀光局

主導之以鐵路內灣支線為主軸的「漫畫夢工廠」計劃持續進行中。 

 

一、全國文藝季—內灣線的故事 

    1995 年的新竹縣文藝季，當時由九讚頭文化協會代表新竹縣參加文建會主

辦之「全國文藝季」的「產業文化」類別，以鐵道文化為主題（張瑟玉，2008），

選擇內灣支線鐵路作為表現的場所，新竹縣政府教育局為了籌備文藝季，特別在

「新竹縣教育研習中心」設立一個「內灣線工作室」，邀集各方專家、學者、文

化工作者，進行文藝季「內灣線的故事」田野資料蒐集與整理，以口述調查及記

錄之方式，配合老照片及錄影紀錄片的拍攝，做地毯式搜索，開始蒐集內灣線的

文史資料，增添內灣線的人文縱深面向，以提升內灣線觀光文化的層次，為一個

新的產業文化提供新的契機，也藉由在地文史工作者的串連合作以及自發的社區

文化活動，找到了「社區」這個重建文化的民間底層力量（劉女豪，2007）。「全

國文藝季─內灣線的故事」除了開啟了內灣發展休閒觀光產業的契機，更重要的

是社區居民的參與，凝聚了內灣的社區意識，讓內灣人開始審思內灣的歷史、現

在，以及未來的藍圖，打造一個美麗家園。 

 

二、再造美麗新內灣計劃 

    1999 年，新竹縣政府文化局向行政院文建會申請補助，提出「地方文化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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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振興計畫」，由橫山地方文史團體「兩河文化協會」執行「再造美麗新內灣計

劃」。主要內容為耆老座談會、文化系列課程、導覽地圖繪製、老照片蒐集等…，

透過靜態課程與活動的方式來讓地方居民重新認識內灣(游千慧，2005)。 

 

    從當時執行單位「兩河文化協會」在新竹縣推動地方文化產業振興計畫「再

造美麗新內灣」的計畫說明會期初報告綱要中，可以看出，「再造美麗新內灣」

計畫時期的內涵，更具社造精神與永續發展之理念，其計畫目標為： 

(一)凝聚居民共識與向心力，促成內灣「總體營造」。 

(二)開發居民創意競爭力，使內灣「產業振興」。 

(三)提振居民信念與原動力，促進內灣「文化薪傳」。 

 

   並且透過內灣文化資產的保存與再生利用、社區教育系列課程、產業文化主

題活動，盼能夠達到以下效益77： 

(一)鼓勵居民更積極保存地方產業文化特色 

(二)協助開創新的文化以增加其經濟原動力 

(三)提倡更富有鄉情產業文化特色的觀光遊憩形式 

(四)舉辦相關藝文活動以使內灣更具文化價值 

(五)提供區域「文化美學」的方案以延續內灣之美 

(六)推動建立自然保育觀念以維護珍貴自然生態資源 

(七)建立水域體系的正確知識以使油羅溪的全功能展現 

(八)藉由導覽活動的提倡宇人員培訓能增進大眾對內灣的認知 

(九)舉辦相關觀摩研習活動以使內灣產業管理者能再學習再進步 

(十)藉由特色綠化植栽的選拔與推廣使內灣更具季節賞景魅力 

(十一)提倡鐵道文化知性之旅使內灣遊憩功能更具獨特性 

                                                     
77節錄自新竹縣推動地方文化產業振興計畫「再造美麗新內灣」計畫說明會報告綱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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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藉由相關活動的舉行駛內灣更具產業競爭力與文化活力 

 

    從上述計畫目標以及預期效益中，可看出本次計劃較前次計劃更為全面性，

除了歷史文化的保存之外，更多了產業導向、美學與社區營造精神。 

 

三、 經濟部商業司商圈營造計畫 

    經濟部商業司自 1995年起，針對臺灣地區的老舊社區積極展開針對商業環

境的改善計畫。基本上各地商圈的產生主要有兩種方式，其一乃是採取由上而下

的方式進行著，也就是由政府部門主動遴選具發展條件的區域，聯繫社區領導頭

人並結合地方政府資源與民間力量的規劃主導，鼓勵地方社區群眾的積極參與，

內灣商圈的成立則屬此類；而另外一種方式採由下而上的方式，由地方社區提出

計畫構想，透過由公部門遴選擇優的方式，但最終也要結合地方政府行政資源與

民間私人營造顧問團隊的共同規劃。因此，臺灣地區便是以這兩種主要的方式來

打造所謂「形象商圈式」的地方產業發展模型，並且與後來文建會提出的社區總

體營造的概念結合，應用在一特定社區的商圈營造上，期促進地方經濟發展，使

原本沒落的但是具有潛力的老舊農漁況村得以轉變產業方向，重整地方產業實力

（蔡世群，2008）。 

 

    內灣緣著這一種文化產業思考的模式，在 1998 年，先後有內政部營建署的

「內灣形象商圈計畫」與經濟部商業司的「內灣中正街商店街計畫」的籌畫與推

行，但一度因為九二一集集大地震而使得計畫延宕，直到 2000年才在橫山鄉公

所的監督執行下（新竹縣八十八下半年及八十九年度「擴大國內需求方案－創造

城鄉新風貌計畫」橫山鄉內灣地區形象商圈建設工程），由太宇工程顧問有限公

司負責規劃商圈相關建設，內灣商圈的硬體設施才一一的具體呈現出雛型（蔡世

群，2008）。 



278 
 

    自 1999年起，經濟部商業司委託中國生產力中心，在內灣進行長達十年的

商圈改造計畫，第一期為 2000-2003 之「內灣形象商圈輔導計畫」，第二期為

2004-2007之「魅力商圈營造計畫」，至 2008年起則晉身為「品牌商圈計畫」，

以內灣老街及車站為中心，全區執行範圍以中正路兩側為主，考量鄰近人文與聚

落發展形態，此計畫規劃範圍以鐵道內灣線起自合興站沿 120縣道兩側聚落為範

圍，藉由漫畫家劉興欽之大嬸婆與阿三哥之漫畫，形塑及代言商圈，強化地方文

化特色，以當地元素規劃設計，結合特有的鐵道文化做為商圈之景觀，以凸顯本

地之特色，並配合結合尖石鄉、北埔鄉、峨眉鄉之各鄉遊憩系統串聯，推動「樂

活竹縣」之品牌，建立「臺灣特有景點」之旅遊規劃。此外，也根據內灣的特色

與計畫的理念，設計屬於內灣商圈的標誌，如圖 4-4 所示： 

 

1999-2007 2008-2011 

  

山下、水澗、情濃的櫻花休閒小鎮 優遊內灣  樂活竹縣 

圖4-4  內灣形象商圈標誌78 

 

根據中國生產力中心張學義副理在 2010年底的期末報告簡報中表示，此計

畫最主要是希望能夠達到：1.內灣商圈觀光休閒旅遊帶形成、2.商圈品牌塑造同

時整合、3.朝向科技觀光潮流發展、4.內灣境內整合行銷推展、5.建立國際級之

商圈發展，其目標為建立永續發展的經營機制、深化在地特色，建立品牌商圈形

                                                     
78

 張學義，2010，〈內灣線的故事〉簡報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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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建立觀光區域結盟典範，成為北臺灣休閒重鎮，圖 4-5為品牌商圈營造計畫

架構圖79： 

 

 

圖 4-5 內灣品牌商圈計畫架構圖 

 

根據中國生產力中心資料顯示，內灣商圈從 2000 營造至今已達成以下具體

成效： 

1、店家從 2000年 17 家店到現在 355 家。 

2、2000 年房租從 3000 元到漲到現在 99年 60000元。 

3、2000~2010 年為地方創造 732個就業機會。 

4、營業額成長 2000~2010 年成長 200%。 

5、消費人潮成長 2000~2010 年成長 300%。 

6、組織凝聚與店家參與 120%。 

                                                     
79

 張學義，2010，〈創新臺灣品牌商圈-優遊內灣，樂活新竹〉期末簡報。 



280 
 

7、2008 年全國網路票選國內最喜歡去的景點，內灣全國第三名。。 

8、2000 年內灣觀光人潮從一年不到 5萬人潮，到 2010 年 12月止快速成長到一

年來內灣觀光有 180萬人潮 。 

 

    由簡報中可以看出內灣之商圈營造是以「商業」發展為主軸，透過行銷、課

程講座、觀摩活動，來帶動地方經濟發展，以利商圈之發展，為地方之休閒觀光

產業達成永續發展之目標。的確，商圈營造政策，對內灣地區之產業結構、地方

發展與社區意識影響最為深遠，占社區總體營造的很一大部分，也成功提升內灣

之知名度，活絡地方經濟，然商圈營造的成功，與地方經濟的提升，卻未必等於

社區營造的成功，與社區意識的提升，伴隨著成功的商業化後，也帶來了許多負

面影響，以及對社區環境、文化的衝擊。 

 

四、土地重劃 

    土地重劃始於 2004 年，當時即規畫在中正路與中山路（內灣外環道路）之

間的畸零地進行土地重劃，將內灣社區做一更完整性的規畫與道路闢建，惜在

2007年因故停擺，直到 2011年才由內政部委託新竹縣政府重新著手計畫，而今

年度之土地重劃與 2004 年之規劃圖差異不大，但目前尚處於調查階段，調查內

灣居民「同意」以及「不同意」的比例，若同意比例高，才會具體執行。圖 4-6

為內灣土地重劃規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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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6 新竹縣九十三年度橫山鄉內灣農村社區土地重劃規劃平面圖80 

 

五、 漫畫夢工廠 

    2010 年年底，新竹縣政府爭取交通部觀光局二年三億經費，打造鐵路內灣

線為臺灣漫畫夢工場，並舉辦第一次工作推動小組討論會議，邀請推動委員交換

意見，針對深耕國際、漫畫文創展演和夢工廠行銷等議題研商。會中請求鐵路局

協助竹東車站舊宿舍區、橫山車站和九讚頭車站周邊計畫區用地事宜，並在車站

內建置漫畫元素的意象和旅遊服務設施、漫畫觀光列車等。  

 

   內灣將定位為漫畫夢工廠，竹東站則是定位成兒童繪本村，合興站當做中間

的一個接駁，所以內灣線有三個點，除了竹東站有一些閒置空間，合興站的部分

                                                     
80

 翻攝於內灣村村長林煥松先生提供之資料。（拍攝時間：2011 年 7 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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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部門也投入財力將環境整備，利用附近閒置空間，將環境營造起來，可以期盼

內灣地區之環境與文化產業將會更完整，更具質感與深度，不管是文化面還是經

濟面都會有所提升。 

 

伍、內灣社區總體營造運作現況 

     關於內灣地區社區總體營造之運作現況，其主要重點有三：一為探討公部

門；二為解析社區營造團體在內灣社造過程中所扮演之角色，以及彼此之間的互

動關係；三為討論社區居民的參與程度，檢視社區認同與社區意識是否有所提升。

茲簡要說明如下： 

 

一、公部門 

     社區總體營造大致上有兩種模式，其一為公部門先進入社區領導，並由陪

伴組織輔導社區，與當地的社區一起成長，當社區的組織可以獨立運作時，陪伴

團隊就慢慢退出，另一種模式為社區內先有自發性的活動，進而向公部門爭取計

畫案經費，以及資源補助，較符合「由下而上」的精神。內灣地區目前的現況是，

公部門的角色尚未淡出，在重大政策決定與計畫執行時，多半由公部門主導，地

方組織僅負責一些較為技術、細節的事宜，如會議聯繫、攤販管理、臨時人力資

源之招募等。 

 

中央與縣市層級之公部門，以文建會、客委會、交通部觀光局、新竹縣政府，

與新竹縣文化局的引導為主，除了九讚頭文化協會所經營的劉興欽漫畫發明館外，

目前大多數仍由中央與縣市層級的公部門所主導較多。 

 

    「我們去主導，因為商圈現在最缺少的是人，寫企劃書的人，所以我們辦了

很多教育訓練」（A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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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是公部門主導。是這樣子的，社造他有好幾種模式，大部份的模式是公

部門先進去，然後呢做出一點成果出來了，然後由陪伴組織帶著他們，然後就像

現在 CPC 的角色，帶著他，讓當地的社區一起成長，當地組織起來了，可以獨立

運作了，陪伴團隊就可以退出來，因為通常的陪伴組織都是外來的專業團隊，因

為社造是需要社造是有一點門檻，需要一點專業知識，如果完全由當地居民自己

玩，有時候方向會走偏，會走冤枉路，如果有一個陪伴組織來陪著他，然後最後

再退出，讓當地的組織扶植起來是最好的，那目前這樣看，CPC的角色目前還沒

有完全退出」（A2）。 

 

   而地方政府橫山鄉公所雖然多樂意舉辦活動，但角色尚未完全發揮，由於受

到政治立場的角力運作，以及不願得罪地方勢力，因此在執行上窒礙難行，在取

締地方違章建築時缺乏執法的魄力。 

 

二、社區營造團體 

    內灣地區與社區營造有關之團體或文化協會眾多，其中關係較為密切的有內

灣社區發展協會、內灣形象商圈發展協會、九讚頭文化協會、兩河文化協會，以

及鐵道文化協會。 

 

(一)內灣社區發展協會 

    目前為第五屆的協會組織，現任理事長為邱創南先生，同時也是鄉民代表會

主席，設有理事長一位、總幹事一位、會計一位、理事九位，以及監事三位，經

費來源有來自公部門零星的補助外，每年會向會員收取 500元的會費，做為活動

的經費來源，在財務方面較為困窘，主要活動以娛樂性質的「中秋晚會」，以及

每年固定舉行的「自強活動」為主，往年的「媽媽教室」等活動或課程，目前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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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呈停擺狀態。 

 

(二)內灣形象商圈發展協會 

    形象商圈發展協會為內灣地區目前最活躍、最積極的當地組織，其背後的輔

導組織為經濟部商業司與中國生產力中心，現任理事長為彭春浮先生，設有理事

長一位、會計一位、常務理事兩位、理事六位、常務監事一位，以及監事兩位，

經費來源主要為經濟部商業司，且組織內部設有公基金，將活動經費結餘納入公

基金，目前已有 70~80 萬的結餘，此外，每年月向會員收取 300元的清潔費，雇

用清潔工維護環境的整潔，因此，財務透明化且充裕。中國生產力中心定期會舉

辦「課程講座」、「群聚觀摩活動」、「會員大會」等例行性活動，以增進商圈組織

成員之知識與行銷觀念，組織成員的參與度也很踴躍。 

 

(三)兩河文化協會 

主要由教育界的人士所組成，也是最早在內灣申請社造計畫的文化團體，1999

年的「再造美麗新計畫」就是由兩河文化協會負責執行，辦演承先啟後的角色，

目前主要的著力範圍已並非以內灣為主，而是拓展到整個新竹縣為主，設有理事

長一位、 總幹事一位，以及理監事共十五位，現任理事長為姜信淇先生。 

 

(四)九讚頭文化協會 

    主要的基地不是在內灣，在內灣的部分僅有劉興欽漫畫發明館，但對內灣的

社區營造以及文化建設有很大的影響及貢獻，主要的會員都是以家庭為單位加入，

設有理事長一位、總幹事一位、執行長一位、秘書長一位、會計一位、理事五位，

以及監事五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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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鐵道文化協會 

    著重在內灣鐵道歷史的保存，是以聯誼性質為主的社團，現任理事長為鄉民

代表楊石和先生。 

 

      內灣地區各類型的社區營造團體多元，各有不同之專長與目標，但內灣地

區內之各人民團體鮮少有合作的計畫，甚至是趨於零互動，彼此之間以各自的計

畫為主，很少會邀請其他團體一起參與，因此在社區資源的整合以及文化事權的

分配上，並不是很有效率，甚至是呈現對立的情況，對地方來說都是一大傷害。

就目前現況而言可以發現，內灣地區之團體成員，雖然都是同一社區的居民，彼

此也都認識，但在社區事務以及公共事務上都沒有溝通和合作的情形。而各團體

間皆認為往後應該要朝向合作才對，只是現在欠缺一個統合各部意見的有力者，

他們想合作，也沒有切入點，且政治立場不同造成的隔閡，與地方派系問題也是

目前社區營造運做的阻力之一。 

 

三、社區居民/業者 

    目前內灣地區的業者有 80%都非當地人，且當地業者與當地居民，對社區的

理念分歧，導致社區意識模糊，業者的訴求無非是希望商圈越熱鬧越好，但當地

居民則期盼回復到往年的寧靜，不必承受交通壅塞與環境汙染之苦。且當地居民

亦缺乏參與社區公共事務的管道。 

 

    在社區意識方面，內灣地區的社區意識，經過了商圈營造之後，反而較先前

尚未有營造政策時分散，業者和居民的訴求南轅北轍，業者對社區，或是商圈欠

缺永續理念，居民又沒有管道參與社區事務，因此社區的內意識與認同還有待改

善與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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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社區營造政策對內灣地區之影響 

    社區營造政策對內灣之影響，可分為「正面影響」與「負面影響」，影響層

面則包括了「經濟層面」與「文化層面」的改變，其中正面影響大都以經濟層面

為主，負面影響以環境破壞最為嚴重，而文化層面的提升，則較不明顯。 

 

一、以經濟提升為主的正面效應 

    由於內灣的社區營造，以商圈的營造占最大部分，因此所帶來的正面效益，

多半以經濟的成長為主，如商業行為的收入、工作機會增加、店租收入，以及地

價房價的上漲。 

 

「把整個商圈帶動起來，帶動店家生意，本來從 19 個店家到現在有 300個店

家房租從一個月 3000 到現在一個月大概 60000塊」（A1）。 

 

「社區營造起來，讓很多阿婆都有事情做，像我們包粽子那些都用內灣當地

的阿婆，讓他們有工作機會，有一份收入，以前人家一兩百萬就把房子賣掉了，

最近聽說下面轉角那有一家，賣了八百萬，而且還是木造的喔，我聽到嚇了一跳，

現在有些以前搬出去的人都會說，哎呦，早知道以前留在內灣就好了。還有就是

改善當地人的經濟狀況，不管是家裡租給人家做店面阿，或是去上班啊，都有一

份收入（C3）。 

 

「內灣走向觀光、商圈，全國文藝季—內灣線的故事，把地方的人文帶動起

來，滿用心的啦，有認真去做這件事情，政府投入了這麼大的經費在這區塊，帶

動的是一個觀光的商圈沒有錯改善經濟、內灣也有了自己的特色，讓社區有了工

作的機會阿，當他生活穩定的之後，才有心思去做別的事情」（C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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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此之外，內灣的發展也促使年輕人的回籠，讓原本人口外移嚴重、老化的

社區，多了新的活力注入，這點是有助於社區營造的帶動。 

 

「還有年輕人也願意回來了，以前都認為在內灣沒什麼發展，都出去外面工

作，現在願意回家裡幫忙，像我兒子跟媳婦阿，還好有他們回來幫忙，像處理那

些網路訂單啊、宅配啊那些細節的事情他們比較知道怎麼弄，一天要包多少個粽

子量，他們也會分析，這些都是年輕人才會弄」（C3）。 

 

「其實也是有好的地方啦，像內灣線本來要停駛了，後來因為發展起來，就

把鐵道保存下來了，帶來人潮，提升內灣的知名度，還有創造了很多就業機會，

讓年輕人也願意回來了，」（A5）。 

 

二、文化層面 

    社區總體營造，包涵了經濟層面與文化層面的提升，內灣地區除了劉興欽漫

畫發明館、林業展示館、閒置空間再利用（內灣戲院、內灣派出所）等具體的硬

體方面的設施外，無形的文化面則較不明顯，僅有創新客家美食，以及生態方面，

如螢火蟲生態、櫻花、桐花等的推廣。 

 

「那文化層面呢帶來什麼改變，像九讚頭文化協會進去以後，他把劉興欽漫

畫發明館拉到裡面去，所以多多少少有一些文化內涵在裡面，那然後呢像，恩~

內灣戲院那個老闆，還有現在經營采風館那個老闆，是同一個老闆，這個他把戲

院，雖然是營業空間沒有錯，但是他把那個一些復古的老照片阿，或是一些老電

影在那邊播放，其實有一點點帶有文化氛圍在裡面」（A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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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方面我認為第一個是客家創意美食，像野薑花粽，還有就是說生態方

面的，像螢火蟲阿，人家說那螢火蟲有甚麼，每天都看得到阿，我說你天天看得

到，臺北人沒看過阿，果然螢火蟲季帶來大量的人潮」（C3）。 

 

「有一個部份是像歷史性的建築，比如說像內灣派出所的再利用，我覺得肯

定，看到了他一些機會，可是大部分的市街區，除了那個內灣戲院的一個硬體的

改善之外，我還是看不到什麼積極的做為，社區居民對自己的空間環境沒有任何

的反省，大概是這樣」（B1）。 

 

三、負面影響 

    內灣地區由傳統保守的客家聚落，轉變為以商業主導、經濟取向的商圈社區，

在短時間內迅速發展，社造基礎觀念尚未穩固，且欠缺事先完整規劃，立刻進入

商業化階段，導致環境衝擊很大，且難以控管，造成許多負面效應。 

 

    近幾年來，尤其是在火車停駛之後，遊客量不如往年，內灣人也開始有危機

意識，各個社團、派系，也開始願意共同商討內灣的未來發展。 

     

    綜而言之，關於社區營造政策對內灣地區之影響，內灣社區從早期的林、礦

業為主，到現今以商業導向的休閒觀光產業，由 1995 年的「全國文藝季-內灣線

的故事」，以及 1999的年「再造美麗新內灣計畫」，展開社造的旅程，而同年經

濟部商業司的一系列「商圈營造計畫」，將內灣的發展定位為商業導向的模式至

今。 

    社區營造在內灣的影響有正面與負面，包涵經濟與文化層面，其正面效應以

經濟層面為主，包括：1.商業行為的收入提升；2.工作機會增加；3.土地增值、

店租提升；4.年輕人回流，替社區注入人力與活力；5.提升內灣知名度，有利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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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觀光產業。 

 

    文化層面包括：1.地方特色文化館的經營：內灣戲院、劉興欽漫畫發明館、

林業展示館；2.生態資源推廣：螢火蟲、櫻花季、桐花季；3.彰顯客家文化：客

家創意美食、客家花布、客家創意產業；4.鐵道文化的保存與發揚。 

 

    負面效應為：1.商業掛帥，人心變的自利；2.環境衝擊：垃圾問題、噪音汙

染、空氣污染、交通堵塞、違章建築、攤販凌亂；3.利益糾葛、派系鬥爭；4.

