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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計畫一 

臺灣客家平面媒體之客家意象分析－ 

以《客家文化季刊》與《新北好客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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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邁入民主化多元化，《客家

風雲雜誌》順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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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文化知識的傳播力量及客家思維的影響，促成「客家電臺」的成立，尤其

電子媒體的快速傳播更輔以政治力介入客家運動；經過數次選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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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家電視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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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不遑多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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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亞洲第一個客家社區報在六堆的美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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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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創

立時間上都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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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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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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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算支用情況 

臺灣客家平面媒體之客家意象分析－ 

以《客家文化季刊》與《新北好客都》為例 

經 費 項 目 核定金額 實支數 說明 

人事費 110,000 110,000 主持費每月 10,000 元，共 11 個月。 

業務費 213,961 213,961 

聘用臨時人員執行本計劃相關工

作，包括深度訪談、彙整資料、編碼

及其他相關事務…等，以及雜誌檔案

及網路搜尋取得資料之付費、碳粉

匣、儲存碟、錄音筆及紙張文具等耗

材。 

雜支 36,039 36,039 

郵電、影印裝訂、打字編排、編碼、

文具用品、交通費、誤餐費及其他相

關雜支。 

管理費 40,000 40,000 

依本校規定編列本分項計畫經費之

10%。內含：(1)主持人健保補充保費

10,000 元/月 x 2%=200元。200元

x11月=2,200元/月;(2)臨時工健保

補充保費 17,440元/月 x2%=349 元。

349元 x11月=3,839元/月。 

合計                                                   400,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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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檢討與建議 

一、成果效益 

1.從研究中了解《客家文化季刊》與《新北好客都》在客家及社區意識啟發的貢

獻。  

2.從《客家文化季刊》與《新北好客都》內容，了解兩平面媒體對客家文化的貢

獻。  

3.從《客家文化季刊》與《新北好客都》的創辦歷程，了解客家平面媒體的發展。 

4.從內容分析了解《客家文化季刊》與《新北好客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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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家文化季刊》與《新北好客都》的研究，

未來希望擴大研究其他雜誌，例如海外客家平面媒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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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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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結論 

臺灣客家意象隨著時代改變而改變，經由《客家文化季刊》與《新北好客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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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刊物有以下相同之處：1.以言論而言，兩者皆為保守型期刊。2.以發行

單位而言,兩者皆為政府出版贈送的刊物。3.兩者皆以報導客家文化為

主 。 

（二）兩刊物有以下相異之處：1.以地區而言，《客家文化季刊》以臺北市地區

為主，《新北好客都》以新北市為主。2.以觀點而言, 《客家文化季刊》

具有首都型的客家觀點，《新北好客都》具有都會型與鄉村型的客家觀點。 

（三）依強度而言，顯然《新北好客都》平均強度勝過《客家文化季刊》，顯示

《新北好客都》之客家意象較強。 

（四）依主題而言，文化與社會仍是兩刊物對客家內容報導的主軸，其次是語言

及歷史。《客家文化季刊》以語言較多，《新北好客都》以歷史較多。 

（五）兩刊物因政府财力支援製作精美以贈送方式發送，與民間客家刊物財力不

足以訂閱方式行銷，兩者相差甚多。 

（六）《客家文化季刊》與《新北好客都》均交由委外製作，内容以政府觀點宣

傳為主，缺乏民間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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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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家文化季刊》與《新北好客都》為例 

計畫主持人：彭文正 

中文摘要 

    本研究選擇《客家文化季刊》與《新北好客都》做為研究對象，試圖比較大

臺北地區兩客家平面媒體之異同，兩者皆為兼具高度客家族群性、文化性之刊物。

本研究旨在探討《客家文化季刊》與《新北好客都》，如何傳遞客家意象與建構

客家議題，其主要研究成果如下： 

（一）兩刊物有以下相同之處：1.以言論而言，兩者皆為保守型期刊。2.以發行

單位而言,兩者皆為政府出版贈送的刊物。3.以內容而言，兩者皆以報導

客家文化為主 。 

（二）兩刊物有以下相異之處：1.以行政區而言，《客家文化季刊》以臺北市為

主，《新北好客都》以新北市為主。2.以觀點而言,《客家文化季刊》具有

首都型的客家觀點，《新北好客都》具有都會型與鄉村型的客家觀點。 

（三）依強度而言，顯然《新北好客都》平均強度勝過《客家文化季刊》，顯示

《新北好客都》之客家意象較強。 

（四）依主題而言，文化與社會仍是兩刊物對客家內容報導的主軸，其次是語言

及歷史。《客家文化季刊》以語言較多，《新北好客都》以歷史較多。 

（五）兩刊物因政府财力充分支援製作，因而外觀精美且並以贈送方式發送，與

民間客家刊物財力不足以訂閱方式行銷，兩者相差甚多。 

（六）《客家文化季刊》與《新北好客都》均委外製作，内容以政府觀點宣傳為

主，缺乏民間觀點。 

關鍵詞：族群、客家文化、好客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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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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邁入民主化多元化，《客家

風雲雜誌》順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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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文化知識的傳播力量及客家思維的影響，促成「客家電臺」的成立，尤其

電子媒體的快速傳播更輔以政治力介入客家運動；經過數次選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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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家電視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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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不遑多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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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亞洲第一個客家社區報在六堆的美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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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創

立時間上都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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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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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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研究目

標，2012年以《山城週刊》與《石岡人社區報》作為研究目標，今(2013)年以

《客家文化季刊》與《新北好客都》作為研究目標，為使研究有區域性的系統分

類，《客家文化季刊》為臺北市政府客家事務委員會刊物的泛稱，包含《翻翻客

家》與《客家文化季刊》；《新北好客都》為新北市客家事務局刊物的泛稱，包含

《台北縣客家半年刊》、《北縣真好客》、《新北好客都》等，兩者皆是大臺北地區

具代表性的客家類政府機關刊物，雖有更名然未停刊且有連續性，內容皆屬保守

型，試圖比較兩者之異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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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家文化季刊》與《新北好客都》的創辦與發展 

一、《客家文化季刊》 

   《客家文化季刊》的前身是《翻翻客家》，屬臺北市客家文化通訊 ，當時由

民政局的客家小組執行，發行單位為臺北市民政局，由當時臺北市民政局長林正

修任發行人，林正修是苗栗客家人，就讀臺大城鄉所博士班時，對客家運動長期

關注，後被馬英九市長延攬至市府團隊任民政局長，主要執行市府的客家政策，

《翻翻客家》創刊，委託桃園縣之文史工作者曾年有先生編輯企劃，第 3期由客

家小組的宋曉鈴負責編輯企劃，2000 年 9月至 2002年 6 月共發行 8期。 

    臺北市客家事務委員會成立後，2002年 9月起更名為《客家文化季刊》，由

臺北市客家事務委員會主委黃正宗任發行人，由臺北市客家事務委員會任職的宋

曉鈴任編輯統籌，1-5期由北市客委會自行策畫編輯出版。第 6期開始，由巫淑



9 
 

蘭任編輯統籌，開始委外製作，接任的統籌編輯有王芸三、李靜美、劉春香等，

委外單位有台灣英文新聞股份有限公司、客家雜誌社、黎歐創意有限公司、今周

刊出版社等。內容以鄉土風情、文化活動、人物介紹及戲劇藝術欣賞等為主。每

年 3月、6月、9月及 12月出版，分為親自索取、郵寄、網路閱覽 3種方式。親

自索取可在臺北市部分捷運站（如：臺北車站、圓山站、中山國中站等）、藝文

場所（如：臺北市美術館、寶島客家廣播電臺、客家電視臺等）、客家文化會館

及客家藝文活動中心等場所索取。或可上臺北市政府客家事務委員會網站下載電

子書。 

    《客家文化季刊》已成為臺北市都會區重要的文史資產，任何想要深入了解

臺北市客家活動的人，都必須了解《客家文化季刊》，若以政府創辦的連續性客

家刊物 ，《客家文化季刊》算是最早的刊物。 

 

二、《新北好客都》 

   《新北好客都》的創刊，是在保存及推廣客家文化的信念下推動的，結合各

行政區內的客屬團體，發揮客家人團結的精神，共同努力，展現出平時對於客家

文化努力耕耘的成果，以深入淺出的方式介紹客家文化，並介紹新北市內所有客

屬團體的沿革與發展，並討論當前客家族群所面臨的問題。 

   《新北好客都》前身為《臺北縣客家文化半年刊》，成立於 2001年 3月，當

時由臺北縣文化局發行，第一期由當時臺北縣長蘇貞昌任發行人，發行單位為台

北縣文化局，委由台北縣新店市客屬協會企劃編輯，彙整歷來各項客家事務的推

展活動資料，以刊載客家人事物，內容以鄉土風情、文化活動、人物介紹及戲劇

藝術欣賞等為主，報導客家社團較多。第 9期由新成立的台北縣客家事務局接手

執行，後改名為《北縣真好客》，第 1期 2009年 6月起，發行至第 4期 2009年

12月止；新北市成立後，自 2010年 5月起改名為《新北好客都》，開始委外製

作，委外單位有日創社文化事業有限公司等，自《臺北縣客家文化半年刊》到《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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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好客都》，歷年來公部門策畫者有潘文忠、何培才、楊美峰、邱建發、賴明伸

等，新北市的客家鄉親約有 50多萬人，幾占全市人口的 6分之 1，目前只發行

紙本期刊 ，新北市政府客家事務局網站尚未提供電子書供民眾下載。 

    《新北好客都》已成為新北市重要的客家文史資產，任何想要深入了解新北

市客家活動的人，都必須了解《新北好客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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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家文化季

刊》與《新北好客都》於 2001-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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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家文化季刊》成立於 2000年 9月，《新北好客都》

前身《客家文化半年刊》成立於 2001 年 3月，為求時間完整性，以 2001-2013

年間作為分析時間。 

    類目建立與分析單位方面，針對主題、強度做分析，觀察單位與主題單位皆

以篇為分析單位，強度以篇為觀察單位，以篇為分析單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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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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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刊中的份量。分析重點以總體分析(2001-2013)及分民進黨時期(2001年 5月

-2005年 5月)與國民黨時期(2008年 5月-2013年 5月)，以了解政黨是否對雜

誌的編輯是否有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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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主題分析 

    分析對象是針對《客家文化季刊》與《新北好客都》所蒐集之文章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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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重點以總體分析

(2001-2013)及民進黨時期(2001年 5月-2005年 5月)與國民黨時期(2008年 5

月-2013年 5月)，民進黨時期與國民黨時期，兩者都選取 5年執政的時間，作

為分析時程。 

 

(二) 深度訪談法：透過深度訪談法，本研究希望能探索《客家文化季刊》與《新

北好客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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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營、活動、讀者互動等面向。 

本研究訪談對象如下： 

1.《客家文化季刊》發行人劉佳鈞（臺北市政府客家事務委員會主委）。 

2.《新北好客都》發行人彭惠圓（新北市客家事務局局長）。 

3.《客家文化季刊》編輯統籌劉春香小姐。 

4.讀者魏宜君。 

5.讀者李冠霆。 

6.讀者姚淑婷。 

7.讀者黃一淨。 

 

肆、資料分析 
    本研究內容分析對象是針對《客家文化季刊》與《新北好客都》有關

2001-2013年的文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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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其中《客家文化季刊》728 篇文章，《新北好客

都》200篇，全數作為分析的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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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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客家文化季刊》總篇數統計 

篇數 728 

強度 2320 

每篇強度 3.18 

 

表 1-2：《新北好客都》總篇數統計 

篇數 200 

強度 706 

每篇強度 3.53 

 

表 1-3：2001〜2005年 5月   民進黨時期的《客家文化季刊》 

篇數 158 

強度 616 

每篇強度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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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4：2008〜2013年 5月   國民黨時期的《客家文化季刊》 

篇數 348 

強度 1173 

每篇強度 3.4 

 

表 1-5：2001〜2005年 5月   民進黨時期的《新北好客都》 

篇數 90 

強度 309 

每篇強度 3.4 

 

表 1-6：2008〜2013年 5月   國民黨時期的《新北好客都》 

篇數 91 

強度 323 

每篇強度 3.5 

資料來源：本表由陳康宏製作 

 

〈一〉總強度分析 

從表 1-1 及表 1-2 來分析，以兩者總體強度，《客家文化季刊》，每篇

平均強度為 3.18。《新北好客都》，每篇平均強度為 3.53，顯然《新北好客

都》平均強度勝過《客家文化季刊》，兩平面媒體皆屬保守型，批判性不強，

主要以區域性內客家活動為報導主軸，因而在強度上稍弱。  

〈二〉國民黨及民進黨時期強度分析 

     在《客家文化季刊》方面，民進黨時期平均強度 3.9，超越了國民黨時

期的平均強度 3.4。《新北好客都》方面，國民黨時期的平均強度 3.5，超越民

進黨時期的平均強度 3.4。從數據觀察兩時期皆無明顯差距，因兩刊物編輯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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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作者由政府機關委派，文章內容皆經過政府機關主管審定，內容以政令宣導為

主，皆為保守型內容，因而兩刊物在強度的差距不大。因此兩刊物皆為保守型，

跟政黨執政較無關聯。 

表 2-1：《客家文化季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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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2-2：《新北好客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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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2-3：民進黨時期的《客家文化季刊》主題統計 

 

 政治 法律 經濟 社會 歷史 文化 語言 人物 媒體 合計 

篇數 38 8 109 346 219 548 204 109 73 1654 

百分比 2.3 0.5 6.6 20.9 13.2 33.1 12.3 6.6 4.4  

序位    2  1 3    

 政治 法律 經濟 社會 歷史 文化 語言 人物 媒體 合計 

篇數 6 0 33 79 62 115 34 17 0 346 

百分比 1.7 0 9.5 22.83 17.91 33.23 9.82 4.91 0  

序位      2 3 1     

 政治 法律 經濟 社會 歷史 文化 語言 人物 媒體 合計 

篇數 17 5 11 80 47 113 43 20 17 370 

百分比 4.6 1.4 3.0 21.6 12.7 30.5 11.6 5.4 4.6  

序位    2 3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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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4：國民黨時期的《客家文化季刊》主題統計 

 

 

表 2-5：民進黨時期的《新北好客都》主題統計 

 

表 2-6：國民黨時期的《新北好客都》主題統計 

資料來源：本表由陳康宏製作 

 

 

 

 政治 法律 經濟 社會 歷史 文化 語言 人物 媒體 合計 

篇數 11 1 72 169 105 273 81 56 31 799 

百分比 1.4 0.1 9.0 21.2 13.1 34.2 10.1 7.0 3.9  

序位    2   3 1     

 政治 法律 經濟 社會 歷史 文化 語言 人物 媒體 合計 

篇數 6 0 11 36 30 57 21 6 0 167 

百分比 3.6 0 6.6 21.6 18.0 34.1 12.6 3.6 0  

序位      2 3 1     

 政治 法律 經濟 社會 歷史 文化 語言 人物 媒體 合計 

篇數 1 0 18 39 31 55 12 11 0 167 

百分比 0.6 0 10.8 23.4 18.6    32.9 7.2 6.6 0  

序位      2 3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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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主題分析 

主題分析分析對象是針對《客家文化季刊》與《新北好客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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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由總體主題而論 

由表 2-1 和表 2-2 來分析，《客家文化季刊》的前三名為 1.文化 2.社會

3.語言，《新北好客都》為 1.文化 2.社會 3.歷史。社會文化皆為兩平面媒

體關注的議題，除此之外，《客家文化季刊》較關注「語言」，《新北好客都》

則較關注「歷史」。 

（二）國民黨與民進黨執政時期之主題分析 

從表 2-3 及表 2-4 來分析，以《客家文化季刊》而論，以序位而言，中國

國民黨執政時期排名依序為文化、社會、歷史等，民主進步黨執政時期排名依

序為文化、社會、歷史，因而除文化、社會外，歷史為主軸。 

從表 2-5 及表 2-6 來分析，以《新北好客都》而論，以序位而言，中國國

民黨（2008-2013）執政時期排名依序為文化、社會、歷史，民主進步黨（2001-2005）

執政時期排名依序為文化、社會、歷史，兩時期序位都相同。 

綜合而論，從表2-3、表2-4、表2-5、表2-6來分析，兩期刊皆重視社會、文

化，占相當比重，其次則為歷史、語言。 

 

伍、結論 
臺灣客家意象隨著時代改變而改變，經由《客家文化季刊》與《新北好客

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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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刊物有以下相同之處：1.以言論而言，兩者皆為保守型期刊。2.以

發行單位而言,兩者皆為政府出版贈送的刊物。3.兩者皆以報導客家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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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為主 。 

（二）兩刊物有以下相異之處：1.以地區而言，《客家文化季刊》以臺北市地

區為主，《新北好客都》以新北市為主。2.以觀點而言, 《客家文化季

刊》具有首都型的客家觀點，《新北好客都》具有都會型與鄉村型的客

家觀點。 

（三）依強度而言，顯然《新北好客都》平均強度勝過《客家文化季刊》，

顯示《新北好客都》之客家意象較強。 

（四）依主題而言，文化與社會仍是兩刊物對客家內容報導的主軸，其次是

語言及歷史。《客家文化季刊》以語言較多，《新北好客都》以歷史較

多。 

（五）兩刊物因政府财力支援製作精美以贈送方式發送，與民間客家刊物財

力不足以訂閱方式行銷，兩者相差甚多。 

（六）《客家文化季刊》與《新北好客都》均交由委外製作，内容以政府觀點

宣傳為主，缺乏民間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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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深度訪談 

訪問新北市客家事務局彭惠圓局長 

談《新北好客都》 

1．為何這一本期刊稱《新北好客都》？有什麼特別的意義？ 

A：《新北好客都》這一本書的前身是臺北縣客家事務局的季刊，以前稱：北縣

真好客。臺北縣，於 2010年（民國 99年）升格為市，因為升格為都市，因此便

改稱為新北市。 

    新北市，是一個很好居住的環境，這裡的客家人很多。客家人有好客的精神，

因此改名為新北好客都。此書於 1999 年（民國 98年）6月創刊，一年四期，因

此屬於季刊，目前最新一期是第 17 期，而第 18期也在製作當中。 

 

2．對於這本季刊，其特色何在？如何吸引讀者？ 

Ａ：此季刊是以 29個新北市的區，來尋找客家人隱藏中的故事，因此每一期都

有不同的主題。就新一期 17期為例，主題為客家金曲歌手獎得主，因此會訪問

在新北市中歷代的客家金曲歌手獎得主。 

天穿日，是客家人最有智慧的節日，大家想到的就是吃年糕等習俗，但是卻

不瞭解它的由來。事實上，這個節日有著環保的精神，這就是為什麼我們客家人

有節儉的美德。有一件事情大家可能不知道，我們從古說的補天穿，就能對應現

在的臭氧層破裂問題，我們從前就強調環保、強調怎麼樣去愛這一個地球、強調

如何去尊重大自然。然而，客家人愛地球及環保的表現卻被人家誤以為小氣。現

在的社會不就正教導從古至今客家人所學習的環保及重複使用概念嗎？大家或

許還不瞭解客家人的節儉精神，因此這是可以好好思考的部分。 

我們幾乎每一期的季刊都會提到環保的精神，因為環保的精神無論是在那一

個月都要實踐。今年我在做有關大自然的環保，把無用的東西重新使用，把外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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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大自然景象挪用進環保的主題中來。 所以，每一年的天穿日，都會有不同的

主題特色。而季刊也會因為不同的主題特色，而有不同的標題。季刊裡頭有不同

的人文主題，會常常介紹許多的小人物卻在做大愛的事蹟。除了人物，我們也會

介紹美食、新北市景點等，就像是這新一期季刊，以金曲獎客家人得主為主題。 

今年年初，我企劃了全國第一個客謠集比賽。臺灣客家人社團就有很多唱歌

班、舞蹈班等等。當初這一個理念被人家反對，結果這一個比賽吸引了遠至高雄

來的參賽者，像我們去年的設計 T-shirt 比賽也是一樣，客家子弟都踴躍參與。

我們希望能透過不同的比賽作品變成我們客家的文創。 

 

3．請問讀者如何獲取《新北好客都》這本季刊？ 

A：我只能說這兩年，這本期刊供不應求。我們沒有大量的出版，希望能夠讓大

家從中瞭解及學習資源分享，就像是圖書館、藝文館及各個客家社團就會有這本

期刊。 

 

4．面對瞬息萬變的科技世界，要如何解決季刊僅存在於書面的問題？ 

A：我們已經把書面季刊轉成電子化季刊。典藏資料庫是一定要具備的，我們會

把它建構起來的。 

 

5．目前有什麼辦法推廣這本書？ 

A：不會特意去推銷，畢竟它不是用來賣的。我們會出版 1200 本左右。在各個公

共的閱覽室，如圖書館和藝文館存放，讓大眾有途徑可以取得、閱覽，而各個客

家社團中也可以見到這本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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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問臺北市客委會劉佳均主委 

談《客家文化季刊》 

 

1．請問為什麼這本書稱做《客家文化季刊》呢？ 

Ａ：這本季刊出版的目的，是瞭解正在臺北發生的客家事情，還有未來在臺北客

家相關的事情，譬如介紹在臺北客家好吃與好看的地方，這些事情其實都是媒體

很少有機會介紹的。這本書把這些事情記錄下來，亦收集了很多對客家有貢獻的

人物的作品，讓客家人慢慢的品味。 

全臺的客家人，在不同的時間來到臺北，都可以對客家文化的傳承有不同的

貢獻。譬如客家話有許多不同的腔調，有四縣、海豐、大埔、詔安等等，不同的

客家人就用不同的腔調寫作，年輕人趁這機會可以學習不同的客家腔調，這是這

本季刊最重要的目的。 

 

2.《客家文化季刊》是由臺北市客委會所主辦的，所以此季刊目前是免費索取的

嗎？ 

Ａ：是的，在很多對客家重要的地點我們都有免費贈送，譬如客家文化會館、語

文中心、藝文中心、捷運站、旅客中心、學校、電臺等等。其實這本季刊就像普

通雜誌一樣，不只給客家人看，別的族群看到時也可以瞭解客家的事情。 

 

3．請問這本季刊如何發揮傳承客家文化的作用呢？ 

Ａ：如果只是像電臺電視一樣，一瞬間就消失的聲音及影像，是很難將客家的文

化傳統保存的。但是我們編輯的《客家文化季刊》可以成為臺北客家人的歷史紀

錄。每一張圖片，其實都是歷史的紀錄。而我們更常常訪問隱藏在各個角落的客

家人故事，比如在臺北的客家老人，其實經歷了很多事情，但沒有人去記錄下來，

一旦沒有記錄，這些人的記憶慢慢就會不見。所以這本季刊很大的目的其實是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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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用筆記錄各種不同的客家相關的事情，無論是現在發生的或是未來發生的事

件。 

一般人對各種事物的看法可能會一再變化，三十年前對一件事的說法可能現

在人都不這麼說了，因為語言會一直進步，文字的記載恰恰相反。我們的季刊可

以記錄電視沒播的，提供比較深度的報導。 

 

4．臺北市有許多地方的客家社團，請問大概有那些社團呢？ 

Ａ：目前，有差不多 50到 60個社團是由 80幾個教育中心在舉辦。還有每個禮

拜民眾會去學校學習客語的社團，這總共有 40到 50個，因此加起來總共有百十

來個。臺北市的裡長有 450多個，超過 53個裡長是客家的鄉親，差不多有四分

之一。 

 

5．我們知道此季刊是免費閱讀的，那請問如何取得此季刊呢？ 

A: 主要有兩種方式可以拿到，你可以留下名字訂閱，我們就會寄到你家，不需

要給付郵資，也可以去臺北市客委會的網站下載，就可以看到以往期刊的內容。

從第 1期開始到現在第 74期客委會的雜誌都有提供。客委會今年成立第 11年，

從馬總統當臺北市長開始。 

 

6．請問《客家文化季刊》的編輯群是如何分配工作的？ 

A: 主要分成兩個部分。客委會有成立一個編輯小組，主要是提供想法。我們會

把他們的想法交給招標的編輯團隊做，像是今年就是給《今週刊》的團隊 。我

們的同事人手較少，沒有辦法所有的事情都自己做，需要他人幫忙，讓季刊有賣

點，讓人看得下去，不能像教科書一樣，而要像旅遊雜誌一樣，有圖文並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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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曾有人比較客家刊物中的《客家雜誌》不像《客家文化季刊》擁有更多的主

題彩色及吸引力，你如何看待這一個說法？ 

A: 《客家雜誌》和我們的季刊的編輯方式不太一樣，我相信《客家雜誌》也有

一定的讀者。《客家文化季刊》不只做採訪紀錄，其實重要的是要讓平常接觸不

到客家文化的人接觸到客家文化，進而對客家文化傳統的印象開始改變。 

 

8．請問《客家文化季刊》下一期的主題或重點會是義民祭典嗎？ 

A: 是的，75期會以臺北市的義民祭為主題。75期介紹還沒發生的事情，而 76

期介紹已經發生過的事情。義民祭對我們客家人是很重要的事情，是我們客家人

的信仰。就如同許多人的信仰一般，我們要學習義民爺忠義的精神，對我們的家

園與故鄉的認同。 

 

9．請問《客家文化季刊》一期的出版量大概有多少份呢？ 

A: 現在一年大概有 8000份。我們有固定的訂戶，大概有一千份 ，我們也會放

在客家會館、十二個捷運站派送。捷運站每天都有一百多萬人會經過，人們看到

就會去拿。歡迎想要看的鄉親和我們聯絡，對我們有好的建議，譬如覺得怎麼寫

比較好的人，請與我們聯絡。我們想要充實期刊的內容，提升閱讀的有趣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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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問客家文化季刊編輯統籌劉春香小姐 

談《客家文化季刊》 

 

1．請問擔任《客家文化季刊》編輯統籌最大的挑戰是什麼？當中有什麼壓力和

挫折？ 

Ａ：擔任編輯時遭遇各種各樣的挑戰，在時間上，面臨要如何將各種龐大、多元

的資訊彙整以便如期出刊，是每次編輯時都必須設法解決的難題：在季刊內容編

輯上，要選擇報導何種議題事件、文化故事，每每都需要花費許多心力、審慎思

考，才能正確設定整期季刊的編輯方向。  

因此整個季刊的編輯過程，需要匯集各方意見才能決定內容，而文字的使用、

內容準確性的考究也都不能馬虎，最重要的是在有限的時間中完成最周全的報

導。 

     

2． 請問《客家文化季刊》的編輯方向為何？ 

Ａ：客家文化的食、衣、住、行、育、樂，各個方面的議題都是能納入季刊內容

的主題。本刊物主要的編輯方向，包括詳實記錄本會執行的客家大小事，讓讀者

能驗收本會推展客家文化的成果，並且介紹臺灣各地方的客莊、特殊的節慶典故、

特色美食、人物剪影、語言智慧及藝文之美，除了記錄這些可貴的文化財產，也

讓一般的社會大眾，無論是否屬於客家族群，都能夠瞭解到客家文化之美。 

 

3．請問《客家文化季刊》對客家文化最大的貢獻及存在的價值為何？ 

Ａ：我認為本季刊的貢獻在於透過文字、照片，用書面的方式保存這些無形的文

化資產，此外透過季刊完整的紀錄，還能達到傳承客家文化的效果，讓這些文化

資產不致於遺失散落，且以大眾刊物的形式也可以教育廣泛的讀者，達成宣揚客

家文化的效果，這也是本季刊存在的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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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既然《客家文化季刊》能達到宣揚客家文化的效果，那對客家意識提升有什

麼貢獻呢？ 

Ａ：一個族群意識的喚醒，是由於對群體有所認同、歸屬感、以及體認到身為其

中一份子是值得驕傲的，人們才會開始聚集，產生對族群的情感和意識。而透過

本刊物細緻、詳細的介紹客家文化內涵，讓客家文化之美能被看見，就可以使客

家人們產生身為客家人的光榮感，這就是季刊對客家意識提升的貢獻之處。 

 

5． 請問您在什麼情況之下，接觸《客家文化季刊》工作？服務多久？ 

Ａ：我是由於職務的指派才會接觸進入到編輯季刊團對中工作，目前服務已滿兩

年，相關協助業務長官有本組組長、專門委員、主任秘書、主任委員等，因為有

來自各方、許多人的協助與貢獻，編輯工作才可以順利作業，而承辦廠商也是很

重要的一環，讓季刊能持續發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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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問《客家文化季刊》與《新北好客都》 

讀者魏宜君(臺北市北投區人) 

 

1.依你的觀察，《客家文化季刊》與《新北好客都》最精彩的地方在哪？它為什

麼會得到那麼多人的支持？ 

Ａ：《客家文化季刊》方面： 

從具有客家特色的飲食、全臺各地客家風情介紹、當季舉辦的藝文活動，到

最根本的客家話新知，都有相當篇幅的介紹，且每篇文章都搭配著與文字呼應的

圖片，圖文並茂的展現客家文化的特色，是季刊最精彩之處。 

此外，由於季刊的性質，可以網羅較長時間之內遍及臺灣各地區所發生的各

種人、事、物記錄，讓刊登出的文章性質更為豐富多元，讀者所能接受到的資訊，

不只侷限在數個議題或是地，也因此能獲得人們廣泛的支持。 

《新北好客都》方面： 

新北好客都與新北市政府所舉辦的各種客家藝文活動結合，將各種活動的內

容精華詳實得記錄在刊物中，除了讓當時的參與者能在日後回憶，也讓未能出席

參加的人們可以透過文字和照片共襄盛舉，因此我認為關於這些發表會、比賽等

活動的內容是季刊最精彩之處。 

加上活動的參與者橫跨了幼兒、青年及中老年的族群，在報導這些活動內容

的同時，也將會吸引這些不同世代的讀者一同閱覽，因此可以獲得來自各個年齡

背景的人們的支持。 

 

2.您如何看待《客家文化季刊》與《新北好客都》？客家期刊是否有存在的價值？ 

Ａ：《客家文化季刊》方面： 

此季刊不同於小規模的社區報或週刊，是由臺北市政府客委會所出版，因此

能獲得更多的資源及更廣泛性的資料，反映在季刊豐富的內容，尤其是有客語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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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的相關教材，除了讓原本即為客家族群的讀者感到熟悉，更有達到讓一般族群

也能接觸客家話的效果，因此我認為此季刊可作為文化推廣的工具之一。 

臺灣是個族群多元的社會，但是主流的文化霸權，卻使同樣重要的其他族群

之次文化受到埋沒，一般社會大眾少有機會接觸到與客家文化相關的傳播媒介。

因此客家期刊的存在有其必要，提供了一個不同於主流期刊雜誌的內容，向讀者

介紹有關客家族群的活動、音樂、詩詞、詞彙等等資訊，透過書面的豐富文字和

彩色圖片，也能令讀者體驗內涵多元的客家文化。 

《新北好客都》方面： 

新北市是全臺灣客家人數第二多的地區，因此這些客語族群人們的文化有加

以重視的必要性，發行新北好客都顯示政府對客家文化的保存與推廣受到一定程

度的重視，透過出版刊物可以讓市內廣大的客屬團體發揮團結精神，一同進行推

展客家文化，並引起在地人們的響應，讓這個刊物成為動員市民的媒介。 

讓臺灣各種族群能共存共榮的方法，就在於要先讓人們瞭解不同族群的文化。

客家期刊用文字和照片，寫下了客家文化的精神、記錄了客家語言、說明瞭客家

習俗、端出了客家好料，這些豐富文獻的記載使期刊有存在的價值，可以讓現代

人認識不同的文化，讓老一輩的長者可以回憶，更可以傳承給下一代的子孫，使

客家文化能透過期刊的方式保存下來。 

 

3．請問你與《客家文化季刊》、《新北好客都》的互動如何？ 

Ａ：兩季刊最吸睛之處，就是報導了許多活躍、動態的客家文化活動。 

裡面報導了過去很少見到的各種客家節慶、信仰、價值，讓原本對客家文化不甚

瞭解的我，能透過季刊的文字來接觸這些同樣生活在臺灣的客家族群。尤其是《客

家文化季刊》中有許多客語教育的篇章，是平日難得會接觸到的內容讓我興起學

習客語的興趣。這個季刊給予我機會透過不同主體看事物的觀點，使我對臺灣多

元文化的認識更加深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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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當初就是因為閱讀到《新北好客都》季刊中有關於設計客家 T恤的比

賽，才引發我對於客家傳統服飾的興趣，因此我認為這個刊物是推廣客家文化活

動最好的媒介。加上個人對於美食的喜好，使每期季刊內所介紹的客家小館，成

為我尋訪客家好料的最佳參考，這本期刊不僅是提供我對於客家傳統文化、習俗、

語言等知識性的瞭解，更成為點綴生活、提供樂趣的最佳刊物。 

 

4．請問您對《客家文化季刊》、《新北好客都》有什麼看法及建議？ 

Ａ：由於《新北好客都》由新北市政府客家事務局所發行，季刊有許多篇幅都在

介紹市政府所舉辦的活動，雖然能以政府的力量，大力推廣這些有助於客家文化

推廣的活動，但可能因此而缺少了市民個人、較小型的民間團體發聲的機會，若

能添加一些專欄讓當地市民撰寫文章，或許能更促進人們參與、貢獻此刊物，也

能使季刊的內容中能包含有更多不同觀點的想法。 

    而《客家文化》以季刊的形式，雖然可以統合較長時間內所發生的人、事、

物，但是也因為一季才發行一本，向社會傳播客家文化的速度、頻率、密集度可

能因此降低。此外，雖然季刊有許多篇幅介紹客家詞、曲及童謠之美，並附上了

簡單的樂譜，但可能有許多讀者並無時間跟管道，自行演奏或取得這些音樂，使

得刊登歌謠詞曲讓人們聆聽客家之音的美意，有可能因此打了點折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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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問《客家文化季刊》與《新北好客都》 

讀者李冠霆(臺南市學甲區人) 

 

1.依你的觀察，《客家文化季刊》與《新北好客都》最精彩的地方在哪？它為什

麼會得到那麼多人的支持？ 

Ａ：《客家文化季刊》方面： 

    我認為《客家文化季刊》最精彩的地方在於，介紹許多客家活動、慶典的歷

史背景，這樣的編寫方式讓身為閩南人的我，得以更深入的瞭解客家風情，實具

文化教育的意涵。 

    我認為這本季刊呈現相當濃厚的客家凝聚力，且其推廣給整體社會的色彩也

非常濃厚，編輯群們除了上述講的，介紹慶典的歷史背景之外，尚有許多客語歌

謠、諺語等富教學意義的文章。我認為這不僅能夠得到客家人的關注，也能夠吸

引非客家族群的注意，使其得到那麼多人的支持。 

《新北好客都》）方面： 

    《新北好客都》以介紹新北市所舉辦的客家活動、客家政策為主，其最精彩

的地方在於每一期都具有非常詳細的專題式的報導，這種專題式的報導會配合當

時正舉辦的客家藝文活動，就算讀者沒有辦法親臨那些活動，也可以從閱讀中獲

得許多相關的知識與資訊。 

     我覺得這本刊物的內容老少皆宜，除了專題式報導之外，更有適合其他年

齡層的文章，諸如：童謠、訪談、美食等等。不論是哪個年齡層的人閱讀這份刊

物都可以獲得相當豐富的資訊，也成了其獲得許多人支持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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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您如何看待《客家文化季刊》與《新北好客都》？客家期刊是否有存在的價

值？ 

Ａ：在閱讀完這兩份刊物之後，可以發現，編輯群們非常致力於推動客家文化事

務的永續發展，不僅特別開闢客家諺語教學專欄，從內容中更可發現，目前的客

家文化事務亦相當注重客家話的存留，故刊物中經常會有許多有關於客語教學經

驗，或者是客語政策的文章。 

    我認為這兩份刊物成功聯繫了客家族群之間的感情，從文化方面著手，讓客

家人不忘自身文化的美好與傳承之重要性。在族群已經高度融合的臺灣，強調自

身文化的獨特性，才能使呈現出臺灣的多元文化的樣貌。除此之外，對於其他族

群而言，更提供了認識客家的管道，如此一來才得以減少舊有的刻板印象，並對

客家族群有更深一層的認識。 

    因此，我認為客家期刊有其存在之價值，政府相關單位應該多給予這些期刊

資金上的支持，使其能夠繼續扮演文化橋樑與價值傳達的角色。 

 

3.請問你與《客家文化季刊》、《新北好客都》的互動如何？ 

Ａ：在閱讀完這兩份刊物後，可以從中獲得許多活動的資訊，若有大型活動，我

都會考慮邀請朋友一同參加，希望從中得到更實際的體會。另外，在閱讀的過程

中，我會不斷的反思，反思自己以前對於客家的看法，並與現在看到的資訊作一

對照，從中修正錯誤的刻板印象以及觀念。對我而言，每一次的閱讀都是一種新

的文化知識的接收，不可否認的都會增加我對客家文化的瞭解。 

 

4．請問您對《客家文化季刊》、《新北好客都》有什麼看法及建議？ 

Ａ：我認為這兩本刊物的選材太過單調，舉義民節為例，對照不同年份的期刊，

就可以發現在義民節的月份，這兩份期刊所呈現的內容幾乎相同，因此我認為這

些期刊在選材上可以更加多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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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問《客家文化季刊》與《新北好客都》 

讀者姚淑婷(馬來西亞客家人) 

 

1．依你的觀察，《客家文化季刊》與《新北好客都》最精彩的地方在哪？ 

 它為什麼會得到那麼多人的支持？ 

Ａ：《客家文化季刊》方面： 

  客家文化季刊介紹了很多節日的活動內容，你無法想像一個看似占少數的客

家族群，卻有著龐大的凝聚力，一起參與、舉辦不同的節日慶典。因此，從季刊

中瞭解了有關節日的意義和歷史，因此受到大眾的歡迎。季刊也收集了很多的經

驗談，這讓季刊的內容更有說服力。 

且顧慮到青年們對於文化的認識不深或甚至不感興趣，季刊的圖片及敘述的

方式成了成功吸引青年們閱讀的關鍵。 

《新北好客都》方面： 

  顧名思義是以新北區為主體，介紹了很多在新北市的客家活動。原以為內容

多半會偏向文化的介紹，但實際有著很多新北市為凝聚客家人而舉辦了很多的活

動的內容：例如戲各類的比賽、表演、營隊等等，有針對不同年齡層所舉辦的活

動。除了活動、教育、文化，少不了的還有客家美食介紹，也這讓整本書的內容

更多樣化。 

 

2．您如何看待《客家文化季刊》與《新北好客都》？客家期刊是否有存在的價

值？ 

Ａ：在馬來西亞客家文化的刊物少之又少。現代的馬來西亞小孩已經不太會跟家

人說客家語，取而代之的是國際語言中文及英文。這也是馬來西亞維護自己客家

語言所缺乏的努力及動力，政府沒有提供任何的資金給予文化方面上的發展、非

營利客家組織也常會受到多元種族的歧視而經營困難。此兩本刊物絕對有其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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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價值，一旦停止要有更大的努力把它重新編輯、重新走回起跑點，走到現在，

也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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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

在，很多的非客家人都是透過刊物更瞭解客家文化，就像《客家文化季刊》裡頭

還有入門的客家語教學。   

個人認為《客家文化季刊》與《新北好客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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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請問你與期刊的互動如何？ 

Ａ：《客家文化季刊》有很多的動態活動報導，若有大型活動，例如新丁粄節、

桐花祭…都會考慮與朋友抽空參加。所以季刊是提供我對客家活動瞭解的重要資

訊來源。憑著刊物內容的豐富及多樣化，無可否認對客家文化的瞭解會更進一步。

雖然不是每一期的客家刊物都有閱讀，但毋庸置疑，每一次的閱讀都會帶來不同

的新資訊。 

 

4．請問您對期刊有什麼看法及建議？ 

Ａ：《客家文化季刊》與《新北好客都》都是以活動報導為重心，如果能將內容

的分配比例平均化相信會有更好的效果，本人對美食的興趣很高，因此會希望多

看到有關客家美食的內容及歷史。但就資訊傳播這點來說，兩份刊物都已做到盡

善盡美了，應該繼續給予支持並鼓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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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問《客家文化季刊》與《新北好客都》 

讀者黃一淨同學(基隆市客家人) 

 

1．依你的觀察，《客家文化季刊》與《新北好客都》最精彩的地方在哪？ 

 它為什麼會得到那麼多人的支持？ 

《客家文化季刊》方面： 

  除了客家新聞外，客家文化季刊中介紹了許多具有傳統客家風情的旅遊景點，

以及客家傳統美食。相對於大眾印象中，一份季刊應該充滿了學術性的探討，枯

燥乏味，客家文化季刊是一份充滿輕鬆氛圍的期刊，尤其是現代人生活繁忙，過

多的文字閱讀會讓人覺得煩悶，精采的照片影像是吸引人的一大特色。 

《新北好客都》方面： 

  新北好客都相對於客家文化季刊而言，是一地域性觀念較強的刊物，顧名思

義即是在介紹新北地區的客家文化，因為範圍較小，所以內容比較細緻，不像客

家文化季刊是介紹整體的客家文化，新北好客都帶有更濃厚的地方色彩。除此之

外，新北好客都最吸引人的部分就是期刊設計方面，特殊的大小和絢麗的色彩編

排讓新北好客都更像是藝術活動的場刊，美麗的圖案搭配客家神話的故事，像童

話書一般吸引大眾目光。 

 

2．您如何看待《客家文化季刊》與《新北好客都》？客家期刊是否有存在的價

值？ 

兩本期刊光從排版和美編而言，我比較偏好新北好客都，如今期刊市場競爭

激烈，客家文化季刊的美編如同時下一般的地方刊物（很像區公所裡面會放的那

種），雖然內容很吸引人，但第一眼看到時，並不會讓人想要走過去拿起來閱讀；

但是新北好客都完全相反，美麗的外表馬上抓住讀者的心，讓人有一種想要收藏

的衝動，在初見面時給人更深的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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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方面，我認為兩本期刊各有所長，首先，客家文化季刊裡面除了介紹了

整體客家活動與新聞，更著重於客家庄的介紹。如今客家文化給人的第一印象是

充滿傳統風情，例如：花布、美食、採茶…等。帶有一種旅遊的、緩慢的悠閒氛

圍，藉由客家文化季刊的介紹，許多現代人不免興起了要去客家庄一遊的興致，

增加了客家庄的曝光率，也帶動地方經濟的發展。新北好客都方面，因為著重於

地方性的介紹，所以內容更加細膩，如果是新北地方的人，看新北好客都時應該

會有一種恍然大悟的感覺，覺得：啊！我家附近原來有這種活動，有這麼多客家

人阿。新北好客都的內容能夠幫助地方情感的維繫，並且發展出更緊密的社區結

構。除此之外，新北好客都介紹了相當多的客家神話故事以及傳統習俗，以說故

事的手法來描述一個節日，而不是平鋪直述的介紹或新聞式的報導，讓人有意猶

未盡的感覺。 

    臺灣的地方文化非常多元，但目前主導整個臺灣地方意識的仍是閩南人與外

省人，客家文化反而是相對薄弱的，因此我認為如果能有讓人一談到客家文化，

就能夠想到的代表性刊物，並定能夠使客家文化的傳播更加廣闊，同時，客家文

化也不應該侷限自己於觀光或傳統遊藝，而是應該找到另外一條發展的路，客家

文化並不只有休閒，也有屬於自己的古老智慧。 

 

3．請問你與期刊的互動如何？ 

《客家文化季刊》裡面有較豐富的活動資訊，並且介紹一些客家文化的大型活動，

同時富有參加資訊，相較於新北好客都而言，是一份更實用的刊物。（甚至提供

了路線資訊）新北好客都裡面比較多的傳統文化介紹，因為是故事性的介紹，因

此能夠增加對於客家文化背景知識的瞭解，同時，看完以後的期刊也可以留下來

做裝飾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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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請問您對期刊有什麼看法及建議？ 

兩本刊物裡面都有大份量的客家新聞，但我個人認為，新聞應該更具有即時

性，因此期刊如果是一季一刊，新聞就不是期刊的重點了（三個月前的新聞可能

跟生活比較沒有相關了），應該更著重於介紹「將來」要發生的事情，例如客家

人新年很特別，那麼就該在過新年前的那份刊物介紹新年，讓有興趣體驗客家新

年文化的人有機會參與，而不是結束後新聞式的介紹整個活動的內容。即使很引

人入勝，但讀者沒辦法親身體驗終究是遺憾。 

除此之外，兩本期刊的曝光率似乎有點低，除非因緣際會下拿到刊物，不然

平時想要找一本客家文化刊物來閱讀，也並不會馬上想到這兩本刊物，也許可以

增加一些宣傳，來提升知名度，增加讀者群。 

最後，我認為兩本期刊的內容重複率很高，比對同一期兩本期刊，介紹的節

日和活動內容有大部分的重複，除了敘述的方法不太一樣以外，因為選材相似度

太高，反而會讓人有：只要看一本就夠了的想法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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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計畫二 

國際客家研究：印尼客家研究 

計畫主持人：邱榮舉 

共同主持人：黃玫瑄 

壹、前言：印尼客家研究是國際客家研究中特別

重要的一環 

    在海外華僑華人中，在印尼的華僑華人之人數最多，且印尼華僑華人中的客

家人，現今至少有數百萬人。本研究計畫主要是討論印尼客家，印尼客家研究為

國際客家研究之重要組成部分，也是整個國際客家研究中特別重要的一環。長久

以來，有關海外華僑華人之研究較多，而對於海外華僑華人中之客家研究則較少。

關於東南亞華僑華人研究，已日漸受到世界各國的重視，但是有關東南亞華僑華

人中之客家研究，仍然不多。既有的東南亞客家研究，相較而言，屬新加坡客家

研究、馬來西亞客家研究較多，但屬印尼客家研究則較少。印尼客家在國際客家

中確實具有重要性與代表性，故特別推進有關印尼客家的研究。本研究計畫的研

究目的有二：一為探討印尼客家人之歷史與現況；二為瞭解印尼客家研究現況。

本研究計畫的研究問題有二：一為印尼的客家社團、會館及基金會之狀況為何？

二為有關印尼的客家研究狀況為何？本研究計畫的研究方法，係透過文獻分析法，

蒐集與整理資料，以質性研究進行分析；另採田野調查方式，組團赴印尼客家庄

實地訪查。本研究計畫之主要重點有三：一、瞭解印尼客家人的歷史與現況；二、

探討印尼的主要客家社團、會館及基金會；三、檢視有關印尼客家研究之現況。

最後，本研究團隊確認印尼的客家社團、會館及基金會種類較多且相當活躍；蒐

集與整理有關印尼客家研究之重要參考文獻將有助於海外華僑華人研究；印尼客

家研究是國際客家研究中特別重要的一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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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執行情形 

一、計畫之執行概況 

季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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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撰寫計畫書及其修正
與確認 

2. 蒐集相關資料 

3. 文獻回顧。 

25% 

(25%) 

1. 撰寫計畫書及其修
正與確認■是□否 

2. 蒐集相關資料■是
□否 

3. 文獻回顧■是□否 

3 月 

31 日 

4 月 

至 

6 月 

1. 增補印尼客家研究相
關資料 

2. 分析與研判印尼客家
研究初步資料 

3. 舉辦印尼客家研究座
談(一) 

25% 

(50%) 

1. 增補印尼客家研究
相關資料。■是□否 

2. 分析與研判印尼客
家研究初步資料■
是□否 

3. 舉辦印尼客家研究
座談(一)■是□否 

6 月 

30 日 

7 月 

至 

9 月 

1. 舉辦印尼客家研究座
談(二) 

2. 整體資料之綜合分析 

25% 

(75%) 

1. 舉辦印尼客家研究
座談(二)■是□否 

2. 整體資料之綜合分
析■是□否 

9 月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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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際客家研究：印尼客家研究 

經 費 項 目 核定金額 實支數 說明 

人事費 180,000 180,000 

計畫主持人費每月 10,000 元，共 11

個月，共同主持人費為每月 8000

元，共 10個月。。 

業務費 96,480 96,480 

聘用臨時人員執行本計劃相關工

作，包括深度訪談、彙整資料、編碼

及其他相關事務…等，以及雜誌檔案

及網路搜尋取得資料之付費、出席

費、碳粉匣、儲存碟、錄音筆及紙張

文具等耗材。 

雜支 11,520 11,520 
郵電、影印裝訂、打字編排、編碼、

文具用品、誤餐費及其他相關雜支。 

管理費 32,000 32,000 

依本校規定編列本分項計畫經費之

10%。內含：(1)主持人健保補充保費

10,000 元/月 x2% =200元/月。200

元 x10月=2,000元/月;(2)共同主持

人健保補充保費 8,000元/月

x2%=160 元/月。160元 x10 月=1,600

元/月。 

合計                                                  320,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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叁、檢討與建議 

一、成果效益 

印尼客家研究為國際客家研究之重要組成部分，也是整個國際客家研究中特

別重要的一環。有關客家研究，除了早期有許多華人多所探討外，後來也有不少

外國人關心客家，重視客家文化，進而從事客家研究。印尼華僑華人特別多，而

印尼客家人也比海外其他國家的客家人多很多，故探討印尼客家人與客家文化，

蒐集與整理有關客家研究之重要參考文獻，將有助於海外華僑華人研究、國際客

家研究及國際客家學術交流與合作。本研究計畫之成果效益至少有三： 

1. 從事印尼客家研究，可對印尼的客家人、客家文化及客家社團、會館、基金

會等，能有一整體性的、較有系統的全面性瞭解 。 

2. 蒐集與整理有關印尼客家研究之重要參考文獻，將有助於海外華僑華人研究

與繼續推進印尼客家研究。 

3. 從事印尼客家研究，將有助於充實整體的國際客家研究，並將有助於國際客

家學術文化之交流與合作。 

二、與原訂計畫之落差及原因分析 

(一) 與原計畫之落差：原計畫本研究團隊能在此次研究印尼客家期間，既能組

織研究小組前往印尼客家庄實地訪查，也能參與 2013 年世界客家客屬懇親

大會（第 26 屆）及國際客家文化學術研討會，奈何卻因為經費因素及政治

因素，本次只能在七月份組織研究團隊前往印尼參訪與研究，而無法再組

織研究團隊參加 9 月份的「國際客家文化學術研討會」。 

(二) 原因分析：本研究計畫之執行有些許落差之主要原因有二： 

1. 印尼有「千島之國」之稱，地方大，人口多，華人多而分散，本研究計

畫之研究期間太短，應分三〜四年逐步分區域推進。 

2. 研究經費花費龐大，本案客委會所補助之經費嚴重不足。 



43 
 

三、建議事項 

A. 對客家學界之建議事項 

1. 印尼客家研究與東南亞客家研究宜繼續共同推進 

    研究印尼客家，應先由東南亞華人和印尼華人的歷史與社會脈絡著手。臺灣

客家學者蕭新煌、張維安、范振乾、李美賢、林開忠、謝偉倫等，曾於2004年整

理〈東南亞客家研究相關書目〉及相關論著，對於東南亞客家研究提供了較為完

整的參考文獻、並打下了重要基礎，且已有一定的研究成果，惟質與量方面，仍

有待有志者繼續共同推進。客委會成立後，2003年曾經委託中央研究院亞太區域

研究專題中心承辦《海外客家基本資料調查》，及各相關大學對印尼地區的客家

研究，客委會應繼續多支持。受印尼排華影響，早年印尼客家移民來臺者頗多，

有關臺灣印尼客僑為臺灣和印尼客家和華人社會建立起緊密的連帶關係，有關他

們的研究，可以作為臺灣印尼客家研究的特殊視角。印尼客家人數多且極具特色

，在國際客家研究中極為重要且具代表性，確實值得再深入研究。 

2. 國際客家研究應從事長期研究且多培養青年學子與年輕學者 

國際客家研究應從事長期研究且多培養青年學子與年輕學者，在國際研究中

印尼華人研究與客家研究有其重要性，應多培養年輕研究者。 

B. 對中央政府(客委會)之建議事項 

1. 客委會應多支持印尼客家研究計畫或相關客家田調團隊 

有關印尼華僑華人研究成果相對而言較少，而印尼客家成果更是少之又少。

有關印尼客家研究的相關資料與研究成果，臺灣相當欠缺，蒐集困難，若要加強

臺灣與印尼之關係，或加強國際客家研究，實應多加強對現今印尼的總體研究及

印尼客家研究。 

2. 客委會應多組織客家研究團隊前往印尼，多方共同合作進行田野調查 

印尼客家人特別多但相關的印尼客家研究相對而言少很多，應多組織客家研

究團隊前往印尼，與當地大專院校和華人社團（特別是客家社團），共同推進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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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學術文化交流與合作，並進行客家田野調查。 

3. 客委會應多支持從事國際客家研究之相關客家學術計畫，並給予經費補助 

國際客家研究是客委會研製與執行客家政策的重點工作之一，且是推廣客家

文化與進行國際文化交流之重要關鍵，因而必須長期有計畫、有系統地培養與支

持有志於從事國際客家研究之相關客家研究團隊。因本次研究經費補助太少，且

前往印尼路途遙遠，本研究計畫未能獲得客委會給予較充足的經費補助，致使研

究團隊成員進行實地訪查極為艱辛。 

4. 客委會應多協助多年期的國際客家研究計畫，以利完成較完整、較有系統且

較深入的客家研究成果 

印尼素有「千島之國」之稱，印尼華人約有 2000 萬人，而客家人約有 600

多萬人。印尼客家人分布的地區很廣，主要居住地為爪哇的雅加達、三寶壟、泗

水、萬隆，蘇門答臘的占碑、巨港、棉蘭，婆羅洲的坤甸、山口洋，蘇拉威西的

孟加錫和安汶、邦加，勿里洞以及帝汶島。 

今年我們所進行的印尼客家研究期限太短，本研究計畫只有 11 個月的研究

期限，實難以兼顧高度、廣度及深度之全面性探討，在印尼的參訪時間短促，加

上有些訪談對象經商忙碌或舟車勞頓，不易配合計畫期程進行訪談。 

四、結論 

1. 印尼為東南亞特別具有發展前景之國家，且該國對華人與華文已逐漸重視，

印尼客家研究有其重要性與代表性 

「世界客屬懇親大會」，至今已舉辦了 26 屆，第 17 屆（2002 年）及本次

第 26 屆（2013 年）皆在印尼首都雅加達舉行，由此可知，印尼客家在國際客家

中的重要性與代表性，而印尼客家研究亦有其重要性與代表性，值得再持續推

進。 

2. 印尼客家人特別多，分布廣，且極具特色，頗值得深入探討 

臺灣與印尼之關係可多加強化，客委會應繼續支持印尼客家研究，鼓勵籌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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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案研究團隊，持續分期、分地區進行探究；另應加強支持臺灣與印尼之間的客

家學術文化交流與合作。 

3. 印尼的客家社團、會館及基金會種類較多且相當活躍 

印尼由於客家人不少，因而有許多客家社團、會館及基金會，印尼客屬聯誼

總會於 2008 年 5 月 3 日正式宣佈成立，是印尼唯一的全國統一客屬社團，目前

共有 37 個分會。印尼客屬聯誼總會自成立以來，努力推進中印友好和經貿合作，

也在臺灣有相當程度的往來，且日趨活絡，而在印尼現階段各地也正加強發展華

文教育，對中華文化與多元文化之發展頗有助益，為讓客家文化在「千島之國」

百世流芳，印尼客屬聯誼總會還在雅加達興建客家博物館。2013 年 9 月在印尼

雅加達舉辦世界客屬懇親大會（第 26 屆），及國際客家文化學術研討會。 

4. 確認印尼客家研究是國際客家研究中特別重要的一環 

有關海外華僑華人之研究較多，而對於海外華僑華人中之客家研究則較少。

目前關於東南亞華僑華人中之客家研究，仍然不多，且印尼客家研究成果較新加

坡客家研究、馬來西亞客家研究等少很多。分布在世界各國的海外客家人，屬印

尼的客家人最多，印尼客家在國際客家中確實佔有重要性與代表性，且世界客屬

懇親大會曾在印尼舉辦過二次，此次經本團隊研究後，確認印尼客家研究是國際

客家研究中特別重要的一環。 

5. 此次推動印尼客家研究所遭遇之困難 

    此次推動印尼客家研究，至少遭遇了下列三個困難：1. 研究資料相當欠缺：

有關印尼客家研究之相關資料相當欠缺，蒐集困難。2. 研究經費嚴重不足：本

研究計畫之經費補助太少，前往印尼路途遙遠，而本研究計畫未能給予較充足的

經費補助，致使研究團隊成員進行實地訪查極為艱辛。研究期限太短：本研究計

畫只有 11 個月的研究期限，而印尼又稱「千島之國」，實難以兼顧高度、廣度

及深度之全面性探討，在印尼的參訪時間短促，加上有些訪談對象經商忙碌或舟

車勞頓，不易配合計畫期程進行訪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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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研究成果全文 

國際客家研究：印尼客家研究 

計畫主持人：邱榮舉
*
 

共同主持人：黃玫瑄
**
 

中文摘要 

在海外華僑華人中，在印尼的華僑華人之人數最多，且印尼華僑華人中的客

家人，現今至少有數百萬人。本研究計畫主要是討論印尼客家，印尼客家研究為

國際客家研究之重要組成部分，也是整個國際客家研究中特別重要的一環。長久

以來，有關海外華僑華人之研究較多，而對於海外華僑華人中之客家研究則較少

。關於東南亞華僑華人研究，已日漸受到世界各國的重視，但是有關東南亞華僑

華人中之客家研究，仍然不多。既有的東南亞客家研究，相較而言，屬新加坡客

家研究、馬來西亞客家研究較多，但屬印尼客家研究則較少。印尼客家在國際客

家中確實具有重要性與代表性，故特別推進有關印尼客家的研究。本研究計畫的

研究目的有二：一為探討印尼客家人之歷史與現況；二為瞭解印尼客家研究現況

。本研究計畫的研究問題有二：一為印尼的客家社團、會館及基金會之狀況為何

？二為有關印尼的客家研究狀況為何？本研究計畫的研究方法，係透過文獻分析

法，蒐集與整理資料，以質性研究進行分析；另採田野調查方式，組團赴印尼客

家庄實地訪查。本研究計畫之主要重點有三：一、瞭解印尼客家人的歷史與現況

；二、探討印尼的主要客家社團、會館及基金會；三、檢視有關印尼客家研究之

現況。最後，本研究團隊確認印尼的客家社團、會館及基金會種類較多且相當活

躍；蒐集與整理有關印尼客家研究之重要參考文獻將有助於海外華僑華人研究；

印尼客家研究是國際客家研究中特別重要的一環。 

 

關鍵詞：印尼客家、客家研究、客家社團、海外華人研究 

 

                                                      
*
   計畫主持人邱榮舉，現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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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灣大學政治學博士；曾任國立臺灣大學法學院副院長、

國立臺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所長、國立臺灣大學客家研究中心主任等。 
**
  共同主持人黃玫瑄，現任教於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通識教育中心、臺灣師範大學全球客家文

化研究中心研究員；國立臺灣大學國際客家學會會長、國立臺灣大學國家發展所博士生。再

者，本計畫共同參與研究的成員尚有廖錦梅、袁慧敏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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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背景、目的及問題 

(一) 研究背景 

印尼歷史上與華人的關係是建立在足夠長的時間內，一直連續到幾個世紀以

來。儘管很多不同的看法有關與華人在印尼的存在，或是什麼時候開始來這個群

島定居，一個很確定的就是華人已經影響很多印尼的現代文化。 

許多世紀來，根據 Peck Yang1華人大多數來自中國東南各省移動到印尼群島

居住。從東南地區大多數來自福建省，這是第一次印尼華人的來源。但是這最初

的移民沒有像第二次和第三次的移民這麼多。第二次從中國移民到印尼是在

1860-1890 和第三次的 1900-1930。 

華人在印尼從過去迄今，從未對印尼作殖民侵佔之舉，印尼獨立後實施同化

政策，華人為求自保多已加入印尼國籍，生活上與原住民互相融合，經濟上協助

建設，政治上不參政，因此受到差別待遇，社會地位常被歧視。排華政策，使外

商不來投資、國內資金外流，阻礙印尼現代化發展，為改善此現象，應接納華人

參政，不分種族，視為一體，去除不平等規定，才能加速印尼之發展。呼籲印尼

華裔，華人應自制，爭取應有的平等地位，但也必須自量，負起國民應盡的責任，

不分彼此，融入主流社會，勇於參政與議政，建設印尼未來康莊大道。 

(二) 研究目的及問題 

本研究計畫的研究目的有二：一為探討印尼客家人之歷史與現況；二為瞭解

印尼客家研究現況。本研究計畫的研究問題有二：一為印尼的客家社團、會館及

基金會之狀況為何？二為有關印尼的客家研究狀況為何？本研究計畫之主要重

點有三：一、瞭解印尼客家人的歷史與現況；二、探討印尼的主要客家社團、會

館及基金會；三、檢視有關印尼客家研究之現況。 

 

                                                      
1
  Twang Peck Yang, 2004, Elite Bisnis cina di Indonesia dan masa transisi kemerdekaan 

1940-1942. Yogyakarta：Niaga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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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方法 

本研究計畫的研究方法，係透過文獻分析法，蒐集與整理資料，以質性研究

進行分析；另採田野調查方式，組團赴印尼客家庄實地訪查。為了推動本研究計

畫，本研究團隊曾舉辦多次有關印尼客家研究之座談會與田野調查，茲簡要說明

如下： 

A. 印尼客家研究座談會(一) 

時 間：2013年4月29日(週一) 18：00-21：00 

地 點：國立臺灣大學客家研究中心(臺北市徐州路21號) 

主持人：邱榮舉 

與會者：黃玫瑄、楊聰榮、曾建元、陳瑪琍、黃佩玲等 

【討論議題】 

1. 印尼的客家人歷史與分布現況之相關資訊 

2. 印尼的客家社團與重要領導人之相關資訊 

3. 有關印尼的客家研究成果之相關資訊 

【討論結果】 

1. 在國際研究中印尼華人研究有其重要性，應培養研究生作長期研究，最好研究

者本身能與印尼有淵源，才會有研究動機與興趣。 

2. 基本上應組團參加今年世界客屬懇親大會，進一步了解印尼客家華人的狀況及

客家研究。 

B. 印尼客家華人田野調查 

臺大客家研究中心曾籌組兩個印尼客家研究小組：第一梯次(2013.7)成員包

括：曾建元、邱榮裕、陳瑪琍、黃佩玲、曾懷慧、廖錦梅等；第二梯次(2013.9)

成員包括：邱榮舉、邱榮裕、黃玫瑄、劉碧蓉等人。 

2013年7月15-24日探訪印尼雅加達、巨港、邦加島等客家人較多的地區，實

地訪查當地客家社團、會館及基金會，了解客家華人在印尼的生活、文化、語言

等，進一步了解印尼客家研究之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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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綜觀國際客家研究之相關文獻，研究者多半以東南亞地區如泰國、馬來西亞、

新加坡等地之華人社會為主軸，闡述客家華人在當地發展的情形以及華人會館的

樣貌，針對印尼客家華人會館及相關社團組織來探討的文獻，資料反而闕如，而

論文方面大部份以印尼華僑來台之生活為論述的重點，事實上以印尼華僑和華人

之人數在全球所佔極大之比例，而華僑和華人又歷經印尼排華事件及暴亂，從華

人整體經濟社會文化觀點及維繫華人命脈的立場而言，亟需更多資料印證客家華

人在印尼的影響力及重要性。有關印尼客家研究是國際客家研究中較重要、較困

難及較欠缺研究者。 

 

印尼參訪與田調表 

  

雅加達 雅加達 雅加達 邦加 邦加 

第一天 第二天 第三天 第四天 第五天 

7 月 15 日 7 月 16 日 7 月 17 日 7 月 18 日 7 月 19 日 

一 二 三 四 五 

早          餐 

早上 飛抵印尼 
認識印尼- 

縮影公園 

訪談- 

興安會館 
前往邦加 分組調查 

午          餐 

下午 

飯店 Check In 

商場- 

Grand 

Indonesia, 

Plaza 

訪談- 

梅州會館 

 