自然環境破壞；5.地方意識被過度商業過淡化，彼此分歧，難有共識。 

 

    透過深度訪談後，歸納出六項內灣目前面臨之課題：1.社區主體意識不足，

外來文化破壞地方特色；2.街道景觀失序，聚落建築面臨更新困境；3.自然景觀

面臨商業開發後所帶來的衝擊；4.企劃人才的不足；5.商圈經營缺乏永續發展理

念；6.地方民間社團能量、文化事權分散，亟需整合。 

 

    然而內灣地區之負面效應，並非全然來自內灣本身的運作產生，而是與各界

人士的利益拉扯、期許，以及遊客整體素質有關。 

 

「我不覺得應該要全部責備內灣人，因為每一個人都是要尊重的，現在的狀

況是說內灣不是內灣人的內灣，內灣是各界角力的內灣，旅遊者去內灣去取得自

己的人生回憶，所以他忍受了一些不便、一些障礙，去享有大自然，政府部門也

利用了這個美好的大自然，和珍貴的鐵道文化，還活著的鐵道文化，他去創造自

己的政績，地方的組織很認真，可是呢目前為止，只能著力在團體內部的共識」

（B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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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儘管目前內灣地區之負面效應大於正面影響，社區意識與社區認同的提升不

夠顯著，過度商業化也對地方發展產生失衡與生態破壞，但目前地方上各個團體

已經開始有危機意識，開始反思與檢視內灣地區的發展走向。因此，漸漸願意放

下政治立場與本位成見，與其他團體進行進行溝通協調，此現象對內灣的未來的

社區營造與社區意識提升，都會有正面的力量。 

 

柒、結論 

關於臺灣客家社區總體營造，可以說是整個臺灣社區總體營造之重要組成部

分，在整個臺灣社區發展中，要發展出具有客家文化特色的臺灣客家社區，應是

現階段整體臺灣客家政策中之重點工作。過去，客家委員會對於整體客家政策之

規劃與執行，中央政府的客家政策對於臺灣客家社區總體營造這個區塊不夠重視，

且中央政府之客家政策與地方政府的客家政策又未能有效地上下連結，致使整體

臺灣客家社區，無論是北部、中部、南部及東部，或是傳統客家庄和大都會區，

只有少數客家社區(例如：美濃、北埔、新埔、內灣、南庄、東勢)初步呈現出較

濃厚的客家文化特色，其他大部分的客家社區，雖然頗具發展潛力，但是仍然有

待加強，而積極推動客家社區總體營造似乎是一較為可行而有用的方案。 

本研究之具體成果至少有三：1. 本研究以臺灣新竹縣橫山鄉內灣地區為個案，

分析內灣地區在社區總體營造過程中，公部門、社區總體營造團體以及社區居民

之互動，以及社區總體營造政策所產生之影響，檢視社區總體營造在內灣是否達

到社區總體營造之四原則「由下而上」、「自立自主」、「居民參與」、「永續發展」，

盼能對未來之發展提出建議；2. 對臺灣社區總體營造之發展過程及臺灣客家社

區發展現況，有大致上的了解與重點式的掌握；3. 對新竹縣橫山鄉內灣村之社

區總體營造發展史及現況，以及其所面臨之問題與困境，有一個精簡扼要的說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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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本研究之研究限制有二：1. 本研究以內灣地區為個案，歸納其社區總

體營造之發展過程，並提出未來之修正與發展方向，惟每個社區皆有其不同之歷

史背景、環境條件與文化風俗，所提出之未來建議，無法適用於所有社區；2. 以

研究方法來看，受限於時間與經費等問題，無法訪談到每一位參與社區總體營造

之公部門人員、所有地方文化團體之幹部，以及地方意見領袖或居民，所得到之

意見與論述，並不能代表全社區之意見。 

 

    關於本研究之檢討有二： 1.原來想推動較大規模之深度訪談及實地訪查，

雖然本團隊已經盡全力大力推動，但是基於經費有限，時間較短，人力不足等因

素，因而只能進行較小規模的深度訪談及實地訪查。未來本團隊將持續關懷內灣

專案，並在臺灣大學竹北分校的系列深耕計畫中，將內灣專案列為重點項目，持

續協助與推動內灣社區之發展。2.有關桃竹苗客家庄社區之總體研究，一直較為

欠缺;有待中央政府及地方政府共同關注此一重要議題。其中新竹縣客家庄之相

關研究，雖然已有若干研究成果，但是在量與質方面仍可加強，本專案原本欲多

方面探討新竹縣之客家庄，但是基於多種因素(例如：經費有限，時間較短，人

力不足等因素)，僅能精簡扼要地舉例簡述其要點，臺灣大學客家研究中心已於

2012年 11月 30日於臺灣大學竹北分校正式掛牌，設置新的客家研究基地，將

以桃竹苗客家地區為主要範圍，並特別以新竹縣客家庄為核心，推動一系列有關

客家文化深耕專案。 

 

    關於本研究之建議事項有二：1.建議客家委員會在未來整體臺灣客家政策之

規劃與執行中，務必將較具臺灣客家文化特色之客家庄，採社區總體營造方式，

兼顧臺灣北部、中部、南部及東部之客家文化產業發展，各擇若干較具代表性之

客家社區(例如：新竹縣橫山鄉內灣社區)進行系列深耕專案，以利整體臺灣客家

得已永續發展。2.建議客家委員會專案協助國立臺灣大學客家研究中心，結合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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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外客家研究學者專家、客家文史工作者、客家社團及社區重要領導人等，善用

各方人力及資源，共同推動臺灣大學竹北分校，進行一系列深度專案計畫，例如：

有關桃竹苗客家庄人才培訓及客家文化產業發展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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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計畫六 

臺灣客家平面媒體之客家意象分析— 

以《山城週刊》與《石岡人社區報》為例 

計畫主持人：彭文正 

 

壹、前言 

   臺灣客家平面媒體目前所知最早為 1962年創立的《苗友月刊》，開始以苗栗

地區月報形式，報導苗栗客家人的人事物，後改名為《中原週刊》。該刊高舉「客

家文化」的大纛，深耕客家人文化，後《今日美濃週刊》、《月光山雜誌》、《石岡

人社區報》、《山城週刊》、《六堆風雲雜誌》、《客家文化季刊》、《客家半年刊》等

客家期刊相繼創立，深耕客家鄉土文化，雖對政治發展之影響有限，但客家文化

意識已在潛移默化的散佈。 

 

       1987年政府宣布解嚴，台灣邁入民主化多元化，《客家風雲雜誌》順此

多元文化浪潮而成立，積極爭取客家人的權益，包括政治、文化、經濟、社會、

母語……等。該刊於 1988年 12月 28 日發起的「還我母語」萬人大遊行，結合

政治社會各界人士，向政府當局發出客家人的聲音；以政治方式，爭取母語教育、

客語媒體的平等權；而後的《客家雜誌》接續《客家風雲雜誌》的香火，繼續以

政治力、社會力及其他方式，爭取客家人應有的權利，雖力量有限，然以知識的

傳播力量，進而以客家思維的影響，促成「客家電台」的成立，以電子媒體的快

速傳播，繼續以政治影響力介入客家運動，經過數次選戰，以候選人的客家政見，

間接促成「行政院客家委員會」的成立，2003年成立「客家電視台」，至此政府

公權力正式全面介入客家文化的傳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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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對於北部人客家人創立《客家風雲雜誌》及《客家雜誌》，將客家運動

帶向高峰，南部六堆人在創立客家平面雜誌鼓動客家思潮方面也不遑多讓，比起

北部客家人絲毫不遜色。六堆人於 1948 年便舉辦「六堆運動會」，以凝聚六堆意

識；《六堆鄉土誌》於 1972 年出版；全亞洲第一個社區報出現在六堆的美濃，1977

年 3月，由政大新聞研究所畢業的美濃人黃森松創辦《美濃週刊》正式發行；1979

年鍾振斌、李志中等人成立「六堆大專青年會」，在六堆各地舉辦活動傳承六堆

文化；《六堆雜誌》於 1986年 4月 1 日成立。以上的六堆平面媒體都比《客家風

雲雜誌》早，因此六堆人在客家運動思潮的提倡上，比起北部的客家人更早更先

知先覺。中部客家庄，為客家文化的付出，也是不落人後，如《山城週刊》於

1979年 7月便成立，報導客家農情與文化。農民運動與還我母語運動，中部客

家人參加者眾，農民運動更是由中部客家農民主導。 

 

        2010年本研究計畫以《客家雜誌》（原名《客家風雲雜誌》）與《六堆

風雲雜誌》做為研究目標，2011年以《全球客家郵報》與《六堆雜誌》做為研

究目標，今年(2012)以《山城週刊》與《石岡人社區報》作為研究目標，試圖比

較中部客家社區報平面媒體之異同。二者內容皆屬保守型、未停刊且有連續性，

至於兩平面媒體如此兼具高度族群性、文化性及客家意識的刊物究竟設定了哪些

議題？形塑了哪些意象？雜誌的功能、目標和編輯方針是否有所變遷？是本研究

要 探索與分析之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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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執行情形 

一、計畫之執行概況 

季 
別 

預定工作摘要 
預定進度﹪ 
(累計進度%) 

查核點 
(工作事項及 
執行情形) 

查核時間 

1月 
至 
3月 

1.文獻資料蒐集 。 
2.相關文獻書摘之建檔。 
3.議題分類擬定與分析。 

25% 
(25%) 

1.文獻資料蒐集。■是□否 
2.相關文獻書摘之建檔。 

■是□否 
3.議題分類擬定與分析 

■是□否 

3月 31日 

4月 
至 
6月 

1.進行內容分析。 
2.進行部分深度訪談。 25% 

(50%) 

1.進行內容分析。■是□否 
2.進行部分深度訪談。 

■是□否 
6月 30日 

7月 
至 
9月 

1.內容分析整理分析 
2.深度訪談整理分析 25% 

(75%) 

1.內容分析法整理分析 
■是□否 

2.深度訪談整理分析 
■是□否 

9月 30日 

10月 
至 

11月 

1.撰寫成果報告 
2.繳交成果報告 25% 

(100%) 

1.撰寫成果報告■是□否 
2.繳交成果報告■是□否 11月 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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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預算支用情形 

子計畫六：臺灣客家平面媒體之客家意象分析－以《山城週刊》與《石岡人

社區報》為例 

經 費 項 目 核定金額 實支數 說明 

人事費 16,000 16,000 主持費每月 4,000 元，共 4個月。 

業務費 115,360 115,360 

執行本計劃相關工作，包括邀請教

師、彙整資料等行政工作。按時計酬

每小時以最低工資計算 103元(依照

行政院勞委會公告辦理)。 

每月 160小時，每月計算方式：

103x160=16,480。 

雜支 3,640 3,640 
相關耗材、影印裝訂、文具等及其他

相關雜支。 

管理費 15,000 15,000 
依本校規定編列本分項計畫經費之

10% 

合計                                     150,000 元 

 

叁、檢討與建議 

一、成果效益 

（一）從研究中了解《山城週刊》與《石岡人社區報》在客家及社區意識啟發的

貢獻。  

（二）從《山城週刊》與《石岡人社區報》內容，了解兩平面媒體對客家文化的

貢獻。  

（三）從《山城週刊》與《石岡人社區報》的創辦歷程，了解客家平面媒體的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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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 

（四）從內容分析了解《山城週刊》與《石岡人社區報》的議題結構及編輯特色。 

 

二、與原訂計畫之落差及原因分析 

基本上，本研究執行成果與原訂計畫是相符的，並無未執行之部分。還可以

改進的部份包括： 

（一）未來研究可以觀察各平面媒體在客家意象形塑與報導的脤絡，暸解媒體報

導客家的演變。 

（二）因經費不足，本計畫只能做《山城週刊》與《石岡人社區報》的研究，未

來希望擴大研究其他雜誌，例如政府機構客家平面媒體、海外客家平面媒

體、中國客家平面媒體等。 

 

三、建議事項 

(一)因經費不足只能選擇成本較低的研究方法，如內容分析、深度訪談或二手資

料分析等，因而在研究深度與廣度上效果有限，建議增加經費，以深化研究

成果。 

(二)因經費不足，無法聘任專任助理，使工作執行上具有相當的困難度，建議增

加經費以便聘任專任助理。 

 

四、結論 

   臺灣客家意象隨著時代改變而改變，經由《山城週刊》與《石岡人社區報》

的內容分析，可分析出客家意象在兩平面媒體的脈絡，本研究整理歸納以下結

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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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兩雜誌有以下相異之處，1.以言論而言，兩者皆為保守型雜誌 2.《石岡

人社區報》多人管理，《山城週刊》僅有 1人。3.兩者皆以社區報導為主  

（二）依強度而言，顯然《石岡人社區報》平均強度勝過《山城週刊》，顯示《石

岡人社區報》之客家意象較強。 

（三）依主題而言，文化與社會仍是兩雜誌對客家內容報導的主軸，因兩者都以

發揚客家文化為職志，兩刊物都是以客家文化為載體。兩雜誌除社會文化

外，兩社區報以人物報導為多。 

（四）依作者而言，《山城週刊》未對外開放投稿，投稿作者較少，《石岡人社區

報》對外開放投稿，無稿費支應，作者較多，兩者仍以男性居多，皆占 6

成。而兩平面媒體女性皆占四成，比起其他本研究計畫之客家平面媒體，

女性比例算是較高。其中《石岡人社區報》作者 60年代佔 5 成，70年代

佔 2成，其年輕化程度，在台灣客家平面媒體中算是非常少見。 

（五）《山城週刊》與《石岡人社區報》的主編，除了框架主題內容，操縱議題

設定，也是篇數最多的作者，尤其《山城週刊》的吳鎮坤及吳國城，兩人

獨撐，任社長主編，掌握議題設定權，因兩人為新聞系畢業，新聞性較強，

以農業報導為主。《石岡人社區報》主編多為社區文化人士，年輕有活力，

文史及創新性較強，以社區報導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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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研究成果全文 

臺灣客家平面媒體之客家意象分析— 

以《山城週刊》與《石岡人社區報》為例 

計畫主持人：彭文正 

中文摘要 

    本研究選擇《山城週刊》與《石岡人社區報》做為研究對象，試圖比較中部

兩平面媒體之異同，兩平面媒體皆兼具高度客家族群性、文化性之刊物。 

本研究旨在探討《山城週刊》與《石岡人社區報》，如何傳遞客家意象與建構客

家議題，其主要研究成果如下： 

1.客家意象方面：《山城週刊》與《石岡人社區報》在客家意象方面，以強度論，

《石岡人社區報》勝過《山城週刊》，顯示《石岡人社區報》的客家文化意象內

容較強。  

2.議題方面：《山城週刊》與《石岡人社區報》在社會及文化議題上比重較多，

除此之外《山城週刊》以「人物報導」較多，《石岡人社區報》以「經濟」「歷

史」較多。 

3.作者方面：《山城週刊》未對外開放投稿，無稿酬作者較少，《石岡人社區報》

對外開放投稿，雖無稿費支應，作者較多，兩者仍以男性居多。 

4.編輯內容方面：《山城週刊》從頭到尾由一人編輯，加上作者少，風格較一致，

主要以農業為主。《石岡人社區報》主編更換多人，作者群多且年輕化，故風格

較多元具創新性。 

5.以言論方面：《山城週刊》與《石岡人社區報》皆屬保守型，以社區報導為主，

較少涉及政治議題。 

 

關鍵字：山城週刊、石岡人、社區報、客家平面媒體、客家意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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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臺灣客家平面媒體目前所知最早為 1962年創立的《苗友月刊》，開始以苗

栗地區月報形式，報導苗栗客家人的人事物，後改名為《中原週刊》。該刊高舉

「客家文化」的大纛，深耕客家人文化，後《今日美濃週刊》、《月光山雜誌》、《石

岡人社區報》、《山城週刊》、《六堆風雲雜誌》、《客家文化季刊》、《客家半年刊》

等客家期刊相繼創立，深耕客家鄉土文化，雖對政治發展之影響有限，但客家文

化意識已在潛移默化的散佈。 

 

    1987 年政府宣布解嚴，台灣邁入民主化多元化，《客家風雲雜誌》順此多元

文化浪潮而成立，積極爭取客家人的權益，包括政治、文化、經濟、社會、母語

----等。該刊於 1988 年 12月 28日發起的「還我母語」萬人大遊行，結合政治

社會各界人士，向政府當局發出客家人的聲音；以政治方式，爭取母語教育、客

語媒體的平等權；而後的《客家雜誌》接續《客家風雲雜誌》的香火，繼續以政

治力、社會力及其他方式，爭取客家人應有的權利，雖力量有限，然以知識的傳

播力量，進而以客家思維的影響，促成「客家電台」的成立，以電子媒體的快速

傳播，繼續以政治影響力介入客家運動，經過數次選戰，以候選人的客家政見，

間接促成「行政院客家委員會」的成立，2003年成立「客家電視台」，至此政府

公權力正式全面介入客家文化的傳播。 

 

    相對於北部人客家人創立《客家風雲雜誌》及《客家雜誌》，將客家運動帶

向高峰，南部六堆人在創立客家平面雜誌鼓動客家思潮方面也不遑多讓，比起北

部客家人絲毫不遜色。六堆人於 1948 年便舉辦「六堆運動會」，以凝聚六堆意識；

《六堆鄉土誌》於 1972 年出版；全亞洲第一個社區報出現在六堆的美濃，1977

年 3月，由政大新聞研究所畢業的美濃人黃森松創辦《美濃週刊》正式發行；1979

年鍾振斌、李志中等人成立「六堆大專青年會」，在六堆各地舉辦活動傳承六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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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六堆雜誌》於 1986年 4月 1 日成立。以上的六堆平面媒體都比《客家風

雲雜誌》早，因此六堆人在客家運動思潮的提倡上，比起北部的客家人更早更先

知先覺。中部客家庄，為客家文化的付出，也是不落人後，如《山城週刊》於

1979年 7月便成立，報導客家農情與文化。農民運動與還我母語運動，中部客

家人參加者眾，農民運動更是由中部客家農民主導。 

 