訪談- 

客聯總會 

 

訪談- 

邦加客屬公會 

 

旅遊 

晚            餐 

晚上 工作會議 
資料整理 

心得分享 

資料整理 

心得分享 

資料整理 

心得分享 

資料整理 

心得分享 

 

7 月 15 日第一天，下午 2 點 15 分飛抵雅加達，拜會梅州會館創辦人黃德新

主席、國際日報熊德龍董事長。 

黃德新主席幫我們聯絡國際日報與萬隆客屬，安排參訪。於雅加達3日行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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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排特助全程陪伴；協助蒐集梅州會館內客家書籍資料，贈送給我們帶回臺灣，

並安排我們參加巴中合唱團、萬隆客屬紀念晚會等晚宴，為我們引薦各地人士。

國際日報熊德龍董事長親自迎接，與我們分享他的奮鬥故事與經驗。7 月 16 日

國際日報刊登國際客家移地學習營隊消息。 

 

 

 

 

 

在黃德新主席家合影留念 

7 月 16 日第二天，參訪客家博物館、拜會梅州會館陳志明會長、印尼客屬

聯誼會葉聯禮總主席，受邀參加巴中合唱團 12 週年紀念晚會。 

客家博物館硬體設備已經大致建置完成，擺設規劃等軟體部分尚未完成。李

世鐮主席親自帶領參觀，贈送印尼客家博物館倡議書(PROPOSAL)。 

 

 

 

 

在雅加達縮影公園/客家博物館合影留念 

梅州會館陳志明會長，引薦崇德三語學校教育委員主席田錦堂，並安排隔日

學校參訪。印尼客屬聯誼會葉聯禮總主席，引薦印尼客屬聯誼會副總主席曾季瑾。

曾副總主席希望籌辦客語教育，傳承客家話，駐印尼臺北經貿代表處葉非比副代

表與汪樹華組長一同與會。 

巴中合唱團成立 12 週年紀念晚會，考察團有幸結識大陸首府師範大學姚建

華老師、印尼雅加達客屬聯誼會秘書長楊建昌。相關新聞刊登於 7 月 18 日國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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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報上。 

7 月 17 日第三天，參訪崇德三語學校、亞非會議紀念館、華族歷史紀念館、

百氏祠等，拜會萬隆客屬聯誼會，參與萬隆僑中 20 週年紀念晚會。 

崇德三語學校在雅加達、日惹皆有校區。從幼稚園教育到高中教育，目前正

在籌辦大學。高中部校長希望能合作暑期遊學團與留學業務。參訪新聞刊登於 7

月 18 日國際日報。 

 

 

 

 

    7 月 18 日第四天，上午 11 時 30 分飛抵邦加-勿里洞省檳港市，參訪檳港市

長住所(前為荷蘭省長別墅)，拜會邦加客屬公會鄒霖財會長。鄒會長針對邦加島

參訪與調查重點解說。 

    7 月 19 日第五天，訪查檳港市-客家華人、新中興學校(華語學校)、烈港市-

客家廟宇、客家華人村落、勿里洋市-客家廟宇與客家華人村落。 

    新中興學校為濱港市的華語學校，該校從幼稚園到中學教育皆有興辦。我們

訪談了在這邊的華語老師，他們都是接受政府補助到大陸廣州去接受華語師資培

訓，學成後回家鄉服務，必須簽約，服務五年，每月薪資為 100 元人民幣。 

    邦加島的客家華人多信奉孔子儒家思想，祭拜伯公(土地公)、關帝君、媽祖

等神明。有許多百年以上的伯公廟。當人民上香祭拜主神時，廟公會敲鑼以示尊

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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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邦加島有非常多的民族一起聚落在這裡，華人也是其中一個部分。華人在

邦加島的比例近 50%，所以很多地方都可以使用華語交談。也有福建人，可用福

建話溝通。居民 60%以上都會說客家話，即使不是客家人也會。無排華現象，大

家相互尊重且友善，晚上在路上行走也沒有什麼危險性。這邊的華人多是生意人，

從水果攤、雜貨店、海鮮餐館、酒莊等遍及各地。 

 

客家華人村落訪查 

 

 

 

7 月 20 日第六天，參訪濱港市-錫礦博物館、文島市-碼頭、瑪腰、護士紀念

碑等華人走過的路線與遺跡。 

錫礦博物館館內介紹以前華人被當豬仔騙到檳港來成為礦工的歷史故事與

挖錫礦的流程與模組。遇到棉蘭熱情的鄉親，爭相與考察團合照留影。 

    從濱港市到文島市需 3 小時車程。文島市的碼頭為以前華人南下到邦加島開

礦的落腳之地。 

華人官吏的官邸瑪腰古宅，是清朝御封翰林院，華人對於當地建設功績，受

正面評價。 

    7 月 21 日第七天，邦加-巨港，搭乘渡輪。華人以前到印尼移民拓殖搭船往

來大陸、邦加與巨港，這是華人南下拓殖的腳步，這次我們也跟隨著先人的腳步

前往印尼。此外，亦受蘇南客家同鄉會曹裕光主席邀約，參加 GKY 教會 29 週

年紀念活動。 

    7 月 22 日第八天，拜會巨港華人福利基金會、蘇南客家同鄉會、巨港甲必

丹，參訪老人院、開心學校(華語學校)，以及蘇南客家同鄉會晚宴。 

    巨港華人福利基金會是為收留孤苦無依的華人老人所設立的，從 1940 年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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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避難所到現在成立華人福利基金會已有 70 餘年。老人院內的阿伯、阿母們都

會說客家話或福建話，每一位身上都有很特別的故事。 

蘇南客家同鄉會曹裕光主席為我們解說以前客家華人來印尼的奮鬥故事。 

 

 

 

 

    巨港甲必丹2目前已傳承到第 10 代，但維護經費龐大，後裔於經濟貧困時，

曾將一些文物變賣過生活。若可做數位典藏，可保留這數百年來的文化產物繼續

流傳。 

    巨港開心學校為彌勒佛學校，該校設備新穎，採三語(印尼文、英文、華文)

教學。小朋友在此學習中華文化、華語。有臺灣開南大學幼保科與臺中教育大學

應華系的學生實習教學。 

    7 月 23 日第九天，上午 10 點 30 飛抵雅加達，拜會國際日報趙金川總裁，

參訪紅溪歷史事件地點，與印尼臺大校友會餐敘。 

    拜訪國際日報趙金川總裁，趙總裁贈送客家相關書籍給臺灣大學客家研究中

心。 

                                                      
2
 「甲必丹」是荷蘭語「首領」的意思，為荷蘭殖民時期推行的僑領制度，任命前來經商、謀生

或定居的華僑領袖為僑民的首領，以協助殖民政府處理僑民事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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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紅溪，印尼最早排華事件發生地點，座落地點為城西的河邊，名為紅溪。1740

年 10 月荷蘭殖民時期，大規模屠殺華僑。 

    印尼臺大校友會餐敘，討論僑生的留臺的申請制度與華語教育、2013 年 11

月來臺灣參加臺灣大學校慶等事宜。 

C. 印尼客家研究座談會(二) 

時  間：2013 年 8 月 7 日(週三) 18：30-21：30 

地  點：國立臺灣大學客家研究中心(臺北市徐州路 21 號) 

主持人：邱榮舉 

與會者：黃玫瑄、曾建元、曾懷慧、陳瑪琍、黃佩玲等 

【討論議題】  

1. 對這次印尼參訪有何感想及建議?  

2. 應如何規劃印尼客家研究的未來方向?  

【討論結果】  

1. 對這次印尼參訪的感想及建議  

(1) 印尼華人都有共同創傷就是印尼排華，對他們而言長期被壓抑，所以現在

印尼改革開放後，華人非常團結，而中國的崛起給他們強大的依靠，他們

提到祖先是從中國移民過來，臺灣客家情同手足，他們不可能因親共而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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壓臺灣，但在政治上印尼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形勢比人強，但私底下對

他們來說是平行交往。  

(2) 有關教育方面，大陸幾所大學及政府對印尼華教投入很多，例如孔子學校，

以及大陸遠距教學從學士到博士，不用到大陸在印尼看電腦看電視就可得

到學位，用很短的時間付出很低的代價，就可以迅速填補華文的空缺。反

觀臺灣方面限制太多，薪資太低使得臺灣人不願去當地擔任華文教師。  

其實人才的培養是必須的，臺灣高等教育對他們的華人文化或華人教育有

所幫助，應該會是一個強項。  

2. 如何規劃印尼客家研究的未來方向  

先考慮是否參加九月初在印尼雅加達所辦的世界客屬懇親大會，同時發表相

關論文。先了解其規定、截稿時間，是屬於學術研討會或一般文化性報導性

的，所寫的方向會不同，再決定如何參與。請領隊與對方保持聯繫。 

本次印尼行提供了一個很好的經驗，可作為未來研究印尼客家的參考依據。 

 

三、印尼客家人的歷史與分布狀況 

關於印尼客家人的歷史與分布狀況，本研究團隊特別邀請楊聰榮與曾建元參

與座談，茲簡要說明其論點如下： 

(一)楊聰榮之論點
3
 

1. 有關印尼客家研究之重要性至少有三：(1)印尼是海外華人人數最多的國

家，換言之以海外客家為對象，其規模是最大的。(2)印尼客家人在歷史

上建立了華人在海外的政權（蘭芳公司），這段歷史突顯了印尼客家人的

重要性。(3)印尼有非常獨特的歷史為其它國家所沒有的，印尼曾經禁華

文禁了三十幾年，世界上人口最多的語言被禁了這麼長的時間。 

                                                      
3
  此為楊聰榮參加國立臺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教授邱榮舉主持客家委員會專題研究計畫 2013 年

4 月 29 日晚間假國立臺灣大學客家研究中心主辦之《印尼客家研究》座談會發言稿中之一部分，

請參閱附錄 3：印尼客家研究座談(一)會議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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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過去大家對印尼華人的了解以爪哇島為對象，其實客家人主要分佈在外島，

因為外島的關係會讓某些特定的客家地區發生聚集作用，一般客家社群很

難在當地變成主要華人的族群，但在印尼外島因客家人所佔的人數多，又

跟客家特性有關而產生聚集作用，在印尼客家人雖然低調隱形但因在偏鄉，

所以反而保存比較多客家的元素。 

3. 臺灣的外籍配偶從60年代70年代當時有一批從印尼嫁到臺灣來，其中相當

多是來自山口洋， 70年代80年代臺灣與印尼有特殊的關係，跟冷戰時結

構有關，臺灣與同為反共陣營的地區有特殊的來往，其中有許多擔任通譯

的角色，客家人的背景相當多，客家人成為扮演橋樑的角色。後來等到印

尼經過民主化的過程以後，1998年民主化以後，反而臺灣與印尼建立了另

一種關係，印尼發生災難臺灣去支援，如亞齊地區，建立了非常好的民間

關係，相當有突破。這些都構成了做印尼客家人相關研究時，可以有特殊

的角度。 

 

(二)曾建元之論點
4
 

印度尼西亞分布於中國下西洋必經之路，由新幾內亞島到蘇門答臘島，6000

個島嶼，東西橫亙 5000 公里，而有千島之國之稱。自從中國人有出洋遠航的能

力，就有人登陸造訪印度尼西亞諸島，迄今已有千年。印尼人口兩億四千萬，分

屬 300 個民族，華人為人口次於爪哇族和巽達族的第三大族群，印尼政府估計約

有 1500 萬人，客家人的總數雖無正式統計，但客家人向來是印尼華人中的最大

族群，以三分之一比例算，則約有四、五百萬之眾。不過，由於歷經排華運動的

陰影，2010 年印尼人口普查，只有 290 萬人自稱是華人。 

客家人的文化特徵大致定形於宋元，當時客家人的分布主要還在於贛東閩西

                                                      
4
  此為曾建元參加國立臺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教授邱榮舉主持客家委員會專題研究計畫

2013 年 4 月 29 日晚間假國立臺灣大學客家研究中心主辦之《印尼客家研究》座談會發言稿中之

一部分，請參閱附錄 3：印尼客家研究座談(一)會議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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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夷山脈兩側。是時，隨著南宋對外貿易的擴張，泉州躍升成為全球最大商港，

其後宋元間戰火南下蔓延，客家人亦開始遷徙，宋亡後，遺民飄零海上，元朝繼

之經略南洋，一度遠征爪哇。那一個中國人縱橫海上的時代，可以想見有許多人

到南洋發展。不過這些早期的中國人，恐怕基於地利之便，而以閩南人和廣州人

為其大宗。明太祖朱元璋實施海禁，禁止人民出海，也禁止未經允許出海的人民

返國，迫使出走南洋的許多中國人只好留在當地發展，而慢慢形成海外華人社

會。 

客家人拓墾印尼，當與 17 世紀中葉荷蘭聯合東印度公司以巴達維亞為中心

展開的殖民地開發與經營之人力需求有關，加以明清之際閩粵戰事頻仍、民不聊

生，乃形成集團性之移民。1710 年，邦加島發現錫礦，荷蘭聯合東印度公司對

統治該島的舊港蘇丹承諾收購，舊港蘇丹乃由麻六甲華商引進華工從事開採，多

數為廣東陸豐客家人，1755 年，婆羅洲島南吧哇蘇丹仿效舊港，亦經由邦加引

進華工從事金礦開採，鄰近各土邦紛紛如法庖製。1777 年，廣東嘉應州（梅州）

梅縣客家人羅芳伯於婆羅洲坤甸建立共和國蘭芳大總制，建元蘭芳，首長稱大唐

總長或大唐客長，內部則尊稱大哥，立國百年，掌握婆羅洲當地政經大權直至

19 世紀末，才為荷蘭併吞。另有羅芳伯部屬吳元盛在戴燕稱王稱藩。此皆可謂

為客家移墾印尼事業的巔峰。婆羅洲島上的海豐陸豐客家人，則於歷經數年的客

家械鬥後則集中移居於山口洋。 

19、20 世紀之交全球資本主義工業化與帝國主義的擴張，加速西方各國在

南洋的殖民與開發競爭，英國進據婆羅洲與荷蘭爭雄，兩國競相招徠華人移工，

1860 年〈中英北京條約〉簽訂，取消海禁，加以清末客家人領導太平天國革命，

東南焦蔽，生靈塗炭，大量客家遺民乃出走南洋。其後受近代化啟蒙和國際共產

主義運動之影響，移民社會之客家社群與其領袖，諸多成為中國近代革命的重要

海外支持力量。如棉蘭曾經出資起造潮汕鐵路的張榕軒、張耀軒兄弟，是孫中山

的資助者；在印尼發跡的實業家張弼士，號稱南洋首富，創辦了張裕葡萄酒，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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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孫中山的支持者；再如出生於巴達維亞的羅福星，甚至親自組織僑軍返回中國

參與國民革命，並在臺灣發展革命組織。 

1932 年由西加里曼丹土生華人客家人林群賢於水創立的印尼中華黨，提出

「印尼人」概念，號召土生華人在政治上認同印尼，入籍印尼，以成就印尼民族，

是印尼獨立革命的先驅。1945 年 8 月印尼獨立，林群賢的追隨者爪哇客家人蕭

玉燦出任阿米爾•沙利弗丁內閣的國務部長，這是第一位在印尼政府出任部長的

客家人和華人。 

1949 年中國內戰，形成 20 世紀中國最大規模的難民潮，為印尼帶來大量的

華人與客家新移民，懷抱國際共產主義以及中國民族復興的印尼華人亦投入戰後

印尼的反殖民運動，但中華民國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對抗，也延伸到印尼華人社

會，形成激烈的鬥爭，而使印尼政府感到不安。林群賢即被控叛亂為印尼政府逮

捕，他為此放棄印尼國籍表達抗議，而宣布加入中華人民共和國國籍。蕭玉燦於

1954 年成立印尼國籍協商會，鼓勵華人入籍印尼。1956 年蘇門答臘爆發反共政

變，次年東印尼亦自立，1958 年中華民國軍援印尼叛軍革命軍事跡洩漏，印尼

政府乃對親臺右派華人展開鎮壓。1965 年印尼爆發 930 事件，蘇哈托以平定共

產黨政變為由發動了奪權軍事政變，指控中華人民共和國通過印尼華人陰謀赤化

印尼，乃遂蠱動排華而將蕭玉燦逮捕下獄。1967 年，逼退蘇卡諾而出任總統的

蘇哈托，則在西加里曼丹與東馬來西亞邊界劃定紅線區，禁止華人居住，對以客

家為主的華人展開全面的政治清洗，更放任當地達雅族人對華人展開出草。中華

民國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在印尼排華期間，則皆各自展開撤僑。自 1966 年到 2000

年之間，印尼以新秩序名義全面禁止中文的使用和教學以及取締華人的宗教、信

仰、風俗及習慣，導致印尼華人的嚴重文化斷層，部份印尼客家華人因此流亡中

國大陸或輾轉來臺，而留在當地的華人則大部份被迫印尼化，在此期間，遭受殺

害的華人達 50 萬人，下獄者則約 60 萬人。儘管華人仍在印尼經濟中扮演重要角

色，卻因此徹底成為當地政治場域的弱勢者和政治社會的邊緣人。這一現象，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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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蘇哈托政權因 1998 年亞洲金融風暴衝擊而垮臺，印尼民主轉型，方獲得解決。

1999 年土生華人瓦希德總統為了安撫在金融風暴期間遭受 1998 年 5 月排華暴動

迫害的華人，乃宣布組織國家團結內閣，任命華人經濟學家郭建義出任財經工業

統籌部長，這是印尼建國以來的第二位華人部長。客家社團紛紛隨著華人文化的

復興而成立，也因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崛起和大中華經濟發展的輻射效果，印尼政

府亦開始重視華文人才的培養。 

印尼客家人為數眾多，在華人中居於主導地位，1950 年代雅加達商界通行

的語言即為客家語，故而來臺之印尼華僑多為客家人。印尼客家人在婆羅洲、蘇

門答臘和爪哇均可見其身影足跡。位於婆羅洲島的西加里曼丹省是蘭芳大總制的

舊地，當地華人幾乎皆為客家人，掌握椰乾、橡膠、木材和各種土產的生產與出

口；蘇門答臘島和婆羅洲之間的邦加勿里洞省，是華人初抵之地，客家人密集，

主要應徵前來開採錫礦，邦加以陸豐人為主，勿里洞則主要為梅州人；位於蘇門

答臘本島的北蘇門答臘省省會棉蘭的客家人，語言上已同化於閩南僑民，是典型

的福佬客。最西的亞齊特別行政區則以客家人居多。南蘇門答臘省會巨港（舊港）、

其北鄰的占碑省均有客家人居此；爪哇島是印尼人口最密集的地區，雅加達舊名

巴達維亞，為印尼首都，第一大城，第二大城泗水，以及三寶壟、萬隆各地均擁

有祖籍各地的客家人。此外，蘇拉威西的孟加錫和摩鹿加群島的安汶亦有客家人

分布。印尼華人屬於第一代移民者，稱為新客華人（Totok），土生華人（Peranakan）

則是印尼出生與成長的華人，許多是因為母族為印尼馬來人，而使其深具馬來的

血緣和文化特徵，但仍擁有華人的族群認同。土生華人許多已經本土化，甚至不

懂中文或不再使用中文姓名，但因荷蘭殖民以至印尼獨立後長期的民族隔離政策，

將之歸類為華人，因而如同新客能保持著穩定的華人認同，直到蘇哈托實施強制

同化政策，華人的認同才開始發生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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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印尼的客家社團、會館及基金會 

    關於印尼的客家社團、會館及基金會，楊聰榮曾強調「印尼的客家社團，一

般做印尼研究以1998年當作指標，印尼在禁華文前的主要社團都是傳統型的社團，

1998年以後新成立的社團是以印尼議題為主的社團，所以性質不一樣。」
5
此論

點值得參考。為瞭解現今印尼的客家社團、會館及基金會，本研究團隊經由文獻

分析與實地訪查，茲分下列三點說明：(一) 印尼的客家組織：社團、會館及基

金會；(二) 印尼的客家界重要領導人；(三) 2013年印尼客家的實地訪查。 

(一) 印尼的客家組織：社團、會館及基金會 

有關印尼的客家社團、會館及基金會因印尼客家人才極多及地方分散，且客

家人凝聚力強，故種類相當多且相當活躍。本研究團隊為了執行印尼客家研究計

畫，瞭解印尼客家組織之樣貌，除了透過文獻分析外，也到印尼實地口訪、田調，

廣泛蒐集有關客家組織之資料。經過彙整分析後，我們發現，印尼至少應有 74

個客家相關組織(同鄉會、會館、聯誼會、基金會、公會等)。茲將現在已掌握之

資訊整理出附錄 1：印尼客家社團、會館及基金會總表，表中所列組織的排列順

序是依地理區域分，主要是以印尼首都雅加達為核心，漸往東走，有組織名稱、

組織所在地點及電話，以供後續研究參考。 

再者，關於印尼客家組織概況，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由於印尼國內外局勢不

穩定，加上排華因素影響，一些印尼客家社團面臨終止之命運，有些在後期又復

會，另有些則是經過合縱連橫之後，成立客家新社團，參見附錄 2：印尼客家組

織概況。本研究團隊已整理出印尼客家組織的成立年代、創會或發起人，以及重

要領導人。從該份資料中，我們發現早在 1820 年即有印尼泗水惠潮嘉會館

(Perkumpulan Hakka Surabaya)的設置；清末又有印尼楠榜客屬懇親社(Yayasan 

                                                      
5
  此為楊聰榮參加國立臺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教授邱榮舉主持客家委員會專題研究計畫 2013 年

4 月 29 日晚間假國立臺灣大學客家研究中心主辦之《印尼客家研究》座談會發言稿中之一部分，

請參閱附錄 3：印尼客家研究座談(一)會議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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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tta Sarana)及印尼大埔同鄉會6(Paguyuban Taipu Indonesia)之設立；在 1945 年

(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 ) 前成立的客家社團則有印尼梭羅客屬聯誼會

(1930/Perhimpunan Persaudaraan Hakka Surakarta) 、 印 尼 龍 目 客 屬 會 館

(1933/Perkumpulan Hakka Lombok)、公善社7(1934/Yayasan Setia Budi)、蘇南客家

同鄉會(1936/Perkumpulan Hakka Palembang)、雅加達永定會館8(1938/Paguyuban 

Yongding Jakarta)等社團，其餘則在二戰之後設立，請參見附錄 2。其中，印尼

客屬聯誼總會於 2008 年 5 月 3 日正式宣佈成立，是印尼唯一的全國統一客屬社

團，目前共有 37 個分會。印尼客屬聯誼總會自成立以來，努力推進印尼與華人

國家之關係，為讓客家文化在「千島之國」百世流芳，印尼客屬聯誼總會還在雅

加達興建客家博物館。 

(二) 印尼的客家界重要領導人 

華人移民印尼歷史久遠，蘇哈托排華之前各類社團活動極為活躍，印尼獨立

後，受中國內戰和國際冷戰影響，親中華民國與親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華人各擁山

頭，鬥爭十分激烈，直到蘇哈托全面取締為止。 

歷經排華運動的劫難，當代印尼的客家社團，盡皆成立或恢復於蘇哈托政權

垮臺以後，其中具有代表性與影響力者，有吳能彬於一九九八年創立的印尼客屬

總公會，吳能彬並為印尼大同黨主席，獨資主辦《和平日報》；黃德新二零零二

年創立、而由李世鐮擔任理事長的印尼梅州會館；葉聯禮領導二零零八年成立的

印尼客屬聯誼總會，秘書長為印尼華文寫作協會主席袁霓。印尼客家聯誼總會下

轄三十八個分會，並擁有印尼第一個印尼語、英語、漢語三語崇德學校。該會於

今年（2013 年）9 月主辦世界客屬第二十六屆懇親大會，並正在籌畫設立印尼客

                                                      
6
 清末民初分別在巴城及棉蘭成立印尼大埔同鄉會，1960 年代設有漢樂社、歌詠團，曾在雅加

達國家劇院演出古裝漢劇。 
7 公善社前身是洪義順公會，為洪門組織，目前重要領導人物多為客家人。 
8
 1938 年開辦協和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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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博物館，由此可想見印尼客家豐沛和爆發的社會能量。此外，重要的地方客家

社團與領袖，則有三寶壟客家公會，主席陳浪僑；龍目客屬會館，主席劉漢強；

任抹客屬聯誼會，團長陳偉彥；萬隆客屬聯誼會，主席黃裕琴；泗水惠潮嘉會館，

主席黃陽生；棉蘭蘇北客屬聯誼會，主席饒健民；錫江積德慈善基金會，主席李

捷仁；印華百家姓協會，總主席熊德怡，他也是印尼國民軍首位華人將軍，已退

役，亦兼任雅加達美麗縮影公園印尼華人文化公園園長和客聯總會監察長。印尼

客家聯誼總會籌建中的印尼客家博物館館址即設立於該公園。另有與臺灣關係密

切的客家社團，如蘇南留臺校友聯誼會，會長林一心，臺灣客家之友會，由當代

臺灣南進政策下到印尼投資經商的臺灣客家企業人士組成，會長呂窗雄。 

隨著印尼的民主化，二零零零年以後，漸有客家人躋身印尼政壇。二零零六

年印尼修正〈國籍法〉，承認華人的公民地位。西加里曼丹省副省長黃漢山和山

口洋市長黃少凡是印尼民主化後頭兩位在地方首長選舉中勝出的華人和客家人

，黃少凡於二零一三年因當地華人分裂而未能連任，黃漢山為出身坤甸的梅州客

家人，原為省議員，二零零七年受邀搭檔而當選副省長，另有鍾萬勰當選首都雅

加達市副市長。鍾萬勰被認為是印尼華人中最有機會在中央政府中再上層的實力

型政治人物。當前蘇西洛總統內閣的促進旅遊與創意經濟部長馮慧蘭，是第一位

女性華人和客家部長，生長於雅加達，是典型的技術官僚，國際間享有極高聲望

，很可能於今年出任世界貿易組織秘書長。在印尼國會，則已有二十餘位華人議

員，其中包括傅志寬等梅州客家人。山口洋市為陸豐客家人佔多數的城市，該市

前任民選市長黃少凡、議長蔡萃媚、副議長黃振能皆為客家人，連同他們在內，

該市市議會二十五位議員中有七名華裔議員。該市與我國桃園縣楊梅市於二零一

零年締結姊妹市，兩地婚配與來往密切。西加里曼丹省省會坤甸市議會議長劉建

源亦為梅州客家人，該市議會四十五位議員中有七位華裔，另三發縣議會則有兩

位華裔議員。雅加達北區地方議會則有楊秀珍議員。這裡顯示華人和客家人在印

尼政壇，還有很大的發展機會。 

(三) 2013 年印尼客家的實地訪查 

本客家研究團隊2013年在印尼客家的實地訪查，有與客家重要領導人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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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要說明如下： 

1. 拜會印尼客屬聯誼會葉聯禮總主席。 

2. 拜會梅州會館創辦人黃德新主席，黃德新主席協助蒐集梅州會館內客家

書籍資料，安排引薦各地人士。 

3. 拜會《國際日報》熊德龍董事長，並分享他的奮鬥故事與經驗。 

4. 李世鐮主席親自帶領參訪印尼「客家博物館」，贈送《印尼客家博物館

倡議書（PROPOSAL）》。 

5. 拜會梅州會館陳志明會長。 

6. 曾建元總領隊之感想與建議 

(1)這次印尼客家華人田野調查先行部隊探訪了印尼的三大城市及一個島，

包括雅加達、萬隆、巨港及邦加島。行程安排先到雅加達待二天，拜

會當地華人領袖及客家大老，再到萬隆參觀崇仁三語學校，當天晚上

坐車趕回雅加達，次日從雅加達出發到邦加島，在邦加島住了三天兩

夜，走訪當地的寺廟古蹟。接著從邦加島坐船進入蘇門答臘的巨港，

拜會蘇南巨港客家同鄉會及老人院，並獲邀參加當地客家基督教會二

十九周年慶，最後回到雅加達與印尼留臺校友會聚餐，整個行程總共

十天九夜，安排的非常緊湊。  

(2) 這次印尼行主要接觸的重點是印尼客家的社群，由於行前的聯絡工作

及行程安排做的相當紮實，所以此行受到印尼梅州會館創會會長黃德

新主席熱誠接待，黃主席也是本屆世界客屬懇親大會籌備會的主席，

在雅加達由黃主席的助理黃俊霖先生全程陪同。  

(3) 另外還拜會了當地華人代表，如「國際日報」董事長熊德龍先生，以

及客屬聯誼總會葉聯禮主席。「國際日報」是印尼發行量最大的華文

報紙，透過網路及平面媒體行銷，傳播效果非常大；客屬聯誼總會則

為印尼最大的民間社團，有 43 個分會分佈在全印尼各省，由於印尼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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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客家社團互動非常頻繁密切，所以能發揮極大的社會力量，每個分

會都是當地的企業主。拜會葉聯禮主席時，臺灣駐印尼商會副代表葉

菲比女士也特地前來致意，顯見葉主席在當地華人社會的影響力。  

(4) 參觀行程方面主要包括印尼客家博物館、雅加達崇德三語學校以及萬

隆崇仁三語學校。印尼客家博物館座落於「印尼縮影公園」內的印尼

華人文化公園裏，占地四千平方米，仿照永定振成樓圓樓造型，打造

成三層樓高的客家圓形土樓建築。主持興建工程的熊德怡將軍及建館

工作委員會主席李世鐮先生，談到客家博物館完全是由民間捐資，目

前最大問題是軟體部份，由於印尼排華近三十年，許多華文文物都被

燒光了，加上人才斷層，未來如何永續經營是最大的問題。  

(5) 雅加達崇德三語學校是雅加達客屬公會出資成立的學校，該校有幼稚

園、小學、初中、高中，教授印尼語、華語、英語，當天幼稚園開學，

小朋友載歌載舞非常可愛。辦公室校舍都是由民間捐資，出錢的都是

六、七十歲的老者，老人家覺得看到後代子孫會講華文會講客家話，

感到非常值得。萬隆崇仁三語學校，與崇德差不多都是由民間出資辦

學，所面臨共同的問題是師資不足，沒有好的華文老師。  

(6) 邦加產錫礦，客家人最早到當地工作，所以參觀了華工上岸時暫時居

留所，另外還參拜當地的伯公廟、關帝廟，他們將伯公和土神分開來

拜，這和臺灣比較不一樣。其實邦加和巨港都有豐富的文化資產，只

是沒有被重視 。  

7. 臺灣知識庫陳瑪琍經理及黃佩玲顧問之感想及建議 

(1) 出發前：本次行程規劃重點是依據臺灣大學客家研究中心提供之主軸：

印尼客家華社發展與客家文化調查。安排客家華社拜訪、客家博物館、

華人文化參訪等活動。預計共有 5 天停留在雅加達、3 天邦加島、2 天

巨港，共計 10 天 9 夜的調查活動。並協助與各華社接洽安排行程。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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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預計前往拜訪的客家華社有：梅州會館、客屬聯誼總會、邦加客屬