    2010 年本研究計畫以《客家雜誌》（原名《客家風雲雜誌》）與《六堆風雲

雜誌》做為研究目標，2011年以《全球客家郵報》與《六堆雜誌》做為研究目

標，今年(2012)以《山城週刊》與《石岡人社區報》作為研究目標，試圖比較中

部客家社區報平面媒體之異同。二者內容皆屬保守型、未停刊且有連續性，至於

兩平面媒體如此兼具高度族群性、文化性及客家意識的刊物究竟設定了哪些議題？

形塑了哪些意象？雜誌的功能、目標和編輯方針是否有所變遷？是本研究要探索

與分析之所在。 

 

貳、《山城週刊》與《石岡人社區報》的創辦與發展 

(一)《山城週刊》 

    「山城」是中部地區客家聚落的簡稱，包含東勢、新社、石岡、和平、卓蘭

等五個鄉鎮。《山城週刊》其內容針對客家地區各項活動、藝文、建設、鄉土、

文物、農業新知、人物靜態、客家掌故等作報導，刊物內容可說是瞭解中部客家

地區的基本人文資料之一。 

     

    《山城週刊》創始者吳國城和吳鎮坤在小學、大學都是同班同學，兩人就讀

文化學院新聞系(今中國文化大學)，他們的老師歐陽醇老師（時任中國時報副社

長，並於文化學院新聞系任教）對他們說「學新聞的人一定要有愛鄉土的感情，

與其進大報，不如辦社區報紙服務家鄉」。 於是，吳國城和吳鎮坤，兩人放棄繼

http://www.contentinside.net/redirkey.aspx?wid=1&kw=%u4E2D%u570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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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擔任文化新聞系助教的職務，返鄉創辦以服務東勢、新社、石岡、和平、卓蘭

等五鄉鎮為職志的《山城週刊》。 

  

  據 2009年中國時報，何榮幸、黃哲斌、高有智等人的報導，1979 年 7月《山

城週刊》正式發行時（八開大小、一張四版），只有一百多位訂戶，一年收取兩

百元郵資費。山城週刊的報導原則是：不登日報登過的新聞、不登黃色與黑色新

聞、不登選舉新聞，以社區良善故事與活動訊息為主。由於吳國城、吳鎮坤都是

從小務農長大，該刊的最大特色是堅持「農業資訊版」。一般農業雜誌多由學者

專家撰文，該刊則清一色訪問傑出農友，實用資訊對農家幫助甚大。 

  

  經過該刊報導、立委據此質詢而影響的農業政策，則包括促使政府廢止溫帶

梨穗進口關稅，讓相關農友每年節省數千萬元關稅支出；促使政府補貼廠商收購

二級椪柑，協助解決椪柑滯銷問題等。  

 

    《山城週刊》曾經兩度陷入重大困境。第一次是在 1993年吳鎮坤出國進修

及養病時，當時被迫改為雙週刊；幸運的是，吳國城夫婦同心，太太負責打字兼

拉廣告，兩人一起貼名條、郵寄，省下所有人事費用，才勉強度過難關。第二次

是 921 震災後，訂戶繳費、廣告收入急速銳減，幸好新聞局補助製版印刷費、郵

資費，《山城週刊》勉強支撐。  

 

   2005 年，該刊榮獲卓越新聞獎社會公器獎，肯定該刊的長期貢獻。而吳鎮

坤時隔多年返台後，不但重新接下該刊社長，更與地方人士共同創立「大甲溪生

態維護協會」，讓該刊進一步參與地方公共事務。《山城週刊》早已成為中部客庄

重要的文史資產，任何想要深入了解中部客庄的人，都必須了解《山城週刊》。 

http://www.contentinside.net/redirkey.aspx?wid=1&kw=%u65B0%u805E%u5C40
http://www.contentinside.net/redirkey.aspx?wid=1&kw=%u8CC7%u75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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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 

(二)《石岡人社區報》 

    民國 88年 9月 21 日，台灣發生規模 7.3的集集大地震，位於台中市（當年

尚是台中縣）的石岡區，由於房子過於老舊，因此幾乎都在地震中坍塌。同年十

月，從事社會運動的盧思岳當時帶領「無殼蝸牛聯盟九二一災區支援小組」到石

岡鄉，成立「石岡人家園再造工作站」，投入石岡地區的重建工作，並報導相關

新聞，石岡人社區報就是在這樣的情形中創立的。2003 年後「石岡人家園再造

工作站」改組成「石岡人家園再造協會」，由住在當地的劉祥三先生接手經營。 

 

   《石岡人社區報》成立至今，歷經三個不同的發展階段。《石岡人社區報》成

立之初，名稱為「石岡人家園再造通訊」，採取不定期出刊的方式，內容主要是

針對災後重建的紀錄與報導，將政府機關針對災後重建的相關政策、補助訊息告

知民眾，並反映當地居民的災後心聲，出刊的費用由工作站自行籌募，並接受鄉

親的捐款。2002年、2003年期間，接受行政院新聞局地方新聞處的補助，每月

定期出刊，除了持續報導重建工作的相關紀錄，內容轉向報導鄉內各社區的人、

事、物及文史等在地故事。 

 

    2003 年後，「石岡人家園再造通訊」改名為「石岡人社區報」，出刊時間從

月刊變成雙月刊，內容從關注災後重建的通訊報，轉為報導在地新聞的地方社區

報；主新聞與專題由總編輯與主編負責，其他內容則多採取讀者投稿的方式。目

前的經費來源僅靠鄉親的捐助，還有石岡人協會自行向行政院客家委員會與新聞

局申請專案補助。 

 

    有別於其他的報紙，石岡人社區報最大的特色就是每一期都會找一位在地的

                                                     
81

 2009.5.9 中國時報，何榮幸、黃哲斌、高有智/專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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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岡鄉鄉民替刊頭題字，因此每期的刊頭字體都不一樣、且獨具個人特色。題字

的對象從小到老都有，這樣做的目的，在於希望讓石岡鄉的鄉民對社區報有參與

感，也希望加強社區報與石岡人的聯繫。 

 

    對於石岡人社區報未來的發展，未來將舉辦「社區報採訪特派員工作坊」，

模仿社區大學的方式，招募學生並培訓社區總體營造、社區報等觀念，期望能讓

更多人一起投入關注石岡地區的行動，挖掘出更多石岡在地的故事。82 

 

參、研究方法 

（一）內容分析法 

    旨在透過科學性與系統性的製碼和解碼，分析《山城週刊》與《石岡人社區

報》於 2001-2010年間之議題設定和客家意象塑造。為求內容分析法之嚴謹與信

度，本研究將採行多人製碼和解碼的方式，務使內容分析與解讀符合學術研究之

標準。(彭文正，2008：4) 

 

    本研究計畫以抽樣方式進行，將抽樣 15％之篇數，以分層抽樣(stratified 

sampling)的方式進行。分層抽樣的特點是由母群體內同質的次集合中取出適當

數目的樣本，而不是單純由母群體中取出樣本。它將母群體分成幾個同質的次集

合(次集合間有不同成分)，再從每個次集合中取出適當數目樣本。 

 

     類目建立與分析單位方面，針對主題、作者、強度等三者做分析。觀察單

位與主題單位皆以篇為分析單位；作者以篇為觀察單位，以人為分析單位；強度

以篇為觀察單位，以篇為分析單位。 

                                                     
82資料來源：2011/7/5《生命力新聞》石岡人社區報見證石岡重建之路 
 

http://www.newstory.info/2011/07/%E7%9F%B3%E5%B2%A1%E4%BA%BA%E7%A4%BE%E5%8D%80%E5%A0%B1%E8%A6%8B%E8%AD%89%E7%9F%B3%E5%B2%A1%E9%87%8D%E5%BB%BA%E4%B9%8B%E8%B7%AF.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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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碼分類方式如下： 

1.強度 

    強度以客家意象內容的多寡作為主要考量標準，以客家意象做為思考主軸，

客家文化內容愈多及語氣愈強，則強度愈強，強度的多寡，可看出客家意象在兩

雜誌刊登中的分量。分析重點以總體分析、民進黨時期(2005年 5月-2008年 5

月)及國民黨時期(2008 年 5月-2010 年 5月) 

2.主題分析 

    分析對象是針對《山城週刊》與《石岡人社區報》抽樣百分之 15之文章進

行 9大主題類目（政治、法律、社會、文化、媒體、人物、歷史、經濟、語言）

分析，因每篇主題分析採複選，可選二個主題類目以上。分析重點包括總體分析、

民進黨時期(2005年 5月-2008年 5月)及國民黨時期(2008年 5月-2010年 5月)

等 

3.作者 

   《山城週刊》與《石岡人社區報》乃以客家社區載體的刊物，若我們要深入

探索《山城週刊》與《石岡人社區報》的言論思想，進一步了解作者背景便有其

必要，因為作者的作品內涵是其思想的表現，作者羣等於社區報的智庫，整個社

區報的文章便由作者羣撰寫組合而成，作者羣是社區報的基層個體。 

本計畫列出作者的學歷、職業、世代、性別等資料，以作為了解其寫作內容之參

考。 

 

(二)深度訪談法 

    透過深度訪談法，本研究希望能探索《山城週刊》與《石岡人社區報》的製

作面，希冀從發行人、總編輯、讀者等的訪談中探索當時的時代背景、政經環境

及編輯方針之間的關連性。藉深度訪談，深入了解雜誌的編輯、廣告、經營、活

動、讀者互動等面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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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訪談對象如下： 

1.《山城週刊》訪問總編輯吳國城，讀者魏宜君、張義品。  

2. 《石岡人社區報》訪問發行人陳碧雪、主編管雅菁、讀者劉惠月等人。 

 

肆、資料分析 

    本研究內容分析對象是針對《山城週刊》與《石岡人社區報》有關 2005-2010

年的文章，抽取百分之 15，進行強度、9大主題類目（政治、社會、文化、媒體、

人物、歷史、經濟、語言）及作者分析，其中《山城週刊》抽取 1369 篇文章，《石

岡人社區報》抽取 286 篇，來作為分析的內容。 

由內容分析結果可以發現： 

(一)強度 

    強度以客家意象內容的多寡作為主要考量標準，以客家意象做為思考主軸，

客家文化內容愈多及語氣愈強，則強度愈強，強度的多寡，可看出客家意象在兩

平面媒體刊登中的分量。 

 

    原本以每期平均強度作分析，後發現每期篇數不同，篇數多強度愈強，統計

因而偏差，後以每篇平均強度分析，始與事實相符合。 

 

表 1《山城週刊》與《石岡人社區報》總篇數統計 

客家平面媒體 篇數 強度 每篇平均強度 備註 

《山城週刊》 1369篇 1607 1.17  

《石岡人社區報》 286篇 607 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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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總強度分析 

    從表 1來分析，以兩者總體強度，《山城週刊》1369 篇總強度 1607，每篇平

均強度為 1.17。《石岡人社區報》有 286 篇，總強度 607，每篇平均強度為 2.12，

顯然《石岡人社區報》平均強度勝過《山城週刊》，兩平面媒體皆屬保守型，批

判性不強。《山城週刊》主要以農業報導為主軸，因而在強度上稍弱。  

 

2.國民黨與民進黨執政時期之強度分析 

    本計畫以 2001-2010 年為研究範圍，為求兩者年份平均，選取國民黨執政時

期(2008-2010年)及民進黨執政時期(2005-2008年)作為分析年份。從表 2來分

析，以《山城週刊》而論，國民黨時期平均強度為 1.2，民進黨時期為 1.14，顯

示國民時期強度較強。以《石岡人社區報》而論，國民黨時期的 2.20 強度超過

民進黨時期的 2.05。 

 

    綜而觀之，《山城週刊》與《石岡人社區報》兩客家平面媒體皆屬溫和型，

與運動型的《客家雜誌》與《六堆風雲雜誌》風格具相當的差異性，《山城週刊》

與《石岡人社區報》在國民黨時期的強度皆超過民進黨時期的強度。 

 

表 2國民黨與民進黨執政時期之強度比較 

雜誌 時期 篇數 強度 每篇強度平均值 

《山城週刊》 民進黨 636 728 1.14 

《山城週刊》 國民黨 733 879 1.2 

《石岡人社區報》 民進黨 147 301 2.05 

《石岡人社區報》 國民黨 139 306 2.2 

 

 



314 
 

(二)主題 

    主題分析分析對象是針對《山城週刊》與《石岡人社區報》文章進行 9大主

題類目（政治、社會、文化、媒體、人物、歷史、經濟、語言）分析，因每篇主

題分析採複選，可選二個主題類目以上。 

 

表 3《山城週刊》總體各主題篇數統計及百分比  

（類目採複選制，經過編碼者複選，在編目篇數總和下，所佔的百分比）  

 政治 法律 經濟 社會 歷史 文化 語言 人物 媒體 

篇數 6 1 64 1351 22 810 44 139 10 

百分比 0.2 0.04 2.6 55 0.8 33 1.7 5.6 0.4 

序位    1  2  3  

 

表 4《石岡人社區報》總體各主題篇數統計及百分比 

 （類目採複選制，經過編碼者複選，在編目篇數總和下，所佔的百分比）  

 政治 法律 經濟 社會 歷史 文化 語言 人物 媒體 

篇數 16 1 73 202 50 175 3 47 19 

百分比 2.7 0.1 12.6 35 8.6 30 0.5 8.1 1.5 

序位   3 1  2    

 

1.由總體主題而論 

    由以上可知，從表 3表 4來分析，《山城週刊》的前三名為 1.文化 2.社會

3.人物，《石岡人社區報》為 1.社會 2.文化 3.經濟。社會文化皆為兩平面媒體

關注的議題，除此之外，《山城週刊》較關注「人物」，《石岡人社區報》較關注

「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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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國民黨與民進黨執政時期之主題分析 

    從表 5-6來分析，以《山城週刊》而論，以序位而論，中國國民黨執政時期

排名依序為文化、社會、人物等，民主進步黨執政時期排名依序為文化、社會、

人物，因而除文化、社會外，人物為主軸。 

 

    從表 7-8來分析，以《石岡人社區報》而論，以序位而論，中國國民黨

（2008-2010）執政時期排名依序為社會、文化、經濟等，民主進步黨（2005-2008）

執政時期排名依序為文化社會歷史等。 

 

    綜合而論，從表 5、6、7、8來分析，兩雜誌皆重視社會文化占相當比重，

除此之外，《山城週刊》較關注「人物」，《石岡人社區報》較關注「經濟」及「歷

史」。 

表 5國民黨時期《山城週刊》各主題篇數統計及百分比  

（類目採複選制，經過編碼者複選，在編目篇數總和下，所佔的百分比）  

 政治 法律 經濟 社會 歷史 文化 語言 人物 媒體 

篇數 2 1 41 715 15 266 26 100 8 

百分比 0.2 0.1 3.4 60 1 23 2 9 1 

序位    1  2  3  

 

表 6民進黨時期《山城週刊》各主題篇數統計及百分比  

（類目採複選制，經過編碼者複選，在編目篇數總和下，所佔的百分比）  

 政治 法律 經濟 社會 歷史 文化 語言 人物 媒體 

篇數 4 0 23 636 7 544 18 39 2 

百分比 0.3 0 1 50 0.5 43 1.4 3 0.1 

序位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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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國民黨時期《石岡人社區報》各主題篇數統計及百分比  

（類目採複選制，經過編碼者複選，在編目篇數總和下，所佔的百分比）  

 政治 法律 經濟 社會 歷史 文化 語言 人物 媒體 

篇數 10 1 51 103 16 74 1 21 3 

百分比 4 0.3 18 37 6 26 0.3 8 1 

序位   3 1  2    

 

表 8民進黨時期《石岡人社區報》各主題篇數統計及百分比  

（類目採複選制，經過編碼者複選，在編目篇數總和下，所佔的百分比）  

 政治 法律 經濟 社會 歷史 文化 語言 人物 媒體 

篇數 6 0 22 99 34 101 2 26 6 

百分比 2 0 7 33 11 34 1 9 2 

序位    2 3 1    

 

(三)作者 

   《山城週刊》與《石岡人社區報》乃以客家文化為載體的刊物，擁有強烈的

客家文化意識，若我們要深入探索《山城週刊》與《石岡人社區報》的言論思想，

進一步了解作者背景便有其必要，因為作者的作品內涵是其思想的表現。 

為了解兩客家平面媒體的作者，因而本文擬以其中作品數量較多之前 10名，列

出其世代、學歷、工作、客家意象背景等資料，以作為了解其寫作內容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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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山城週刊》作者統計分析 

（有些作者不願透漏姓名，因而以先生女士代替，世代為民國） 

排名次序 作者 篇數 學歷 職業 世代 備註 

1 徐女士 42 大學 教師 30  

2 張先生 12 大學 私人 30  

3 陳先生 8 大學 工程師 40  

4 賴先生 7 大學 農改場 20  

5 張先生 7 大學 教 30  

6 徐女士 5 大學 音樂老師 40  

7 吳先生 2 大學 編輯 30  

8 徐女士 2 專 私人 40  

9 阮女士 2 專 私人 40  

10 黃先生 2 大學 教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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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0《石岡人社區報》作者統計分析 

（有些作者不願透漏姓名，因而以先生女士代替，世代為民國） 

排名次序 作者 篇數 學歷 職業 世代 備註 

1 管小姐 19 大學 編輯 60  

2 邱先生 13 研究所 社工 60  

3 張女士 10 大學 文化事業 60  

4 徐女士 6 大學 文化 70  

5 劉先生 5 大學 社工 60  

6 黃女士 4 大學 文化 70  

7 林先生 4 大學 教師 30  

8 黃先生 3 大學 文化 70  

9 郭先生 2 高中 文化 40  

10 劉先生 2 高中 修車 60  

 

依表 9《山城週刊》作者統計及表 10《石岡人社區報》作者作統計分析，分析如

下。 

1.依作者學歷而論 

   《山城週刊》與《石岡人社區報》作者，大學學歷 8成以上，兩者相差不多，

顯示兩平面媒體的作者都具相當文化水平。 

2.依作者職業而論 

   《山城週刊》與《石岡人社區報》，前者教師及農業專業人員較多，後者以文

史工作者占為多數。 

3.依作者世代而論 

   《山城週刊》以民國 30年為多，占 5成，《石岡人社區報》以 60 年代為多，

占 5成，顯示《石岡人社區》作者較《山城週刊》年輕，思潮較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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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依作者性別而論 

    兩平面媒體皆以男性作者為主，在30-40年代，男性受教育較多思想較先進，

女性受教育少較保守且傳統，因而作者以男性居多。而兩平面媒體女性皆占四成，

比起其他本研究計畫之客家平面媒體，女性比例算是較高。 

 

伍、檢討與建議 

一、成果效益 

（一）從研究中了解《山城週刊》與《石岡人社區報》在客家及社區意識啟發的

貢獻。  

（二）從《山城週刊》與《石岡人社區報》內容，了解兩平面媒體對客家文化的

貢獻。  

（三）從《山城週刊》與《石岡人社區報》的創辦歷程，了解客家平面媒體的發

展。 

（四）從內容分析了解《山城週刊》與《石岡人社區報》的議題結構及編輯特色。 

 

二、與原訂計畫之落差及原因分析 

    基本上，本研究執行成果與原訂計畫是相符的，並無未執行之部分。還可以

改進的部份包括： 

（一）未來研究可以觀察各平面媒體在客家意象形塑與報導的脤絡，暸解媒體報

導客家的演變。 

（二）因經費不足，本計畫只能做《山城週刊》與《石岡人社區報》的研究，未

來希望擴大研究其他雜誌，例如政府機構客家平面媒體、海外客家平面媒

體、中國客家平面媒體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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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建議事項 

(一)因經費不足只能選擇成本較低的研究方法，如內容分析、深度訪談或二手資

料分析等，因而在研究深度與廣度上效果有限，建議增加經費，以深化研究

成果。 

(二)因經費不足，無法聘任專任助理，使工作執行上具有相當的困難度，建議增

加經費以便聘任專任助理。 

 

四、結論 

       臺灣客家意象隨著時代改變而改變，經由《山城週刊》與《石岡人社區

報》的內容分析，可分析出客家意象在兩平面媒體的脈絡，本研究整理歸納以下

結論： 

（一）兩雜誌有以下相異之處，1.以言論而言，兩者皆為保守型雜誌 2.《石岡

人社區報》多人管理，《山城週刊》僅有 1人。3.兩者皆以社區報導為主  

（二）依強度而言，顯然《石岡人社區報》平均強度勝過《山城週刊》，顯示《石

岡人社區報》之客家意象較強。 

（三）依主題而言，文化與社會仍是兩雜誌對客家內容報導的主軸，因兩者都以

發揚客家文化為職志，兩刊物都是以客家文化為載體。兩雜誌除社會文化

外，兩社區報以人物報導為多。 

（四）依作者而言，《山城週刊》未對外開放投稿，投稿作者較少，《石岡人社區

報》對外開放投稿，無稿費支應，作者較多，兩者仍以男性居多，皆占 6

成。而兩平面媒體女性皆占四成，比起其他本研究計畫之客家平面媒體，

女性比例算是較高。其中《石岡人社區報》作者 60年代佔 5 成，70年代

佔 2成，其年輕化程度，在台灣客家平面媒體中算是非常少見。 

（五）《山城週刊》與《石岡人社區報》的主編，除了框架主題內容，操縱議題

設定，也是篇數最多的作者，尤其《山城週刊》的吳鎮坤及吳國城，兩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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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撐，任社長主編，掌握議題設定權，因兩人為新聞系畢業，新聞性較強，

以農業報導為主。《石岡人社區報》主編多為社區文化人士，年輕有活力，

文史及創新性較強，以社區報導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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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深度訪談 

＊＊＊訪問《石岡人社區報》讀者劉惠月(台大客家研究中心副執行長，寶島客

家廣播電台節目主持人) 

Ｑ：（1）依你的觀察，《山城週刊》與（或《石岡人社區報》）最精彩的地方在哪？ 

 它為什麼會得到那麼多人的支持？ 

Ａ：《山城週刊》最吸引我的地方有二，一是它的農業資訊，二是山城的客家文  

化訊息。 

 

《山城週刊》方面： 

  山城鄉親以務農佔最多數，週刊常邀請得獎的菁英的暢談栽種管理，尤其是

果樹栽培的經驗談，達人將遇到的病蟲害及農藥噴灑防治方法，無私的提供給讀

者，讓我這個自由的栽種愛好者獲益不少，我老公甚至比我更珍貴它，因此每次

剛拿到新一期的週刊，他絕對搶先看，對於果樹栽培方法，他總是一再復習，每

期刊物都視為珍寶，絕對不可以丟掉。 

 

    其次，對於離開故鄉多年的我來說，能夠獲得故鄉隻字片影的資訊，倍覺珍

貴。近幾年得知東勢客家活動熱絡，不輸大台北地區。另外，固定單元的「我們

的鄉土」，由張秋貴先生長期攥稿，將東勢過往的開發歷史巨細靡遺描述，讓人

對家鄉的文化有更深入的了解。還有，我個人拿到山城週刊第一眼會看的是徐登

志老師的客語教學，我會跟著拼音試唸，無形中客語進步不少。 

 

《石岡人社區報》）方面： 

  社區報顧名思義是以社區為主體，每期邀請社區的焦點人物，不僅介紹他位

社區的付出，也很功夫的將他的題字印在刊頭，讓人倍覺溫暖。石岡人的故事原

來是這麼多人默默的付出，才能讓外人看見它的光芒，也讓人看見社區的一條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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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形中有鼓舞讀者為家鄉無怨無悔付出的動力。 

 

Ｑ：（2）您如何看待《山城週刊》與（或《石岡人社區報》）？客家期刊有存在

的價值？ 

Ａ：山城週刊在我高中階段就看過一、二期，在台北讀書就業多年，一直沒再看

到它，沒想到三年前竟然發現週刊還在運作，令人非常感動編輯群的堅持。後來

陸續認識周刊社長及幾位長期訂閱的讀者，近四十來，因為這些編輯群及忠實讀

者們不遺餘力的投注關心，週刊才能定期出刊。今年我也介紹幾位旅居台北的東

勢鄉親訂閱週刊，讓他們繼續感受故鄉人的熱情。至於《石岡人社區報》個人雖

偶爾翻閱，但對編輯溫馨的用字印象深刻。 

 

  個人認為《山城週刊》與《石岡人社區報》多數資金是由民間集資出版的刊

物，在尚未有更優的政府出版品取代前，它們絕對有存在的必要。尤其目前客家

文化活動日漸頻繁，兩份刊物都能夠發揮及時公告眾知之效果，而且經過多年的

經營下來，它們存在之價值絕對是必要的。 

 

Ｑ：（3）請問你與雜誌的互動如何？ 

Ａ：個人很注意《山城週刊》動態活動，若有大型活動，例如新丁粄節、桐花祭…

都會抽空回去參加。我老公也會注意農業相關的培訓課程，去年還從台北專程到

東勢參加幾次農業方面的研討會。若有文化導覽或環境之活動也會提醒我是否要

回東勢參加？所以週刊是提供我對故鄉東勢了解的重要資訊來源。 

 

Ｑ：（4）請問您對雜誌的看法及建議？ 

Ａ：《山城週刊》與《石岡人社區報》都是一大張，以活動報導為重心，因為版

面的限制，無法刊登具文學價值的文章，這是目前兩份刊物的缺點。但就資訊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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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這點來說，兩份刊物都已做到盡善盡美了，應該繼續給予支持並鼓勵，自己訂

閱以外，應多介紹親友們訂閱，讓這兩份刊物不致因經濟問題而中斷。 

 

＊＊＊訪問《山城週刊》讀者張義品(客家雜誌社義工職經理) 

Q:依你的觀察，《山城週刊》與（或《石岡人社區報》）最精彩的地方在哪？ 

它為什麼會得到那麼多人的支持？ 

A:臺灣平面媒體界，《山城週刊》是於 32年前總編輯吳國城和小學、大學都是同

班同學的社長吳鎮坤，兩人放棄繼續擔任文化新聞系助教的待遇，返鄉創辦，以

服務東勢、新社、石岡、和平、卓蘭等五鄉鎮為職志的社區性媒體。 

當然她詳實報導當地社區建設、文化活動、歷史文物、農業新知等，以提昇民眾

精神生活 為她最精彩的地方。 

 

   我想更由於她是由在地人的觀點與感受，對於生活周遭所經歷或發生的人、

地、事、物，以新聞敏銳的觀察，平實的寫法作完整報導新導，對於讀者就顯得

那麼親切有料可看性，是為她會得到那麼多人的支持原因之一吧。 

 

Q:您如何看待《山城週刊》與（或《石岡人社區報》）？客家期刊有存在的價值？ 

A:根據資料得知山城週刊的報導，以社區良善故事與活動訊息為主。而總編輯吳

國城、社長吳鎮坤都是從小於鄉下務農成長，所以該刊的最大特色是豐富多元的

「農業資訊版」。農業實用資訊對當地社區農家幫助甚大。農家從種植生產、收

成管理到成農產品銷售的知識，周刊應有盡有。 

 

至於客家期刊有存在的價值: 

    客家人耕讀傳家、忠義家風、含蓄恭良、堅毅簡樸、勤勞節儉的天性，對於

生活中的食衣住行各項知識與客家歷史文化和活動資訊的取得需求甚勤，客家期

http://www.contentinside.net/redirkey.aspx?wid=1&kw=%u7279%u82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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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以客家族群觀點，刊載詳實報導，寫下客家的歷史文獻。而近期因客家語言的

失落，客家期刊具有教育與文化傳承的功能，更能彰顯存在的價值。 

 

Q:請問你與雜誌的互動如何？ 

A: 雜誌已成為我生活中的一部份，從雜誌封面設計、內容主題選定、廣告業務

招攬、協助編輯，是我每天例行義務性工作。而吸收攝取其它健康娛樂與知識性

的雜誌精華，為人生最大樂事之一。 

 

Q:請問您對雜誌的看法及建議？ 

A:既然名為雜誌，內容林林總總，編輯者應有社會的責任，在不涉及社會善良風

俗與社會秩序的原則，對政府施政現象提出批評，並提出可行之興利除弊建言，

點明該行的方向是對雜誌看法。建議重點為政府對於社區性媒體更加重視輔導與

更多實質上的獎勵措施;民眾則多親近雜誌，多訂閱雜誌，畢竟雜誌的知識是生

活中的源泉。 

 

＊＊＊訪問《山城週刊》讀者魏宜君(臺灣大學政治系四年級學生) 

Ｑ：（1）依你的觀察，《山城週刊》與（或《石岡人社區報》）最精彩的地方在哪？

它為什麼會得到那麼多人的支持？ 

Ａ：山城週刊— 

   山城週刊的性質屬於社區報章，因此最精采的地方在於，對當地人情、新聞、

建設、歷史的介紹，都是確確實實的發生，而能發揮緊緊聯繫社區每個人日常生

活的功能，讓民眾能熟知家鄉的點點滴滴，也因此能獲得人們的支持，因為在情

感上有強烈的共鳴。 

石岡人社區報— 

    在閱讀完社區報之後，我發現最精采的地方應該是社區懷舊歷史報導專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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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專欄讓我們體會到石岡地區的建築美之外，也娓娓道來老建築師的心路歷程，

在這個過程中不僅留露出老建築師對於整個社區的貢獻以及其修蓋夥房的精湛

手藝，也透露社區發展演變的歷史。我覺得這份社區報會得到那麼多人支持的原

因在其對於社區歷史的詮釋方式，透過口述歷史的方法，使讀者可以藉由親近的

語言，來了解社區歷史。 

 

Ｑ：（2）您如何看待《山城週刊》與《石岡人社區報》？客家期刊有存在的價值？ 

Ａ：山城週刊— 

    我認為《山城週刊》雖然不是主流的大型商業刊物，但周刊的內容多元，毫

不遜色於資金雄厚的媒體報導，尤其報導的內容多半是關於當地的活動、建設、

鄉土、人物，甚至是具有知識價值的農業新知，除了能凝聚當地人的社區情感，

作為情感的交流管道，對於外地人而言，更是了解客家地區人文風情的重要資訊，

十分適合社會大眾一同閱讀。 

石岡人社區報— 

    從石岡人社區報當中，我可以了解到石岡地區的風俗民情，當中的專案報導

主要也是以傳達社區歷史為主，對於在地人而言，可以使他們追本溯源，而對於

其他讀者來說，則是可以體會不同的社區風俗，並且了解一個社區的發展及演變

歷史。另外，此社區報也有專欄撰述社區的善良之事，極富教育意義。 

    老實說，台灣社會當中，能夠使一般人接觸到客家資訊的媒介少之又少，除

了客家電視台之外，就屬於此類的期刊雜誌了。這也正是客家期刊存在的價值，

客家期刊以客家族群為觀點出發，帶領著讀者享受美麗的客家文化，從字字句句

中體會客家人的性格，使非客家族群能夠對客家人更加了解，更提供了客家文化

活動的資訊，讓有興趣的讀者不僅能夠在紙上體會客家文化，更能夠親身經歷一

場知性的客家文化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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Ｑ：（3）請問你與《山城週刊》與《石岡人社區報》的互動如何？ 

Ａ：我認為社區報已經成為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現代社會資訊流通快速，

有許多管道能透提供我接觸各式各樣的資訊，社區報就是其中一樣。在這種以客

家文化為主的社區報中，提供我們另一種視野觀察正發生在台灣這片土地的故事，

也擴大我的眼界。正所謂「秀才不出門，能知天下事」，主題性社區報對於我來

說就有這種功能，藉由閱讀社區報，讓我能夠攝取知識性的精華，得到客家族群

的相關訊息，豐富我的社會觀。 

 

Ｑ：（4）請問您對《山城週刊》與《石岡人社區報》的看法及建議？ 

Ａ： 社區報是傳達重要訊息的媒介之一，然而可能因為預算問題，導致這《山

城週刊》，以及《石岡人社區報》的篇幅過於短少，雖然裡面的報導都極富教育

意義，也提供讀者發現社區的美的感受，然而，這兩份週刊卻缺少了里民主動參

與的部分，意即週刊應該可以報導里民的創作等具有文學價值的作品。希望政府

能夠重視這類週刊並適時補助獎勵，然而身為讀者的我們也應該要推廣給身旁的

親友，這樣才不會使這類週刊因為經費問題而逐漸凋零，更不會澆熄這群願意為

社區貢獻的編輯者的熱情。 

 

＊＊＊訪問發行人—陳碧雪 女士  

(1) 請問創辦社區報緣由？ 

1999年九二一大地震重創中部地區，石岡也受創嚴重，10月來自台北的無殼蝸

牛聯盟九二一災區支援小組進入石岡進行社會經濟的調查，並成立「石岡人家園

再造工作站」，協助地方重建。12月為將石岡的重建相關訊息給在地人知道，而

創立了「石岡人家園再造通訊」，2003 年 7月更名為「石岡人社區報」。 

(2) 參與社區報創辦有那些人？ 

石岡人家園再造工作站的成員，工作站領隊-盧思岳、工作站主任-黃冠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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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文彬等人。 

(3) 創刊之初，為何將刊名取為《石岡人社區報》？ 

為配合當時協助重建的團體-石岡人家園再造工作站，而先是取名為「石岡人家

園再造通訊」，然而，這名稱鮮少人稱呼，大家都稱之為社區報，所以，在 2003

年 6月 28日石岡人家園再造協會正式成立之後，於 7月正式更名為「石岡人社

區報」。 

(4) 您如何經營《石岡人社區報》）？發行概況及營收概況？ 

石岡人社區報以石岡人家園再造協會的理事會選一位理事為社區報召集人，與秘

書處的成員召開編輯會議，擬定每期的編輯內容，並由秘書處擔任編輯的任務，

每月 25 日出刊，每期發行量 2000 份，並無對外收費。連續幾年都有向客家委員

會申請出版品的補助，12萬元，其實，是不足夠的，所以，一直以來，社區報

的讀者都會不定期的小額捐款給本報，點點滴滴對我們的幫助也很大！ 

(5) 《石岡人社區報》）還有其他經營策略嗎？ 

長期以來除了每年需向客委會申請出版品的補助，並無其他的財源，主要我們在

前幾年開始，向石岡的幾個大家族索取了家族族親的通訊錄，寄送給其家族本地

及旅外的族親，讓家族族親能夠得到家鄉訊息的刊物，慢慢地得到認同，每個月

都會有一些民眾會捐款給本報。 

(6) 經營一份雜誌，最大的困難是什麼？ 

最大的困難在於經費的問題，每年都得擔心是否申請能得到客家委員會的補助案，

畢竟，石岡人協會是一個非營利組織，沒有生產物品、也沒有其他的收入來源，

完全靠捐款也是無法支撐一份社區報的發行。所以承蒙客家委員會這些年對於本

報的補助，減輕了我們非常大的負擔。 

(7) 接受官方的補助，對雜誌的發行有何助益？如何秉持公正報導的立場？ 

如同我們經營石岡人社區報遇到的最大困難是在於經費，接受了官方的補助，真

的是「如降甘霖」，解決了我們最大的經費負擔，這是正面值得肯定的。然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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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岡人社區報一直以來，都是站在地方的立場來看待地方事，不介入政治，只對

地方的大小事來進行報導、紀錄，時事議題也都以正面的態度來書寫，不會因受

到官方補助就受到影響。 

(8) 請問《石岡人社區報》）的市場定位？真正的訂戶在那裏？ 

市場定位應該屬於地方報的小眾市場吧，我們沒有華麗的美編印刷，也沒有華麗

的文字，對於石岡人社區報的市場定位在於：「讓石岡人更了解家鄉事」，目前都

是贈閱，主要訂戶應該是石岡的本地及旅外族親為主。 

(9) 大部分經費來源為何？靠訂戶或靠政府補助？ 

主要經費來自於客家委員會的補助，訂戶的捐款則是補充客家委員會補助不足的

部分，但是，還是經營的非常辛苦！ 

(10) 請問報社的稿源？有付費給提供稿源的人嗎？ 

石岡人社區報的稿源來自於石岡人協會秘書處的成員，有時會有居民投稿或我們

向適合的民眾邀稿，全部都是沒有稿費的，完全是熱心參與這份社區報的誕生！ 

(11) 請問您個人覺得《石岡人社區報》）的特色在哪裏？ 

石岡人社區報的特色： 

1. 石岡人的題字人：創立了每期由一位石岡人或在石岡服務的人的題字，這個

人可以是小朋友也可以是老阿公，可以是一個工作了大半輩子的農夫，也可

以是一位熱心公益的民眾，這是一份由「石岡人」大家一起參與的報紙，並

不是石岡人協會的報紙！ 

2. 石岡人寫石岡事：每一期記載了石岡的活動、議題、也紀錄著我們石岡生態

調查、文史調查…就像紀錄著石岡的歷史。 

(12) 請問您覺得《石岡人社區報》）對客家文化造成什麼影響？ 

石岡人社區報對於客家文化不敢說有什麼影響，最主要的是石岡人社區報為石岡

留下了文史、影像的紀錄，舉凡石岡的宮廟祭典、神明會、石岡人的故事採訪、

石岡五分車的調查、石岡家族掛紙、祭典的紀錄、石岡地區的生態調查、石岡社



334 
 

區深度旅遊的帶動、推動催生土牛客家文化館，成為大埔客家研究的重要據點…

有些或許不直接和客家相關，但是，石岡是一個客家庄，所有發生在這的故事，

大部分都是和客家文化有關！ 

(13) 是否舉辦活動來推廣《石岡人社區報》）？曾辦過那些活動？ 

曾舉辦「石岡人社區報題字人大集合」的活動及 98 年石岡人邁入 100 期的題字

人大集合活動，讓曾經題過字的題字人可以相聚，一同玩個小遊戲或表演個才藝，

與大家同歡！ 

(14) 政治力對雜誌的影響為何？和地方社團的互動為何？ 

石岡人社區報並未受到政治力的影響，我們在地方上和各社團也是會合作。  

 

＊＊＊訪問管雅菁總編輯 

(1) 擔任《石岡人社區報》）總編輯的甘苦談 

靠著政府機關、石岡人協會幹部、會員與石岡旅外族親、鄉親…等各界人士的協

助及力挺，石岡人社區報得以發行至今。 

石岡人社區報的編輯過程大致為「題材編輯、編採撰稿、排版訂正、定稿送印、

郵寄發送」，總編輯的工作是以第一項及第三項為主，而幹部們也會相互支援及

監督，讓社區報維持良好的閱讀品質。 

近年，因公部門資源減少，社區報大多都是本會現僅有的 2位專職人員(總編輯

管雅菁與主編黃國倫)在撰稿，且未領任何的編輯費；我們是用「愛」來「記錄

石岡」，透過小小的社區報，傳遞石岡的訊息，將「愛鄉」的情懷感染給每一個

讀者。 

(2) 請問《石岡人社區報》）的編輯方向？ 

石岡人社區報為對開(787*546mm)大小的報紙，分成四個版面。第一版內容以石

岡重要議題、客家訊息、本會訊息為主；第二、三版以石岡文史記錄、會內成果

發表議題為主；第四版刊登石岡人故事、生態專欄、花絮照片…等，並提供讀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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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稿專區。閱讀石岡人社區報就如同閱讀一本石岡的故事書。 

早期石岡人社區報以記錄土牛里劉屋災後重建工作為主，隨著重建告於段落，社

區報內容逐漸多元，凡石岡十里「人文地產景」資訊都記錄在社區報中。 

可以注意到，石岡人社區報第一版版頭的題字，每期都是不同的人來題字，這樣

的方式可以增加鄉親於社區報參與感。 

(3) 《石岡人社區報》）對客家文化最大的貢獻？ 

為石岡的歷史留下紀錄。 

(4) 編輯一份社區報，最大的困難是什麼？ 

編輯社區報最難的工作，是「尋找題材。」想不到題材真的是很痛苦。 

(5) 以《石岡人社區報》），您認為客家類有存在的價值？ 

有的 

(6) 《石岡人社區報》）對客家意識提升有什麼貢獻？ 

讓讀者在石岡人社區報的文章中，認識石岡，了解石岡，認識客家文化。 

(7) 對於爭議性的文章，如涉及統獨的文章，你如何處理？ 

若是民眾投稿者，我會婉拒登刊，說明我們的社區報不是一般的報紙不適合放這

種議題的文章，並建議他投稿到大報。 

(8) 以《石岡人社區報》），您認為臺灣客家類雜誌是否還有生存的空間？ 

是有生存的空間，但經營壓力蠻重。 

(9) 請問您們和後起的《石岡人社區報》）及其他客家類雜誌有彼此競爭的壓力？

如何因應？ 

沒有感受到競爭壓力耶，石岡人社區報只想做好我們石岡的文史紀錄，不會和他

報相比，而且，各個報有自己的發展方向，不需競爭吧！ 

(10) 請問您在什麼情況之下，進入《石岡人社區報》）？服務多久？還有那些工

作同仁？ 

進入石岡人協會工作之後也就算是進入了石岡人社區報，這是一體的，民國 92



336 
 

年 7月加入迄今，現在還有主編黃國倫一起擔任編輯的任務。 

(11) 請教你對於《石岡人社區報》）的轉型問題。 

石岡人社區報的轉型，沒想過耶，會想再設多一些不同主題的專欄來讓更多的石

岡人來參與，這個問題值得好好規畫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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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計畫一 