公會、蘇南客家同鄉會等。重要參訪行程則為：雅加達的客家博物館、

錫礦博物館、瑪腰古宅等地。因為印尼華僑都很熱情，到當地後，會

為我們安排更適合的調查地點，所以我們的行程不會全部排滿。 

(2) 回臺後成果： 

本次在印尼的收穫豐碩，每一位華僑都提供很多資訊，口述以前的真

實故事，協助安排行程與交通，讓我們在這趟調查活動更順利。 

•雅加達：梅州會館創辦人，黃德新主席，在第一天就安排人員接機，

協調客家博物館參訪、萬隆客屬拜訪，國際日報參訪，還帶我們參

加巴中晚會結識客家華僑等等。並從梅州會館找尋適合的史料書籍，

贈送臺灣大學與師範大學，帶回臺灣。這次的印尼訪查，黃主席幫

忙很多。印尼客屬聯誼總會表示希望在印尼可以推廣小朋友學習客

家話，因為現在的小孩多數都沒有學習客語，在語言的傳承上有斷

層。 

•邦加島：邦加客屬公會鄒霖財會長帶著我們在邦加島上，訪問了客

家華人印尼的拓殖史與參訪客家文化廟宇，並訴說早期華人到邦加

島開墾的故事。 

•巨港：蘇南客家同鄉會曹裕光主席，與大家分享了排華時的暴動歷

史，讓大家對於當年的歷史有更多的了解。曹主席一家也很熱情的

招待，提供巨港具有華人歷史參考價值的行程，蒐集到很多寶貴的

資料與照片帶回臺灣。 

(3) 對這次印尼參訪的感想及建議：印尼華人都有共同創傷就是印尼排華，

對他們而言長期被壓抑，所以現在印尼改革開放後，華人非常團結，

而中國的崛起給他們強大的依靠，他們提到祖先是從中國移民過來，

臺灣客家情同手足，他們不可能因親共而打壓臺灣，但在政治上印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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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形勢比人強，但私底下對他們來說是平行交往。

有關教育方面，大陸幾所大學及政府對印尼華教投入很多，例如孔子

學校，以及大陸遠距教學從學士到博士，不用到大陸在印尼看電腦看

電視就可得到學位，用很短的時間付出很低的代價，就可以迅速填補

華文的空缺。反觀臺灣方面限制太多，薪資太低使得臺灣人不願去當

地擔任華文教師。其實人才的培養是必須的，臺灣高等教育對他們的

華人文化或華人教育有所幫助，應該會是一個強項。  

 

五、印尼客家研究現況分析 

印尼客家研究為國際客家研究之重要組成部分，也是整個國際客家研究中特

別重要的一環。有關客家研究，除了早期有許多華人多所探討外，後來也有不少

外國人關心客家，重視客家文化，進而從事客家研究。 

(一) 有關東南亞華僑華人之相關研究文獻 

A. 有關海外華僑華人研究：主要有巴素、吳澤、王賡武、朱杰勤等。 

1. 巴素著、郭湘章譯，1967，《東南亞之華僑》，臺北：正中書局。 

2. 吳澤主編，1984，《華僑史研究論集》，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 

3. 王賡武 

王賡武著，姚楠譯，1987，《東南亞與華人—王賡武教授論文集》，北京：

中國友誼出版社。 

王賡武著，姚楠譯，1988，《南海貿易與南洋商人》，香港：中華書局。 

王賡武，1994，《中國與海外華人》，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 

王賡武著，張奕善譯，2002，《南洋華人簡史》，臺北：水牛出版社。 

4. 朱杰勤 

朱杰勤主編，1981，《華僑史論文集》，廣州：暨南大學華僑研究所。 

朱杰勤，2008，《東南亞華僑史》，北京：中華書局。 

5. 吳劍雄，1993，《海外移民與華人社會》，臺北：允晨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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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吳鳳斌，1994，《東南亞華僑通史》，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 

7. 巫樂華，1994，《南洋華僑史話》，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 

8. 朱煜善，1998，《海外華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9. 牛  震，2002，《第三中華—海外華人的歷史、現在、未來》，臺北：字磨坊。 

10. 李恩涵，2003，《東南亞華人史》，臺北：五南圖書出版社。 

11. 陳烈甫，1983，《東南亞洲的華僑、華人與華裔》，臺北：正中書局。 

茲舉例說明如下：朱杰勤的《東南亞華僑史》則描述東南亞各國華人的歷史

根源、社會地位和社會活動以及僑居國的歷史與現況，研究者可從多元面向來探

討華人遷移歷史。朱杰勤主編的《印尼華僑史》則偏重於1949年以前華僑在印尼

發展的過程。本書從古代中世紀寫起，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為止，結合世界近

現代史的分期標準，呈現不同歷史階段的印尼華僑的生活樣貌。西方殖民主義入

侵印尼後對印尼華僑採取高壓箝制手段，華僑的經濟、人口、社會結構起了非常

大的變化，本書從歷史的觀點分析記錄印尼華人在這個時期所承受的苦難。19

世紀70年代至日本南侵前，印尼華僑的民族主義意識興起，開始參與當地政治革

命運動，華僑支援印尼民族解放運動的過程亦有所描述。 

B. 有關印尼的華僑華人研究：廖建裕、鄺耀章、黃昆章等。 

    有關印尼的歷史，有二本書頗值得參考，一為巴尼著，吳世璜譯，1980，《

印度尼西亞史》，香港：商務印書館香港分館；二為陳鴻瑜，2008，《印度尼西亞

史》，臺北：國立編譯館。再者，有關印尼的華僑華人研究，則有廖建裕、鄺耀章

、黃昆章等的相關著作，亦值得參考。 

1. 廖建裕 

廖建裕，1978，《現階段的印尼華族研究》，Singapore：教育出版社。 

廖建裕，1993，《印尼華人文化與社會》，新加坡：新加坡亞洲研究學會。 

廖建裕著；黃元煥、楊啟光譯，2007，《印尼原住民、華人與中國》，新加

坡：新加坡青年書局。 

廖建裕，2008，《東南亞與華人族群研究》，新加坡：新加坡青年書局。 

2. 鄺耀章 

鄺耀章，2000，《改革中的印尼=Indonesia dalam era peformasi》，雅加達：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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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之聲雜誌。 

鄺耀章，2002，《風雨中的印尼=Indonesia dalam era resesi》，雅加達：印華

之聲雜誌。 

鄺耀章，2003，《轉變中的印尼=Indonesia dalam era transisi》，雅加達：印華

之聲雜誌。 

3. 黃昆章 

黃昆章，2005，《印尼華僑華人史(1950至2004年)》，廣東：廣東高等教育出

版社。 

4. 唐  慧，2006，《印度尼西亞歷屆政府華僑華人政策的形成與演變》，北京

：世界知識出版社。 

5. 周南京，2006，《印度尼西亞華僑華人研究》，香港：香港社會科學出版社

。 

6. 鄧  銳，2010，《梅州華僑華人史》，北京市：中國華僑。 

茲舉例說明如下：黃昆章的《印尼華僑華人史》敘述1950年至2004年印尼華

僑華人的變遷。此書從印尼華僑華人從事之經濟活動、教育、新聞、文藝事業各

方面作了全貌性的研究，對印尼排華及華僑華人社團也有所介紹，讓讀者可由每

一發展階段的陳述認識華僑華人在印尼的發展與變化。 

 (二) 有關東南亞客家之相關研究文獻 

A. 有關國際客家研究：羅香林、戴國煇、徐正光、房學嘉、陳錫超(Clement Chan)

等 

1. 羅香林，1933，《客家研究導論》(= An 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f the Hakkas in 

its ethnic,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aspects)，廣東市：希山。  

2. 房學嘉，1994，《客家源流探奧》，廣州：廣東高等教育出版社。 

3. 鍾肇政、徐正光等著，戴興明、邱榮裕編，1994，《客家文化論叢》，臺北

市：中華文化復興運動總會。 

4. 王  東，1996，《客家學導論》，上海市：上海人民出版社。 

5. 徐正光主編，2007，《臺灣客家研究概論=The introduction of Taiwanese Hakka 

studies》，臺北市：行政院客家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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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Clement Chan(陳錫超 /模里西斯 /祖籍廣東梅縣客家人 )，2010，Hakkas 

Worldwide (客家大世界) 

    早期有不少外國傳教士對於中國客家進行探討，也有外國人在探討海外華僑

華人時，亦論及客家；另有海外客家對全世界的客家進行探索，例如：Clement 

Chan(陳錫超/祖籍廣東梅縣客家人)，2010， “Hakkas Worldwide”(客家大世界)

，全書8章共384頁。 

B.  有關東南亞史與東南亞客家研究：蕭新煌、張維安、范振乾等 

1. 吳俊才，1976，《東南亞史》，臺北：正中書局。(東南亞史) 

2. 蕭新煌的東南亞研究團隊(東南亞客家) 

蕭新煌、張維安、范振乾、林開忠、李美賢、張翰璧等人對「海外客家基本

資料調查：第二期研究計畫(2004)」之部分成果：〈東南亞的客家會館：歷史

與功能的探討〉。 

3. 陳松沾，1998，〈東南亞的客家研究〉，《東南亞區域研究通訊》第6期，1998

年12月，頁108-115。 

茲舉例說明如下：以東南亞客家人為研究對象的文獻包括蕭新煌、張維安等

的〈東南亞客家族群的社會經濟分析—以會館為例〉，該文以東南亞客家社群的

社會經濟特質為討論的議題。一方面介紹其所處的社會背景，另一方面則解析其

社會經濟的特色，在分析資料方面則以會館為案例。全文分成三大部分，分別討

論馬來西亞、泰國與汶來三國以地緣為主的團體。 

(三) 有關印尼客家之相關研究文獻 

A. 印尼的客家：羅英祥、黃昆章、袁霓、吳美蘭、陳欣慧等 

1. 羅英祥 

  羅英祥，1994，《飄洋過海的「客家人」》，河南開封：河南大學出版社。 

  羅英祥，2011，《印度尼西亞客家》，桂林市：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2. 黃昆章，1996，〈印尼客家人的地位與作用〉，《八桂橋史》，1996年第4期

(總第32期)，頁24-30。 

3. 袁霓(印尼)，2011，〈客家語言與文化在印尼幾個地區的影響〉，《印尼梅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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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館會訊》，第31期，2011.9，頁22-34。 

4. 吳美蘭，1999，〈客家人在印度尼西亞的共生與認同〉，《嘉應大學學報》(

哲學社會科學) ，1999年第1期，頁117-120。 

5. 陳欣慧，2007，〈印尼亞齊客家人之研究〉，政治大學民族研究所碩士論文。 

茲舉例說明如下：印尼華人會館、社團組織以及印尼排華事件，對僑居印尼

的華人，尤其是對客籍華人而言，具有極為重要的影響力。論及印尼客籍華人的

奮鬥史實，這兩部份是必須去梳理，不可忽視的資料。從專書及相關文獻檔案中

對於印尼排華的部份，有比較多的資料，如羅英祥的《印度尼西亞客家》這本書

介紹客屬華僑華人在印尼政府獨立以後，在國籍、政治、經濟、文化、思想意識

、人口流動、與其祖籍國聯繫，以及社團組織等方面的演變。並介紹廣大客屬華

僑華人對居住國和祖籍國，在革命、建設及公益事業上所作出的貢獻。同時還介

紹客屬華僑華人風俗，他們如何把祖籍國的風俗帶到僑居國傳播，如何把兩地風

俗融為一體，使當地民間的風俗豐富多彩。最後勾勒出客屬華僑華人中傑出的精

英。這些來自政商、報業、地產界、工界的十位精英，無論在荷蘭殖民時期或印

尼宣佈獨立後，多年來對印尼的經濟建設有舉足輕重的作用。本書從客屬華僑華

人溯源開始記載，提到印尼僑民社會形成各種「幫」(如鄉幫、行幫)的必要性，

以及中華會館與印尼華人文化教育的關係；對於客屬華僑華人社團所發揮的功能

及印尼排華對客籍華僑的影響都有所論述。羅英祥另一部書《飄洋過海的客家人

》則介紹客籍華僑華人在全球各地分佈及其概況，從國籍地位、政治及法律地位

、經濟地位、文化素質、思想意識及心態、人口流動和人口結構、與大陸故鄉聯

繫、以及社團組織等八大方面的演變，論述客籍華僑華人的歷史變化，有非常深

入精闢的分析。全書除緒論外分三篇。出國篇，詳細介紹了客屬僑胞出國淵源原

因管道和分佈等問題。分析了客家人在當代發生的一系列演變，極具社會價值，

是我們認識當今國外華僑、華人的望遠鏡和顯微鏡。人物篇，記錄的是客家先賢

開發南洋的具體事例。作者字裏行間不忘先輩們在南洋群島「開埠」的事蹟和功

勞，用文字來表達內心的崇敬之情，以此作為永遠的紀念。年輕一代可從書中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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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到前輩們飄洋過海，開發南洋的種種困難和客家人四海為家、落地生根、白手

創業、奮發努力的偉大精神。僑團篇，記錄各社團組織的建立、發展和作用，是

溝通資訊，聯絡鄉情，增進友誼的紐帶。可惜書中未能較詳細地介紹海外客家人

在從政、高科技方面的成就和貢獻。 

B.  臺灣的印尼客家：葉欣玟、劉振臺等 

1. 葉欣玟，2010，〈蟄伏於歷史的記憶：龍潭鄉內的印尼客僑〉，國立高雄師

範大學客家文化研究所碩士論文。 

2. 劉振台，2004，〈一個消失中的田野：長治鄉印尼客僑的族群構成〉，國立

雲林科技大學：文化資產維護系碩士班碩士論文。 

茲舉例說明如下：葉欣玟的〈從異域到在地：印尼華僑來台後的生活面貌〉

9，主要敘述1960年前後印尼客僑受到排華事件影響遷移回臺，其中部份客僑被

政府安置於桃園縣龍潭鄉九龍村，該論文探討這些僑民遷徙過程及在臺灣生活的

情形。戴秋怡的〈屏東客家印尼華僑離散之個案研究〉10，該作者探討當時其祖

父離散到印尼的種種遭遇，並以離散為主軸，分析其祖父及父親的離散現象。洪

珮瑜的〈族群產業與網絡：以印尼商店為例〉11，該論文則從印尼商店背後所隱

藏的「客家」族群身分，探討1980年代後來臺灣的客籍印尼華人所經營的產業。 

綜觀前述相關文獻，研究者多半以東南亞地區如泰國、馬來西亞、新加坡等

地之華人社會為主軸，闡述客屬華人在當地發展的情形以及華人會館的樣貌，針

對印尼客屬華人會館及相關社團組織來探討的文獻，資料反而闕如，而論文方面

大部份以印尼華僑來臺之生活為論述的重點，事實上以印尼華僑華人之人數在全

球所佔極大之比例，而華僑華人又歷經印尼排華事件及暴亂，從華人整體經濟社

會文化觀點及維繫華人命脈的立場而言，亟需更多資料印證客籍華人在印尼的影

響力及重要性。 

                                                      
9
 葉欣玟，2011，〈從異域到在地：印尼華僑來台後的生活面貌〉，高雄師範大學，碩士論文。 

10
 戴秋怡，2010，〈屏東客家印尼華僑離散之個案研究〉，國立屏東教育大學，碩士論文。 

11
 洪珮瑜，2011，〈族群產業與網絡：以印尼商店為例〉，國立中央大學大學，碩士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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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楊聰榮對於印尼客家研究之論點12
 

本研究計畫曾邀請楊聰榮參加有關印尼客家研究座談會，他在座談會上曾訴

說他對於有關印尼客家研究現況之論點，特節錄其重點如下： 

1. 從事印尼客家研究的單點突破，最好到加里曼丹的山口洋。臺灣和山口洋

有特殊淵源，剛才講到外籍配偶早年都是從山口洋來的。因為客家話保存

的很好所以很容易嫁到臺灣來。所以山口洋有特別的條件。現在山口洋又

和楊梅市締結姐妹市所以被注意到。嫁到臺灣來的仲介大部份是坤甸人，

坤甸扮演不同的角色除非做不同的研究可以去坤甸。但要做原汁原味的客

家首選是山口洋。 

2. 臺灣若要從事印尼客家研究，最好的方式是跟印尼當地學術機構合作，鼓

勵那邊的研究生來臺灣唸書，做那邊研究，這比較有可能。印尼是一個大

國，在其國家意識裡哪有客家研究的位置，連當地華人的研究都很少了，

如果沒適當的鼓勵，一個當地的學生為何要做客家研究？沒有誘因啊。印

尼這個國家經濟蒸蒸日上，他研究印尼社會關心的題目都來不及了，連華

人的研究都很少人作了。 

3. 對東南亞地區的外交關係而言，印尼是最謹慎的。當時印尼禁華文老一輩

的人都記憶猶新，而老一輩的人已凋零，換了一批新人對歷史背景沒有感

情，代間差距很大。臺灣也發生同樣問題，知識沒有累積。 

上述為楊聰榮總體對客家華人歷史及華人分佈的概括說明，且對於印尼總體

的發展及臺灣跟印尼的關係也舉了很多例子來說明過去的歷史。這是很重要很根

本的，讓我們對印尼客家人歷史跟現況有大概的了解。過去從事國際客家研究，

東南亞地區新加坡、馬來西亞還有，印尼這麼重要的客家研究反而沒有人做，此

                                                      
12

 此為楊聰榮參加國立臺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教授邱榮舉主持客家委員會專題研究計畫 2013

年 4 月 29 日晚間假國立臺灣大學客家研究中心主辦之《印尼客家研究》座談會發言稿中之一部

分，請參閱附錄 3：印尼客家研究座談(一)會議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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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實在有待補強。 

(五) 曾建元對於印尼客家研究之論點13
 

本研究計畫曾邀請曾建元參加有關印尼客家研究座談會，他在座談會上曾訴

說他對於有關印尼客家研究現況之論點，特節錄其重點如下： 

1. 臺灣客家學者蕭新煌、張維安、范振乾、李美賢、林開忠、謝偉倫等，曾

於2004年整理〈東南亞客家研究相關書目〉發表在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

學研究中心出版的《亞太研究論壇》第二十三期，對於東南亞客家研究提

供了迄今為止最為完整的參考文獻。該書目將東南亞客家研究文獻，就期

刊論文、會議論文、專書與專書論文，以歷史、文化、社會、教育、政治、

人物、文學幾類分別羅列，從中可以見到，馬來西亞和新加坡之客家研究

為主流，海外客家人最多的國家印尼的客家研究則不成比例，且主要集中

在印尼民主化之後，可見印尼排華政策也影響到印尼客家研究的開展。 

2. 研究印尼客家，應先由東南亞華人和印尼華人的歷史與社會脈絡著手。關

於東南亞華人史，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李恩涵於臺北出版的《東南

亞華人史》是最佳的入門書，印尼華人史則可見中國大陸印尼歸僑學者前

暨南大學歷史系教授李學民與同為印尼歸僑的同校前華僑華人研究所所

長黃昆章合著，而於1987年由廣州廣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之《印尼華僑

史：古代至1949年》，前國立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教授鄭學稼1976年的《印

度尼西亞史》，以及當代國立暨南國際大學東南亞研究所李美賢教授的《印

尼史：異中求同的海上神鷹》，都提供了研究印尼華人史的重要框架和線

索。新加坡國立大學政治學系教授廖建裕原為印尼華人，他有幾本在新加

坡出版的重要中文著作，《東南亞與華人族群硏究》涵蓋整個東南亞華人，

以印尼華人為主題者，則有《印尼華人文化與社會》、《現階段的印尼華

                                                      
13此為曾建元參加國立臺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教授邱榮舉主持客家委員會專題研究計畫 2013

年 4 月 29 日晚間假國立臺灣大學客家研究中心主辦之《印尼客家研究》座談會發言稿中之一部

分，請參閱附錄 3：印尼客家研究座談(一)會議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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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族群》、《印尼原住民、華人與中國》等。澳大利亞墨爾本大學歷史學

系副教授柯培爾（Charles A. Coppel），是當代英語世界研究印尼華人的

權威學者，他的蒙納許大學（Monash University）政治學博士論文《危機

中的印尼華人》（Indonesian Chinese in Crisis）出版於1983年，2002年則

於新加坡出版了論文集《印度尼西亞華人族群研究》（Studying Ethnic 

Chinese in Indonesia）。討論印尼民主轉型後的印尼華人政治與社會者，

有中國社會科學院亞洲太平洋研究所副研究員賈都強2006年於該所《當代

亞太》發表〈轉型進程中的印尼華人社會：現狀、問題與前景〉，國立臺

灣師範大學應用華語文學系副教授楊聰榮2007年臺北出版專書《新秩序下

的混亂──從印尼暴動看華人的政治社會關係》，全面並歷時性地深入檢

視華人在印尼的政治社會關係，新加坡管理大學社會科學學院助理教授雲

景耀則於2012年在臺灣出版《當代印尼華人的認同：文化、政略與媒體》

（Chinese Identity in Post-Suharto Indonesia: Culture, Politics and Media）之

中譯本。國立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員孫采薇2004年發表於

《亞太研究論壇》的〈政策、制度與族群關係：印尼與馬來西亞對境內華

人族群政策的比較研究〉一文，則處理了印尼的華人族群政策。 

3. 華東師範大學歷史系教授王東有〈客家人向東南亞的早期遷移：關於其背

景及特點的初步分析〉，收錄於2002年香港嶺南大學族群與海外華人經濟

研究部主任鄭赤琰主編之《客家與東南亞》一書於香港出版。作為華人的

一支民系，客家人的族群認同和文化保存，除了受僑居國族群政策的影響，

也受到其他強勢華人族群如閩南人、廣東人、潮州人和華語族群的影響，

中研院社會學研究所研究員、現任所長蕭新煌在客家於整個東南亞的認同

問題研究上扮演著重要的領導角色，2005年他與張維安、范振乾、林開忠、

李美賢、張翰璧等共同發表〈東南亞的客家會館：歷史與功能的探討〉於

《亞太研究論壇》，再於次年和暨大東南亞所副教授林開忠發表會議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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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南亞客家認同的形成與侷限〉，同一年林開忠亦與李美賢於國立交通

大學客家文化學院和國立中央大學客家學院合辦之《客家研究》發表〈東

南亞客家人的「認同」層次〉，蕭新煌則於2010年發表其具有理論總結性

的會議論文〈東南亞客家的變貌：族群認同與在地化的辯證〉。 

4. 以印尼客家人整體為對象的研究，黃昆章於1996年有〈印尼客家人的地位

與作用〉一文發表於廣西華僑歷史學會發行之《八桂僑史》，中共廣東省

委黨校教授丘立才1996年於新加坡南洋客屬總會主辦之第二屆國際客家

學研討會發表〈客家人與印度尼西亞〉，1998年有吳美蘭〈客家人在印度

尼西亞的共生與認同〉一文收錄於梅州市市志辦公室主任黃鈺釗主編、廣

東經濟出版社出版之《客從何來》一書。2010年臺灣旅美客家獨立研究者

湯錦台於臺北出版《千年客家》一書，當中有相當篇幅介紹印尼客家歷史

和土生客家華人的文化。同一年亦有模里西斯客家獨立研究者陳錫超

（Clement Chan）在模里西斯出版《客家大世界》（Hakkas Worldwide）

一書，以專門章節介紹印尼客家的歷史與現狀。該書將由臺北的南天書局

出版中譯本。在研究客家海外移民的著作中，湯錦台和陳錫超著作的適時

出現，使我們對於客家在全球的發展與分布歷時性與共時性的認識和了

解。 

5. 關於印尼各地客家社群的研究，客家移工在西加里曼丹的開發史上的貢獻

功不可沒。曾任東印度公司駐西加里曼丹中文翻譯官並且通曉客家話和閩

南語的荷蘭萊頓大學（Universiteit Leiden）中國語言與文學教授高延（Jan 

Jakob Maria de Groot），1885年依末代蘭芳公司總長劉阿生女婿葉湘雲交

付的《蘭芳公司歷代年冊》手抄副本所出版的《婆羅洲華人公司制度》（Het 

kongsiwezen van Borneo）一書，是經典的奠基之作。該書由福州大學歷史

系教授袁冰凌中譯，已於1996年由臺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出版，在其之

後，1929年國立暨南大學歷史學教授溫雄飛於上海出版的《南洋華僑通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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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芳伯傳》、暨大南洋文化事業部主任李長傅的《南洋華僑史》、客家研

究先驅羅香林1941年出版的《羅芳伯所建婆羅洲坤甸蘭芳大總制考》等書，

均得力於高延的研究。當代研究如袁冰凌2000年在荷蘭出版之萊頓大學歷

史學博士論文《華人民主──西婆羅洲公司研究（1776-1884）》（Chinese 

Democracies: A Study of the Kongsis of West Borneo (1776-1884).）、2004年

國立成功大學歷史學系曾恕梅之碩士論文《十八，十九世紀東南亞「華人

公司」型態之研究：以西婆羅洲與新馬地區為例》、2009年東海大學歷史

學系鄭元昇碩士論文《十八、十九世紀婆羅洲客家華人研究》，亦受到高

延的啟發。2005年閩西歸僑作家張永和、張開源合著的《羅芳伯傳》由印

尼和平書局出版，是印尼華人重整自我認同的心靈工程，在當地引起重大

迴響。2007年苗栗客家作家李喬參照羅香林研究與張永和、張開源《羅芳

伯傳》創作的客家大戲劇本《羅芳伯傳奇》，在行政院客委會的資助下，

由榮興客家採茶劇團演出，將羅芳伯故事帶進臺灣客家的視野，2009年國

立清華大學社會學研究所教授張維安與其博士班研究生張容嘉追蹤考證

羅芳伯史事，則發表有〈客家人的大伯公：蘭芳共和國的羅芳伯及其事業〉

一文。 

6. 行政院客委會成立後，於2003年曾經委託中央研究院亞太區域研究專題中

心承辦第一期《海外客家基本資料調查》，對象即包括西加里曼丹，該計

畫有關印尼其他地區的客家調查還有待後續，但2006年國立政治大學民族

學研究所陳欣慧碩士論文《印尼亞齊客家人之研究》、2011年客委會補助

之國立臺灣大學人類學系助理教授羅素玫之研究《千島之國中的「他者」：

印尼峇里島的客家社群與族群現象》，已有部份成果。 

7. 關於印尼客家語言的演化，亦已有一定的研究成績。現任日本國立東京大

學總合文化研究科准教授吉川雅之於1996年南洋客屬總會主辦之第二屆

國際客家學研討會上即發表有〈印尼勿里洞島客家語音系〉一文，現任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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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科技大學應用英語系講座教授鍾榮富也在同一研討會上發表了〈由西爪

哇的客家話看客家文化在南洋地區的保存與變遷〉，厦門大學海外教育学

院教授李如龍1999年有〈印尼蘇門達臘北部客家話記略〉收錄於其主編《東

南亞華人語言研究》一書在北京出版。臺灣有新一代的研究者投入，2007

年天主教輔仁大學語言學研究所有梁心俞之碩士論文《印尼西加地區海陸

客語接觸研究》，2008年有國立中央大學客家語文研究所黃惠珍之碩士論

文《印尼山口洋客家話研究》。 

8. 受印尼排華影響，早年印尼客家移民來臺者頗多，近年因臺灣推動南向政

策，也吸引了經濟性的印尼客家新移民來臺。這些臺灣印尼客僑為臺灣和

印尼客家和華人社會建立起緊密的連帶關係，有關他們的研究，可以作為

臺灣印尼客家研究的特殊視角。2005年劉振台在國立雲林科技大學文化資

產維護系的碩士論文《一個消失中的田野：長治鄉印尼客僑的族群構成》

即以此為主題。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客家文化研究所副教授利亮時和新加坡

國立大學中文系博士研究生賴郁如2012年也以屏東縣長治鄉印尼客僑為

對象，於暨大出版之《臺灣東南亞學刊》發表〈臺灣印尼客僑的歸屬經驗〉。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客家文化研究所葉欣玟2010年碩士論文《蟄伏於歷史的

記憶：龍潭鄉內的印尼客僑》，則研究桃園縣龍潭鄉之印尼客僑。 

 

六、結論與建議 

(一) 成果效益 

印尼客家研究為國際客家研究之重要組成部分，也是整個國際客家研究中特

別重要的一環。有關客家研究，除了早期有許多華人多所探討外，後來也有不少

外國人關心客家，重視客家文化，進而從事客家研究。印尼華僑華人特別多，而

印尼客家人也比海外其他國家的客家人多很多，故探討印尼客家人與客家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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蒐集與整理有關客家研究之重要參考文獻，將有助於海外華僑華人研究、國際客

家研究及國際客家學術交流與合作。本研究計畫之成果效益至少有三： 

1. 從事印尼客家研究，可對印尼的客家人、客家文化及客家社團、會館、基金

會等，能有一整體性的、較有系統的全面性瞭解 。 

2. 蒐集與整理有關印尼客家研究之重要參考文獻，將有助於海外華僑華人研究

與繼續推進印尼客家研究。 

3. 從事印尼客家研究，將有助於充實整體的國際客家研究，並將有助於國際客

家學術文化之交流與合作。 

(二) 結論 

1. 印尼為東南亞特別具有發展前景之國家，且該國對華人與華文已逐漸重視，

印尼客家研究有其重要性與代表性 

「世界客屬懇親大會」，至今已舉辦了 26 屆，第 17 屆（2002 年）及本次

第 26 屆（2013 年）皆在印尼首都雅加達舉行，由此可知，印尼客家在國際客家

中的重要性與代表性，而印尼客家研究亦有其重要性與代表性，值得再持續推

進。 

2. 印尼客家人特別多，分布廣，且極具特色，頗值得深入探討 

臺灣與印尼之關係可多加強化，客委會應繼續支持印尼客家研究，鼓勵籌組

專案研究團隊，持續分期、分地區進行探究；另應加強支持臺灣與印尼之間的客

家學術文化交流與合作。 

3. 印尼的客家社團、會館及基金會種類較多且相當活躍 

印尼由於客家人不少，因而有許多客家社團、會館及基金會，印尼客屬聯誼

總會於 2008 年 5 月 3 日正式宣佈成立，是印尼唯一的全國統一客屬社團，目前

共有 37 個分會。印尼客屬聯誼總會自成立以來，努力推進中印友好和經貿合作，

也在臺灣有相當程度的往來，且日趨活絡，而在印尼現階段各地也正加強發展華

文教育，對中華文化與多元文化之發展頗有助益，為讓客家文化在「千島之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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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世流芳，印尼客屬聯誼總會還在雅加達興建客家博物館。2013 年 9 月在印尼

雅加達舉辦世界客屬懇親大會（第 26 屆），及國際客家文化學術研討會。 

4. 確認印尼客家研究是國際客家研究中特別重要的一環 

有關海外華僑華人之研究較多，而對於海外華僑華人中之客家研究則較少。

目前關於東南亞華僑華人中之客家研究，仍然不多，且印尼客家研究成果較新加

坡客家研究、馬來西亞客家研究等少很多。分布在世界各國的海外客家人，屬印

尼的客家人最多，印尼客家在國際客家中確實佔有重要性與代表性，且世界客屬

懇親大會曾在印尼舉辦過二次，此次經本團隊研究後，確認印尼客家研究是國際

客家研究中特別重要的一環。 

5. 此次推動印尼客家研究所遭遇之困難 

    此次推動印尼客家研究，至少遭遇了下列三個困難：1. 研究資料相當欠缺：

有關印尼客家研究之相關資料相當欠缺，蒐集困難。2. 研究經費嚴重不足：本

研究計畫之經費補助太少，前往印尼路途遙遠，而本研究計畫未能給予較充足的

經費補助，致使研究團隊成員進行實地訪查極為艱辛。研究期限太短：本研究計

畫只有 11 個月的研究期限，而印尼又稱「千島之國」，實難以兼顧高度、廣度

及深度之全面性探討，在印尼的參訪時間短促，加上有些訪談對象經商忙碌或舟

車勞頓，不易配合計畫期程進行訪談。 

(三) 建議 

A. 對客家學界之建議事項 

1. 印尼客家研究與東南亞客家研究宜繼續共同推進 

    研究印尼客家，應先由東南亞華人和印尼華人的歷史與社會脈絡著手。臺灣

客家學者蕭新煌、張維安、范振乾、李美賢、林開忠、謝偉倫等，曾於2004年整

理〈東南亞客家研究相關書目〉及相關論著，對於東南亞客家研究提供了較為完

整的參考文獻、並打下了重要基礎，且已有一定的研究成果，惟質與量方面，仍

有待有志者繼續共同推進。客委會成立後，2003年曾經委託中央研究院亞太區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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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專題中心承辦《海外客家基本資料調查》，及各相關大學對印尼地區的客家