臺灣客家餐飲產業與客家飲食的品質建構： 

以大台北地區的客家餐廳為例 

成果報告(論文精要) 

計畫主持人：賴守誠 

 

一、研究目的 

    自 1980年代中期以來，帶有族群色彩與地方特色的客家飲食快速崛起，成

為臺灣餐飲業者選擇與投入的重要選項。對密集都會化、較高教育水準居民與多

元文化組合為核心特色的大臺北地區而言，面對消費公眾逐漸擴大的多面向、多

層次、多型態食物品質的需求，其地區內的客家餐廳對整體臺灣客家餐飲產業的

面貌與運作型態因而有著獨特的重要性。本研究所界定的客家餐廳，乃指餐廳名

稱或稱號中確切出現或含有「客家」一詞的餐廳，也就是明確以「客家」為關鍵

特色元素自我界定並對外呈顯的餐廳。為能探索臺灣客家餐飲產業之輪廓和日益

與其緊密聯繫之客家飲食的品質建構，本研究主要運用實地訪調與深度訪談法，

並使用內容分析法與論述分析法等，以大臺北地區的客家餐廳為例進行詳實探

究。 

 

二、研究方法 

(一)實地訪調與深度訪談法 

    針對大臺北各區內具代表性的客家餐廳，實地調查餐廳的經營實況，並對餐

廳生產者與經營者如何通過關鍵手法逐步建構其客家飲食的品質特色，完成 8

人次的半結構式深度訪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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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內容分析法與論述分析法 

    首先，我們以 Google 搜尋引擎的地圖檢索，於 2012年 3月至 8 月之間，分

別輸入關鍵字「臺北 客家餐廳」、「新北/北縣 客家餐廳」、「基隆市 客家餐

廳」，納入符合研究架構下界定之餐廳。其次以《嚇酷！美食網》資料庫，從「美

食分類」中選擇「客家菜」，後分別以縣市分類中的「臺北市」、「新北市」比

對可能遺漏之資料，唯嚇酷美食網中無基隆市餐廳資訊。進一步扣除已歇業或更

名後無「客家」或「客」等字樣之餐廳，並將各餐廳於大臺北地區之分店一併納

入計算後，大臺北地區目前共有 112 間客家餐廳，臺北市總計得 79 家，新北市

31間，基隆市則有 2 家。 

 

三、研究之理論分析架構 

(一)臺灣客家飲食 

    飲食已在相關研究中展現對客家族群文化之重要性，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有關

客家飲食文化一系列研究指出，客家菜的特色是在特定時空背景下，經過漫長的

傳承與演變逐漸形成；近期研究則指出，「客家飲食」是社會大眾對客家族群特

質側面最主要的認知意象。賴守誠(2006)的研究指出，自 1980年代以來，客家

食物通過其社會、政治與美學的特質，獲得空前凸顯。食物逐步成為社會文化力

量運作的焦點，並取得了反映社會文化權力關係的關鍵地位。在這種新的經驗觀

察基礎之上，我們可以對客家飲食的研究，補充來自食物與消費社會文化研究新

的理論視野與概念工具。 

 

    臺灣客家飲食近二十年來，逐步成為兼具獨特文化特質與經濟特性的現代飲

食運動。客家餐飲產業是我們認識族群飲食運動發展與擴張過程中的重要環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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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飲食品質在既有的研究基礎之上，在臺灣現代消費文化的脈絡中，對深入瞭解

客家飲食崛起的核心機制與探索客家餐飲發展的關鍵過程，值得嘗試引用且在經

驗研究解釋的深化上極為有用的概念工具。 

 

(二)食物品質的建構與飲食品味的變動 

    品質是流動及社會建構的概念，其生產與維持涉及一系列行動者，並不斷透

過這些關鍵行動者的論述與行動創造與再造。然而，無論何種論述，品質通常一

致地作為一種「正向」的特性，隱含著能夠在市場獲得較高的價格，可以讓該產

品或服務整體在一般標準之上勝過競爭對手的領先優勢。品質的關鍵特色之一，

因此在於它具備位置性的特性(positional characteristics)，使之能與其他不

符合特殊品質標準的食物產品區別開來(Morris and Young, 2000)。 

 

    通過品質建構的過程，食物所承載的多樣但可能強烈的意義，能使消費者脫

離既有食物網絡並與不同型態的網絡連結。因此，為評估建構品質概念的過程，

需針對這些論述加以分析，以突顯關鍵行動者所抱持的態度與價值，以及他們之

間潛藏的各種張力與權力關係(Morris and Young, 2000: 104)。 

 

(三)客家餐飲與客家飲食的品質建構 

    本研究所界定的客家餐廳，乃是指餐廳名稱或稱號中確切出現或含有「客家」

一詞的餐廳，也就是明確以「客家」為關鍵特色元素自我界定並對外呈顯的餐廳。

Ilbery 與 Kneafsey(1999)提出地方食物發展的分析架構，初步辨認了地方族群

特色飲食的主要構成網絡，確立三種主要行動者：生產者網絡、消費者網絡與中

介者網絡。其中，作為本次研究關注核心之一之生產者網絡，地區性族群特色飲

食生產者在複雜且動態的餐飲產業生態中經營時，同時面臨飲食系統標準化與全

球化的改變以及消費者對差異風格與地方特色的需求，陷入所謂「市場的場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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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ket arena)中。 

 

    其次，在飲食品味方面，相關文化中介者提供的主要象徵產出與品味形塑的

主要「資源」則是一系列多樣的食物論述(food discourse)或烹調文本(culinary 

text)。現有研究成果中，食物論述或烹調文本是個人慾望的社會化與集體重新

界定口味極為關鍵的作用者，品味可被視為一組符碼，經過消費者的理解而能為

品質評斷的有力資訊，食物品質被視為是意義創造和交換，其建構與轉換因此是

一傳播的過程。傳播媒體對食物論述或烹調文本的提供與廣泛流通，對食品的品

質建立或變遷持續發揮重要作用。 

 

四、重要發現 

   本研究將公開呈現之網路相關報導內容與實地訪談的資料結果，主要以三大

部份分別進行分析：客家餐廳名稱分析、客家餐廳類型分析、客家餐廳訪談。 

 

(ㄧ)客家餐廳名稱分析 

    針對蒐集後得到之 112間餐廳資料，扣除無從得知進一步的營運狀況與經營

歷程的店家，其共 37 家，最後以總數 75家餐廳之店名進行分析。 

 

1.料理內容(14家，佔 19%) 

    此類型是本次分類中餐廳家數最多者。在這些店名中，料理內容前多會再冠

有「客家」二字，如、「客家米食」，「客家粄條」等。 

 

2.客家意象(11家，佔 15%) 

    次多者爲以客家意象作為命名元素者，其中以「桐花」數量為多，其他客家

意象多集中於建築上，如傳統的「紅瓦厝」、或是客語中的「川堂」、「伙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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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餐廳、廚房等。 

 

3.懷舊情感(10家，佔 13%) 

    其次則爲懷舊情感類，最常出現的字是「家」和「鄉」，或是對於鄉村、過

往的懷念之情，包含「你家我家」客家菜、「家家」海鮮客家菜、「憶鄉味」客

家料理。 

 

4.地方名稱(8家，佔 11%) 

    地名包括苗栗、六堆、廣東、金山關西，部分地名來自店面所在地，部分則

以經營者或創始者的故鄉命名，如「苗栗」、「六堆」、「關西」等。 

 

5.美好飲食(5家，佔 7%) 

    通過店名來傳達食物、料理的美味，或是象徵烹調鍋鼎的興旺與餐廳生意的

順利，如「金好家」客家菜、「鼎豐懷舊客家美食」等。 

 

6.親切人物(4家，佔 5%) 

    在此項目中，人物多半以熟悉、親切的鄰里街坊人物來稱呼，或是以家人、

家庭式的稱呼，例如「阿爸」的客家菜。 

 

7.多重組合(6家，佔 8%) 

    以多重元素組合而成的店名，如以店名加上料理內容之「新埔客家粄條」、

或是以街坊人物加上料理內容之「劉師傅客家粄條」等。 

 

(二)客家餐廳類型分析 

    客家餐廳的分類以兩個不同層面分別交錯進行：(1)各餐廳經營規模與(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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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廳之象徵性文化元素向度；在經營規模中，主要以餐廳座位席次多寡作為依據；

在象徵性文化元素上，以餐廳內的布置、裝潢擺設等為分類依據，再區分以傳統

型與現代性兩大類。 

    除店家地址與電話之外無進一步資料者有 37家，剩餘的 75家中僅有 31家

於網路上可得座位資料，因此主要針對此 31家進行分析。(資料來源：窩客島

http://www.walkerland.com.tw/) 

1. 大型餐飲店其網站或消費者網路分享以宴會、公司行號或家族聚餐等爲主要

用餐方式。風格及文化性元素使用上，傳統型多辦理喜宴，或為家族聚餐的

用餐空間，菜色圖片多呈現油亮、傳統宴客合菜。現代型從招牌、內部裝潢

到餐具質感等上較有整體的規劃，並傾向現代化、西化的設計，以象徵客家

元素為店家名稱。菜色不重份量，多強調改良創新，或朝以精緻、養生、健

康的烹調方式。

2. 中型餐飲店中，傳統型態以家常餐館或熱炒店為主，店名少以象徵式客家元

素來命名，家庭或親族成員通常即是店裡的工作人員。菜色多油亮、份量大

盤；現代中型餐飲店則多試圖以具體可呈現的客家元素，展現懷舊、復古意

象，如磚瓦造型壁貼、花布、農耕之衣著器具、家族老照片的使用等，試圖

營造身置客家庄的氛圍。

3. 小型餐飲店可運用之空間坪數與人力資源相對較少，所涵蓋的餐廳樣貌較為

廣泛。傳統小型店家型態多元，從傳統菜市場推車流動攤販，到固定坪數的

小攤位，販賣較為固定類型菜色之小吃，或強調特定客家料理，如粄條、魷

魚羹、客家菜包等。現代型則有較為懷舊復古的裝潢擺設，以精緻小吃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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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菜色類型，亦有如百貨公司地下美食街販售套餐之連鎖店。 

 

整體而言，中型餐飲店占大臺北地區客家餐廳之數量為多，並以傳統家常熱炒型

餐廳為主，其次則爲較小型之餐飲店。 

 

(三)客家餐廳訪談 

    在本次訪問的八家客家餐廳中，在內部空間上，部分餐廳以較簡單乾淨、樸

實的裝潢為主調，或以客家、客莊元素處理餐廳內部裝潢，唯有一間餐廳以精緻

裝潢為主要走向。 

 

    消費客群週間以鄰近之公司行號或上班族為主，週末則為家庭式聚餐。消費

者多是北部人，也有來自他國的客家人，如馬來西亞、新加坡、日本、中國大陸

等。餐廳多不會自行宣傳，而是透過報章雜誌或電視節目取材報導。網路食記分

享或口碑相傳常被認定可以延續客源或打開知名度。 

 

    經營者多數同時擔任廚師角色，烹飪技藝多習自家庭長輩成員，或在親人、

親戚開設之餐廳內協助而習得。家庭或親族成員常是餐廳工作人員主力。截至目

前，原鄉在客家莊的餐廳經營者多數傾向從家鄉或主要客家地區採購特定屬於

「客家」的食材。對於客家菜色的處理，部分餐廳傾向要維持傳統客家烹調做法

口味，但同時，這些經營者也多提到烹調方式的改變，集中於改變過去的重口味，

調整調味醬料使用，或以較清爽，少油的烹調方式來去酸去鹹；或試圖跟進近來

飲食習慣變化，著重養生、有機、健康菜色開發以回應或更加符合臺北地區消費

者口味。 

 

    最常出現的客家菜色是客家小炒與薑絲炒大腸。菜色開發上，部分餐廳強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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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材用料的精緻化或創新，亦有以客家菜元素來組合新菜，或有開發小吃類、將

桌菜改變成為小吃、便當者；或增加西式、清淡、酸味料理來調和客家菜的鹹味。 

 

五、結論 

    作為整體的消費革命內蘊著不易解消的矛盾趨勢，客家飲食的崛起擺盪在創

新、多元、道地的允諾與操弄性的商業資本求變、逐利、剝削的陰影之間。一方

面，對客家族群飲食的關注聯繫著想探索並消費文化差異的慾望，與對文化多樣

性展現出日益增長的包容與瞭解。另一方面，對特殊族群飲食的興趣緊密聯繫試

圖創造市場利基與追尋產品多樣化之現代商業操作手段，展現在： 

 

(一)經營型態：「懷舊、地方、家常」或是「現代、國際、精緻」 

    懷舊、地方、家常是多數大臺北地區客家餐廳自我訂位的主要特質。截至目

前，原鄉在客家莊的經營者，多仍傾向從家鄉或主要客家地區採購特定屬於「客

家」的食材。若更為關注餐廳內部裝潢，多試圖以具體且廣被知曉的客家元素作

餐廳陳設，特別以懷舊、復古為主要意象。自 2000 年代中期起，系列活動與節

慶推廣以及相關產業文化論述的推出，客委會積極推動客家飲食的「精緻化」與

「高級化」。近年來，少數更為關注餐廳風格設計且實投入形象營造的臺北客家

餐廳，明顯展露走向現代、國際、精緻之特色餐飲空間的塑造。在「懷舊、地方、

家常」與「現代、國際、精緻」所呈現的經營型態風格差異與展現特質意涵內醞

的緊張值得更深入觀察與分析瞭解。 

 

(二)消費客群：「傳統客群」或是「新興市場」 

    資料顯示，大部分餐廳受訪之經營者宣稱客群以熟客為主。消費者多是北部

人，可能多為非客家背景，較少來自客家地區或南部的客家人。隨著大環境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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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體對促銷的強調及觀光風氣的興盛，大臺北地區客家餐廳業者開始經歷消費客

群的各種改變。新興市場逐步浮現，宣傳行銷的管道也出現了多樣的發展與重心

的轉移： 

1. 更多年輕族群以新的資訊搜尋管道進入客家餐飲市場。為因應新興市場的消

費習性，部分餐廳業者開始利用新型宣傳管道—如臉書(facebook)等現代社

群平台—來進行行銷。 

2. 外地觀光客或外來消費者增加，此類客群逐步成為影響大臺北地區客家餐廳

經營運作與調整轉型的重要消費群體。 

 

    經營業者因此必須面對到：是否應更大幅度的調整以符合上述兩類消費者的

需求，面臨跟隨市場風潮與節奏做出快速反應的轉變壓力。 

 

(三)菜格：「道地口味」或是「特色美味」 

    具傳統客家特色定位的「客家菜」品項，截至目前多已被標準化建構為「慣

例」菜色，多數餐廳在持續更新菜色時，會明顯提供符合傳統客家「道地口味」

的品項；此外則是客家飲食的商品「多樣性」所形成的差異化的增長。差異化策

略廣泛鮮明地表現在客家餐飲業者的經營佈局中，展現在對「特色美味」的關注

與追求，此亦是國內餐飲業者近二十年來最為明顯的經營策略之一，如改變烹調

方式、開發新奇菜色、或引入潮流食材實驗。縱使企圖維持傳統客家烹調做法與

口味，經營者也多提到料理方式的改變以符合臺北地區消費者評價與持續變動的

口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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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計畫二 

大臺北都會區客家政策之研究 

成果報告(論文精要) 

計畫主持人：王保鍵 

 

    在行政院推動縣市改制為直轄市後，所擬定未來國土發展方向為「三大生活

圈、七大區域」，未來國土規劃將以建構「北台灣」、「中台灣」、「南台灣」

三大生活圈為目標。而都會區面對「隱形化」及「族群認同改變化」，都會區客

家族群之發展危機遠甚於傳統客家庄，是最需要以政策手段搶救之區域，身為首

善之區的大臺北都會區如何推動都會區客家發展？中央政府如何協調各地方政

府共同建構優質客家政策？值得關注。 

 

    本計畫以《客家基本法》規範機制為基礎，解析國民黨與民進黨客家政策、

中央客家委會客家政策、臺北市客委會施政計畫、新北市客家局施政計畫等資料，

並進行比較研析，嚐試建構整合為「都會型」的大臺北都會區（共同生活圈）客

家政策，以利客家族群發展。 

 

壹、研究目的 

    公共政策基本上可分為縣市、區域、全國、洲、世界等層級。又公共政策具

有導向性、計畫性、規制性等功能，是作為政府施政之藍圖，為促進大臺北都會

區客家族群之發展，實有必要研析大臺北都會區客家政策。本研究計畫之目的如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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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解析臺北市、新北市、基隆市（縣市層級）之客家政策。 

（二）研析中央（全國層級）與地方（縣市層級）客家政策之關聯性。 

（三）以「都會型」與「鄉村型」雙軌模式的客家政策思維，建構大臺北都會區

（臺北市、新北市、基隆市）之客家政策。 

 

貳、具體研究問題 

一、《客家基本法》施行後，大臺北都會區內三個地方自治團體之因

應作為 

     政府於 2010年制定《客家基本法》，依該法第 6條規定，行政院客家委員

會對於客家人口達三分之一以上之鄉（鎮、市、區），應列為客家文化重點發展

區，加強客家語言、文化與文化產業之傳承及發揚。又行政院客家委員會 2010

年 4月 26日客會企字第 0990004943 號函發布之「客家文化重點發展區」未包含

臺北市、新北市、基隆市中任何行政區。 

 

    在此大臺北都會區並非客家文化重點發展區之情形下，為持續推動客家事務

之發展，大臺北都會區內各地方自治團體須有何因應之作為？ 

 

二、在政府三大生活圈國土規劃政策下，大臺北都會區內三個地方自

治團體之客家事務與政策的跨域合作 

     目前臺北市政府設有客家事務委員會、客家文化基金會、客家文化主題公

園；新北市政府設有客家事務局、客家文化園區；基隆市政府設有任務編組式的

客家事務委員會（經費編列於文化局）。 

 

     在中央政府政策以國土重劃與均衡區域發展思維，朝向「三大生活圈、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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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區域」之國土發展方向，大臺北都會區的三個地方自治團體如何以跨域治理之

方式，開展其客家事務與政策之跨域合作。 

 

三、建構「都會型」客家政策，以凝聚都會客家族群 

    都會區住民(包含設有戶籍與未設有戶籍)中，許多來自鄉村地區之遷移性的

外來人口，客家族群因就學、就業因素，自鄉村地區移居至都會地區，常出現「隱

形化」之情況。從公共政策「階段論」觀點，政府在制定客家政策時，如何確定

政策標的團體的範圍？如何認定政策問題？是決定大都會區客家政策內涵之關

鍵所在。 

 

    本計畫擬以實證之焦點座談會方式，掌握大都會區客家政策問題，藉以規劃

大都會區客家政策之內涵。 

 

四、以「文化產業化」構思大臺北客家文化產業發展之建議 

    欲發展客家文化產業，可循「文化產業化」及「產業文化化」兩種路徑，惟

大臺北地區較少有傳統客家產業，故如欲發展大臺北客家文化產業，應循「文化

產業化」之路徑。 

 

    本計畫嚐試以「文化產業化」之路徑，構思如何發展大臺北客家文化產業，

並提出相關建議。 

 

叁、研究方法 

     

    本計畫係針對以臺北市、新北市、基隆市所構成之大臺北都會區的「都會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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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家政策為研究主軸，本計畫擬採行之研究方法如下： 

 

一、焦點座談會 

    為透過意見之交流溝通，激盪出更具創意及新意的觀點，本研究計畫擬辦理

焦點座談會，邀請政府部門客家事務之主管官員、民意代表、學者專家、客家社

團負責人等人員，以掌握大都會區之客家政策問題，藉以規劃大都會區客家政策

之內涵。 

 

    透過焦點座談會以掌握大臺北地區客家政策之爭點，俾以提出未來大臺北地

區之客家政策發展建言。 

 