研究，客委會應繼續多支持。受印尼排華影響，早年印尼客家移民來臺者頗多，

有關臺灣印尼客僑為臺灣和印尼客家和華人社會建立起緊密的連帶關係，有關他

們的研究，可以作為臺灣印尼客家研究的特殊視角。印尼客家人數多且極具特色

，在國際客家研究中極為重要且具代表性，確實值得再深入研究。 

2. 國際客家研究應從事長期研究且多培養青年學子與年輕學者 

國際客家研究應從事長期研究且多培養青年學子與年輕學者，在國際研究中

印尼華人研究與客家研究有其重要性，應多培養年輕研究者。 

 

B. 對中央政府(客委會)之建議事項 

1. 客委會應多支持印尼客家研究計畫或相關客家田調團隊 

有關印尼華僑華人研究成果相對而言較少，而印尼客家成果更是少之又少。

有關印尼客家研究的相關資料與研究成果，臺灣相當欠缺，蒐集困難，若要加強

臺灣與印尼之關係，或加強國際客家研究，實應多加強對現今印尼的總體研究及

印尼客家研究。 

2. 客委會應多組織客家研究團隊前往印尼，多方共同合作進行田野調查 

印尼客家人特別多但相關的印尼客家研究相對而言少很多，應多組織客家研

究團隊前往印尼，與當地大專院校和華人社團（特別是客家社團），共同推進客

家學術文化交流與合作，並進行客家田野調查。 

3. 客委會應多支持從事國際客家研究之相關客家學術計畫，並給予經費補助 

國際客家研究是客委會研製與執行客家政策的重點工作之一，且是推廣客家

文化與進行國際文化交流之重要關鍵，因而必須長期有計畫、有系統地培養與支

持有志於從事國際客家研究之相關客家研究團隊。因本次研究經費補助太少，且

前往印尼路途遙遠，本研究計畫未能獲得客委會給予較充足的經費補助，致使研

究團隊成員進行實地訪查極為艱辛。 

4. 客委會應多協助多年期的國際客家研究計畫，以利完成較完整、較有系統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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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深入的客家研究成果 

印尼素有「千島之國」之稱，印尼華人約有 2000 萬人，而客家人約有 600

多萬人。印尼客家人分布的地區很廣，主要居住地為爪哇的雅加達、三寶壟、泗

水、萬隆，蘇門答臘的占碑、巨港、棉蘭，婆羅洲的坤甸、山口洋，蘇拉威西的

孟加錫和安汶、邦加，勿里洞以及帝汶島。 

今年我們所進行的印尼客家研究期限太短，本研究計畫只有 11 個月的研究

期限，實難以兼顧高度、廣度及深度之全面性探討，在印尼的參訪時間短促，加

上有些訪談對象經商忙碌或舟車勞頓，不易配合計畫期程進行訪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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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1：印尼客家社團、會館及基金會總表 

編號 組 織 名 稱 地 點 電 話 

A. 印尼客屬組織－爪哇 (Java) 

1 印尼大埔同鄉會Paguyuban Taipu Indonesia 雅加達Jl. Bandengan Utara Blok B#41,Kec. Tambora,Jakarta Barat 

2 雅加達永定會館Paguyuban Yongding Jakarta 雅加達Jembatan Dua Raya 12B / 7-8,Jakarta Utara 

3 公善社Yayasan Setia Budi 
雅加達Jl. Pekojan Raya No.90 

Jakarta Barat 

Tel: 62 21 6914558, 

yugs61@yahoo.com.tw 

4 印尼雅加達惠州會館 雅加達  

5 
印尼蕉嶺同鄉會Perhimpunan Jiao Ling 

Indonesia 
雅加達Jl.Pengukiran Raya #15, Jakarta Barat 

6 
印尼雅加達勿裏洞同鄉聯誼會 Yayasan 

Belitung Mulia/Perkumpulan Hakka Belitung 

雅加達Jl. Permata Kota Blok Q 

1-2 Angke, Jakarta Barat 

Tel: 62 21 66673772 

Fax: 62 21 66673773 

7 
印尼雅加達客屬聯誼會 Perkumpulan Hakka 

Jakarta 

雅加達JL. Batu Tulis Raya 

No.35, Jakarta Pusat 

Tel：(62)21- 3800641 

Fax：(62)21- 3800644 

8 印尼梅州會館 Paguyuban MeiZhou Indonesia 
雅加達JL. Batu Tulis Raya 

No.37, Jakarta Pusat 

Telp. (62)21-3451529 

Fax. (62)21-3519939 

9 
印尼客屬聯誼總會Federasi Perkumpulan 

Hakka Indonesia 

雅加達JL. Batu Tulis Raya 

No.35, Jakarta Pusat 

Tel：(62)21- 3800641 

Fax：(62)21-3800644 

10 亞細安客屬聯合總會  雅加達ji.k.h.hasyim ashari no.33b jakarta 10130 - indonesia   

11 印尼客屬聯誼會 
雅加達wisma union ji. terusan bandengan utara blok-indonesia 

f3-12 jakarta.14450  

12 印尼客屬總公會  雅加達ji.k.h.hasyim ashari no.33b,jakarta 10130 

13 印尼永定互助會 雅加達jl. ir.h.juanda iii no.26c,jakarta  

14 
印尼茂物客屬聯誼會Perkumpulan Hakka 

Bogor 
茂物(西爪哇)  

15 
蘇甲巫眉客屬聯誼會Perkumpulan Hakka 

Sukabumi 

蘇甲巫眉(西爪哇) Toko “Sinar 

Asia” Jl.A Yani 200/202, 

Sukabumi；ji. pasar ciwangi no. 2 

sukabumi. 

liesoekwen@yahoo.com、

Rosy_darlitha@yahoo.com 

16 
萬隆渤良安福利基金會Yayasan Dana Sosial 

Priangan 

萬隆(西爪哇)Jl Nana Rohana 37,Warungmuncang, Bandung 

Kulon,Bandung,Jawa Barat 

17 萬隆客屬聯誼會Yayasan Harapan Kasih 
萬隆(西爪哇)Jl.Mekar Kencana, No.2A,Komp. Mekar Wangi, 

Soekarno-Hatta, Bandung；ji.kopo 4/198a bandung 

18 斗旺客屬公會 ji. m. mustopa no, 59 tasikmalaya 

19 直葛客屬聯誼會 直葛(西爪哇) Ji. jend. sudirman no. 56 tegal. Indonesia 

20 牙律客屬公會Perkumpulan Hakka Garut 牙律(西爪哇) ji. a.yani 85 garut  

21 
北加浪岸客屬聯誼會Perkumpulan Hakka 

Pekalongan 

北加浪岸(中爪哇)Dupan Mall 

Blok BII No.1 Jln. Kemakmuran  

1-B,Pekalongan,Jawa Tengah 

Lq_ye@hotmail.com 

22 三寶壟客家公會Paguyuban Hakka Semarang 

三寶壟(中爪哇)Jl.Babakan Blok 

N/11-12,Semarang；ji.bakuan 

biok b/11-12 semarang. Bpk. R 

Tresno Santoso Jl. Pemuda No. 

29/33,Semarang 

sriratu@sriratu.com、

hakkasemarang@yahoo.com 

23 印尼梅縣璿螺湖張氏宗親會 普沃格多市(中爪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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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組 織 名 稱 地 點 電 話 

24 
普沃格多客屬聯誼會Perkumpulan Hakka 

Purwokerto 

普沃格多(中爪哇) Jln. Jend.Sudirman No.780, Purwokerto；

ji.bakuan biok b/11-12 semarang. 

25 
印尼日惹客屬聯誼會Paguyuban Hakka 

Yogjakarta 

日惹(中爪哇)Jl. Dr. Sutomo No.29, Yogyakarta；jalan. mataram no. 

62 jogjakarta  

26 印尼中爪哇暨日惹特區永定會館Paguyuban Yongding Daerah Jateng dan Yogyakarta 

27 

印尼梭羅客屬聯誼會Perhimpunan 

Persaudaraan Hakka Surakarta 

(PERHAKKAS) 

梭羅(中爪哇)Ji. mahabarata no. 

52 banaran palur 

karanganyar,solo 

Telp. / Fax. (0271) 651586 – 

646137、

perhakkas_solo@yahoo.com、

http://www.perhakkas.com 

28 
葛布門客屬公會Perkumpulan Hakka 

Kebumen 
葛布門(中爪哇)Jln.Pramuka No. 27, Kebumen 

29 
印尼茉莉芬州客屬聯誼會Paguyuban Hakka 

Karisidenan Madiun 

茉莉芬州(東爪哇)Toko Cahaya 

Baru Jl. Dr. Cipto 18 

A,Madiun,Jawa Timur；ji. jend 

sudirman 260-262 madiun  

fung_fung91@yahoo.co.id、

yuliuslay@gmail.com 

30 諫義裏州客屬聯誼會Paguyuban Hakka Kediri 諫義裏(東爪哇)Jl. Sriwijaya No. 75,Kediri 

31 
瑪琅客家福利基金會Perkumpulan Hakka 

Malang 
瑪琅(東爪哇)Jl. Lokon No. 14,Malang, Jawa Timur 

32 
印尼泗水惠潮嘉會館Perkumpulan Hakka 

Surabaya 

泗水(東爪哇) Jl. Jagir 

Wonokromo Ruko Mangga Dua, 

Blok A7 No.5-6, Surabaya；

ji.gembong no.2-16 blok 2b 

surabaya 

李秀珍：elisa_88@126.com 

李柏春：saputra@sby.dnet.net.id 

33 
龐越客屬聯誼會Perkumpulan Hakka 

Probolinggo 
龐越(東爪哇)Jln.Dr.Sutomo No.52,Probolinggo,Jawa Timur 

34 任抹客屬聯誼會Perkumpulan Hakka Jember 
任抹(東爪哇)Jl. Gatot Subroto No.2,Jember,Jawa Timur；ji.gatot 

subroto no.2 jember  

35 廚閩客屬會館 廚明(東爪哇)ji. basuki rahmat 37 tuban  

36 
印尼外南夢客屬公會Perhimpunan Hakka 

Banyuwangi 

外南夢(東爪哇)Jl.Setasion34, Rogojampi,Banyuwangi,Jawa 

Timur；ji.raya gajah mada no.234, banyuwangi  

B. 印尼客屬組織－努沙登加拉群島 (Nusatenggara) 

37 印尼峇里客家鄉親會Perkumpulan Hakka Bali 

峇裏島Jl Jend Gatot Subroto I 

/14,Ubung Kaja, Denpasar Barat, 

Denpasar；toko buku timur ji. 

sumatra no. 2 denpasar - bali 

Telp : 0361 413328、

https://www.facebook.com/hakka

.bali 

38 
印尼龍目客屬會館Perkumpulan Hakka 

Lombok 

龍目島JL.Hasanudin No.92,Cakranegara,Lombok；ji. pabean no. 

182 - 184 ampenan - lombok  

C. 印尼客屬組織－蘇拉威西 (Sulawesi) 

39 
萬鴉佬客屬福利基金會Rukun Sejahtera 

Hakka Manado 

萬鴉老(蘇拉威西島北

部)Jln.Raya Manado-Bitung KM 

10/55m,Maumbi ,Kaliwat 

Minut,Manado;ji. hasannudin ho. 

27 manado 

tjika@yahoo.com 

40 巴魯客屬社團  巴魯(蘇拉威西中部)jl. danau telaga no. 2 palu   

41 根打利客屬公會 根打利(蘇拉威西中部)jl. kongoasa no. 20,kendari 

42 印尼錫江積德慈善基金會Yayasan Amal 錫江(蘇拉威西南部)Jln. Buru. Telp. (0411) 324081, (0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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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組 織 名 稱 地 點 電 話 

Bakti Sosial No.119 Makassar；ji.diponegoro 

no. 950 makasar 

321025 

Fax. (0411) 319781 

D. 印尼客屬組織－蘇門答臘 (Sumatra) 

43 
亞齊客屬聯誼會Perkumpulan Hakka 

Indonesia Aceh 

亞齊(蘇門答臘北部)Jl.  Masjid 

Al-Huda No. 31, Kampung 

Laksana,Kecamatan Kuta Alam. 

Banda Aceh 

 

Telp./Fax 0651-22709 

44 
亞齊司馬威客屬聯誼會Perkumpulan Hakka 

Lhokseumawe–Aceh 

亞齊(蘇門答臘北部)Jl. Suka 

Ramai No. 57, Lhokseumawe, 

Aceh 

http://www.facebook.com/hakka.

lhokseumawe 

45 
印尼蘇北客屬聯誼會Perkumpulan Hakka 

Indonesia Sumatera Utara 

棉蘭(蘇門答臘北部)Jl. 

Perniagaan No.80, Medan、ji. 

mojopahit 117, medan 

jhonsonmin@hotmail.com、 

sidekick@yahoo.com、 

sidekick_99@hotmail.com 

46 峇淡客屬公會Perhimpunan Hakka Batam 峇淡島(蘇門答臘北部)Jl.Nagoya Newtown Blok D/13, Batam 

47 
廖群島省客屬聯誼會Perhimpunan Hakka 

Indonesia Sejahtera Kepulauan Riau 

廖島(蘇門答臘東部外海)Jln. Ir. 

H Juanda No. 48, Tanjung 

Pinang Kota Provinsi Kepulauan 

Riau 

Hakka.kepri@gmail.com 

48 占碑客屬公會Perkumpulan Hakka Jambi 
占碑(蘇門答臘東部)Jl. GR Jamin Datuk Bagindo No.2, Jambi；

yayasan satya marga ji.g.r.jamin datuk bagindo no. 2 jambi- 36142  

49 
蘇南客家同鄉會Perkumpulan Hakka 

Palembang 

巴領旁(蘇門答臘南部)Jl. Segaran No.66,6 Ilir,Palembang,Sumatera 

Selatan 

50 
盟菇露客屬聯誼會Perhimpunan Hakka 

Bengkulu 

盟菇露(蘇門答臘南部)Jl. 

Kinibalu No. 50, Kebun Tebeng, 

Kec. Ratu Agung, Bengkulu 

hakkabengkulu@yahoo.co.id、

http://www.facebook.com/hakka.

bengkulu 

51 盟菇露省朱麓縣客屬聯誼會Perhimpunan Hakka Curup  

52 印尼楠榜客屬懇親社Yayasan Metta Sarana 
楠榜(蘇門答臘南部)Jl. WR Mongindisi 16, Bandar Lampung; ji. 

ikan kakap no, 40 bandar lampung 

53 邦加客屬公會  邦加島hotel sabrina ji. diponegoro, bangka  

54 勿里洞客屬公會 勿里洞島ji. sriwijaya 32 tg. pandang - belitung  

E. 印尼客屬組織－加里曼丹 (Kalimantan) 

55 山口洋客屬公會 ji. Diponegoro 44 singkawang   

F. 旅雅加達之印尼各地客家組織 

56 旅雅亞齊公會  雅加達ji. terusan bandengan selatan, blok e no. 25 jakarta 

57 赤道基金會 雅加達jl. sunter permai raya, jakarta utara  

58 松柏港同鄉會 雅加達pedemangan raya 11/25 jakarta  

59 喃吧哇同鄉會 雅加達ji. gunung sahari no. 12b,jakarta  

60 昔加羅同鄉會 雅加達komplek hotel ibis mangga dua blok, el / 11 jakarta 

61 山口洋同鄉會 雅加達  

62 三發同鄉會 雅加達  

63 加帝也沙同鄉會 雅加達  

64 亞洋岸同鄉會 雅加達  

65 東萬律同鄉會 雅加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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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組 織 名 稱 地 點 電 話 

66 邦戛同鄉會 雅加達  

67 打臘同鄉會 雅加達  

68 百務爐同鄉會 雅加達  

69 巴崗同鄉會 雅加達  

70 新釘同鄉會  雅加達  

71 萬那同鄉會 雅加達  

72 雙溝月同鄉會 雅加達  

73 到河同鄉會 雅加達  

74 孟加影同鄉會 雅加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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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2：印尼客家組織概況 

編號 社團名稱 成立年代 創會人/發起人 歷屆主席(按順序)或重要人士 

A.印尼客屬組織─爪哇(Java) 

1 

印尼大埔同鄉會

Paguyuban Taipu 

Indonesia 

清末民初 

(1965 年終止

/1996 年 5 月 8

日復會) 

張弼士 

張慶壽(第一、二屆)、廖奕虎、劉

嘉其、姚永堅、廖啟煌、郭欽昌、

饒仕武、張紀新、曾得智、曾智仁、

饒朝聯(第三、四屆)、廖世錦 

2 

雅加達永定會館

Paguyuban Yongding 

Jakarta 

1938 年 

(1965 年終止

/1978 年復會) 

游鳳超、游範吾 

1938~1965 年：游子平(第二任)、游

尚群(第三任)、游品玉(第四任)、陳

招孚(第五任)。1978 年以後：游德

昌(第二屆+)、陳永樑(第三屆)、江

震球(第四、七、八、九屆)、陳永

源(第五、六屆)、游兆民(第七、八

屆理事長)、游繼志(十、十一屆)、

游元偉(第十屆理事長)、陳永樑(第

十一屆理事長)、游步民() 

3 
公善社 Yayasan Setia 

Budi 

1934 年 10 月

18 日 
  陳曾順(第一任)、章勳義(第二任) 

4 印尼雅加達惠州會館 

1949 年 

(1966 年終止

/1976 年復會) 

陳亞祿、張日秀、

張建元、刁雨初 
刁雨初、程森榮(2007 年)、程偉光 

5 

印尼蕉嶺同鄉會

Perhimpunan Jiao 

Ling Indonesia 

1953 年 4 月 18

日 

(1965 年終止

/1970 年復會) 

陳恩璿、張自銘、

徐琚清、林雲穀、

吳志筠、吳慎機、

徐均邦、吳明喜、

楊志交、曾漢章、

丘國富、丘海金、

徐乾文、黃超輝、

鍾清英、林為召、

陳炳四、陳慕堯、

徐競先、黃自豋、

鄭雨金、吳松勝、

吳順興、謝開清、

鍾天保、林九生、

廖志標、徐欣霖、

李品荃、徐院香、

湯偉良、羅壽權、

陳恩璇(第一~三屆)、吳嵩喜(第四~

六屆)、徐乾文(第七屆)、吳建章(第

八~十五屆)、湯崇源(第十六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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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享麟、周公明、

林松濤、鍾則興、

鍾錦盛、陳玉生、

黃添賜、吳宏光、

傅啟民、鄧凱君、

鍾佛興、鍾維書、

吳森喜、林金洪等 

6 

印尼雅加達勿里洞同

鄉聯誼會 Yayasan 

Belitung 

Mulia/Perkumpulan 

Hakka Belitung 

1993 年 3 月 31

日 
許世經 

許世經(第一屆)、(第二屆主席：曾

慶祥、曾大勇、張元檠、陳嘉佳、

張美生、王振坤、鄧國雄)、黃進益

(第三屆)、廖幼青、許世湖、謝偉

民、魏志華 

7 

印尼雅加達客屬聯誼

會 Perkumpulan 

Hakka Jakarta 

1999 年 8 月 8

日 

張慶壽、黃德新、

熊慶明、劉嘉其、

丘能幹、章生輝、

張霖曾、郭欽昌、

曾智仁、李發均、

姚永堅、丘華淦、

林毓明、蕭崇文、

余仕禹、廖志發、

廖世錦、章國俊 

張慶壽(第一屆)、楊克林(第二屆)、

葉聯禮(第三、四屆)、曾季瑾 

8 

印尼梅州會館 

Paguyuban MeiZhou 

Indonesia 

2002 年 1 月 26

日 

熊德龍、黃德新、

張慶壽、鄭貴勳、

陳雲康、陳富聲、

黃裕琴、熊泰康、

劉嘉其、李世鐮等 

黃德新(第一屆)、李世鐮(第二、三

屆)、藍德良、彭雲鵬、熊德龍、梁

世楨、葉聯禮、楊克林 

9 

印尼客屬聯誼總會

Federasi Perkumpulan 

Hakka Indonesia 

2008 年 5 月 3

日 
  

葉聯禮(第一屆)、張慶壽、傅志寬、

章生輝、謝華安、、'李世鐮、曾季

瑾、葉正欣、湯崇源、田錦堂、池

美萍、袁霓 

10 亞細安客屬聯合總會        

11 印尼客屬聯誼會       

12 印尼客屬總公會        

13 印尼永定互助會       

14 

印尼茂物客屬聯誼會

Perkumpulan Hakka 

Bogor 

2008 年 4 月 葉正欣、熊國存等 吳元昌、熊國存(第一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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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蘇甲巫眉客屬聯誼會

Perkumpulan Hakka 

Sukabumi 

1950 年代 

(1960 年代終

止/2008 年 11

月復會) 

  曾育廣 

16 

萬隆渤良安福利基金

會 Yayasan Dana 

Sosial Priangan 

1976 年 李湘生 

李湘生(第一、二屆)、吳世友(第三、

四屆)、陳富聲(第五、六屆) 、梁拔

秀(第七屆)、李冠漢(第八、九屆)、

李振建(第十~十二屆) 

17 

萬隆客屬聯誼會

Yayasan Harapan 

Kasih 

2000 年 8 月 28

日 
  

黃裕琴(第一~三屆)、吳元昌(第四

屆) 

18 斗旺客屬公會       

19 直葛客屬聯誼會     盧聯邦 

20 

牙律客屬公會

Perkumpulan Hakka 

Garut 

    田鐵忠 

21 

北加浪岸客屬聯誼會

Perkumpulan Hakka 

Pekalongan 

      

22 

三寶壟客家公會

Paguyuban Hakka 

Semarang 

1955 年 

(1965 年終止

/1993 年復會) 

李念楷、劉振寰、

李耘荒、梁容章、

戴少懷、侯學齡、

曾柏賢、楊秉書、

梁錚華、麥叔樓、

陳彬華、曾祥隆等 

陳浪僑 

23 
印尼梅縣璇螺湖張氏

宗親會 

1997 年 3 月 30

日 
  張文焰、張文清 

24 

普沃格多客屬聯誼會

Perkumpulan Hakka 

Purwokerto 

      

25 
印尼日惹客屬聯誼會

Paguyuban Hakka 
2002 年 李如蘭(2002) 李喜慶(第一屆)、溫兆煌(第三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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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ogjakarta 

26 

印尼中爪哇暨日惹特

區永定會館

Paguyuban Yongding 

Daerah Jateng dan 

Yogyakarta 

    游宏倫 

27 

印尼梭羅客屬聯誼會

Perhimpunan 

Persaudaraan Hakka 

Surakarta 

(PERHAKKAS) 

1930 年 

(1965 年終止

/2000 年復會) 

謝文琳、饒錫榮

(1998 年) 

謝文琳(第一屆)、楊聯俊(第三、四

屆總主席)、第四屆主席：葉英年、

古億嬌、鍾宣育。周宏源、林世明、

謝興賢 

28 

葛布門客屬公會

Perkumpulan Hakka 

Kebumen 

      

29 

印尼茉莉芬州客屬聯

誼會 Paguyuban 

Hakka Karisidenan 

Madiun 

1948 年 

(1966 年終止

/2002年 6月復

會) 

陳發沾、羅式振、

陳潤鴻等(2002) 

羅式振(第一、二屆)、葉國剛(第三

屆) 

30 

諫義里州客屬聯誼會

Paguyuban Hakka 

Kediri 

2002 年 11 月

10 日 
  張廷亮(第三屆)、曾毓麗 

31 

瑪琅客家福利基金會

Perkumpulan Hakka 

Malang 

2006 年 5 月 19

日 

鄧麗婷、葉洌東、

葉維興、李茂芳、

宋萬煌 

陳良錦、陳屏輝、溫運才、李尚菲、

謝錦香、李茂芳、宋萬煌、李尚菲 

32 

印尼泗水惠潮嘉會館

Perkumpulan Hakka 

Surabaya 

1820 年 

許浩、詹滿、冼永

采、彭炬隆、王容、

藍二、黃歡興、何

柏 

李邦賢(2004 年任主席)、黃陽生(第

七屆) 

33 

龐越客屬聯誼會

Perkumpulan Hakka 

Probolinggo 

    黎岳英 

34 

任抹客屬聯誼會

Perkumpulan Hakka 

Jember 

    陳萬新 

35 廚閩客屬會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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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印尼外南夢客屬公會

Perhimpunan Hakka 

Banyuwangi 

2001 年 12 月 9

日 

吳能彬、卜達文、

黃國仁、古富楷 

古富楷、卜達文、丘美昌、陳導康、

謝學烈、湯建元(皆為主席) 

B.印尼客屬組織─努沙登加拉群島(Nusatenggara) 

37 

印尼峇里客家鄉親會

Perkumpulan Hakka 

Bali 

1950 年代 

(1965 年終止

/1999 年復會) 

吳能彬、朱凱鄉、

黃明生(1999) 

林德友(第一屆)、黃明生(1999 年)、

李富生(2000 年)、李美琴(2009

年)、謝晉德 

38 

印尼龍目客屬會館

Perkumpulan Hakka 

Lombok 

1933 年 9 月 1

日 

朱恭洋、薛國仕、

瀏海仙、鍾慶發等

人 

劉漢強(2007-2010)、張壯輝 

C.印尼客屬組織─蘇拉威西(Sulawesi) 

39 

萬鴉佬客屬福利基金

會 Rukun Sejahtera 

Hakka Manado 

      

40 巴魯客屬社團        

41 根打利客屬公會       

42 

印尼錫江積德慈善基

金會 Yayasan Amal 

Bakti Sosial 

1984 年 4 月 
鄧銀昌、徐卓雲等

人 

何孝穆(第一屆)、李捷仁(第十屆)、

梁豪珍、黃秉書、黃喜文 

D.印尼客屬組織─蘇門答臘(Sumatra) 

43 

亞齊客屬聯誼會

Perkumpulan Hakka 

Indonesia Aceh 

      

44 

亞齊司馬威客屬聯誼

會 Perkumpulan 

Hakka Lhokseumawe 

– Aceh 

2008 年 4 月 28

日 

古文基、孔繁歲、

饒建民 
李健輝(第一屆) 

45 

印尼蘇北客屬聯誼會

Perkumpulan Hakka 

Indonesia Sumatera 

Utara 

2000 年 4 月 

張洪鈞、張通南、

葉選權、劉嘉良、

張廣欽、潘平熙、

楊德順等 

張洪鈞(第一~三屆)、饒健民(第四

屆)、楊增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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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峇淡客屬公會

Perhimpunan Hakka 

Batam 

      

47 

廖群島省客屬聯誼會

Perhimpunan Hakka 

Indonesia Sejahtera 

Kepulauan Riau 

      

48 

占碑客屬公會

Perkumpulan Hakka 

Jambi 

      

49 

蘇南客家同鄉會

Perkumpulan Hakka 

Palembang 

1936 年 

(1965 年終止

/2003年 9月復

會) 

黎火生、涂仿賢

(1936 年)、曹裕

光、張亞東、丘亮

恆、劉智文、文衍

華、曾耀強、丘亮

接、曾定祥、曾繁

幹、侯慶麟、鍾玉

錦、張省清 

曹裕光(第一、二屆) 

50 

盟菇露客屬聯誼會

Perhimpunan Hakka 

Bengkulu 

      

51 

盟菇露省朱麓縣客屬

聯誼會 Perhimpunan 

Hakka Curup 

      

52 
印尼楠榜客屬懇親社

Yayasan Metta Sarana 
清末   林文進 

53 邦加客屬公會        

54 勿里洞客屬公會       

E.印尼客屬組織─加里曼丹(Kalimantan) 

55 山口洋客屬公會       

F.旅雅加達之印尼各地客家組織 

56 旅雅亞齊公會        

57 赤道基金會       

58 松柏港同鄉會       

59 喃吧哇同鄉會       

60 昔加羅同鄉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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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山口洋同鄉會       

62 三發同鄉會       

63 加帝也沙同乡会       

64 亚洋岸同乡会       

65 东万律同乡会       

66 邦戛同乡会       

67 打腊同乡会       

68 百务炉同乡会       

69 巴岗同乡会       

70 新钉同乡会        

71 万那同乡会       

72 双沟月同乡会       

73 到河同乡会       

74 孟加影同乡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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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3：印尼客家研究座談會議紀錄 

 

印尼客家研究座談(一)會議紀錄 
 

時  間：2013年4月29日 (週一)  18:00-21:00 

地  點：臺大社科院客家研究中心 (臺北市徐州路21號) 

主持人：邱榮舉 

與會者：黃玫瑄、楊聰榮、曾建元、陳瑪琍、黃佩玲等 

記  錄：廖錦梅、黃玫瑄 

 

【討論議題】 

1.印尼的客家人歷史與分布現況之相關資訊 

2.印尼的客家社團與重要領導人之相關資訊 

3.有關印尼的客家研究成果之相關資訊 

 

主持人: 大家晚安，今天臺大客家研究中心所主辦有關於國際客家研究一系列座

談會，今天座談會的主題是印尼客家研究，有關印尼客家研究可說是

進行國際客家研究的重點，特別針對東南亞客家研究，印尼客家研究

更是重點中的重點，不過對於印尼客家研究，相對而言臺灣在這方面

的研究似乎有待加強，希望透過此方面的專案研究，也透過今天的座

談希望大家給予支持和指教，協助我們進行此方面的研究。 

今天座談會的討論重點有三: 

(1)有關印尼客家人的歷史及分佈現況，是否有相關的專書、論文或報導等資訊

可以提供。 

(2)有關印尼客家社團及重要領導人是否有相關資料可供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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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有關印尼客家研究的成果是否有總體性比較重要的值得推薦的資訊。 

歡迎各位請多指教。先請楊教授多年來作了不少這方面研究請給予指教。 

 

楊教授: 今天第一個議題可分為兩部份：一是就印尼來談印尼，另一部份是臺灣

和印尼的關係。就印尼來談，一般來說，印尼研究有何重要性？ 

(1)印尼是海外華人人數最多的國家，換言之以海外客家為對象，其規模是最大

的。 

(2)印尼客家人在歷史上建立了華人在海外的政權(蘭芳公司)，這段歷史突顯了印

尼客家人的重要性。 

(3)印尼有非常獨特的歷史為其它國家所沒有的，印尼曾經禁華文禁了三十幾年，

世界上人口最多的語言被禁了這麼長的時間。 

    過去大家對印尼華人的了解以爪哇島為對象，其實客家人主要分佈在外島，

因為外島的關係會讓某些特定的客家地區發生聚集作用，一般客家社群很難在當

地變成主要華人的族群，但在印尼外島因客家人所佔的人數多，又跟客家特性有

關而產生聚集作用，在印尼客家人雖然低調隱形但因在偏鄉，所以反而保存比較

多客家的元素。 

    臺灣的外籍配偶從60年代70年代當時有一批從印尼嫁到臺灣來，其中相當多

是來自山口洋， 70年代80年代臺灣與印尼有特殊的關係，跟冷戰時結構有關，

臺灣與同為反共陣營的地區有特殊的來往，其中有許多擔任通譯的角色，客家人

的背景相當多，客家人成為扮演橋樑的角色。後來等到印尼經過民主化的過程以

後，1998年民主化以後，反而臺灣與印尼建立了另一種關係，印尼發生災難臺灣

去支援，如亞齊地區，建立了非常好的民間關係，相當有突破。這些都構成了做

印尼客家人相關研究時，可以有特殊的角度。 

    印尼的客家社團，一般做印尼研究以1998年當作指標，印尼在禁華文前的主

要社團都是傳統型的社團， 1998年以後新成立的社團是以印尼議題為主的社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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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性質不一樣。 

 

主持人：謝謝楊教授總體對客家華人歷史及華人分佈有概括說明，對於印尼總體

的發展及臺灣跟印尼的關係也舉了很多例子來說明過去的歷史，這是

很重要很根本的，這是首先讓我們對印尼客家人歷史跟現況有大概的

了解。 

其次對於傳統在印尼的社團或1998年之後新成立的社團，現階段跟過

去早期有很大的不同，也點出了現階段的印尼客家情況，要把握住重

點，特別是過去曾經禁了華文三十多年的歷史及產生的影響也是一個

重點。現階段印尼客家社團是否有資訊可提供參考？ 

陳經理：印尼的整個社團剛才楊老師提到在1998年前後，社團的組成和功能性不

一樣，1998年以前主要是同鄉會，1998年以後組成的社團以宗教或以

其它的目的組成社團，如商會或道館取代了原來的功能。現在印尼會

館轉變成社教的功能，比較不像同鄉會。這些會館都很有歷史，有些

會館十九世紀末就有了，像梅州會館大概有一兩百年，但是臺商會大

概2000年以後才成立。 

主持人：臺灣是否有印尼方面社團？ 

陳經理： 臺灣有印尼歸僑協會，其成員都歸化成中華民國籍，必須在印尼出生，

在印尼居住過一定時間，回到臺灣來。 

主持人：有沒有比較重要的有關印尼客家研究成果？誰在這方面最有研究？印尼

做客家最好跑哪些地方？ 

楊教授：單點突破最好到加里曼丹的山口洋。臺灣和山口洋有特殊淵源，剛才講

到外籍配偶早年都是從山口洋來的。因為客家話保存的很好所以很容

易嫁到臺灣來。所以山口洋有特別的條件。現在山口洋又和楊梅市締

結姐妹市所以被注意到。嫁到臺灣來的仲介大部份是坤甸人，坤甸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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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不同的角色除非做不同的研究可以去坤甸。但要做原汁原味的客家

首選是山口洋。 

 

主持人：客家社團主要在哪裡？ 

陳經理：在雅加達。三寶壟轉型為臺商商會，很多是客家組織起來的。 

楊教授：時間有多少才是關鍵，若有兩星期可到三寶壟。 

主持人：若要訪問當地客家社團應以哪幾個為優先？ 

陳經理：客屬總會 

主持人：我最主要是想就地取材，將做印尼客家研究的老中青結合起來成為總體

的客家研究。 

楊教授：恐怕沒辦法。最好的方式是跟當地學術機構合作，鼓勵那邊的研究生來

臺灣唸書，做那邊研究，這比較有可能。印尼是一個大國，在其國家

意識裡哪有客家研究的位置，連當地華人的研究都很少了，如果沒適

當的鼓勵，一個當地的學生為何要做客家研究？沒有誘因啊。印尼這

個國家經濟蒸蒸日上，他研究印尼社會關心的題目都來不及了，連華

人的研究都很少人作了。 

主持人：做國際客家研究，東南亞地區新加坡、馬來西亞還有，印尼這麼重要的

客家研究反而沒有人做。 

楊教授：對東南亞地區的外交關係而言，印尼是最謹慎的。當時印尼禁華文老一

輩的人都記憶猶新，而老一輩的人已凋零，換了一批新人對歷史背景沒

有感情，代間差距很大。臺灣也發生同樣問題，知識沒有累積。 

曾教授：針對今日有關印尼客家研究座談會之三個討論議題，請參看我(曾建元)

所撰寫的〈鳥瞰印尼客家及其研究〉(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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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結果】 

(1)在國際研究中印尼華人研究有其重要性，應培養研究生作長期研究，最好研

究者本身能與印尼有淵源，才會有研究動機與興趣。 

(2)基本上應組團參加今年世界客屬懇親大會，進一步了解印尼客家華人的狀況

及客家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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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4：印尼客家研究相關文章 

 

鳥瞰印尼客家及其研究 

曾建元 

中華大學行政管理學系副教授 

國立臺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兼任副教授暨客家研究中心特約副研究員 

 

一、印尼的客家人歷史與分布現況之相關資訊 

印度尼西亞分布於中國下西洋必經之路，由新幾內亞島到蘇門答臘島，六千個島

嶼，東西橫亙五千公里，而有千島之國之稱。自從中國人有出洋遠航的能力，就

有人登陸造訪印度尼西亞諸島，迄今已有千年。印尼人口兩億四千萬，分屬三百

個民族，華人為人口次於爪哇族和巽達族的第三大族群，印尼政府估計約有一千

五百萬人，客家人的總數雖無正式統計，但客家人向來是印尼華人中的最大族群，

以三分之一比例算，則約有四、五百萬之眾。不過，由於歷經排華運動的陰影，

二零一零年印尼人口普查，只有兩百九十萬人自稱是華人。 

    客家人的文化特徵大致定形於宋元，當時客家人的分布主要還在於贛東閩西

武夷山脈兩側。是時，隨著南宋對外貿易的擴張，泉州躍升成為全球最大商港，

其後宋元間戰火南下蔓延，客家人亦開始遷徙，宋亡後，遺民飄零海上，元朝繼

之經略南洋，一度遠征爪哇。那一個中國人縱橫海上的時代，可以想見有許多人

到南洋發展。不過這些早期的中國人，恐怕基於地利之便，而以閩南人和廣州人

為其大宗。明太祖朱元璋實施海禁，禁止人民出海，也禁止未經允許出海的人民

返國，迫使出走南洋的許多中國人只好留在當地發展，而慢慢形成海外華人社

會。 

    客家人拓墾印尼，當與十七世紀中葉荷蘭聯合東印度公司以巴達維亞為中心

展開的殖民地開發與經營之人力需求有關，加以明清之際閩粵戰事頻仍、民不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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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乃形成集團性之移民。一七一零年，邦加島發現錫礦，荷蘭聯合東印度公司

對統治該島的舊港蘇丹承諾收購，舊港蘇丹乃由麻六甲華商引進華工從事開採，

多數為廣東陸豐客家人，一七五五年，婆羅洲島南吧哇蘇丹仿效舊港，亦經由邦

加引進華工從事金礦開採，鄰近各土邦紛紛如法庖製。一七七七年，廣東嘉應州

（梅州）梅縣客家人羅芳伯於婆羅洲坤甸建立共和國蘭芳大總制，建元蘭芳，首

長稱大唐總長或大唐客長，內部則尊稱大哥，立國百年，掌握婆羅洲當地政經大

權直至十九世紀末，才為荷蘭併吞。另有羅芳伯部屬吳元盛在戴燕稱王稱藩。此

皆可謂為客家移墾印尼事業的巔峰。婆羅洲島上的海豐陸豐客家人，則於歷經數

年的客家械鬥後則集中移居於山口洋。 

    十九、二十世紀之交全球資本主義工業化與帝國主義的擴張，加速西方各國

在南洋的殖民與開發競爭，英國進據婆羅洲與荷蘭爭雄，兩國競相招徠華人移工，

一八六零年〈中英北京條約〉簽訂，取消海禁，加以清末客家人領導太平天國革

命，東南焦蔽，生靈塗炭，大量客家遺民乃出走南洋。其後受近代化啟蒙和國際

共產主義運動之影響，移民社會之客家社群與其領袖，諸多成為中國近代革命的

重要海外支持力量。如棉蘭曾經出資起造潮汕鐵路的張榕軒、張耀軒兄弟，是孫

中山的資助者；在印尼發跡的實業家張弼士，號稱南洋首富，創辦了張裕葡萄酒，

也是孫中山的支持者；再如出生於巴達維亞的羅福星，甚至親自組織僑軍返回中

國參與國民革命，並在臺灣發展革命組織。 

    一九三二年由西加里曼丹土生華人客家人林群賢於泗水創立的印尼中華黨，

提出「印尼人」概念，號召土生華人在政治上認同印尼，入籍印尼，以成就印尼

民族，是印尼獨立革命的先驅。一九四五年八月印尼獨立，林群賢的追隨者爪哇

客家人蕭玉燦出任阿米爾•沙利弗丁內閣的國務部長，這是第一位在印尼政府出

任部長的客家人和華人。 

    一九四九年中國內戰，形成二十世紀中國最大規模的難民潮，為印尼帶來大

量的華人與客家新移民，懷抱國際共產主義以及中國民族復興的印尼華人亦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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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後印尼的反殖民運動，但中華民國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對抗，也延伸到印尼華

人社會，形成激烈的鬥爭，而使印尼政府感到不安。林群賢即被控叛亂為印尼政

府逮捕，他為此放棄印尼國籍表達抗議，而宣布加入中華人民共和國國籍。蕭玉

燦於一九五四年成立印尼國籍協商會，鼓勵華人入籍印尼。一九五六年蘇門答臘

爆發反共政變，次年東印尼亦自立，一九五八年中華民國軍援印尼叛軍革命軍事

跡洩漏，印尼政府乃對親臺右派華人展開鎮壓。一九六五年印尼爆發九三零事件，

蘇哈托以平定共產黨政變為由發動了奪權軍事政變，指控中華人民共和國通過印

尼華人陰謀赤化印尼，乃遂蠱動排華而將蕭玉燦逮捕下獄。一九六七年，逼退蘇

卡諾而出任總統的蘇哈托，則在西加里曼丹與東馬來西亞邊界劃定紅線區，禁止

華人居住，對以客家為主的華人展開全面的政治清洗，更放任當地達雅族人對華

人展開出草。中華民國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在印尼排華期間，則皆各自展開撤僑。

自一九六六年到二零零零年之間，印尼以新秩序名義全面禁止中文的使用和教學

以及取締華人的宗教、信仰、風俗及習慣，導致印尼華人的嚴重文化斷層，部份

印尼客家華人因此流亡中國大陸或輾轉來臺，而留在當地的華人則大部份被迫印

尼化，在此期間，遭受殺害的華人達五十萬人，下獄者則約六十萬人。儘管華人

仍在印尼經濟中扮演重要角色，卻因此徹底成為當地政治場域的弱勢者和政治社

會的邊緣人。這一現象，直到蘇哈托政權因一九九八年亞洲金融風暴衝擊而垮臺，

印尼民主轉型，方獲得解決。一九九九年土生華人瓦希德總統為了安撫在金融風

暴期間遭受一九九八年五月排華暴動迫害的華人，乃宣布組織國家團結內閣，任

命華人經濟學家郭建義出任財經工業統籌部長，這是印尼建國以來的第二位華人

部長。客家社團紛紛隨著華人文化的復興而成立，也因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崛起和

大中華經濟發展的輻射效果，印尼政府亦開始重視華文人才的培養。 

    印尼客家人為數眾多，在華人中居於主導地位，一九五零年代雅加達商界通

行的語言即為客家語，故而來臺之印尼華僑多為客家人。印尼客家人在婆羅洲、

蘇門答臘和爪哇均可見其身影足跡。位於婆羅洲島的西加里曼丹省是蘭芳大總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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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舊地，當地華人幾乎皆為客家人，掌握椰乾、橡膠、木材和各種土產的生產與

出口；蘇門答臘島和婆羅洲之間的邦加勿里洞省，是華人初抵之地，客家人密集，

主要應徵前來開採錫礦，邦加以陸豐人為主，勿里洞則主要為梅州人；位於蘇門

答臘本島的北蘇門答臘省省會棉蘭的客家人，語言上已同化於閩南僑民，是典型

的福佬客。最西的亞齊特別行政區則以客家人居多。南蘇門答臘省會巨港（舊港）、

其北鄰的占碑省均有客家人居此；爪哇島是印尼人口最密集的地區，雅加達舊名

巴達維亞，為印尼首都，第一大城，第二大城泗水，以及三寶壟、萬隆各地均擁

有祖籍各地的客家人。此外，蘇拉威西的孟加錫和摩鹿加群島的安汶亦有客家人

分布。印尼華人屬於第一代移民者，稱為新客華人（Totok），土生華人（Peranakan）

則是印尼出生與成長的華人，許多是因為母族為印尼馬來人，而使其深具馬來的

血緣和文化特徵，但仍擁有華人的族群認同。土生華人許多已經本土化，甚至不

懂中文或不再使用中文姓名，但因荷蘭殖民以至印尼獨立後長期的民族隔離政策，

將之歸類為華人，因而如同新客能保持著穩定的華人認同，直到蘇哈托實施強制

同化政策，華人的認同才開始發生變化。 

 

二、印尼的客家社團與重要領導人之相關資訊 

  華人移民印尼歷史久遠，蘇哈托排華之前各類社團活動極為活躍，印尼獨立

後，受中國內戰和國際冷戰影響，親中華民國與親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華人各擁山

頭，鬥爭十分激烈，直到蘇哈托全面取締為止。 

歷經排華運動的劫難，當代印尼的客家社團，盡皆成立或恢復於蘇哈托政權

垮臺以後，其中具有代表性與影響力者，有吳能彬於一九九八年創立的印尼客屬

總公會，吳能彬並為印尼大同黨主席，獨資主辦《和平日報》；黃德新二零零二

年創立、而由李世鐮擔任理事長的印尼梅州會館；葉聯禮領導二零零八年成立的

印尼客屬聯誼總會，秘書長為印尼華文寫作協會主席袁霓。客聯下轄三十八個分

會，並擁有印尼第一個印尼語、英語、漢語三語崇德學校。該會即將於今年夏天



109 
 

主辦世界客屬第二十六屆懇親大會，並正在籌畫設立印尼客家博物館，由此可想

見印尼客家豐沛和爆發的社會能量。此外，重要的地方客家社團與領袖，則有三

寶壟客家公會，主席陳浪僑；龍目客屬會館，主席劉漢強；任抹客屬聯誼會，團

長陳偉彥；萬隆客屬聯誼會，主席黃裕琴；泗水惠潮嘉會館，主席黃陽生；棉蘭

蘇北客屬聯誼會，主席饒健民；錫江積德慈善基金會，主席李捷仁；印華百家姓

協會，總主席熊德怡，他也是印尼國民軍首位華人將軍，已退役，亦兼任雅加達

美麗縮影公園印尼華人文化公園園長和客聯總會監察長。客聯總會籌建中的印尼

客家博物館館址即設立於該公園。另有與臺灣關係密切的客家社團，如蘇南留臺

校友聯誼會，會長林一心，臺灣客家之友會，由當代臺灣南進政策下到印尼投資

經商的臺灣客家企業人士組成，會長呂窗雄。 

隨著印尼的民主化，二零零零年以後，漸有客家人躋身印尼政壇。二零零六

年印尼修正〈國籍法〉，承認華人的公民地位。西加里曼丹省副省長黃漢山和山

口洋市長黃少凡是印尼民主化後頭兩位在地方首長選舉中勝出的華人和客家人，

黃少凡於二零一三年因當地華人分裂而未能連任，黃漢山為出身坤甸的梅州客家

人，原為省議員，二零零七年受邀搭檔而當選副省長，另有鍾萬勰當選首都雅加

達市副市長。鍾萬勰被認為是印尼華人中最有機會在中央政府中再上層的實力型

政治人物。當前蘇西洛總統內閣的促進旅遊與創意經濟部長馮慧蘭，是第一位女

性華人和客家部長，生長於雅加達，是典型的技術官僚，國際間享有極高聲望，

很可能於今年出任世界貿易組織秘書長。在印尼國會，則已有二十餘位華人議員，

其中包括傅志寬等梅州客家人。山口洋市為陸豐客家人佔多數的城市，該市前任

民選市長黃少凡、議長蔡萃媚、副議長黃振能皆為客家人，連同他們在內，該市

市議會二十五位議員中有七名華裔議員。該市與我國桃園縣楊梅市於二零一零年

締結姊妹市，兩地婚配與來往密切。西加里曼丹省省會坤甸市議會議長劉建源亦

為梅州客家人，該市議會四十五位議員中有七位華裔，另三發縣議會則有兩位華

裔議員。雅加達北區地方議會則有楊秀珍議員。這裡顯示華人和客家人在印尼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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壇，還有很大的發展機會。 

 

三、有關印尼的客家研究成果之相關資訊 

臺灣客家學者蕭新煌、張維安、范振乾、李美賢、林開忠、謝偉倫等，曾於

二零零四年整理〈東南亞客家研究相關書目〉發表在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

究中心出版的《亞太研究論壇》第二十三期，對於東南亞客家研究提供了迄今為

止最為完整的參考文獻。該書目將東南亞客家研究文獻，就期刊論文、會議論文、

專書與專書論文，以歷史、文化、社會、教育、政治、人物、文學幾類分別羅列，

從中可以見到，馬來西亞和新加坡之客家研究為主流，海外客家人最多的國家印

尼的客家研究則不成比例，且主要集中在印尼民主化之後，可見印尼排華政策也

影響到印尼客家研究的開展。 

研究印尼客家，應先由東南亞華人和印尼華人的歷史與社會脈絡著手。關於

東南亞華人史，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李恩涵於臺北出版的《東南亞華人史》

是最佳的入門書，印尼華人史則可見中國大陸印尼歸僑學者前暨南大學歷史系教

授李學民與同為印尼歸僑的同校前華僑華人研究所所長黃昆章合著、而於一九八

七年由廣州廣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之《印尼華僑史：古代至1949年》，前國立

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教授鄭學稼一九七六年的《印度尼西亞史》和當代國立暨南

國際大學東南亞研究所李美賢教授的《印尼史：異中求同的海上神鷹》都提供了

研究印尼華人史的重要框架和線索。新加坡國立大學政治學系教授廖建裕原為印

尼華人，他有幾本在新加坡出版的重要中文著作，《東南亞與華人族群硏究》涵

蓋整個東南亞華人，以印尼華人為主題者，則有《印尼華人文化與社會》、《現階

段的印尼華人族群》、《印尼原住民、華人與中國》等。澳大利亞墨爾本大學歷史

學系副教授柯培爾（Charles A. Coppel）是當代英語世界研究印尼華人的權威學

者，他的蒙納許大學（Monash University）政治學博士論文《危機中的印尼華人》

（Indonesian Chinese in Crisis）出版於一九八三年，二零零二年則於新加坡出版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94%BF%E6%B2%BB%E5%A4%A7%E5%AD%A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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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論文集《印度尼西亞華人族群研究》（Studying Ethnic Chinese in Indonesia）。討

論印尼民主轉型後的印尼華人政治與社會者，有中國社會科學院亞洲太平洋研究

所副研究員賈都強二零零六年於該所《當代亞太》發表〈轉型進程中的印尼華人

社會：現狀、問題與前景〉，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應用華語文學系副教授楊聰榮二

零零七年臺北出版專書《新秩序下的混亂──從印尼暴動看華人的政治社會關

係》，全面並歷時性地深入檢視華人在印尼的政治社會關係，新加坡管理大學社

會科學學院助理教授雲景耀則於二零一二年在臺灣出版《當代印尼華人的認同：

文化、政略與媒體》（Chinese Identity in Post-Suharto Indonesia: Culture, Politics 

and Media）之中譯本。國立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員孫采薇二零

零四年發表於《亞太研究論壇》的〈政策、制度與族群關係：印尼與馬來西亞對

境內華人族群政策的比較研究〉一文，則處理了印尼的華人族群政策。 

華東師範大學歷史系教授王東有〈客家人向東南亞的早期遷移：關於其背景

及特點的初步分析〉，收錄於二零零二年香港嶺南大學族群與海外華人經濟研究

部主任鄭赤琰主編之《客家與東南亞》一書於香港出版。作為華人的一支民系，

客家人的族群認同和文化保存，除了受僑居國族群政策的影響，也受到其他強勢

華人族群如閩南人、廣東人、潮州人和華語族群的影響，中研院社會學研究所研

究員、現任所長蕭新煌在客家於整個東南亞的認同問題研究上扮演著重要的領導

角色，二零零五年他與張維安、范振乾、林開忠、李美賢、張翰璧等共同發表〈東

南亞的客家會館：歷史與功能的探討〉於《亞太研究論壇》，再於次年和暨大東

南亞所副教授林開忠發表會議論文〈東南亞客家認同的形成與侷限〉，同一年林

開忠亦與李美賢於國立交通大學客家文化學院和國立中央大學客家學院合辦之

《客家研究》發表〈東南亞客家人的「認同」層次〉，蕭新煌則於二零一零年發

表其具有理論總結性的會議論文〈東南亞客家的變貌：族群認同與在地化的辯

證〉。 

以印尼客家人整體為對象的研究，黃昆章於一九九六年有〈印尼客家人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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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與作用〉一文發表於廣西華僑歷史學會發行之《八桂僑史》，中共廣東省委黨

校教授丘立才一九九六年於新加坡南洋客屬總會主辦之第二屆國際客家學研討

會發表〈客家人與印度尼西亞〉，一九九八年有吳美蘭〈客家人在印度尼西亞的

共生與認同〉一文收錄於梅州市市志辦公室主任黃鈺釗主編、廣東經濟出版社出

版之《客從何來》一書。二零一零年臺灣旅美客家獨立研究者湯錦台於臺北出版

《千年客家》一書，當中有相當篇幅介紹印尼客家歷史和土生客家華人的文化。

同一年亦有模里西斯客家獨立研究者陳錫超（Clement Chan）在模里西斯出版《客

家大世界》（Hakkas Worldwide）一書，以專門章節介紹印尼客家的歷史與現狀。

該書將由臺北南天書局出版中譯。在研究客家海外移民的著作中，湯錦台和陳錫

超著作的適時出現，使我們對於客家在全球的發展與分布歷時性與共時性的認識

和了解。 

關於印尼各地客家社群的研究，客家移工在西加里曼丹的開發史上的貢獻功

不可沒。曾任東印度公司駐西加里曼丹中文翻譯官並且通曉客家話和閩南語的荷

蘭萊頓大學（Universiteit Leiden）中國語言與文學教授高延（Jan Jakob Maria de 

Groot），一八八五年依末代蘭芳公司總長劉阿生女婿葉湘雲交付的《蘭芳公司歷

代年冊》手抄副本所出版的《婆羅洲華人公司制度》（Het kongsiwezen van Borneo）

一書，是經典的奠基之作。該書由福州大學歷史系教授袁冰凌中譯，已於一九九

六年由臺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出版，在其之後，一九二九年國立暨南大學歷史

學教授溫雄飛於上海出版的《南洋華僑通史：羅芳伯傳》、暨大南洋文化事業部

主任李長傅的《南洋華僑史》、客家研究先驅羅香林一九四一年出版的《羅芳伯

所建婆羅洲坤甸蘭芳大總制考》等書，均得力於高延的研究。當代研究如袁冰凌

二零零零年在荷蘭出版之萊頓大學歷史學博士論文《華人民主──西婆羅洲公司

研究（1776-1884）》（Chinese Democracies: A Study of the Kongsis of West Borneo 

(1776-1884).）、二零零四年國立成功大學歷史學系曾恕梅之碩士論文《十八，十

九世紀東南亞「華人公司」型態之研究：以西婆羅洲與新馬地區為例》、二零零

http://www.google.es/search?hl=zh-TW&tbo=p&tbm=bks&q=inauthor:%22%E6%9D%8E%E9%95%B7%E5%82%85%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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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年東海大學歷史學系鄭元昇碩士論文《十八、十九世紀婆羅洲客家華人研究》，

亦受到高延的啟發。二零零五年閩西歸僑作家張永和、張開源合著的《羅芳伯傳》

由印尼和平書局出版，是印尼華人重整自我認同的心靈工程，在當地引起重大迴

響。二零零七年苗栗客家作家李喬參照羅香林研究與張永和、張開源《羅芳伯傳》

創作的客家大戲劇本《羅芳伯傳奇》，在行政院客委會的資助下，由榮興客家採

茶劇團演出，將羅芳伯故事帶進臺灣客家的視野，二零零九年國立清華大學社會

學研究所教授張維安與其博士班研究生張容嘉追蹤考證羅芳伯史事，則發表有

〈客家人的大伯公：蘭芳共和國的羅芳伯及其事業〉一文。 

行政院客委會成立後，於二零零三年曾經委託中央研究院亞太區域研究專題

中心承辦第一期《海外客家基本資料調查》，對象即包括西加里曼丹，該計畫有

關印尼其他地區的客家調查還有待後續，但二零零六年國立政治大學民族學研究

所陳欣慧碩士論文《印尼亞齊客家人之研究》、二零一一年客委會補助之國立臺

灣大學人類學系助理教授羅素玫之研究《千島之國中的「他者」：印尼峇里島的

客家社群與族群現象》，已有部份成果。 

關於印尼客家語言的演化，亦已有一定的研究成績。現任日本國立東京大學

總合文化研究科准教授吉川雅之於一九九六年南洋客屬總會主辦之第二屆國際

客家學研討會上即發表有〈印尼勿里洞島客家語音系〉一文，現任南台科技大學

應用英語系講座教授鍾榮富也在同一研討會上發表了〈由西爪哇的客家話看客家

文化在南洋地區的保存與變遷〉，厦門大學海外教育学院教授李如龍一九九九年

有〈印尼蘇門達臘北部客家話記略〉收錄於其主編《東南亞華人語言研究》一書

在北京出版。臺灣有新一代的研究者投入，二零零七年天主教輔仁大學語言學研

究所有梁心俞之碩士論文《印尼西加地區海陸客語接觸研究》，二零零八年有國

立中央大學客家語文研究所黃惠珍之碩士論文《印尼山口洋客家話研究》。 

受印尼排華影響，早年印尼客家移民來臺者頗多，近年因臺灣推動南向政策 

，也吸引了經濟性的印尼客家新移民來臺。這些臺灣印尼客僑為臺灣和印尼客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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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華人社會建立起緊密的連帶關係，有關他們的研究，可以作為臺灣印尼客家研

究的特殊視角。二零零五年劉振台在國立雲林科技大學文化資產維護系的碩士論

文《一個消失中的田野：長治鄉印尼客僑的族群構成》即以此為主題。國立高雄

師範大學客家文化研究所副教授利亮時和新加坡國立大學中文系博士研究生賴

郁如二零一二年也以屏東縣長治鄉印尼客僑為對象，於暨大出版之《臺灣東南亞

學刊》發表〈臺灣印尼客僑的歸屬經驗〉。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客家文化研究所葉

欣玟二零一零年碩士論文《蟄伏於歷史的記憶：龍潭鄉內的印尼客僑》，則研究

桃園縣龍潭鄉之印尼客僑。 

 

 

（本文為國立臺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教授邱榮舉主持行政院客家委員會

專題研究計畫二零一三年四月二十九日晚間假國立臺灣大學客家研究中心主辦

之《印尼客家研究》座談會發言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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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計畫三 

國際客家研究：日本客家研究 

計畫主持人：許介鱗 

共同主持人：劉碧蓉 

協同主持人：姚巧梅 

壹、前言 
    國立臺灣大學客家研究中心，為加強推動國際客家學術文化交流與合作，結

合臺灣海峽兩岸與國際客家及客家之友的力量，共同推動國際客家研究，以利擴

大客家研究之高度、廣度及深度。近年來，更將重點放置在國際客家研究議題上。

目前全世界約有 8千萬至 1.2億的客家人口，海外客家人主要分布在東南亞的印

尼、馬來西亞、新加坡以及日本等國家和地區，在日本屬於客家籍者約有 1萬人，

另有不少客家之友，包括一些關心與熱衷研究客家之學者專家，本計畫即以日本

客家研究為探討重點。 

    日本與臺灣客家的關係，要在 1895年《中日馬關條約》簽訂後才有大規模的接

觸。日本軍隊進入臺北城後，一路揮軍南下，至桃竹苗客家地區，遭逢客家族群吳

湯興、姜紹祖等人奮勇力戰，因此，日本政府對臺灣客家人留下深刻印象。為對臺

灣客家有進一步瞭解，臺灣總督府開始展開對臺灣的客家族群進行調查；另一方面，

為加強對客家族群的認識，日本外務省也曾委託在中國成立的東亞同文會，對中國

地區的客家族群進行調查研究。雖然當時的調查研究只做為情報之需要，但對客家

的歷史文化、習性、經濟活動，都有一番概括性的研究成果。 

    戰後，不少臺灣客家鄉親移居日本，為了凝聚客家意識，並擴大僑居客家族

群對外接觸與視野，各地有「崇正公會」社團的組成。隨著時代變遷，臺灣客家族

群為了適應社會轉變，開始關心自己族群的權利，也參與了社會運動。加上近年來

福建土樓、圓樓、方樓等建築被指定為「世界文化遺產」後，以及鄧小平、李光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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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客家政治人物的出現，其強調客家族群的菁英性等問題，這些都是提供給日本客

家研究的參考素材。因此，探討日本客家社團之發展以及解析日本學術界的客家研

究成為本論文關注的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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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計畫書之修正與確認 

2、蒐集本計畫之相關文獻、媒體 

   報導等資料 

3、資料分類整理與研讀 

25% 

(25%) 

1.計畫書之修正與確認  ■是□否 

2.蒐集相關資料 ■是□否 

3.資料分類整理與研讀 ■是□否 

3月 

31日 

4月 

至 

6月 

1、增補日本客家研究相關出版品 

   等資料 

2、分析、研判日本客家社團之發 

   展現狀與代表性研究人物之 

   研究趨勢 

3、舉辦日本客家研究座談(一)  

4、規劃實地訪查日本客家 

25% 

(50%) 

1.增補相關資料 ■是□否 

2.分析與研判初步資料 ■是□否 

3.舉辦日本客家研究座談〈一〉 

   ■是□否 

4.規劃實地訪查日本客家 

  ■是□否 

6月 

30日 

7月 

至 

9月 

1、完成日本實地訪查 

2、舉辦日本客家研究座談(二) 

3、整體資料的綜合與分析 

25% 

(75%) 

1.完成日本實地訪查  ■是□否 

2.舉辦日本客家研究座談〈二〉 

   ■是□否 

3.整體資料之綜合分析 ■是□否 

9月 

30日 

10 月 

至 

11 月 

1、撰寫專案報告 

2、提交結案報告 
25% 

(100%) 

1.撰寫專案報告 ■是□否 

2.提交結案報告■是□否 
11月 

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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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預算支用情形 

國際客家研究：日本客家研究 

經 費 項 目 核定金額 實支數 說明 

人事費 170,000 170,000 

主持費每月 6,000元，共 10個月、

共同主持人費為每月 6,000 元，共

10個月、協同主持人費用，每月

5,000 元，共 10個月。 

業務費 90,200 80,020 

期中報告、期末報告、訪查資料印

製，台灣至日本來回機票費、日本國

內交通費、住宿費等。 

雜支 27,800 27,800 

郵電、影印裝訂、打字編排、編碼、

文具用品、交通費、誤餐費及其他相

關雜支。 

管理費 32,000 32,000 

依本校規定編列本分項計畫經費之

10%。內含：(1)主持人健保補充保費

10,000 元/月 x2% =200元/月。200

元 x10月=2,000元/月;(2)共同主持

人健保補充保費 6,000元/月

x2%=120 元/月。120元/月 x10月

=1,200 元;(3)協同主持人健保補充

保費 5,000元/月 x2%=100元/月。100

元/月 x10月=1,000元。 

合計                                                   309,82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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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檢討與建議 

一、成果效益 

1、日本客家社團的客家認同意識逐漸抬高 

    日本客屬社團組織是本次調查研究的重點，全球各地「崇正會」中，以日本

東京崇正公會、關西崇正公會及全日本崇正會聯合總會組織的運作最為正常。從

資料及訪談中，看出這些客屬社團每年舉辦會員懇親大會時，都會邀請包括客委

會人員在內的臺灣來的鄉親參加。我們從活動的資料中看出，這些客家社團的負

責人對推動客家事務的用心與熱情外，也可以讓在日本的客家鄉親瞭解客委會是

很重視，並關注他們所屬客家社團發展情形。 

    筆者此次至日本參加的雖不是會員懇親大會而是國慶酒會，但在會場中與幾

個客家社團負責人見面，除了向他們傳達國內客家社團的發展趨勢以及臺灣客家

研究的情形外，也期許他們能與國內的客家社團多多聯絡。他們也告訴筆者，國

內的客家鄉親關注他們，讓他們覺得以身為客家人為榮，他們會持續舉辦客家的

活動，讓他們的子女能瞭解自己是客家人，希望在主流文化的浪潮中，保存客家

文化及開拓的客家精神。我們的調查、紀錄及與他們聯繫，為他們的努力留下歷

史見證，就是與他們維繫難得的向心力與認同感最好表示，崇正會的成員，藉會

員懇親大會聯繫情感，傳承客家文化，逐漸奠定客家自我認同意識。 

 

2、傳達日本客家研究動態、擴大客家研究議題 

    本次的調查研究中，讓筆者驚訝的是在日本，還有一個以鍾清漢教授為首的

臺灣留學生所組成的民間學術組織「國際客家文化協會」，他們還發行年刊《客

家與多元文化》雜誌，更佩服的是此雜誌是年年出刊，至今已發行 8期。我們知

道發行雜誌，不僅要有經費，更要有稿源，但此雜誌均能突破此困境，如期的在

日本出刊。期刊雜誌是提供研究者論文發表的平台，也是一處研究網絡的交換站，

《客家與多元文化》雜誌就具備此功能。從其內容而言，每期刊登的論文，雖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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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本學者之客家研究論點為主，但也網羅不少海外學者的作品，尤其刊出不少