二、次級資料分析法（secondary data analysis） 

   本論文先以次級資料分析法，即所謂的文獻考查法，來對所收集之相關專家

學者著作、重要期刊論文及報紙等次級資料，加以整理歸納分析。並以「歷史」

83及「制度研究」84之觀點，來探討公共政策、客家政策相關理論及實務評述，以

分析大臺北地區客家政策之演展歷程，以具體提出未來大臺北地區之客家政策發

展建言。 

 

                                                     
83 美國政治學者賽特(Edward M. Sait)曾說：「歷史研究法是不可缺少的，它是辨別制度真正本質

的唯一方法，也是嘹解制度形成的特定方式之唯一方法。」  
84

 傳統制度研究受到歷史與法律等研究方法的影響，而使具權威性的正式體制受到重視，故當

時對憲政體制的研究，就法學上所強調者，乃是針對公法及所衍生法條的析論。此牽涉到兩個需

要加以強調的面向：一是公法研究，故稱為「法制的」（legal），另一則涉及正式政府組織，所

以是「正式的」（formal）。而後，行為科學研究途徑興起，而制度研究者於其間亦逐漸受到行

為主義之影響，開始關注「制度環境」，而非僅限過去靜態的描述，開始對制度和社會的互動有

了進一步的動態觀察。新制度主義（New Institutionalism）經歷了行為科學的洗禮，並受到實證

主義所影響，而在分析層次、途徑乃至關注的焦點等面向上，和傳統制度研究有所差異。新制度

主義者在制度的分析上較具科學精神，強調資料的收集與解析，並以更宏觀（macro）之視野關

注制度的應用層面，重視外在環境對制度的制約和作用，而以動態視角捕捉制度的基本意涵，從

制度的社會互動以瞭解其對個人或社群的實質作用（徐正戎、張峻豪，2004：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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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研究架構 

    本研究計畫在政府三大生活圈國土規劃政策下，以臺北市如何導引大臺北都

會區內三個地方自治團體之客家事務與政策的跨域合作為核心思想， 構思如何

建構大臺北都會區之客家政策。 

 

《客家基本法》 

(中央客家政策) 

 

 

 

  客家文化重點發展區                  非客家文化重點發展區 

 

 

 

    鄉村型客家政策                       都會型客家政策 

 

 

跨域治理 

 

 

                                            臺北市 

 

                                 新北市                 基隆市 

 

 

 

                                             政策建言 

 

圖 1-3：本計劃研究架構圖 

 

    公共政策有其多面性，諸如國防政策、民族政策、外交政策、經濟政策等。

臺灣都會區客家族群因為面對一個人際關係疏離的城市化環境，為求適應環境，

從客家庄移居者多發生「隱形化」困境，至居住在都會區的第二代或第三代客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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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群，因與非客家族群通婚或生活環境中多非客家族群等因素，多已不再或不會

使用其母語。 

 

    故臺灣客家族群發展上，主要面對客語傳承與客家文化保存上之危機，特別

是在臺灣都會區，此種危機性是更嚴重的。 

 

    為思考如何搶救臺灣客家族群（特別是都會區）發展的危機，本研究計畫將

思考如何建構有利於臺灣都會區客家族群長遠發展的客家政策。 

 

伍、重要研究發現 

    本計畫先探討臺灣客家族群發展的主要問題為客家族群定義趨於寬鬆致客

家人口數未臻精確、都會區客家族群的「隱形化」及「族群認同改變化」、其他

族群不易接受客家族群爭取制度保障訴求等三項。進而檢視客委會所公告之「客

家文化重點發展區」，並發現其主要問題為「客家文化重點發展區」之認定問題、

穩定性問題、地方配合度問題、大臺北都會區無客家文化重點發展區等問題。 

 

    中央客家委員會在「客家文化重點發展區」之機制下，更在 2012 年 8月 8

日訂定《客家文化重點發展區計畫提高補助比率暫行作業要點》，強化對傳統客

家鄉村區之預算補助與資源配置。此種只重傳統客家鄉村區，忽視都會客家區85之

制度規範機制，可以說是一種需要進急診室急救的病人，卻在醫院門口排隊掛號

的顯失「比例性」的情況。 

 

 

                                                     
85

 特別是在桃園縣改制為直轄市後，戶籍設在此六都的人口數為 15,959,975（2012年 10月

底），占全國總人口數的 68.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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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研究建議 

一、重要概念 

    為解決本文所提出都會區客家發展問題，本文建議應以客家文化產業為手段，

採行「鄉村型」與「都會型」之「雙軌制」客家發展策略；並思考修正《地方制

度法》規範「都會客家主題發展區」之設立機制。 

 

二、具體建議 

（一）中央客委會應配置更多資源推動國際客家研究，地方客家事務由地方客委

會處理 

    依《客家基本法》第 11條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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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法第 13條規定，「政府應積極推動全球客家族群連結，建設臺灣成為全球客

家文化交流與研究中心。」是以，推動國際性、跨國性之國際客家研究，是符合

《客家基本法》之立法精神，是在實踐《客家基本法》。 

透過國際客家研究，不但可以連結海外客家華人，亦可瞭解先進國家的族群政策，

俾利制定更優質的臺灣客家政策。例如，推動英國客家研究。86 

 

 

                                                     
86 英國曾享有「日不落國」的美譽，在世界各地有著許多殖民地，雖然這些殖民地多已獨立建

國，但藉由「大英國協」的機制，這些國家仍與英國維持良好互動，部分國家仍尊英女皇為國家

元首。也因此，英國是一個高度移民化的國家，許多曾為殖民地之國家的人民，易往英國移民。

加上英國本身就是一個多族群的國家，而英國政府為調和各族群之衝突，並求化解愛爾蘭共和軍

（Irish Republican Army，IRA）的武裝衝突及蘇格蘭獨立運動（Scottish Independence），在族群

政策上，施行尊重多元文化、重視族群平等的策略。臺灣學界過去多關心美國、加拿大、澳洲的

族群政策，尚未對英國族群政策進行廣泛且深入的研究。加上英國 2006 年制定《平等法》（Equality 

Act），並設置「種族平等與人權委員會」（Equality and Human Rights Commission， EHRC）；且

歐洲各國中以英國的客家族群最多，亦成立有「英國崇正會」，在英國的客家族群仍保有其客家

情感與客家意識，實有必要對此議題進行研究。 

 

http://www.equalityhumanrights.com/en/Pages/default.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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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國家層級的中央政府之客家政策，與地方層級的地方政府之客家政策，應

該是上、下緊密連接，且是上、下游關係 

    中央政府之客家政策為國家政策之一，屬於國家層級的中央政府之客家政策

與屬於地方層級的大臺北地區（北北基）客家政策，或各地方政府（如臺北市政

府、新北市政府、基隆市政府）之客家政策，應上、下緊密地連接在一起，且是

上、下游關係，地方政府固然可以較自由地發揮其地方自治功能，但是中央政府

之國家政策必須明確而清楚明白，中央政府之客家政策如何落實下去，中央政府

之客家政策應與地方政府上、下緊密地連接在一起，彼此要保持良好的溝通、協

調。 

 

（三）推動「鄉村型」與「都會型」雙軌制客家發展策略 

    臺灣都會區客家發展問題有別於鄉村區。臺灣因都市化的發展，人口聚居於

大都會區，許多客家人已逐漸搬離傳統鄉村客庄，而進入大都會城市居住。這些

進入大都會城市的客家族群是最容易發生「隱形化」及「族群認同改變化」的一

群。 

 

    而客家委員會目前公告的客家文化重點發展區多為「鄉村型」市鎮，如大臺

北都會區（即臺北市、新北市、基隆市）中無任何客家文化重點發展區，於政府

未來資源配置上，恐將不利於「都會區」客家族群之發展。 

為解決此種客家族群發展之「城鄉困境」，政府有必要構思並採行鄉村型與都會

型之「雙軌制」客家發展策略。 

 

（四）設立「都會客家主題發展區」 

    都會型客家發展策略，本計畫建議在無客家文化重點發展區之都會區，可另

行採由下而上之社區總體營造方式，循修正《客家基本法》或制定《臺北市都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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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家發展自治條例》之方式，設立「都會客家主題發展區」。至如何設立「都會

客家主題發展區」仍待更多的討論。本計畫初步認為因大都會區中，族群聚居性

色彩不明顯，不易以相對人口比例來界定「都會客家主題發展區」；故似可採「主

題式」及「社區式」之發展模式。如以「臺北市客家文化主題公園」為核心，運

用「社區總體營造」之概念，結合周遭客家族群聚集較多之龍泉市場與泰順街，

劃定為都會客家主題發展區。 

 

    抑或是，臺北市政府客家事務委員會可將「臺北市客家文化會館」、「臺北

市客家藝文活動中心」及「臺北市客家文化主題公園」三合一經營模式，大力推

動客家文化發展，早日成為全臺灣、全亞洲、全世界之客家文化重鎮。 

大臺北地區可建構成一個具有三個發展客家文化之核心據點的「都會客家主題發

展區」。所謂三個發展客家文化之核心據點，臺北市為臺北市客家文化主題公園，

新北市為三峽，基隆市另擇一處。每年三個地方政府定期協商如何共同推動客家

文化發展。這種區域聯合推動客家文化發展之模式，可作為全國各地推動客家文

化發展之典範，成本較低，效用較高，成果應該會比現況好很多。 

 

（五）辦理「客家族群身分登記」 

     客家人口之確實數目是客家事務推動之關鍵所在，惟目前大臺北都會區之

客家族群數全賴中央客家委員會之統計推估資料，精確性不足。故為強化客家論

述基礎及客家事務推動依據，確實有必要精確化客家人定義及人口數，本計劃建

議可思考由市政府以「開創性」思維，先於中央政策之前，辦理「客家族群身分

登記」。 

 

    登記方式應以「自我認同」為基礎之「自我登記」87方式來精確化客家人口

                                                     
87 如加拿大原住民身分便是採「自我登記」方式；另臺灣原住民族法定身分之取得，須檢附足資證明具有原住民身分之

文件，至戶政機關辦理原住民身分認定及民族別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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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一個自我認同為客家人，經提出相關佐證資料（佐證資料可寬鬆化），並主

動向主管機關完成登記者，實具有較強烈的客家認同與意識；而主管機關以此「自

我登記」所確定之客家人口數在爭取預算資源、公告客家文化重點發展區、推廣

客家事務等，便有較強之論述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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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計畫三 

大臺北地區客家族群投票行為之研究： 

調查資料分析與深入訪談 

成果報告(論文精要) 

計畫主持人：邱榮舉 

共同主持人：劉嘉薇 

一、研究目的 

    「北藍南綠」是新聞界經常描述我國政治板塊的名詞，由於客家族群在政治

上扮演關鍵族群，政治人物爭相競爭其票源，而此藍綠板塊的南北差異是否亦出

現在客家族群的投票行為（主要為投票抉擇）上，值得探究。基於地域的差異，

本文首先研究大臺北地區（臺北市、新北市、基隆市）客家族群的投票行為。在

「北藍」的氛圍下，本研究以量化資料分析大臺北客家族群的投票行為與大臺北

其他族群選民的差異為何。同時亦以質化資料分析大臺北地區客家族群投票行為

背後的原因。在政黨認同對投票行為影響大的情況下，客家人族群的角色何。 

 

    客家族群自從民主化後的歷次選舉總能扮演關鍵少數的重要角色，客家族群

對於政黨的認同，幾乎落在閩南族群與大陸各省市人之間，因此客家族群政黨認

同的移動也關係著台灣政黨認同的變遷。  

 

    若要解釋客家人的政治態度，我們就必須先對台灣客家人的特徵提出說明。

根據行政院客家委員會（2011）調查結果顯示，《客家基本法》定義之客家人口

占全國人口的 18.1%，推估約有 419.7 萬人；自我單一認同為客家人口占全國人

口的 13.6%，推估約有 314.7 萬人；自我多重認同的客家人口為 18.5%，推估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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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428.6 萬人；廣義定義的客家人口為 24.8%，推估約有 575.3 萬人。施正鋒

（1997，80-84）指出，客家菁英所展現的集體焦慮，可以歸納為是擔心客家族

群在文化認同上逐漸衰退，隨著前往都會區謀生的客家人愈來愈多，他們面對多

數族群的無形文化壓力，往往不得不屈從，讓自己成為隱形人。 

 

    對於客家人的起源，長久以來可分成兩派的爭論。一派強調客家人是正統漢

族，因為中原自魏晉南北朝時期戰亂頻仍，因此為逃避戰禍而分數次往南遷徙（羅

香林，1973；王東，1998）。客家人在遷移台灣的過程中，一方面由於遷入地人

口與經濟發展狀況的不同，另一方面也由於其自大本營遷移到台灣的路線差異，

從而導致其在台灣各地的分布及形成村落的時間不盡相同。大致而言，客家人在

台灣的分布，經歷一個以台南為中心繼續向南開發，然後再向北發展的先南後北

過程。其生活地域內的自然地理環境以山地和丘陵地帶為主。客籍學者鄧迅之指

出：「客人的入墾台灣較遲，所以開墾的區域，大多集中於地段較為惡劣、土壤

較為礁薄的丘陵或山區地帶。」（王東，1998）。 

   

    進一步來說，客家人遷徙來台後，在台灣政治參與的過程並不快速，在威權

時代，不能使用母語（客語）與客家文化不受到重視，客家族群的政治影響力大

多侷限於地方層級，但自民主轉型以後，客家族群的政治力明顯擴散至全國層面，

提升到中央層級。將客家事務以公共議題對待，以民進黨台北市市長候選人陳水

扁在 1994 年台北市市長選舉中首次提出客家政策白皮書為肇始，馬英九亦於

1998年競選台北市市長選舉提出其客家政策白皮書（范振乾 2002, 12-17）。

此外，1996年首次總統直選，各組總統候選人在族群政策中都提及了客家語言

文化的保存（客家雜誌編輯部，1996），2000年總統選舉時，各組候選人亦不

約而同地提出其客家政策白皮書，客家議題正式成為全國性的公共議題（范振乾 

2002, 12-17），客家政策櫥窗正式開啟（丘昌泰 2007）。2008年總統選舉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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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組候選人客家政策白皮書亦相繼推出，不僅維持原有的客家政策，更欲強化既

有成效（客家雜誌編輯部，2008c）。以上在在說明客家族群在政治參與上的影

響力逐漸擴大，值得本研究關注。 

 

二、研究方法 

    本研究首先採用二手資料進行量化資料的分析，並進一步以深度訪談法進一

步瞭解形成、強化或改變客家人投票行為的原因，自變數包括結構因素（以地域

為主）、社會心理學途徑情感溫度計、議題態度、政黨認同，其中以政黨認同為

主要觀察對象、理性抉擇途徑（回溯性投票、經濟投票、突發事件）以及個人背

景控制變數（性別、世代、教育程度、居住地區、職業）。 

 

 

 

 

 

 

 

 

 

 

 

 

 

 

 

 

 

 

 

 

 

 

圖 1：量化研究架構圖 

社會學途徑 

結構因素（以地域為主、所處鄉

鎮市客家人比例 ） 

 

社會心理學途徑 

情感溫度計、議題態度、政黨

認同（著重比較政黨認同與省

籍的差異） 

 

 

 

大臺北地區 

客家族群投票抉擇 

控制變數：個人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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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住地區 

職業 

 

理性抉擇途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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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質化研究架構圖 

 

三、研究之理論分析架構 

    2004 年總統大選藍綠競爭激烈，閩南票各半支持雙方陣營，外省票大部分

支持藍營，因此客家票決定勝負（客家雜誌編輯部，2004a），但客家選民的投

票對象卻有「北藍南綠」的分殊（客家雜誌編輯部，2004b）。張家郎（2004）

認為，泛藍的客家思潮以中原客家文化為主，如國民黨及世界客屬於總會等。泛

綠的客家思潮以台灣客家優先，如民進黨及台灣客家公共事務協會。在單一選區

兩票制的立委選制中，客家人當選的席次遠不如客家人的比例（文亮，2008；客

家雜誌編輯部，2008d），客家人在投票時會選擇客家候選人嗎？抑或依照政黨

投票？值得分析。 

 

    進一步而言，大臺北地區客家族群投票行為與其所處社會系絡息息相關，因

此本研究需要關照選民所處環境客家人所佔比例的面向。由於族群關係對政治態

度的影響與各族群所處的社會系絡息息相關，因此和諧或緊張的族群關係各自會

形成民眾不同對政治的看法，反應在政治行為上。進一步來說，同質性的族群關

係通常較為和諧，相對地，異質性的族群關係通常較為緊張，以下從社會系絡的

同質性和異質性觀點討論社會系絡對政治態度的影響，行文中或有討論社會系絡

對投票行為的影響，雖屬社會系絡對政治行為的影響，但仍不失為討論社會系絡

對政治態度影響的輔助推論過程。 

 

客家社團參與狀況 

客家社團受到客委會協助狀況 

客家政策偏好 

客籍人士影響力 

大臺北地區 

客家族群投票抉擇 



361 
 

Lazarsfeld 等人早在 1940年研究發現，身處同質性高團體的選民，其投票決定

相當一致。Deutsch和 Gerard（1955）以及 Kelley（1952）發現人際影響力可

透過語言及非語言的方式發揮影響力。Campbell（1960）等人即使認為政黨認同

具有相當重要性，也仍然討論家庭、等社會系絡因素對選民政黨認同的影響。再

者，Putnam(1966)整理了社會系絡對政治態度影響的三種觀點：包括政黨活動

（party activity）的影響，認為政黨活動會影響選民投票決定；再者， 個人

對社群規範的遵從與認同（community identification）亦會影響其政治態度；

最後，社會互動（social interaction）意指個人和社群成員持續互動的結果與

他們的政治態度有關。Lazarsfeld et al.（1968）認為人際傳播較為自然，不

容易被避免，內容、方式也都具有彈性，傳播訊息的可信度也較高。Fiorina（1981）

等人更提出政黨認同形成初期受社會系絡因素影響，甚至政黨認同改變也受社會

系絡影響。 

 

    Burt（1987）討論了關於社會系絡影響力的兩個理論方向：社會聚合（social 

cohesion）模型與結構均衡（structural equivalence）模型。前者認為人際接

近程度是社會系絡的主要內涵，政治社會化理論即代表此一過程；後者則強調共

同的社會背景是社會系絡的主要內涵。Schmitt-Beck（2003）則提出了在同質性

的人際網絡中，容易重視對此一團體正面的訊息，忽視負面的訊息。國內政治學

界對社會系絡效果的研究，大多集中於社會系絡對政治參與的影響（盛杏湲 1991；

黃秀端 1995；劉義周 1991；陳陸輝 1994；蔡佳泓 1995）。 

 

    客家族群的投票行為取向，除了 1996年的總統大選，全台客家人都有李登

輝情結外，從 1994年的省長選舉到 2000、2004年的總統大選，都呈現「北藍南

綠」的現象，即中北部、東部的客家族群較支持國民黨；高屏六堆地區的客家人

較挺民進黨。而今年雖然還是「北藍南綠」（客家雜誌編輯部，2008a: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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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從最近十餘年的重大選舉觀察，在藍綠政治氛圍對峙下，族群已非選民的重要

選項。例如，2000年的總統大選，退出民進黨獨立參選的客家籍前民進黨主席

許信良也只獲得 0.63％的選票；2006 年的高雄市長選舉，客家籍台聯提名的羅

志明也只獲得 0.86％的選票（客家雜誌編輯部，2008b: 1-2）。 

 

    本文研究大臺北地區客家人投票行為，其所處的北部環境是一政治社會化的

情境，亦可能形成地域感（sense of place），地域感指選民在特定區域尋求自

我認同的途徑（Cox 1969, 93），本研究認為屬於社會學因素對投票行為的影響。

地域因素與投票行為息息相關，在同一地域者因為接觸而可能強化或改變投票行

為（王甫昌，2002）。洪永泰（2000）提出政治版圖的概念，其分析方法主要是

整合選區內歷次選舉投票所的地理範圍及投票紀錄，挑選政治指標，將投票所依

其指標進行分群，以此劃分政治版圖。徐永明（2000；2001）則認為，政治版圖

僅能解釋政黨在該地區歷年來，所獲得的支持與變動情形，無法因而推估選民支

持的流動情形。以上論述或有差異，但連結地域與投票行為的目的卻無異。再者，

政黨認同是解釋全體選民投票行為重要的因素，屬於社會心理學途徑，然客家族

群的投票行為與此一途徑相同或相異，亦值得探究。 

 