臺灣學界對客家研究的看法，以及海內外客家社團的動態與報導，不僅讓日本學

界瞭解臺灣客家研究的發展與趨勢，臺灣的客家各類課題，也吸引他們加入鑽研

探討。 

    不可否認的是客家議題並不是主流學界的主要議題，記得今年 7 月筆者參加

一場在神戶舉辦的「孫中山與日本」國際學術研討會時，會中黃玫瑄、邱榮舉二

位教授提出一篇論文「論客家、孫中山與日本」時，立即引起諸多與會的日本學

者的好奇，因而提出「客家學」，為何在日本學術界異軍突起，可見臺灣學術界

對客家議題的研究，已逐漸引起日本學術界的關注。 

    日本學者的觀點，有助於我們擴大客家研究的高度、廣度與深度，臺灣的客

家研究課題，更豐富了日本學者的研究素材，雙方能多加聯繫與合作，是有利共

同推動國際客家研究之課題。 

  

二、與原訂計畫之落差及原因分析：無 

 

三、建議事項 

（1）協助本中心辦理「客家與多元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 

    為迎接明年日本國際客家文化協會成立 10周年，日本國際客家文化協會名

譽會長鍾清漢教授、理事長邱泱棟，積極的邀請臺大客家研究中心共同來辦理 

臺日「客家與多元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研討會本是提出觀點、溝通意見，表

達研究心得的最好機會。跨國舉辦研討會，不僅可瞭解學者關注的要點，更難得

的是國外人士對客家人及客家研究的觀點與國內有何何異同，更能將客家研究、

客家精神帶入日本，引起大家的關注，也是弘揚客家精神的最好的機會。期待客

家主導機構客委會，能在宣傳與經費上，給予協助與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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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明年度日本客家研究議題能持續執行 

日本客家研究是今年首度接觸的客家研究議題，在資料收集、深度訪談上難

免因時間與經驗的不足，造成諸多遺漏之處。此次的調查，發現有不少客家成員

加入客家社團的活動，以及學者鑽入客家議題之研究等現象，無疑的對振興客家

文化是一大鼓舞，但也發現社團之間，如關東崇正會與東京崇正會似乎有些不愉

快。他們彼此間的不愉快，外人的我們雖無需過度介入，但確實需要花時間，知

瞭其中緣由，以免日後對處時，傷了彼此情感之事宜出現。 

日本是海外研究客家議題，產量最多，也最有成果者的國家。不僅如此，在

戰前與戰後的客家研究上，也因研究需求與研究方法的不同，而有不同的成果。

但本次的研究限於時間因素，諸多論文來不及搜集，尤其日文版的著作來不及研

讀，實為可惜，更無法瞭解其全貌。因此，要瞭解近代日本客家研究發展的脈絡

與現代意義，實有必要再度去鑽研。請持續支持本中心明年度所提的「子計畫

A2國際客家研究：日本的客家觀之研究－戰前與戰後的比較分析」，讓日本客家

研究能對現代客家的發展與現代意義，更為清晰，甚至給予探討東南亞、歐洲等

地客家研究之形成與發展有所參考。 

 

（3）客家文創產業引進中華街 

 有華人的地方就有中華街，因為華人很重視自己的傳統風俗與習慣，在外拓

墾的華人更是如此。有中華街必定有客家人，那是因客家人有與生俱來的開拓進

取與保存傳統的精神。雖然客家人在日本仍是少數族群，但熱愛鄉里，客家人總

是不落人後，不僅組織客家社團，也會盡己之力在重要場合，嶄露客家的存在。

如這次國慶雙十特刊中，有「日本國際客家文化協會邱泱棟」、「東京崇正公會會

長劉得寬」、「全日本崇正公會聯合總會陳芳」〈陳荊芳〉之名，出現在東京國慶

慶典捐獻經費贊助的廣告中。 

 文化或形象有時需要行銷，才能不斷的拓展。此次在橫濱的中華街上，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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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少中國大陸或臺灣的商品或料理〈如臺灣料理、臺灣香腸、奶茶，廣東料理、

上海料理等）出現，如能將臺灣所推展的客家文創產業引進中華街，不僅是行銷

臺灣客家文化的好策略，更讓來此的參觀、用餐的海內外觀光客，我想是學習瞭

解臺灣客家文化或客家精神的最好機會。 

 

（4）客家研究的日本版專書譯為中文，廣為宣傳 

    在海外研究客家議題裡，以日本最有研究成果，可惜的是這些論文以日文來

寫居多，即使懂得日文者，也一時之間，很難瞭解其內容。本次因時間因素，只

能選擇翻譯了日籍教授如飯島典子、矢吹晉及瀨川昌久著作的一少部份。由於非

譯出整一本書的全貌，總覺得無法瞭解作者所要表達及其研究觀點的全貌，甚為

可惜。 

    外國學者的客家觀點，本是研究者極為關注的論點。在日本有不少日文版的

客家研究專著，但常讓華人因看不懂而放棄，殊為可惜。期望客家研究學者或出

版商能買進客家著作版權，進行中文版的翻譯與販售，此舉不僅有助於推廣客家

研究，更是鼓勵國外學者投入客家研究的陣容。 

 

四、結論 

    客家人在日本奮鬥，不僅要克服異國的環境，又要傳承創新本身客家的傳統

與文化，真是一件不容易之事。但旅居日本的客家人，熱愛家鄉，不忘在日本各

地組織客家社團，對客家事務的用心與熱誠，服務鄉親，同時在各自的專業領域

上，也取得不同的成就與殊榮，為客人爭光，成為客家人的驕傲。 

    日本是海外客家學術研究較高的國家，不僅客家社團多，且客家學術研究團

體、學者專家南北分布廣，但本次只能到東京及關西兩地方調查採訪，難免有遺

珠之憾。此外，在研究訪查的過程中，發覺不少客家人在異國生存的難處與困境，

諸如客家話的流失，第二代以後子女都不太會講客家話，這也是一般海外客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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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煩惱。雖然他們自覺有一份責任，要後代子孫不要忘本，瞭解自己是客家人，

更期望在主流文化的浪潮中，保存客家文化及開拓進取的客家精神，但總是有力

不從心之感。更嚴重的是，這些海外客家社團的主要幹部，呈現高齡化現象，社

團成員年齡的斷層，以及無推動客家事務之後繼者，不得不令人感到憂心忡忡。 

    但可喜的是，此次日本客家研究，發現有不少日本人在研究客家議題上努力，

諸如愛知大學的松岡正子教授，原本是少數民族的研究學者，2013年 8月帶了

17位學生來新竹縣橫山鄉的內灣，加入客家調查採訪。還有《客家與中國革命》

的作者北海道大學藤野彰教授特別前來臺灣，瞭解台灣客家運動。除此之外，也

出現客家的學術期刊，及以客家議題為探討的研討會，希望透過客家研究，來瞭

解社會內部少數族群的重要，以及中國社會的多元性，甚至知曉少數族群確立認

同感的過程。經本次的研究，更加瞭解到要以理性來談客家，才能接近客家的本

質，要持續與日本客家學術團體及學者專家，多多合作交流，才能了解日本人的

客家觀其核心是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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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研究成果全文 

國際客家研究：日本客家研究 

計畫主持人：許介鱗 

共同主持人：劉碧蓉 

協同主持人：姚巧梅 

中文摘要 

    日本客家研究是國立臺灣大學客家研究中心，為推動國際客家學術文化交流

與合作之國際客家研究的子計畫之一。為對日本客家社團、客家學術文化組織、

學術研究人員等有進一步瞭解，首先，派員赴日本東京、大阪等地進行訪談調查，

並到日本東京、大阪等地的圖書館，收集日本相關客家研究論文、資料以及各大

書店，搜集、採購相關客家圖書，同時也對短暫來臺的日本客家研究，或社團負

責人進行訪談，瞭解日本客家研究或客屬團體之發展與趨勢。 

    本研究主要是針對客屬社團與客家學術研究，進行分析探討。戰後，日本就

有客屬社團的成立，從東京崇正會、關西崇正會到全日本崇正聯合總會以及橫濱、

名古屋、西日本、北海道、九州、東北、沖繩等各地都有客屬崇正組織的成立。

自東京、關西「崇正公會」成立以來，每年均召開會員懇親大會，還舉辦過「世界

客屬第五次懇親大會」（1980年），並派員參加世界客屬大會懇親大會，以及支

援各僑團擧辧各項活動等等。「崇正公會」致力於東京、關西地區之客家會務，

並努力傳承發揚客家文化，扮演客家與僑界、客家與日本社會、客家與國際社會

之間的交流角色。 

    戰前日本雖有客家研究的論文出現，惟主要是用在軍情需要。戰後客家研究一

度沉寂冷淡，但隨著福建的土樓、圓樓、方樓等建築被指定為「世界文化遺產」，以

及臺灣進入民主化所帶來客家意識的高漲，再度燃起日本學界對客家研究的興趣。

不僅有日本學者如中川學、瀨川昌久、飯島典子、藤野彰等學者的投入，更有海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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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岸留日學者如已故的戴國煇、鍾清漢以及大陸的蔡驎、鍾家新等人，甚至在 2004

年成立國際客家文化協會，以及發行《客家與多元文化》年刊雜誌，提供給日本客

家研究學者一個客家論述、溝通意見及研究觀點的平台，該協會成員的介紹及研究

論點是本次探討的重點。 

    在研究過程中，發覺不少客家人在日本生存的困境，諸如客家話的流失，第

二代以後子女都不太會講客家話以及客家社團的幹部，呈現高齡化，以及辦理活

動經費短缺等現象。雖然崇正公會有力不從心，但負責人自覺有一份責任，要後

代子孫不要忘本，瞭解自己是客家人，更期望在主流文化的浪潮中，保存客家文

化及開拓進取的客家精神。 

 

關鍵詞：東京崇正公會、關西崇正公會、日本國際客家文化協會、日本客家、 

        客家與多元文化 

 

壹、計畫緣起及目的 

一、計畫緣起 

    國立臺灣大學客家研究中心，為加強推動國際客家學術文化交流與合作，結

合臺灣海峽兩岸與國際客家及客家之友的力量，共同推動國際客家研究，以利擴

大客家研究之高度、廣度及深度。近年來，更將重點放置在國際客家研究議題上。

目前全世界約有 8千萬至 1.2億的客家人口，海外客家人主要分布在東南亞的印

尼、馬來西亞、新加坡以及日本等國家和地區，在日本屬於客家籍者約有 1萬人，

另有不少客家之友，包括一些關心與熱衷研究客家之學者專家，本計畫即以日本

客家研究為探討重點 

    客家的歷史可說是一部遷移的歷史，在移遷的過程中，不僅在移居地開墾荒

地，營造山林，還吸收各地文化的精華。千百年來，客家人不僅珍惜和繼承自身

特有的文化，還努力與移居地的社會和睦相處，協調共生。近幾十年來，客家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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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的反思、客家名人的思考、客家與傳統的思考以及客家話的流失，移民社會的

共生問題等等，14受到世人注目，尤其處在世界各國交流日益頻繁的今日，如何

以客家人的共生價值觀，消除一切歧視和偏見，實有必要對國際客家進行研究。 

日本人與臺灣客家人比較大規模接觸的接觸是在 1895年，《中日馬關條約》簽訂

後，日本軍隊進入臺北城後，一路揮軍南下，至桃竹苗客家地區，遭逢客家族群吳湯

興、姜紹祖等人奮勇力戰。因此，日本政府對臺灣客家人留下深刻印象。為對臺灣客

家有進一步瞭解，臺灣總督府開始展開對臺灣的客家族群進行調查；另一方面，為加

強對客家族群的認識，日本外務省也曾委託在中國成立的東亞同文會，對中國地區的

客家族群進行調查研究。中日戰爭期間，因軍情需要，廣東領事館也加入調查行列，

此時的客家研究主要用在軍情需要，提供作為日本政府政策執行的參考工具。這是戰

前日本對客家所進行的研究與調查，雖做為情報之需用，但對客家的歷史文化、習性、

經濟活動以及社會地位，都有一番概括性的研究成果。 

 戰後，海峽兩岸因政治對峙因素，已無暇顧及兩岸的客家研究，自然使得日本人

與客家人的研究逐漸淡化。但日本東京都及關西地區居住不少客屬鄉親，1963年，

在丘念臺的倡導下，在東京成立「崇正會」，1968年由邱添壽等人發起，在關西地區

成立「關西崇正會」。不論是「東京崇正會」或是「關西崇正會」，都是當地最大的客

屬社團，其所屬成員不僅對當地的政經、文教等貢獻卓著，在華僑社群中亦享有

舉足輕重的地位。自「崇正會」成立以來，每年均召開會員大會及懇親會。自此，

日本再度對客家進行研究，有的傾向從客家源流與認同來探討客家的價值體系，與社

經組織的建構原理等現代客家理性研究，還有結合社會學、文化人類學及歷史學來研

究，客家自我表現與認同感形成過程等問題。另一方面，台灣自進入民主化所帶來客

家意識的高漲，臺灣客家亦加入爭取族群的權利等問題，這些都是提供給日本客家研

究的參考素材。加上近年來福建土樓、圓樓、方樓等建築被指定為「世界文化遺產」

後，以及鄧小平、李光耀等客家政治人物的出現，其強調客家族群的菁英性等問題，

                                                      
14

 鍾清漢，〈國際客家文化協會成立宗旨〉，（日本東京：アジア文化総合研究所出版，2004

年）創刊號，頁 6；黃華珍，〈略論客家研究中的若干問題〉，《客家與多元文化》，頁 2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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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度燃起日本對客家研究的興趣。 

 

二、研究目的 

依據上述因素，本研究的主要目的，主要有二： 

1、探討日本客家社團之發展 

    不論日本東京或是關西的「崇正會」，都是當地最大的客屬社團，會員間以相

互扶持，親睦聯誼及推廣經濟、文化、學術交流，並維持客家優良傳統為目

的。本研究計畫期望藉此研究多瞭解日本客屬社團，及其發展過程與現況。 

2、解析日本學術界的客家研究 

    日本對客家研究之興趣，雖起源於政府施政之需求，或者二次大戰時軍需佈

局而展開。到了戰後，隨著時代的變遷，臺灣客家族群為了適應社會轉變，開始

關心到自己族群的權利，也參與了社會活動。因此，如何突破客家族群傳統模式，

如何超越傳統客家社團的地緣與血緣關係，以及客家族群認同等問題，藉此瞭解

日本學術界的客家研究。 

 

三、研究問題 

1、日本客屬社團的過去、現在及未來 

   在日本僑居地有不少客家人，為了凝聚客家意識，並擴大僑居客家族群對外

接觸與視野，實有必要增強對日本客屬社團之瞭解。這些為了生存互助而形成的

客家社團，其成立宗旨，聯絡網絡，與臺灣客家族群的聯繫、會員年齡逐漸老化，

以及未來發展方向等，都是本研究亟待瞭解之課題。 

2、日本客家學術界的網絡研究 

   日本學術界本無客家研究，自1980年一橋大學中川學教授發表『客家論

の現代的構図』後，透過學術研究過程考證，以蒐集及整理的現實，來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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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家研究，給予日本客家研究一研究指標，該篇文章可說是現代客家理性研

究的起點。接著東北大學瀨川昌久以文化人類學、民俗學的角度，發表了『客

家：華南漢族のエス二シティティとその境界』，接著又有廣島市立大學的

飯島典子發表的『客家：華南漢族のエス二シティティとその境界』，都給

客家研究注入一股新力量。除此之外，中國籍蔡麟教授發表『汀江流域の地

域文化と客家：漢族の多樣性と一體化に關する考察』，以及臺灣出生已過

世留日學術界的大老戴國煇教授、現在仍在東京熱衷推動客家文化的鍾清漢

教授等研究，都是本研究所要探討的課題。 

    日本學者對客家研究現狀趨勢，不僅是兩岸客家研究學者的問題，更是日本

學術界關注的課題。從過去客家人自身觀點描述客家歷史與文化、吃苦耐勞等客

家精神的讀本，開始流行於坊間出版業，這些讀本助長了日本對客家的關心，但

也出現將客家視為「東方的猶太人」等論點，這些都是本研究所要關注的議題。 

 

貳、歷史文獻之回顧 

一、在日本的客家華僑 

    自古以來，中日兩國之間，就傳聞秦始皇曾派 3000童男童女到日本求取長

生不老仙藥，後來定居於日本。隋唐時，不少中國人跟隨遣唐使，來到日本進行

大化革新，至江戶鎖國，雖禁止日本人出國航海，但還是提供長崎的出島給中國

人和荷蘭人居住貿易。近代日本開港後，中國人隨西洋船開始來到日本，居留在

長崎、橫濱、神戶、大阪。至 1869 年美國太平洋郵船會社開設橫濱、神戶、長

崎、上海的定期國際航路後15，由廣東、福建來到日本的華商大多跟著移民，開

啟近代日本華僑社會之形成。現代日本的華僑人數超過 40 萬人，其中有 25000

                                                      
15

 中華會館編，《落地生根─神戶華僑と神阪中華館の百年》，（東京：研文出版，2000 年），

頁 29、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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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人具有日本國籍身分，屬客家籍者約有 1萬人。
16
 

    客家人最早是什麼時間來到日本，無史可尋，但中日兩國簽訂《中日修好條

規》，有了正式外交關係後，1873年條約生效，開啟兩國互派外交官員之始。1876

年中國派遣的第一代駐日公使何如璋就是廣東大埔出身的客家人，隨同何如璋出

使日本的，還有《日本國志》作者，同時也是詩人外交家黃遵憲，他是來自廣東

梅縣的客家人。自此，廣東、福建等地的客家人陸續到日本來謀生。 

    另一方面，在孫中山推動革命，建立中華民國時期，日本是他革命活動的重

要舞台，因此，來自廣東興寧者有劉群立、饒景華及梅縣的李錫青三人，就曾參

加孫中山在東京所創立的東京青山軍事學校，學習軍事課程。17據邱榮舉教授團

隊的研究，將協助孫中山推動中國革命運動的日本客家政治菁英，分成三個時期

來介紹他們18： 

〈一〉1911年辛亥革命之前，曾參與孫中山革命運動且曾在日本停留發展者： 

   1、謝逸橋與謝良牧兩兄弟、溫靖侯（廣東梅縣）； 

   2、郭公接（廣東大埔）；3、梁鳴九（廣東梅縣）； 

   4、林修明（廣東蕉嶺）；5、何天炯與何天瀚兩堂兄弟（廣東興寧）； 

（二）1911年辛亥革命之後，繼續協助孫中山革命且曾在日本停留發展者： 

   1、宋嘉樹與宋靄齡、宋慶齡父女三人（南海文昌縣）； 

   2、廖仲愷（廣東歸善）；3、古應芬（廣東番禺）；4、鄒魯（廣東大埔）等。 

（三）生長在日本，長期協助孫中山推動中國革命運動的日本客家華僑： 

      楊壽彭（廣東五華人）。 

   

                                                      
16

 老冠祥，〈日本的客家人與客家團體〉、宇默，〈移墾文化特質造就特殊歷史地位─在日客

家族群透視〉，出自日本國際客家文化協會編輯，《客家與多元文化》創刊號，（日本東京：

アジア文化総合研究所出版，2004年），頁 223、226。 
17

 劉碧蓉，〈孫中山先生與東京青山軍事學校〉，《國父創建興中會 100 周年誕辰：中山思想

學術論文集》，（臺北：國立國父紀念館，1995 年），頁 73－84。 
18

 黃玫瑄、邱榮舉，〈論客家、孫中山與日本〉，發表在 2013 年 7 月 6 日，神戶「孫中山與日

本」國際學術研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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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戰前日本客家研究   

    中日甲午戰爭臺灣為日本殖民統治後，臺灣的客家人也移到日本。日本與臺

灣客家比較大規模的接觸是在 1895年，「中日馬關條約」簽訂後，客家人丘逢甲、

劉永福等人成立「臺灣民主國」，對抗日本的佔領。日本軍隊進入臺北城後，一路揮

軍南下，至桃竹苗客家地區，遭逢客家族群吳湯興、姜紹祖等人奮勇力戰。因此，

日本政府對臺灣客家人留下深刻印象。為對臺灣客家有進一步瞭解，臺灣總督府開

始展開對臺灣的客家族群進行調查；另一方面，為加強對客家族群的認識，日本外

務省也曾委託在中國成立的東亞同文會，對中國地區的客家族群進行調查研究。中

日戰爭期間，因軍情需要，廣東領事館也加入調查行列，此時的客家研究主要用在

軍情需要，提供作為日本政府政策執行的參考工具。 

在戰前，竹越與三郎於 1905年出版的『臺灣統治志』中，指出臺灣有客家

族群的存在，對客家也有簡單的描述，但此調查或許是提供給臺灣總督府施政之

參考，因而缺乏研究上的發展性。至 1930年彭阿木在東亞同文書院的指示與支

援下，在『支那研究』上，以日文發表『客家の研究』，此文最大的貢獻是透過

語言系統的分析，指出客家內部的多元性。同年尚有山口県造在『東洋』雜誌上

發表的「客家と支那革命」，山口在文中對客家在中國的分布狀況，其與太平天

國、辛亥革命的關係，以泛客家觀點來評論客家對中國社會的影響力。山口的觀

點與研究，提供戰後日本客家研究有諸多參考價值。這是戰前日本對客家所進行的

研究與調查，雖做為情報之需要與運用，但對客家的歷史文化、習性、經濟活動以及

社會地位，都有一番概括性的研究成果。 

 

三、戰後日本客家研究 

    臺灣的客家人隨著日本殖民統治後也移到日本。日本客家不少是來自臺灣，

抗戰勝利後，旅居日本的華僑在東京成立了全國性組織中華民國留日華僑總會，

臺日斷交後，該會改為日本中華聯合總會。目前日本地區都有客家人分布，若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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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域來區分的話，來自臺灣的占大多數，其次是廣東、福建、浙江等地的客家人，

19他們積極參與各項公益事業，經常在華僑團體的組織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

戰後，日本的客家研究，因兩岸政治因素而沉寂，直至 1963 年「崇正公會」在

東京成立後，日本國內的學術界開始注意到客家問題。 

 

參、研究方法與研究架構 

一、研究方法 

  研究方法也可說是資料的來源，因為有了研究方法，才能掌握資料蒐集的精確

度和便利性，本研究所要討論的是「日本客家研究」，此研究資料以文獻分析法、

深度訪談法為主，二者兼顧相互運用，互為佐證。 

 

（一）文獻分析法 

    本研究之文獻來源，主要是日本客屬社團和日本客家學術研究二部份。關於

日本客屬社團文獻，主要來自當年客屬社團舉辦聯誼活動等資料，此資料多為社

團負責人或成員所存，因此，勢必透過日本客屬社團負責人或成員提供以及出版

的紀念特刊等，做為文獻的來源。其次，關於客家學術研究資料，主要來自學者

在其論著或報紙、雜誌期刊的研究論述，甚至在網站上出現的報導，都是本研究

所要蒐集的資料範圍。 

 

（二）深度訪談 

    配合上述蒐集到的文獻資料，加以研讀並給予分析。以抽絲撥繭法，對本研

究相關社團如東京崇正公會、關西崇正公會或學術文化團體如日本國際客家文化

協會等負責人進行訪談。針對文獻上所顯示的資料，擬訂議題訪談，從深度訪談

所獲得的資料、資訊或觀點，完成本研究所欲期達成的目標。  

                                                      
19

 宇默，〈移墾文化特質造就特殊歷史地位─在日客家族群透視〉，頁 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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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理論與分析架構 

（一）研究理論 

    近代客家學的研究大致區分為「客家學」（Hakkaology）、「客家的研究」

（Hakkanese Studies）與「客家研究」（Hakka Studies）等三種類型。本文的

日本客家的研究，可分為二部分：一是僑居在日本的客屬社團之發展趨勢與現況

之研究，一是在日本的學者或學界對客家議題研究的論點。 

    客家民系是歷史移民的產物，客家先祖由北而南遷徙，先後在贛南、閩西、

粵東紮根，進而向海外發展。客家人在日本奮鬥，依附到日本各地生活，這可說

是一種的「離散」20。他們不僅要克服異國生存的環境，又要傳承創新本身客家

的傳統與文化，真是一件不容易之事。他們離開自己的家園，這是離散的始源，

也稱為「根」；他們來到日本居留，也就是說離散社群來到賴以依附的居留地，

稱為「路」。因此，他們需要有包容性與生產性的概念與現實。「根」是他過去與

記憶。或許有朝一日可望回歸的地方：「路」則屬於居留地，屬於未來。他們

會離散介於這兩個「中心」擺盪，並在「根」與「路」之間離散，並不

時與上述兩個中心對話。 

    近代日本的客家研究，按研究者的出身背景可分為三類。第一類是日本政府

體制下的公務調查員；第二類是在人文與社會科學理論與研究方法訓練下的學者

專家；第三類則是記者與評論家出身的大眾文學作者。本文研究的是探討日本的

學者或學界對客家議題的研究上，屬於第二類研究者重視研究方法與研究途徑，

傾向以民族學、社會經濟史等理論架構進研究。 

     

（二）研究架構 

    研究架構建立的目的，在於使人能清楚地、邏輯地思索該研究的步驟，以利

                                                      
20

 李有成，〈緒論：離散與家園想像〉，張錦忠主編，《離散與家國想像：文學與文化研究集

稿》，   （臺北市：允晨文化，2010 年），頁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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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研究的過程
21
。本論文採歷史的研究途徑做為研究之觀點，最主要的內容將

討論日本客屬社團組織以及日本學術界的客家研究二部分。 

    首先為背景描述而陳述研究動機與研究目的，其次，將報章雜誌或紀念特刊

所刊載的客家的文獻、資料之論術，再結合深度訪談所獲得的資訊或觀點，描繪

出日本客家社團組織發展的景象；最後，整裡風響社所出版的客家專著、《客家

與多元文化》雜誌所刊出論文，整理進而分析探討其研究特色。 

 

肆、日本的客屬社團組織 

    1945年日本戰敗，百業蕭條不景氣，失業者衆多，東京近郊的華人開始往

大都市東京集中，以謀生計。1946年 1月 25 日，留日華僑在東京召開日本華僑

總會籌備大會，4月 18 日通過「中華民國留日華僑總會章程」，使該會成為留日

華僑最高的全國統一組織，後改稱「中華民國留日華僑聯合總會」，在此混亂時

期，又逢臺灣海峽兩岸因政治對峙，加上 1972 年臺日斷交，因環境關係，將「中

華民國留日華僑聯合總會」組織改為「日本中華聯合總會」，日本人與客家人的關

係也逐漸淡化。 

     

一、客屬社團組織22 

（一）東京崇正公會
23 

     戰後，受過良好教育的客家出身之留日華僑邱添壽、邱進福、李進發、李合

珠等中華聯合總會代表們，發揮了客家的團結、親睦、互助的精神，1946年 10

                                                      
21

 葉志誠‧葉立誠，《研究方法與論文寫作》，（臺北市：商鼎文化，2002 年），頁 28。 
22

 資料來源：1、日本崇正總會編《世界客屬第五次懇親大會紀念特刊》，〈東京：日本崇正總

會：1980 年〉；2、亞洲文化總和研究所出版會編，《客家與多元文化》，〈東京：日本崇正總

會亞洲文化總和研究所出版會，1980 年〉第 1-8 期； 
23

 資料來源：1、東京崇正公會會長劉得寬提供。2、客委會出國成果報告「參加東京崇正公會

第 41 屆會員懇親大會暨關西崇正公會第 40 屆會員懇親大會活動」，報告日期 2007 年 6 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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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在東京文京區茗溪會館成立「客家公會」，做為客家鄉親連繋之用，是東京

崇正公會的前身，也是日本最早的客家社團。「客家公會」的成立，除以上幾位

外，尚有余家麟（初代會長）、范子唐、賴貴富、賴正山、曾永安、李鐵夫、邱

紹棠、楊春鬆、林鼎乾、陳萼芳等人參與。1952年范子唐就任第二代會長。 

    到了 1963 年東京舉辦奥運前夕，日本進入經濟高度發展，生活環境富裕的

經濟高速增長期，大批客家人從海外進入日本。居住在東京都及關西地區的不少

客屬鄉親，為謀客家人的相互親睦，增進福利，繼承客家人的優良傳統文化，皆

認為有成立新客家組織之必要，就在時任監察委員丘念臺的倡議領導下，以李茶珍、

彭鶴壽、范添發、戴國煇、劉瑞華、林利章、林政治、謝發榮、張金清、葉雲肖、

彭武財、巫開堯、魏湘茂及張熾財為準備委員，
24
於 1963年 4月 13日，在客家企

業大老李合珠先生經營的東京大飯店，召開臨時總會，將「客家公會」之名，改

為「東京崇正公會」，李茶珍被選為第三代會長。1964年 9月，舉行親睦旅遊活

動，1965年 2月，在渋谷的東京大飯店，召開第一屆東京崇正公會會員大會，

有 110餘位會員參加。1968年 3月 23 日召開總會改選理監事，邱進福被選為第

四代會長。 

    自「東京崇正公會」成立以來，以「不干涉政治、主義，不問信仰、不問國

籍」為主旨，會員之間，秉持相互合作、扶持之精神，促進會員之親睦聯誼及福利，

以及維持客家優良傳統為目的。舉凡居住在日本且具有客家意識或對客家有興趣者，

皆可依該會所訂的入會手續加入該組織，毎年均召開會員大會曁懇親大會、報告年

度工作内容並連繋會員情誼。目前東京崇正公會的會員約 500-600人。自邱進福

為會長後，再經歷張金清、劉茂榮，現任的會長是劉得寬律師。 

 

 

 

                                                      
24

 客家公會及東京崇正公會發起人或準備委員名單，參考楊文凱〈客家與多元文化〉在日創刊，

（日本東京：アジア文化総合研究所出版，2005 年），期 2，頁 232-233。 



134 
 

1981年 4月 18日  東京崇正公會  理監事名單 

職稱 姓名 

會長 邱進福 

副會長 李壽輝、張熾財、宋國火、廖號景、謝發榮、徐德郎 

理  事 林利章、魏湘茂、朱向陽、曾煥勲、戴國煇、徐雲來、蕭松芳、林昌富

鍾阿松、曾水全、彭鶴壽、劉子道、詹德全、李天賜、宋水盛、謝新淡、

黃建松、湯國錚、黎名日、范德岳、詹昭枝、倪松坤、林和星、葉顯煌、

劉居橫、徐鳳標、詹連枝、王年稱、張慶忠、黃光耀、賴石傳、鍾清漢、

陳逹對、劉勝利、周東茂、劉香祐、鍾肇禎、魏相實、呂永奎、許詩禮、

徐秀梅、池田美代、黃冉妹 

監事 張全清、湯國俊、陳善祥、陳逹燈、傅傳梅 

顧問 李合珠、陳阿合、范雲舜、范光遠、劉瑞華、鍾安炫 

 

    1977年 3月間，在東京之客家鄉親，以東京崇正公會為主體，又蒙受日本

銀行界之協助，發起成立日本法人「東京崇正協同組合」（合作社），做為會員之

間的經濟互助，增進會員福利為目的。其業務主要有：（一）為組合員之經濟向

上及經營技術之改善；（二）向組合員提供知識情報，普及教育；（三）關於組合

員之福利事業；（四）組合員之經濟上相互扶持起見，特設存款、貸款兩部。 

 

1977年  東京崇正協同組合  組織名單 

職    稱 姓名 

理事長 邱進福 

副理事長 廖號景 

常務理事 徐德郎、林利章 

理    事 張熾財、魏湘茂、朱向陽、陳逹燈、李天賜、林昌富、許詩禮 

監    事 張全清、松國火、傅傳梅 

顧    問 李合珠、陳阿合、戴國煇、李嘉章、李壽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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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全日本崇正會聯合總會（日本崇正總會） 