四、重要發現 

    本研究發現北部客家族群政黨偏好有泛藍的情況，除了用國民黨重北輕南這

種耳熟能詳的因素解釋。首先，在聚落在分布的地形上、語言使用上、閩客情節

（閩客關係、國民黨聯客制閩）有其特殊性。加上歷史上閩客械鬥多發生北部，

使得北部閩客關係較差，而國民黨適時聯客制閩的策略應也有其效果。以上皆可

納入研究政治態度和行為的社會學途徑解釋。 

 

                                                     
88 但是藍軍氣勢也已攻進南部，在高屏六堆的 12個鄉鎮中，除了屏東縣 8個客家鄉及高雄的六龜鄉還

是綠大於藍外，高雄縣的美濃鎮、甲仙鄉與杉林鄉今年都由綠轉藍（客家雜誌編輯部，2008a: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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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者，研究政治態度時不可忽視的選民的理性因素，國民黨政府對客家族群給予

物質恩惠，都是解釋客家族群政黨偏好不可或缺的因素。國民黨政府的重北輕南

也使北部客家族群連帶在「重北」中受到重視。另一方面，北部客家族群因為國

民黨政府在經濟上的施予得到了恩惠，在理性抉擇的驅使下，維持現有政黨偏好

是最安全、保守的做法。以上皆可納入研究政治態度和行為的理性抉擇途徑解

釋。 

 

五、結論 

    政治態度和行為的研究在台灣學界已經蓬勃發展，然單一族群的研究卻相當

缺乏。我們在選舉中不會聽到候選人高喊我是外省人或我是原住民如此的口號，

但卻經常有候選人高喊自己為客家人，攻占客家族群政黨偏好已是政治人物競選

的常態。然客家族群的政黨偏好又是如何分布？造成分布差異的原因為何？ 

 

    整體而言，就一般選民而言，社會心理學對其政治態度或行為的解釋力最強，

然客家族群卻不在此脈絡下，社會學因素和理性抉擇因素的影響反而更明顯。地

形、語言、歷史和物質利益對客家族群投票抉擇研究皆有值得討論之處，且這些

解釋因素皆非過去政治態度或行為重要的解釋因素。過去將客家族群至於全體選

民的脈絡研究，難以凸顯其特色，本研究試圖突破。 

 

    本研究將選舉研究理論引進客家學研究跨領域科技整合，從選民政治態度的

角度切入客家族群研究，在政黨偏好對投票行為影響大的情況下，客家人族群的

角色何。過去研究雖已涉及此一面向的研究，但多以制度面角度討論，雖有實證

分析，但研究不多，本研究進行質化與量化的實證分析，有助於選舉研究與客家

學研究的對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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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客家族群在政治上和政府決策扮演一定的影響力，客家學研究亦有一定的重

要性與影響力。未來仍有些方向值得努力，包括增加訪談人數，以增加研究的效

度與信度；再者，作者本次採用的二手資料是政治學界具有公信力的資料，且具

有客家族群樣本，但其樣本數較少，以致於難以進行統計模型分析，僅能進行簡

單描述性統計，未來若有機會取得較多客家族群樣本，將可進行較細緻的分析，

甚至從選民「個體」的角度，測量其社會學、社會心理學、理性抉擇三方面的「個

體」認知、態度和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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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計畫五 

臺灣客家社區總體營造— 

以新竹縣橫山鄉內灣村為例 

成果報告(論文精要) 

計畫主持人：邱榮舉 

共同主持人：邱榮裕 

摘要 

    近年來，文化相關產業以及具在地特色之休閒事業成為各國重要的產業之一，

各國皆日益重視文化層面的發展，除了在經濟發展上可帶來經濟成長、創造就業

機會，在文化上更能展現一個國家的文化多樣性、以及對文化產業的重視程度，

達到提升國際能見度和國際行銷的效果。因此，本研究以回顧臺灣社區總體營造

過程為主題，並以新竹縣橫山鄉內灣社區為個案，探究社區總體營造政策在的地

方上執行之成效，是否展現文建會所提之「由下而上」、「自立自主」、「居民

參與」、「永續發展」四項原則，為本研究之動機。有鑑於上述之研究動機，旨

在探究社區總體營造在內灣社區之運作成效、產生之問題與困境，進而提出建議，

期望能夠達成以下的研究目的：(一) 了解內灣地區推展社區總體營造之現況，

及公部門、社區居民與社區營造團體之互動關係。(二) 分析內灣地區之社造過

程，及其所面臨的問題與困境，並檢視是否符合「由下而上」、「自立自主」、

「居民參與」、「永續發展」四項原則。(三) 對內灣未來之社區總體營造提出

建設性的建議。本文的研究問題主要有三： (一) 內灣地區目前之營造現況如何？

當地之公部門、社區居民以及社區營造團體之互動關係如何？(二) 內灣地區推

廣之社區總體營造，面臨何種困境，是否符合文建會所稱之「由下而上」、「自

立自主」、「居民參與」、「永續發展」四項原則？(三) 內灣地區未來在推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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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總體營造的道路上，有何具體建議？而本文的研究方法採用深度訪談法及個

案研究法。最後，本文的研究成果有二：(一)臺灣社區總體營造之發展過程及臺

灣客家社區發展現況。(二)新竹縣橫山鄉內灣村之社區總體營造發展史及現況，

以及其所面臨之問題與困境。本研究之貢獻為「對臺灣客家社區（新竹縣橫山鄉

內灣村）之社區總體營造政策提出修正及未來發展方向」，並可供政府及社區營

造團體參考之用。 

關鍵詞：內灣、社區總體營造、文化產業、客家社區、客家社區發展 

 

    關於臺灣客家社區總體營造，可以說是整體臺灣社區總體營造之重要組成部

分，因而有關如何積極推動臺灣客家社區總體營造，吾人可參考整體臺灣社區總

體營造之相關論述與解析。本研究案是以新竹縣橫山鄉內灣村的客家庄「內灣社

區」為例，來探討臺灣客家社區總體營造之相關問題。 

本研究案以社區營造體制之四大要素：社區居民、社區營造團體、公部門行政以

及社區營造政策做為核心，研究各部門間的運作情形，並檢視社區營造過程中是

否符合「由下而上」、「自立自主」、「居民參與」、「永續發展」四項原則，

深入分析內灣地區社區總體營造之過去發展、現況與未來發展。 

 

一、研究目的與研究問題 

本研究的研究目的有三： 

1.了解內灣地區推展社區總體營造之現況，及公部門、社區居民與社區營造團體

之互動關係。 

2.分析內灣地區之社造過程，及其所面臨的問題與困境，並檢視是否符合「由下

而上」、「自立自主」、「居民參與」、「永續發展」四項原則。 

3.對內灣未來之社區總體營造提出建設性的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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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計畫的研究問題主要有三： 

1. 內灣地區目前之營造現況如何？當地之公部門、社區居民以及社區營造團體

之互動關係如何？ 

2. 內灣地區推廣之社區總體營造，面臨何種困境，是否符合文建會所稱之「由

下而上」、「自立自主」、「居民參與」、「永續發展」四項原則？ 

3. 內灣地區未來在推廣社區總體營造的道路上，有何具體建議？ 

 

    本研究團隊主要成員包括:邱榮舉(國立臺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教授兼社

會科學院副院長/國立臺灣大學客家研究中心創辦人)、邱榮裕(國立臺灣師範大

學歷史學系副教授/國立臺灣大學客家研究中心特約副研究員)、黃玫瑄(國立臺

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博士生/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講師)、陳思潔(國立臺灣大學

國家發展研究所法學碩士)等。 

 

二、研究途徑與研究方法 

    本研究之研究途徑採歷史學研究途徑，將我國社區總體營造的政策，依時間

順序，畫分出每一時期不同之政策、相關計畫與事件，架構出內灣社區總體營造

的過去與現況，並對未來發展提出具體建議。 

本研究計畫的研究方法有二： 

1. 深度訪談法(In-depth interview) 

    找若干與內灣地區社區營造過程關係密切之人士進行深度訪談，如：地方行

政首長、參與內灣社區總體營造之公部門成員、各社區營造團體幹部，以及當地

意見領袖、商家、居民，做為深度訪談對象，藉由訪談過程，了解社區居民、公

部門以及社區營造團體之互動模式。 

 

    本研究與內灣社區總體營造較重要人士進行深度訪談，例如社團理事長、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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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長、學者專家、當地重要士紳等。 

2. 個案研究法(case study) 

    以內灣地區為個案，透過相關文件、檔案紀錄、訪問晤談、直接觀察、參與

觀察、特色產業(文化商品、地方特產)，並以 5W1H之架構：who、what、 where、

when、 how和 why，對內灣社區總體營造之歷程與現況所全面性的歸納，並找

出其目前所面臨之問題，找出合適之修正發展方向。 

 

三、研究之理論分析架構 

    本研究架構以社區營造體制之四大要素：社區居民、社區營造團體、公部門

行政以及社區營造政策，做為核心，研究各部門間的運作情形，並檢視社區營造

過程中是否符合「由下而上」、「自立自主」、「居民參與」、「永續發展」四

項原則，深入分析內灣地區社區總體營造之過去發展、現況與未來發展。 

 

 

 

 

 

 

 

 

 

 

 

 

 



369 
 

 

 

 

 

 

 

 

 

 

 

 

 

 

 

 

 

 

 

圖 2：本研究架構圖 

 

四、重要發現 

     關於內灣地區社區總體營造之運作現況，其主要重點有三：一為探討公部

門；二為解析社區營造團體在內灣社造過程中所扮演之角色，以及彼此之間的互

動關係；三為討論社區居民的參與程度，檢視社區認同與社區意識是否有所提升。

茲簡要說明如下： 

社區營造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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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公部門 

     社區總體營造大致上有兩種模式，其一為公部門先進入社區領導，並由陪

伴組織輔導社區，與當地的社區一起成長，當社區的組織可以獨立運作時，陪伴

團隊就慢慢退出，另一種模式為社區內先有自發性的活動，進而向公部門爭取計

畫案經費，以及資源補助，較符合「由下而上」的精神。內灣地區目前的現況是，

公部門的角色尚未淡出，在重大政策決定與計畫執行時，多半由公部門主導，地

方組織僅負責一些較為技術、細節的事宜，如會議聯繫、攤販管理、臨時人力資

源之招募等。 

     

    中央與縣市層級之公部門，以文建會、客委會、交通部觀光局、新竹縣政府，

與新竹縣文化局的引導為主，除了九讚頭文化協會所經營的劉興欽漫畫發明館外，

目前大多數仍由中央與縣市層級的公部門所主導較多。 

 

   而地方政府橫山鄉公所雖然多樂意舉辦活動，但角色尚未完全發揮，由於受

到政治立場的角力運作，以及不願得罪地方勢力，因此在執行上窒礙難行，在取

締地方違章建築時缺乏執法的魄力。 

 

2. 社區營造團體 

    內灣地區與社區營造有關之團體或文化協會眾多，其中關係較為密切的有內

灣社區發展協會、內灣形象商圈發展協會、九讚頭文化協會、兩河文化協會，以

及鐵道文化協會。 

 

(1)內灣社區發展協會 

    目前為第五屆的協會組織，現任理事長為邱創南先生，同時也是鄉民代表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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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設有理事長一位、總幹事一位、會計一位、理事九位，以及監事三位，經

費來源有來自公部門零星的補助外，每年會向會員收取 500元的會費，做為活動

的經費來源，在財務方面較為困窘，主要活動以娛樂性質的「中秋晚會」，以及

每年固定舉行的「自強活動」為主，往年的「媽媽教室」等活動或課程，目前都

已呈停擺狀態。 

 

(2)內灣形象商圈發展協會 

    形象商圈發展協會為內灣地區目前最活躍、最積極的當地組織，其背後的輔

導組織為經濟部商業司與中國生產力中心，現任理事長為彭春浮先生，設有理事

長一位、會計一位、常務理事兩位、理事六位、常務監事一位，以及監事兩位，

經費來源主要為經濟部商業司，且組織內部設有公基金，將活動經費結餘納入公

基金，目前已有 70~80 萬的結餘，此外，每年月向會員收取 300元的清潔費，雇

用清潔工維護環境的整潔，因此，財務透明化且充裕。中國生產力中心定期會舉

辦「課程講座」、「群聚觀摩活動」、「會員大會」等例行性活動，以增進商圈

組織成員之知識與行銷觀念，組織成員的參與度也很踴躍。 

 

(3)兩河文化協會 

    主要由教育界的人士所組成，也是最早在內灣申請社造計畫的文化團體，

1999年的「再造美麗新計畫」就是由兩河文化協會負責執行，辦演承先啟後的

角色，目前主要的著力範圍已並非以內灣為主，而是拓展到整個新竹縣為主，設

有理事長一位、 總幹事一位，以及理監事共十五位，現任理事長為姜信淇先生。 

 

(4)九讚頭文化協會 

    主要的基地不是在內灣，在內灣的部分僅有劉興欽漫畫發明館，但對內灣的

社區營造以及文化建設有很大的影響及貢獻，主要的會員都是以家庭為單位加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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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有理事長一位、總幹事一位、執行長一位、秘書長一位、會計一位、理事五位，

以及監事五位。 

 

(5)鐵道文化協會 

    著重在內灣鐵道歷史的保存，是以聯誼性質為主的社團，現任理事長為鄉民

代表楊石和先生。 

 

      內灣地區各類型的社區營造團體多元，各有不同之專長與目標，但內灣地

區內之各人民團體鮮少有合作的計畫，甚至是趨於零互動，彼此之間以各自的計

畫為主，很少會邀請其他團體一起參與，因此在社區資源的整合以及文化事權的

分配上，並不是很有效率，甚至是呈現對立的情況，對地方來說都是一大傷害。

就目前現況而言可以發現，內灣地區之團體成員，雖然都是同一社區的居民，彼

此也都認識，但在社區事務以及公共事務上都沒有溝通和合作的情形。而各團體

間皆認為往後應該要朝向合作才對，只是現在欠缺一個統合各部意見的有力者，

他們想合作，也沒有切入點，且政治立場不同造成的隔閡，與地方派系問題也是

目前社區營造運做的阻力之一。 

 

3. 社區居民/業者 

    目前內灣地區的業者有 80%都非當地人，且當地業者與當地居民，對社區的

理念分歧，導致社區意識模糊，業者的訴求無非是希望商圈越熱鬧越好，但當地

居民則期盼回復到往年的寧靜，不必承受交通壅塞與環境汙染之苦。且當地居民

亦缺乏參與社區公共事務的管道。 

 

    在社區意識方面，內灣地區的社區意識，經過了商圈營造之後，反而較先前

尚未有營造政策時分散，業者和居民的訴求南轅北轍，業者對社區，或是商圈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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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永續理念，居民又沒有管道參與社區事務，因此社區的內意識與認同還有待改

善與提升。 

 

    其次，社區營造政策對內灣之影響，可分為「正面影響」與「負面影響」，

影響層面則包括了「經濟層面」與「文化層面」的改變，其中正面影響大都以經

濟層面為主，負面影響以環境破壞最為嚴重，而文化層面的提升，則較不明顯。 

 

1. 以經濟提升為主的正面效應 

    由於內灣的社區營造，以商圈的營造占最大部分，因此所帶來的正面效益，

多半以經濟的成長為主，如商業行為的收入、工作機會增加、店租收入，以及地

價房價的上漲。 

 

    除此之外，內灣的發展也促使年輕人的回籠，讓原本人口外移嚴重、老化的

社區，多了新的活力注入，這點是有助於社區營造的帶動。 

 

2. 文化層面 

    社區總體營造，包涵了經濟層面與文化層面的提升，內灣地區除了劉興欽漫

畫發明館、林業展示館、閒置空間再利用（內灣戲院、內灣派出所）等具體的硬

體方面的設施外，無形的文化面則較不明顯，僅有創新客家美食，以及生態方面，

如螢火蟲生態、櫻花、桐花等的推廣。 

 

3. 負面影響 

    內灣地區由傳統保守的客家聚落，轉變為以商業主導、經濟取向的商圈社區，

在短時間內迅速發展，社造基礎觀念尚未穩固，且欠缺事先完整規劃，立刻進入

商業化階段，導致環境衝擊很大，且難以控管，造成許多負面效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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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幾年來，尤其是在火車停駛之後，遊客量不如往年，內灣人也開始有危機

意識，各個社團、派系，也開始願意共同商討內灣的未來發展。 

 

    綜而言之，關於社區營造政策對內灣地區之影響，內灣社區從早期的林、礦

業為主，到現今以商業導向的休閒觀光產業，由 1995 年的「全國文藝季-內灣線

的故事」，以及 1999 的年「再造美麗新內灣計畫」，展開社造的旅程，而同年

經濟部商業司的一系列「商圈營造計畫」，將內灣的發展定位為商業導向的模式

至今。 

 

    社區營造在內灣的影響有正面與負面，包涵經濟與文化層面，其正面效應以

經濟層面為主，包括：1.商業行為的收入提升；2.工作機會增加；3.土地增值、

店租提升；4.年輕人回流，替社區注入人力與活力；5.提升內灣知名度，有利發

展觀光產業。 

 

    文化層面包括：1.地方特色文化館的經營：內灣戲院、劉興欽漫畫發明館、

林業展示館；2.生態資源推廣：螢火蟲、櫻花季、桐花季；3.彰顯客家文化：客

家創意美食、客家花布、客家創意產業；4.鐵道文化的保存與發揚。 

 

    負面效應為：1.商業掛帥，人心變的自利；2.環境衝擊：垃圾問題、噪音汙

染、空氣污染、交通堵塞、違章建築、攤販凌亂；3.利益糾葛、派系鬥爭；4.

自然環境破壞；5.地方意識被過度商業過淡化，彼此分歧，難有共識。 

 

    透過深度訪談後，歸納出六項內灣目前面臨之課題：1.社區主體意識不足，

外來文化破壞地方特色；2.街道景觀失序，聚落建築面臨更新困境；3.自然景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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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臨商業開發後所帶來的衝擊；4.企劃人才的不足；5.商圈經營缺乏永續發展理

念；6.地方民間社團能量、文化事權分散，亟需整合。 

 

    然而內灣地區之負面效應，並非全然來自內灣本身的運作產生，而是與各界

人士的利益拉扯、期許，以及遊客整體素質有關。 

 

    儘管目前內灣地區之負面效應大於正面影響，社區意識與社區認同的提升不

夠顯著，過度商業化也對地方發展產生失衡與生態破壞，但目前地方上各個團體

已經開始有危機意識，開始反思與檢視內灣地區的發展走向。因此，漸漸願意放

下政治立場與本位成見，與其他團體進行進行溝通協調，此現象對內灣的未來的

社區營造與社區意識提升，都會有正面的力量。 

 

五、結論 

    關於臺灣客家社區總體營造，可以說是整個臺灣社區總體營造之重要組成部

分，在整個臺灣社區發展中，要發展出具有客家文化特色的臺灣客家社區，應是

現階段整體臺灣客家政策中之重點工作。過去，客家委員會對於整體客家政策之

規劃與執行，中央政府的客家政策對於臺灣客家社區總體營造這個區塊不夠重視，

且中央政府之客家政策與地方政府的客家政策又未能有效地上下連結，致使整體

臺灣客家社區，無論是北部、中部、南部及東部，或是傳統客家庄和大都會區，

只有少數客家社區(例如：美濃、北埔、新埔、內灣、南庄、東勢)初步呈現出較

濃厚的客家文化特色，其他大部分的客家社區，雖然頗具發展潛力，但是仍然有

待加強，而積極推動客家社區總體營造似乎是一較為可行而有用的方案。 

本研究之具體成果至少有三：1. 本研究以臺灣新竹縣橫山鄉內灣地區為個案，

分析內灣地區在社區總體營造過程中，公部門、社區總體營造團體以及社區居民

之互動，以及社區總體營造政策所產生之影響，檢視社區總體營造在內灣是否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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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社區總體營造之四原則「由下而上」、「自立自主」、「居民參與」、「永續

發展」，盼能對未來之發展提出建議；2. 對臺灣社區總體營造之發展過程及臺

灣客家社區發展現況，有大致上的了解與重點式的掌握；3. 對新竹縣橫山鄉內

灣村之社區總體營造發展史及現況，以及其所面臨之問題與困境，有一個精簡扼

要的說明。 

 

    關於本研究之研究限制有二：1. 本研究以內灣地區為個案，歸納其社區總

體營造之發展過程，並提出未來之修正與發展方向，惟每個社區皆有其不同之歷

史背景、環境條件與文化風俗，所提出之未來建議，無法適用於所有社區；2. 以

研究方法來看，受限於時間與經費等問題，無法訪談到每一位參與社區總體營造

之公部門人員、所有地方文化團體之幹部，以及地方意見領袖或居民，所得到之

意見與論述，並不能代表全社區之意見。 

 

    關於本研究之檢討有二： 1.原來想推動較大規模之深度訪談及實地訪查，

雖然本團隊已經盡全力大力推動，但是基於經費有限，時間較短，人力不足等因

素，因而只能進行較小規模的深度訪談及實地訪查。未來本團隊將持續關懷內灣

專案，並在臺灣大學竹北分校的系列深耕計畫中，將內灣專案列為重點項目，持

續協助與推動內灣社區之發展。2.有關桃竹苗客家庄社區之總體研究，一直較為

欠缺;有待中央政府及地方政府共同關注此一重要議題。其中新竹縣客家庄之相

關研究，雖然已有若干研究成果，但是在量與質方面仍可加強，本專案原本欲多

方面探討新竹縣之客家庄，但是基於多種因素(例如：經費有限，時間較短，人

力不足等因素)，僅能精簡扼要地舉例簡述其要點，臺灣大學客家研究中心已於

2012年 11月 30日於臺灣大學竹北分校正式掛牌，設置新的客家研究基地，將

以桃竹苗客家地區為主要範圍，並特別以新竹縣客家庄為核心，推動一系列有關

客家文化深耕專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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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本研究之建議事項有二：1.建議客家委員會在未來整體臺灣客家政策之

規劃與執行中，務必將較具臺灣客家文化特色之客家庄，採社區總體營造方式，

兼顧臺灣北部、中部、南部及東部之客家文化產業發展，各擇若干較具代表性之

客家社區(例如：新竹縣橫山鄉內灣社區)進行系列深耕專案，以利整體臺灣客家

得已永續發展。2.建議客家委員會專案協助國立臺灣大學客家研究中心，結合國

內外客家研究學者專家、客家文史工作者、客家社團及社區重要領導人等，善用

各方人力及資源，共同推動臺灣大學竹北分校，進行一系列深度專案計畫，例如：

有關桃竹苗客家庄人才培訓及客家文化產業發展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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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計畫六 

臺灣客家平面媒體之客家意象分析－以《山城週

刊》與《石岡人社區報》為例 

成果報告(論文精要) 

計畫主持人：彭文正 

 

壹、研究目的 

    臺灣客家平面媒體目前所知最早為 1962年創立的《苗友月刊》，開始以苗

栗地區月報形式，報導苗栗客家人的人事物，後改名為《中原週刊》。該刊高舉

「客家文化」的大纛，深耕客家人文化，後《今日美濃週刊》、《月光山雜誌》、

《石岡人社區報》、《山城週刊》、《六堆風雲雜誌》、《客家文化季刊》、《客

家半年刊》等客家期刊相繼創立，深耕客家鄉土文化，雖對政治發展之影響有限，

但客家文化意識已在潛移默化的散佈。 

 

    1987 年政府宣布解嚴，台灣邁入民主化多元化，《客家風雲雜誌》順此多

元文化浪潮而成立，積極爭取客家人的權益，包括政治、文化、經濟、社會、母

語----等，該刊於 1988 年 12月 28日發起的「還我母語」萬人大遊行，結合政

治社會各界人士，向政府當局發出客家人的聲音，以政治方式，爭取母語教育、

客語媒體的平等權，而後的《客家雜誌》接續《客家風雲雜誌》的香火，繼續以

政治力、社會力及其他方式，爭取客家人應有的權利，雖力量有限，然以知識的

傳播力量，進而以客家思維的影響，促成「客家電台」的成立，以電子媒體的快

速傳播，繼續借重政治的影響力介入客家運動，經過數次選戰，以候選人的客家

政見，間接促成「行政院客家委員會」的成立，2003 年成立「客家電視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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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此政府公權力正式全面介入客家文化的傳播。 

 

    相對於北部人客家人創立《客家風雲雜誌》及《客家雜誌》，將客家運動帶

向高峰，南部六堆人在創立客家平面雜誌、鼓動客家思潮方面也不遑多讓，比起

北部客家人絲毫不遜色。六堆人於 1948 年便舉辦「六堆運動會」，以凝聚六堆

意識；《六堆鄉土誌》於 1972年出版；全亞洲第一個社區報也出現在六堆的美

濃，1977 年 3月，由政大新聞研究所畢業的美濃人黃森松創辦《美濃週刊》正

式發行；1979年鍾振斌、李志中等人成立「六堆大專青年會」，在六堆各地舉

辦活動傳承六堆文化；《六堆雜誌》於 1986年 4月 1日成立。以上的六堆平面

媒體都比《客家風雲雜誌》早，因此六堆人在客家運動思潮的提倡上，比起北部

的客家人更早更先知先覺。中部客家庄，為客家文化的付出，也是不落人後，如

《山城週刊》於 1979 年 7月成立，報導客家農情與文化。農民運動與還我母語

運動，中部客家人參加者眾，農民運動更是由中部客家農民主導。 

 

    2010 年本研究計畫以《客家雜誌》（原名《客家風雲雜誌》）與《六堆風

雲雜誌》做為研究目標，2011年以《全球客家郵報》與《六堆雜誌》做為研究

目標，今 (2012) 年以《山城週刊》與《石岡人社區報》作為研究目標，試圖比

較中部客家社區報平面媒體之異同；二者內容皆屬保守型、未停刊且有連續性，

至於兩平面媒體如此兼具高度族群性、文化性及客家意識的刊物究竟設定了哪些

議題？形塑了哪些意象？雜誌的功能、目標和編輯方針是否有所變遷？是本研究

要討論與思考之所在。 

 

貳、研究方法 

（一）內容分析法 

    旨在透過科學性與系統性的製碼和解碼，分析《山城週刊》與《石岡人社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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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於 2001-2010年間之議題設定和客家意象塑造。為求內容分析法之嚴謹與信

度，本研究將採行多人製碼和解碼的方式，務使內容分析與解讀符合學術研究之

標準。(彭文正，2008：4)\ 

 

    本研究計畫以抽樣方式進行，將抽樣 15％之篇數，以分層抽樣(stratified 

sampling)的方式進行。分層抽樣的特點是由母群體內同質的次集合中取出適當

數目的樣本，而不是單純由母群體中取出樣本；它將母群體分成幾個同質的次集

合(次集合間有不同成分)，再從每個次集合中取出適當數目樣本。 

 

    類目建立與分析單位方面，針對主題、作者、強度等三者進行分析。觀察單

位與主題單位皆以篇為分析單位；作者以篇為觀察單位，以人為分析單位；強度

以篇為觀察單位，以篇為分析單位。 

編碼分類方式如下： 

1.強度 

    強度以客家意象內容的多寡作為主要考量標準，以客家意象做為思考主軸，

客家文化內容愈多及語氣愈強，則強度愈強，強度的多寡，可看出客家意象在兩

雜誌刊登中的分量。分析重點以總體分析、民進黨時期(2005年 5月-2008年 5

月)及國民黨時期(2008 年 5月-2010 年 5月) 

2.主題分析 

    分析對象是針對《山城週刊》與《石岡人社區報》抽樣百分之 15之文章進

行 9大主題類目（政治、法律、社會、文化、媒體、人物、歷史、經濟、語言）

分析，因每篇主題分析採複選，可選二個主題類目以上。分析重點包括總體分析、

民進黨時期(2005年 5月-2008年 5月)及國民黨時期(2008年 5月-2010年 5月)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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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作者 

    《山城週刊》與《石岡人社區報》乃以客家社區載體的刊物，若我們要深入

探索《山城週刊》與《石岡人社區報》的言論思想，進一步了解作者背景便有其

必要；因為作者的作品內涵是其思想的表現，作者羣等於社區報的智庫，整個社

區報的文章由作者羣撰寫組合而成，作者羣是社區報的基層個體。本計畫列出作

者的學歷、職業、世代、性別等資料，以作為了解其寫作內容之參考。 

 

(二)深度訪談法 

    透過深度訪談法，本研究希望能探索《山城週刊》與《石岡人社區報》的製

作面，希冀從發行人、總編輯、讀者等的訪談中探索當時的時代背景、政經環境

及編輯方針之間的關連性。藉深度訪談，深入了解雜誌的編輯、廣告、經營、活

動、讀者互動等面向。 

本研究訪談對象如下： 

1.《山城週刊》訪問總編輯吳國城，讀者魏宜君、張義品。  

2.《石岡人社區報》訪問發行人陳碧雪、主編管雅菁、讀者劉惠月等人。 

 

參、研究之理論分析架構 

  本研究內容分析對象是《山城週刊》與《石岡人社區報》在 2005-2010年的

文章，抽取其中百分之 15，進行強度、9大主題類目（政治、社會、文化、媒體、

人物、歷史、經濟、語言）及作者分析，其中《山城週刊》抽取 1369 篇文章，

《石岡人社區報》抽取 286篇，來作為分析的內容。內容分析結果發現： 

 

一、強度 

    強度以客家意象內容的多寡作為主要考量標準，以客家意象做為思考主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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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家文化內容愈多及語氣愈強，則強度愈強，強度的多寡，可看出客家意象在兩

平面媒體刊登中的分量。 

 

    原本以每期平均強度作分析，後發現每期篇數不同，篇數多強度愈強，統計

因而偏差，後以每篇平均強度分析，始與事實相符合。 

 

表 1《山城週刊》與《石岡人社區報》總篇數統計 

客家平面媒體 篇數 強度 每篇平均強度 備註 

《山城週刊》 1369篇 1607 1.17  

《石岡人社區報》 286篇 607 2.12  

 

（一）總強度分析 

從表 1 來分析，以兩者總體強度，《山城週刊》1369 篇總強度 1607，每篇平均

強度為 1.17。《石岡人社區報》有 286 篇，總強度 607，每篇平均強度為 2.12，

顯然《石岡人社區報》平均強度勝過《山城週刊》，兩平面媒體皆屬保守型，批

判性不強。《山城週刊》主要以農業報導為主軸，因而在強度上稍弱。  

 

（二）國民黨與民進黨執政時期之強度分析 

    本計畫以 2001-2010 年為研究範圍，為求兩者年份平均，選取國民黨執政時

期(2008-2010年)及民進黨執政時期(2005-2008年)作為分析年份。從表 2來分

析，以《山城週刊》而論，國民黨時期平均強度為 1.2，民進黨時期為 1.14，顯

示國民時期強度較強。以《石岡人社區報》而論，國民黨時期的 2.20 強度超過

民進黨時期的 2.05。 

 

    綜而觀之，《山城週刊》與《石岡人社區報》兩客家平面媒體皆屬溫和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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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運動型的《客家雜誌》與《六堆風雲雜誌》風格具相當的差異性，《山城週刊》

與《石岡人社區報》在國民黨時期的強度皆超過民進黨時期的強度。 

 

表 2國民黨與民進黨執政時期之強度比較 

雜誌 時期 篇數 強度 每篇強度平均值 

《山城週刊》 民進黨 636 728 1.14 

《山城週刊》 國民黨 733 879 1.2 

《石岡人社區報》 民進黨 147 301 2.05 

《石岡人社區報》 國民黨 139 306 2.2 

 

二、主題 

主題分析分析對象是針對《山城週刊》與《石岡人社區報》文章進行 9大主題類

目（政治、社會、文化、媒體、人物、歷史、經濟、語言）分析，因每篇主題分

析採複選，可選二個主題類目以上。 

 

表 3《山城週刊》總體各主題篇數統計及百分比  

（類目採複選制，經過編碼者複選，在編目篇數總和下，所佔的百分比）  

 政治 法律 經濟 社會 歷史 文化 語言 人物 媒體 

篇數 6 1 64 1351 22 810 44 139 10 

百分比 0.2 0.04 2.6 55 0.8 33 1.7 5.6 0.4 

序位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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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石岡人社區報》總體各主題篇數統計及百分比 

 （類目採複選制，經過編碼者複選，在編目篇數總和下，所佔的百分比）  

 政治 法律 經濟 社會 歷史 文化 語言 人物 媒體 合計 

篇數 16 1 73 202 50 175 3 47 19  

百分比 2.7 0.1 12.6 35 8.6 30 0.5 8.1 1.5  

序位   3 1  2     

 

（一）由總體主題而論 

    由以上可知，從表 3表 4來分析，《山城週刊》的前三名為 1.文化，2.社

會，3.人物。《石岡人社區報》為 1.社會，2.文化，3.經濟。社會文化皆為兩

平面媒體關注的議題，除此之外，《山城週刊》較關注「人物」，《石岡人社區

報》較關注「經濟」。 

 

（二）國民黨與民進黨執政時期之主題分析 

    從表 5-6來分析，依序位而論，《山城週刊》在中國國民黨執政時期排名依

序為文化、社會、人物等，民主進步黨執政時期排名依序為文化、社會、人物，

因而除文化、社會外，人物為一重要主軸。 

 

    從表 7-8來分析，依序位而論，《石岡人社區報》在中國國民黨（2008-2010）

執政時期排名依序為社會、文化、經濟等，民主進步黨（2005-2008）執政時期

排名依序為文化社會歷史等。 

 

    綜合表 5、6、7、8的分析，兩雜誌皆重視社會文化而占有相當大比重；此

外，《山城週刊》較關注「人物」，《石岡人社區報》較關注「經濟」及「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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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國民黨時期《山城週刊》各主題篇數統計及百分比  

（類目採複選制，經過編碼者複選，在編目篇數總和下，所佔的百分比）  

 政治 法律 經濟 社會 歷史 文化 語言 人物 媒體 

篇數 2 1 41 715 15 266 26 100 8 

百分比 0.2 0.1 3.4 60 1 23 2 9 1 

序位    1  2  3  

 

 

表 6民進黨時期《山城週刊》各主題篇數統計及百分比  

（類目採複選制，經過編碼者複選，在編目篇數總和下，所佔的百分比）  

 政治 法律 經濟 社會 歷史 文化 語言 人物 媒體 

篇數 4 0 23 636 7 544 18 39 2 

百分比 0.3 0 1 50 0.5 43 1.4 3 0.1 

序位    1  2  3  

 

 

表 7國民黨時期《石岡人社區報》各主題篇數統計及百分比  

（類目採複選制，經過編碼者複選，在編目篇數總和下，所佔的百分比）  

 政治 法律 經濟 社會 歷史 文化 語言 人物 媒體 

篇數 10 1 51 103 16 74 1 21 3 

百分比 4 0.3 18 37 6 26 0.3 8 1 

序位   3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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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民進黨時期《石岡人社區報》各主題篇數統計及百分比  

（類目採複選制，經過編碼者複選，在編目篇數總和下，所佔的百分比）  

 政治 法律 經濟 社會 歷史 文化 語言 人物 媒體 

篇數 6 0 22 99 34 101 2 26 6 

百分比 2 0 7 33 11 34 1 9 2 

序位    2 3 1    

 

三、作者 

   《山城週刊》與《石岡人社區報》乃以客家文化為載體的刊物，擁有強烈的

客家文化意識，若我們要深入探索《山城週刊》與《石岡人社區報》的言論思想，

進一步了解作者背景便有其必要，因為作者的作品內涵是其思想的表現。 

為了解兩客家平面媒體的作者，因而本文擬以其中作品數量較多之前 10名，列

出其世代、學歷、工作、客家意象背景等資料，以作為了解其寫作內容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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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山城週刊》作者統計分析 

（有些作者不願透漏姓名，因而以先生女士代替，世代為民國） 

排名次序 作者 篇數 學歷 職業 世代 備註 

1 徐女士 42 大學 教師 30  

2 張先生 12 大學 私人 30  

3 陳先生 8 大學 工程師 40  

4 賴先生 7 大學 農改場 20  

5 張先生 7 大學 教 30  

6 徐女士 5 大學 音樂老師 40  

7 吳先生 2 大學 編輯 30  

8 徐女士 2 專 私人 40  

9 阮女士 2 專 私人 40  

10 黃先生 2 大學 教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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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0《石岡人社區報》作者統計分析 

（有些作者不願透漏姓名，因而以先生女士代替，世代為民國） 

排名次序 作者 篇數 學歷 職業 世代 備註 

1 管小姐 19 大學 編輯 60  

2 邱先生 13 研究所 社工 60  

3 張女士 10 大學 文化事業 60  

4 徐女士 6 大學 文化 70  

5 劉先生 5 大學 社工 60  

6 黃女士 4 大學 文化 70  

7 林先生 4 大學 教師 30  

8 黃先生 3 大學 文化 70  

9 郭先生 2 高中 文化 40  

10 劉先生 2 高中 修車 60  

 

依表 9《山城週刊》作者統計及表 10《石岡人社區報》作者作統計分析，分析如

下。 

（一）依作者學歷而論 

    《山城週刊》與《石岡人社區報》作者，大學學歷 8成以上，兩者相差不多，

顯示兩平面媒體的作者都具相當文化水平。 

（二）依作者職業而論 

    《山城週刊》與《石岡人社區報》，前者教師及農業專業人員較多，後者以

文史工作者占為多數。 

（三）依作者世代而論 

    《山城週刊》以民國 30年為多，占 5成，《石岡人社區報》以 60 年代為多，

占 5成，顯示《石岡人社區》作者較《山城週刊》年輕，思潮較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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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依作者性別而論 

    兩平面媒體皆以男性作者為主，在30-40年代，男性受教育較多思想較先進，

女性受教育少較保守且傳統，因而作者以男性居多。而兩平面媒體女性皆占四成，

比起其他本研究計畫之客家平面媒體，女性比例算是較高。 

 

肆、重要發現 

    臺灣客家意象隨著時代改變而改變，經由《石岡人社區報》與《山城週刊》

的內容分析，本研究整理歸納以下重要發現： 

（一）《山城週刊》是中部最早的客家類社區報，與山城地區發展淵源甚深，記

載山城的文史，是山城地區重要的智庫。 

（二）《山城週刊》以農業報導為主，對啟迪農業思想及社區主義具有關鍵的作

用，1987 年農運由山城社運人士主導，與山城週刊是否有關聯，值得觀察。 

（三）由本研究可知，《山城週刊》與《石岡人社區報》皆具備堅強的客家意識

及社區意識，主事者需加上經營副業，始能支撐平面刊物的運作。 

（四）依作者而言，兩者仍以男性居多，皆占 6成。而兩平面媒體女性皆占四成，

比起其他本研究計畫之客家平面媒體，女性比例算是較高。其中《石岡人社區報》

作者 60 年代佔 5成、70年代佔 2成，其年輕化程度，在台灣客家平面媒體中算

是非常少見。 

 

伍、結論 

   臺灣客家意象隨著時代改變而改變，經由《山城週刊》與《石岡人社區報》

的內容分析，可分析出客家意象在兩平面媒體的脈絡，本研究整理歸納以下結

論： 

（一）兩雜誌有以下相異之處：1.以言論而言，兩者皆為保守型雜誌。2.《石岡

人社區報》多人管理，《山城週刊》僅有 1人。3.兩者皆以社區報導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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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依強度而言：《石岡人社區報》平均強度勝過《山城週刊》，顯示《石岡

人社區報》之客家意象較強。 

（三）依主題而言：文化與社會仍是兩雜誌對客家內容報導的主軸，因兩者都以

發揚客家文化為職志，兩刊物都是以客家文化為載體。兩雜誌除社會文化

外，兩社區報以人物報導為多。 

（四）依作者而言：《山城週刊》未對外開放投稿，投稿作者較少；《石岡人社

區報》對外開放投稿，無稿費支應，作者較多。二媒體的作者仍以男性居

多，皆占 6成。相對的，兩平面媒體女性皆占四成，比起其他本研究計畫

之客家平面媒體，女性比例算是較高。其中《石岡人社區報》作者為 60

年代者佔 5成、70年代者佔 2 成，其年輕化程度，在台灣客家平面媒體

中算是非常少見。 

（五）《山城週刊》與《石岡人社區報》的主編，除了框架主題內容，在操縱議

題設定方面，也是篇數最多的作者；尤其《山城週刊》的吳鎮坤及吳國城，

兩人獨撐，任社長主編，掌握議題設定權；因兩人為新聞系畢業，新聞性

較強，內容則以農業報導為主。《石岡人社區報》主編多為社區文化人士，

年輕有活力，文史及創新性較強，以社區報導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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