    1960年代後期，隨著日本經濟起飛，吸引不少臺灣來的客家人移入日本，當時

約有 5千餘位臺灣來的客家人住在日本。1968年范添發、劉瑞華等客家鄉親為敦親

睦族、聯絡日本全國客屬鄉親，提高崇正精神，發起並推進成立「日本崇正總會」，

以范添發為初代會長。1971年 9月 11日，在東京交通大飯店召開第二次全國崇正代

表大會，推舉邱添壽為第二代會長，並決定每年由各地區崇正會，輪流召開總會，兩

年改選一次理監事。 

    日本崇正總會成立後，首任會長范添發為紓解久居日本華僑思鄉之情，及後代子

孫不要忘本，乃決心提倡客家話。范會長認為要說客家話，先從唱山歌入手，從歌

謠中唱出客家鄉音，使其不忘故國家園。因此，從 1969-1971年連續數年，邀請國

內的客家山歌名手、或臺灣客家名謠訪問團到日本，舉辦山歌、名謠演唱會，博得

在日客家鄉親的諸多好評。其後，第二代邱添壽會長總是按著會章召開「日本崇正

總會」，在邱會長的領導下，各地積極輔導崇正會的成立，先後有橫濱崇正會、關東

崇正會、關西崇正會、名古屋崇正會、西日本崇正會、沖繩崇正會、日本關東崇正

會等成立，並在 1999年將「日本崇正總會」更名為「全日本崇正會聯合總會」。 

 

1973年-1981年  日本崇正總會先後舉辦活動之內容 

時間 活動內容 

1971.9 東京交通飯店召開第二次日本崇正總會，邱添壽為選為第二代會長 

1973.11 熱海靜觀莊，召開日本崇正總會（38位代表出席） 

1974.3 大阪寶塚，召開日本崇正總會（32位代表出席） 

1975 名古屋關之孫六園，召開日本崇正總會（32位代表出席） 

1976 廣島高原旅社，召開日本崇正總會（45位代表出席） 

1977.4 17日-18日  箱根宮之下對星館，召開日本崇正總會（50位代表出席） 

1978.1 22日-23日  和歌山白濱迎賓館，召開總會（50位代表出席） 

1979.3 名古屋，召開總會 

1981.7 12-13新宮市，召開總會（21位東京、26位大阪、8位廣島等代表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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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  日本崇正總會  組織名單 

職稱 姓名 

顧問 李合珠、范光遠 

會長 邱添壽 

副會長 邱進福、李進發、翁廷政、謝坤蘭、劉瑞華 

 

 

 

理

事 

 

 

東京 

李壽輝、謝發榮、張熾財、林利章、宋國火、廖號景、徐德郎、

曾煥勲、張金清、魏相茂、林昌富、朱向陽、戴國煇、宋水盛、

傅傳梅、林和星、黃建松、徐鳳標、陳達燈、吉田達司 

 

關西 

邱添壽、林細辛、謝坤蘭、張火旺、邱錦松、余家潤、黃達輝、

張錦秀、林祐弘、林一郎、尹國璋、王林清、廖增興、陳卓沐、

潘生熙 

名古屋 李應波、楊盈信、呂榮桂、廖清連、陳榮炎、劉家晃 

 西日本 邱北、邱立炎、范南岳、張雙統、曾安龍 

監 

事 

東京 鍾清漢 

關西 許阿雲、劉文欽 

 

1、橫濱崇正公會 

成立時間 1969年 6月 6日 

成立地點 橫濱市陽華樓大飯店 

 

成立沿革 

 

 

當時住在橫濱客家鄉親約 150人，為聯絡鄉誼，橫濱客家鄉親陳逹對、

余家麟、蕭耀章、游順維、陳懷本、劉仁堂、范永清、周黃月英、蕭

耀章、邱源嵩、鍾仁耀等人發起，經蕭耀章數月奔走籌備。至 1980

年代因人勢變遷，蕭耀章移居美國，會務無形中停止運作。 

會    長 陳逹對 

副  會長 蕭耀章、游順維 

常務理事 陳懷本、劉仁塘、范永清 

理事 蕭碧玉 

常務監事 王年稱 

監    事 黃月英、林來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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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名古屋崇正公會 

成立時間 1965年 

 

成立沿革 

 

為聯絡鄉誼，由彭泰源提議成立，並擔任第一任理事長。1973年彭泰

源去世後，由李進通就任第二任理事長，1975年改為會長制，李進發

就任第一任會長，廖清連為副會長。 

 

3、西日本崇正公會 

成立時間 1971年 

 

 

 

成立沿革 

 

西日本崇正會設於廣島。在廣島市內約有 160餘名華僑居住，客家人雖

有 15-16人，但常聚會於當地華僑元老翁廷政家中，此親睦性質之集

會，後來漸次擴大到居住在到尾道、福山的客家人。1967年在廣島舉

辦第一屆客家親睦會，其後受到各地崇正會相繼誕生，1970年萬國博

覽會時，由廣島市張雙統、邱立炎、邱北、范南岳、及尾道的曾安

基、岡山的翁廷煜等人，討論著手成立包括四國、九州的組織。1971

年西日本崇正會於是誕生，並以「增進客家人親睦、團結、啟發後代的

客家精神」為口號，每年旅行一次兼召開總會。 

會長 翁廷政 

理事 張雙統、邱立炎、邱北、范南岳、曾安基(尾道)、翁廷煜(岡山) 

 

（三）關西崇正公會 

二次大戰後，旅居關西地區的客家鄉親偶而見面，常以客家話交談，異常高興，

故思組織客屬同鄉會之議，惜均未有成效。當日本崇正總會籌備成立之際，關西地區

的客家鄉親，再度提起成立客屬同鄉會計畫，1968年 7月，經林細辛不辭辛勞，逐

一調查尋得客家戶籍，在此基礎上，邱添壽、林細辛、潘鐸元、徐善和四人發起，

10月在大阪市東洋酒店成立「關西崇正公會」，並召開第一次全體會員大會。參加者

500餘人，會中還邀請臺灣客家民謠歌舞團演出，傳播客家文藝，熱鬧非凡。 

邱添壽被推舉為首任會長，謝坤蘭為總幹事，該地區涵蓋大阪、京都、兵庫、滋

賀、奈良及和歌山等二府四縣市的客家人。成立的宗旨如同東京崇正公會一樣，不問

政治、國籍、信仰，只關心會員之間的相互扶持之精神，促進會員之親睦、聯誼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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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廣經濟、文化、學術交流為目的。舉凡居住在日本關西地區之客籍人士或對客家有

興趣者，皆可辦理入會手續加入該組織。歷任會長為邱添壽、黃達輝、謝坤蘭及現任

的陳荊芳。 

 

1969年 10月  關西崇正公會  理監事名單 

職稱 姓名 

會長 邱添壽 

副會長 潘鐸元、林細辛、徐香和 

幹事長 謝坤蘭 

常任理事 黃雲水、黃逹輝、詹增銀、邱順增、官添樹 

理  事 彭森漢、謝阿親、徐錦泉、張錦秀、張火旺、林耀全、林石崇、 

彭炳爐、李阿英、洪錦添、林金滿、劉魏淦、吳德謙、巫阿溯、

劉文歡、劉彬鴻、胡良定、李鼎全、許阿雲、尹國璋、廖增興、

李雲金、彭源井、曾祥煒、鍾丁友、温意榮 

顧問 鍾阿池、郭宗祐、邱錦松 

 

1981年 1月  關西崇正公會  理監事名單 

職稱 姓名 

會    長 邱添壽 

副  會長 林細辛、徐香和 

顧    問 潘鐸元 

幹事長 張火旺 

副幹事長 陳荊芳 

會    計 黃達輝 

書記  長 林南雄 

監    事 邱錦松、鍾丁友 

常任理事 尹國璋、徐富興、吳德謙、彭森漢、林一郎、許阿雲、劉文欽、 

潘生熙、張錦秀、李鼎全 

理  事 巫阿淵、謝松本、涂文發、林廷勳、黃雲水、詹增銀、王林清 

林金滿、李辛祥、余家潤、陳卓沐、官添樹、林石崇、廖增興、 

呂雲福、徐元隆、林祐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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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論是「東京崇正公會」或是「關西崇正公會」，都是日本當地最大的客屬社團，

自「崇正會」成立以來，每年均召開會員大會及懇親會，還參加世界客屬大會懇親

大會，甚至舉辦雙十國慶，端午、中秋賞月等中國民俗活動，並不定期擧辧演講

會，贊助接待國內表演團體來日本訪演，以及支援各僑團擧辧之各項活動等等。

「崇正公會」致力於於東京、關西地區之客家會務，並努力傳承發揚客家文化，

扮演客家與僑界、客家與日本社會、客家與國際社會之間的交流角色。其所屬成

員不僅對當地的政經、文教等貢獻卓著，在華僑社群中亦享有舉足輕重的地位。 

 

二、客屬社團重要活動 

（一）世界客屬第五次懇親大會 

客家人在日本最有歷史紀念意義的活動，當屬 1980年 10月 3日-7日，由「日

本崇正總會」在東京太平洋飯店（東京都港區高輪 3-13-3）及大阪的寶塚大飯店舉

行的「世界客屬第五次懇親大會」。本次會議共有來自世界各地 33個客屬團體的 1200

位代表出席，當時這樣的盛大宴會，在日本華僑社會中尚屬首次。會後還安排客家民

謠合唱、客家民謠、獅舞、日本太鼓、日本舞道等餘興節目。 

    本次大會以「團結全球客家同胞」、「發揚中原崇正精神」、「克服陋習趕上潮

流」、「中日亞美友誼永存」，為口號，期許與會的世界客屬鄉親發揮客家崇正精

神，使客家人的勤勉耐勞的優良特性，能在世界各地產生作用，並在文化及社會

上成為人類發展的一支生力軍。本次最難得的是出版了一本《世界客屬第五次懇

親大會紀念特刊》，分為三部分，其目錄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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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部分  世界的客家和日本的客家 

楊隆生 客家人東渡日本史 

段伯林 中華民族裡的客家地位和文化特質 

邱添壽 關於徐福萊航日本二千二百年紀念文 

仲田立 無學祖元禪師之碑建立 

徐德郎 關於臺灣客家人的二三事 

正田滿枝 從音樂理論角度看客家民謠 

 日本崇正會沿革 

           第二部分  舉辦國日本介紹 

李俊生 

張昌德 

日本介紹 

劉勝利 日本的工商業與貿易 

賴石傳 日本的農業與糧食 

鍾清漢 日本的文教現狀 

文鋒 文化的與社會 

          第三部分  第五屆世界客屬懇親大會 

歡迎之辭：邱添壽 

大會記實 

大會籌備文件 

懇親大會 

日本報紙對本次大會的報導 

徐德郎 編後語 

 

（二）東京崇正公會創立五十周年 

     今（2013）年正逢東京崇正公會成立五十周年，4月 7日該會特選在東京大

倉（オークラ）飯店，擧行盛大的「東京崇正公會創立五十周年曁第四十七届會

員懇親大會」。與會出席的貴賓，除臺北駐日經濟文化代表處沈斯淳代表、日本

参議員西田實仁、大江康弘、毛利友次等日本友人外，還有特地從臺北來的客家

委員會黄玉振主任委員、呉宜臻立法委員，以及來自臺灣、印尼、日本等地客屬

聯誼會，均有代表出席，現場有近 400 位郷親共同慶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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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客屬社團發展之瓶頸 

    日本是海外客家學術研究較高的國家，不僅客家社團多，且有學者投入客家

研究，並成立客家學術研究團體來推動客家研究。綜觀上述日本各地崇正會組織

成立約在 1960 年-1980之間，屬於海峽兩岸政治對峙緊張時期。因此，召開懇

親會或與國外〈包含臺灣〉團體交流時，堅守國家立場，與國内政府的配合度與

貢獻度都値得肯定。因此，東京或關西崇正公會每年召開會員大會及懇親會時，

國內的客委會均能應邀與會，藉此活動建立良好情誼。由於日本幅員廣，分布在

各地的客家人期望能成立崇正會，以紓解思想之情，藉著崇正會的懇親大會讓第

二代以後的子女，不要忘本能說客家話，瞭解自己是客家人，故在日本至少有 8

個崇正會的成立。 

    雖然日本各地都有崇正會，但隨著客家社團的主要幹部，呈現高齡化現象，

常出現後繼無人來推動客家事務，甚至辦活動時缺乏經費，需由社團負責人或主

要成員來分攤活動費用，造成辦理意願缺缺等現象。造成諸多的客屬社團呈現無

活動，甚至年年停擺現象，更不用說如何發揮懇親功能，如橫濱崇正會、西日本

崇正會等近年來已無活動舉辦。雖是如此，關西崇正會與大阪崇正公會自成立以

來，每年均召開會員大會及懇親會，為了發揮會員及懇親大會的號召力，常會邀

請國內的長官參加，且安排一前一後舉行，讓海內外鄉親都能共襄盛舉，國內客

委會也都會派員出席，維繫彼此的向心力與認同感。 

此次的調查研究，在日本的客家社團成員熱心參與客家會務，並努力傳承發

揚客家文化，無疑的對振興客家文化是一大鼓舞，但也發現社團之間，如關東崇

正會與東京崇正會似乎有些不愉快。他們彼此間的不愉快，外人的我們雖無需過

度介入，但確實需要花時間，知瞭其中緣由，以免日後對處時，傷了彼此情感之

事宜出現。 

    客家人來日本打拼，對客家事務用心與熱誠，組織客家社團服務鄉親，在不

同語言的日本國度裡，他們畢竟是屬於少數的一群人。在聯絡鄉親、凝聚客家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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識，促進客家鄉親之交流與親睦的宗旨下，要重振語言的流失、文化的衝突以及

客家文化的斷層等問題，誠屬不容易。唯有不分裂、團結一致，才能發揚客家精

神與傳承客家文化一途。目前與國內客委會有所聯繫的客家社團是東京崇正公會、

關西崇正公會以及全日本崇正會聯合總會，但關西崇正公會與全日本崇正會聯合總

會的會長都是陳荊芳。 

 

伍、日本學術界的客家研究 

一、日本國際客家文化協會 

1、協會組織沿革 

   1994年 6月以鍾清漢博士為首的一群曾在日本留學、以及熱衷探討アジア文

化研究的學者專家，在東京創立了「國際アジア文化學會」，這是「國際アジア

文化學會」繼 1975 年創刊《中國総合研究》雜誌，至 1978 年擴充改名為《アジ

ア文化》（年刊），並成立「アジア文化総合研究所」來執行運作後的另一民間學

術組織。 

    2004年 7月 25日，一群「國際アジア文化學會」的會員、學者專家們，受

到臺灣海峽兩岸「客家熱」和「客家研究」的影響，深覺中國領土廣大，是個多

民族、多文化的國家。客家是漢族的一支，且由客家話、客家的道德規範、客家

的風俗習慣等形成的複合體25。決議在日本東京地球飯店內成立「日本國際客家

文化協會」，使之成為「國際アジア文化學會」的姐妹團體，共同以討論會、研

究會來推動包含客家文化在內的「アジア文化」。  

 

 

 

                                                      
25

 鍾清漢，〈日本國際客家文化協會創刊詞〉，〈日本東京：アジア文化総合研究所出版，2004

年〉創刊號，頁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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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日本國際客家文化協會 2013年度理監事名單 

 

2、年刊雜誌：《客家與多元文化》 

    日本國際客家文化協會是一個為了加深對客家文化以及相關文化為探討的

協會，也是以深入研究培育傑出客家風土民情，探究獨特的客家文化和客家精神，

職稱 姓名 服務單位 

顧問 尾形 利雄 上智大學名譽敎授 

會長兼理

事長 

岡村 央棟 日新商事株式會社長 

名譽會長 鍾  清漢 アジア文化總合研究所所長 

名譽會長

補佐 

王    丹 深圳大學日本事務所主任 

會長補佐 嵐  義人 國學院大學教授 

副理事長 林  利章 會社役員 

 

 

 

 

理事 

胡  熹章 自由業 

中  原昂 日本醫師連合會長兼幹事長 

飯島 典子 廣島市立大學淮教授 

嵐  義人 國學院大學教授 

鍾  家新 明治大學教授 

黃  華珍 岐阜聖德學園大學教授 

劉得寬 律師•元東海大學教授 

張仕英   河北科技大學教授 

監事 崔淑芬 筑紫女學園大學大學院教授 

蕭啟明 中日關係問題研究家 

滝沢 春子 東京都 

評議員 我妻 美奈子 元和洋女子大學教授 

岡崎 友典 放送大學淮教授 

蘇   成宗 中華民國留日臺灣同鄉會會長 

緒方  修 沖繩大學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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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促進多元文化間的交流的協會。自 2004 年成立以來，於 11月創刊《客家與

多元文化》年刊雜誌，作為其機關誌，來推動客家文化研究，今年即將發行第 8

號，其文化研究的具體成果頗受海峽兩岸學者的關注。 

   《客家與多元文化》雜誌，本著打破族群界限，打破國別界限的方針，追求

客家人一貫的共生價值觀，力求消除一切歧視和偏見，努力建設－和平美好的國

家與社會，吸引了不少志同道合的華僑華人參與，2013年第 8期出版時的主編

為鍾清漢，編輯委員會為鍾家新、岡村央棟、嵐義人、黃華珍、飯島典子、村上

京子。26 

 

3、會長邱泱棟〈岡村央棟〉訪問記 

  （1）個人簡介 

    苗栗三義人，1939年出生於三義勝興並在此長大、在苗栗完成中小學教育

後，於 1958年 9月考進国立中興大學法律系。1962年 7月大學畢業、服完 1年

預備軍官後、曾在家郷三義國中任教 3年。為深入研究日本法律、1967年 8 月

到日本留學，先在早稻田大學日語先修班學習日語。接著進入明治大學大學院專

攻公法學、取得碩士學位、於 1973 年 3月博士課程修了。本来打算返國服務、

把所學貢獻給國家。不料、適逢臺日斷交，當時有不少留日學生轉往美國發展，

正思索如何是好之際，邱會長做了不往學術研究之決定，而留在日本從商，選擇

進入日本大企業發展。 

    邱會長於 1973 年 12月受聘進入大昌貿易行商社，這是一家香港企業家在日

本投資發展的跨國企業公司，2012年一年之總営業額日幣 532億。主要經營：

出口日本汽車─本田、日産、いすゞ貨車和 UD貨車、是香港總代理店、擁有中

國販賣権；進口方面主要是從世界各國進口食材、如大豆、小豆、落花生等雜穀、

製菓材料、罐頭食品等，以及從中國進口成衣等項目。多年的職業生涯中，憑著

                                                      
26

 日本國際客家文化協會編輯，《客家與多元文化》期 8，（日本東京：アジア文化総合研究所

出版，2013 年），內頁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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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國際視野及客家人獨特的熱忱打拼精神，深受香港總公司之器重、沒幾年

就進入核心幕僚，一路升到社長、董事長、相談役等職。在職 39年，於 2013

年１月正式退休，専心従事客家文化研究活動。 

     邱會長出於客家、長於客家、説的是客家話。雖然住在日本長達 46年，但

他不忘客家話，因夫人也是苗栗客家人，平常在家都説客家話。在家吃的是夫人

作的客家菜、生活習慣還保留客家方式。邱會長擁有一個美滿的家庭，育有一男

一女，目前有内孫一位和外孫及外孫女各一人，共 3位內外孫。邱會長的兒子是

一位牙歯醫生，在日本執業。兒女因在日本受教育，受環境的関係，客家話只會

聽，説的非常有限，邱會長認為這是在海外客家人的煩惱，也是他為何要在海外

推動客家研究的主因。 

 

（2）客家社團/客家研究 

    邱會長已從大昌貿易商社退休，由於長年在日本企業打拼奮鬥，他的努力不

僅贏得日本商界、企業界的好評，也為公司闖出不少名號。在日本華僑的圈子裡，

更受僑界的器重與推崇，先後擔任東京崇正公會副會長、在日臺灣商工會議所副

繪頭、現任日本國際客家文化協會會長、中華民國留日臺灣同鄉會副會長，東京

台灣商工會議所顧問及中華民國留日東京華僑總會顧問等職位。 

    雖然身處異國，但邱會長卻不忘自己是客家人，自覺有一份責任要後代子孫

不要忘本，瞭解自己是客家人，更期望在主流文化的浪潮中，保存客家文化及開

拓進取的客家精神。因此，2004年與一群在日本留學以及熱衷探討アジア文化

研究的學者專家，在日本東京成立「日本國際客家文化協會」，並出版一年一輯

的《客家與多元文化》書籍。由於會員的努力，加上都能與地域社會和睦相處、

暸解與交流，也受到日本各界廣泛的認同，引發許多日本人對客家文化之興趣，

並期待今後能發揮「日本國際客家文化協會」力量，加強對客家文化的瞭解，進

而促進臺日間的多元化交流。邱會長還説 2014年（明年）是日本國際客家文化



146 
 

協會創立 10週年、將擴大舉行 10週年紀念大會。 

    邱會長以作客家人為榮，他認為客家是世界上最優秀之民族、能吃苦耐労、

有奮闘打拼之精神。平常集合在日本的客家郷親、研究客家文化、作好傳承客家

文化的歷史任務，毎年出版《客家與多元文化》書籍，將此作為日本客家人傳承

客家文化與研究客家文化的成果。 

 在日本之客家團體，除日本國際客家文化協會之外，有東京崇正公會、關西

崇正公會、名古屋崇正公會及琉球崇正會，另外還有全日本崇正會聯合總會。除 

日本國際客家文化協會是研究客家文化組織之外、其他均屬於客家之親睦、友誼

團體。 

 邱會長認為在日本推動客家文化運動，最主要是多説客家話、關心客家、多

舉辧客家活動、鼓勵客家郷親多參加世界各國客屬懇親大會等。邱會長説目前他

最大的任務是多召集會員；加入日本國際客家文化協會、熱心研究客家文化、作

好客家文化之傳承工作。 

          

二、客家研究學者 

〈一〉臺灣學者 

1、戴國煇（1931-2001） 

（1）個人簡介 

    出生就要有尊嚴，生為客家人是自然的，無可選擇的，這是戴國煇教授對客

家人自我認同的主張。戴國煇祖籍廣東梅縣，出生於台灣中壢平鎮人，這是一個

客家人聚集的地區，從小就講客家話，但對客家文化的認知不太深。到學校以後，

接受日文教育至初中二年級，平日在家裡講的是客家話，沒有強烈的客家認同危

機。讀新竹州立中學時，感日本學生很霸道，常欺負「本島學生」，可是福佬閩

南學生和客家系學生間又不團結，彼此常有負面刻板印象27。 

                                                      
27

 客家同學視福佬閩南學生「狡猾」、「油條」；福佬閩南同學視來自鄉下的客家同學為「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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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雖然父親常告訴戴家是來自「中原客家人」，惟到了臺北一中（今建國中學）

後，碰到班上幾乎為福佬閩南學生，他和其他客家同學一樣的將自己的客家身分

隱藏起來，光復後才又拼命學習北京話。擴大戴國煇客家認知視野的是，被徵調

到東南亞作戰的大哥復員回來，帶回一本羅香林的《客家研究導論》日譯本，詳

讀後才深化了戴國煇的客家認知，1955 年戴國煇出國到日本留學，本想從東京

再轉往美國學習農業經營學，沒想到在日本一待就是 41年。 

    戴國煇以《中國甘蔗糖業之發展》，獲得東京大學農業經濟學博士，並在亞

細亞經濟研究所擔任研究員，以研究臺灣農業，為出發展來探索近代中日關係

史。 

1976年轉任日本立教大學，歷任史學系教授、系主任、研究所所長、國際中心

長等職，同時也在學習院大學及一橋大學兼任教授，是第一位在日本皇族學院任

教的中國人。1996 年戴國煇返臺定居，任職總統府國家安全會議諮詢委員，1999

年 5月 20日辭卸後，專任中國文化大學歷史所教授，至 2001 年因一場感冒引發

敗血症而病逝，其骨灰最後以海葬方式灑於臺灣海峽。 

     

（2）學術研究/客家研究 

    戴國煇專攻農業經濟研究，因是臺灣出身的客家人，也略懂閩南話，又曾至

東南亞對華人社會，特別是客家人進行採訪，奠定了他華僑研究與客家研究的根

基。戴國煇觀察到東南亞的華人社會，有「幫」群概念，如福建幫、潮州幫、海

南幫、三江幫、廣肇幫以及客家幫等六大幫群，這種鄉幫指著就是有同樣方言的

地緣群體關係，唯獨客家幫，不是以籍貫的地域關係而群聚。因此，戴國煇研究

客家幫議題時，習慣從「語緣」的角度來說明28。 

由於「客家系華僑」具有跨越地緣和語緣層次的客家認同，不論會說客家話

                                                                                                                                                        
呆」（笨蛋）。 
28

 戴國煇〈客家戲華僑的故事-世界客屬第五屆聯誼大會〉，《戴國煇全集 12》，（臺北：文訊

雜誌社，2011），頁 281-284，引自安煥然〈戴國煇的生命史追索與其客家論述〉發表於 2011

年 4 越 15-16 日，戴國煇國際學術研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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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否，其客家意識是強烈的，戴國煇把這種客家意識視為客家精神的體現。他還

認為華僑在海外，為了生存，除了奮鬥打拼外，又要遭逢所在國所進行強迫性的

同化，其身分從「落葉歸根」到「落地生根」，從「華僑」到「華人」，心中自然

有很多的苦悶與矛盾，東南亞國家實應將華人視為本國的一個少數民族，並在平

等的基礎上，共同塑造成一新興國家形象。 

    客家人在中國大陸都住在「邊陲之地」，戴國煇比較臺灣和東南亞這二地的

客家人，也有類似的歷史情形，由此意識到客家人的潛意識裡有這種雙重、三重

錯綜複雜的「邊疆意識」。這種「邊疆意識」、「邊陲情結」的探討，後來成為戴

國煇客家研究的主要內容。29 

    當時中國大陸是學界研究的主流，臺灣史研究被視為禁忌，乏人問津。但戴

國煇不以此為滿足，他認為日本的征臺事件，為日本侵略中國、朝鮮、進而亞洲

之始。他從臺灣史、臺灣問題、華僑問題開始著手研究。1970年有三位東大的

研究生宇野利玄、松永正義與若林正丈來找戴國煇，主持臺灣近現代史研究會，

並於 1978年 4 月 30日發行《臺灣近現代史研究》創刊號。戴國煇研究臺灣史、

中日關係史、客家問題、華僑史、華僑問題，有意識的從邊陲射回中央，他最想

寫的是臺灣的通史。他的客家學術專著主要是在對客家人意識和客家認同問題，

並以自己的生命歷程來與讀者分享他的客家認同意識的形成，並認為這種認同意

識必須放置在族群間的互動中探索，才能看出端倪。 

    戴國煇認為在日本統治臺灣期間，不問朝野人士，有很多在臺的日本人，一

直錯誤把臺灣客家人當成廣東人，把客家話當成廣東話。客家就是講客家話的人，

是從中原來的客家，在中國大陸及臺灣的客家分布都在「邊陲之地」，屬於人口

較少的一個族群，受到福佬系人們的疏離、歧視。因此，客家人士潛意識有雙重、

三重錯綜複雜的「邊陲意識」、「中原正統」與「邊疆異端」。 

                                                      
29

 戴國煇〈中國人的中原意識與邊疆觀-從自我體變來自自我剖析或解釋〉，《戴國煇全集 2》，

（臺北：文訊雜誌社，2011），頁 20，引自安煥然〈戴國煇的生命史追索與其客家論述〉發表

於 2011 年 4 月 15-16 日，戴國煇國際學術研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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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認為生為客家人是自然的，無可選擇的餘地，所以人一生下來，就要有尊

嚴，是不可拋棄的，這就是民族的尊嚴。客家人有客家人的尊嚴，沒有必要逃避

現實，尊敬所有人種出生的尊嚴，這樣才能達到真正自我實現，發揚光大。要立

足台灣，保持客家人的語言和其他優點，再放眼到全中國全世界。 

 

2、鍾清漢
30 

（1）個人簡介 

    談起日本客家研究學者，鍾清漢教授無疑是熱心推動客家文化與客家研究的

指標性人物。鍾清漢教授，生長於臺中大甲，1949年畢業於台南師範學校，1857

年畢業於國立台灣師範大學，1962年通過教育部留學考試赴日留學，以半工半

讀取得早稻田大學文學士，東京大學碩士學位，1974年獲東京大學教育學博士

學位，這是東京大學最早頒發給外國人的教育學學位，1965 年與聲樂家小野寺

照子結婚。 

    鍾教授先後任教於早稻田大學、筑波大學、文化女子大學、川村學園女子大

學等校教席。長期致力於教育與經濟關係的研究，講授教育思想研究、教育原理、

社會學、中國文化與生活、亞洲文化…等課程。對教育在經濟發展中的重要性，

有精闢的觀點，特別是對儒家的倫理思想，對於經濟發展的作用分析，更有獨到

看法。他所著的《教育與經濟發展》（日文版），1985年獲得中華民國中山學術

著作獎，改寫翻譯中文後，1989年得到僑聯華文著作獎。旅日期間，擔任過中

華民國留日同學會主席、國建會日本地區聯誼會首任會長、日本亞洲太平洋經濟

合作會議研究委員等殊榮。 

 

 

                                                      
30

 參閱 2013 年 7 月 14 日鍾清漢受訪紀錄，以及《客家與多元文化》創刊號，〈日本東京：ア

ジア文化総合研究所出版，2012 年〉，頁 54-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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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學術研究/客家研究 

    長期旅居日本，鍾教授有強烈知識份子的使命感，1974 年在東京神田會館

創立「アジア文化総合研究所」，此研究所成立的目的，是為了振興亞洲文化，

特別是以儒家思想為中新的東方文化。他認為東方文化主流的儒家思想，重視人

倫與人性，也重視人權的自由思想。他也認同人類社會的發展，舉世之人要互助，

以博愛主義仁的精緻，達成「世界大同、天下為公」的理想境地。儒家思想是王

道文化，堅信決不是倡導霸道文化，因而創刊《アジア文化》年刊。研究所這二

十多年來，對於振興亞洲人文發展、弘揚中華文化，以及促進國際間文化交流的

貢獻，都是舉世所稱許的。 

    為了照顧來自中華民國的鄉親，東京或關西「崇正公會」的組成，是一個較

偏向於照顧在日本的臺灣人之聯誼團體。「日本國際客家文化協會」則是一個不

分國籍或地區，不論來自臺灣、大陸、印尼等東南亞各地或日本友人，亦即世界

各地的客家人，以及對客家文化感興趣者，都歡迎加入。 

    鍾清漢認為客家人具有營建移民社會的強韌精神，也具有移民社會和睦共處，

以及協調共生的價值觀。客家人的勤儉刻苦、謙遜有禮，尊老愛幼、善待婦女的

美德，以及重視教育並積極振興文化的傳統等，與日本人極其相似。在全球化以

及交流日益頻繁的時代裡，客家人有著協調共生觀，由此產生的人文主義關懷，

是提供給世界各國消除一切歧視與偏見，進而促進世界民族間的瞭解與和睦共處，

建設和平美好的國家與社會的最好理念，而推動多元文化與交流，則是實踐協調

共生的好策略。 

 

（二）日本學者 

近年來，臺海兩岸關係緩和，臺灣進入民主化所帶來客家意識的高漲，以及福

建客家圓樓、土樓等建築被指定為「世界文化遺產」，這些都是提供給日本客家研究

的參考素材。日本國內的學術界開始注意到客家問題，並以人文與社會科學理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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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研究方法，甚至田野調查方式，對客家聚落的社會化現象進行第一手的研究。

茲將日本幾位客家研究學者或其授業學生，做一概況性的介紹。 

1、中川學（1937-2004）
31 

    是一位在一橋大學經濟學部攻讀東洋社會經濟史的學者，他的學士、碩士、

博士學業，先後在一橋大學完成，畢業後一直留在一橋大學任教，並擔任過一橋

大學的評議員和經濟學部部長。在 67 年歲月中，有 45年在一橋大學，堪稱是「一

橋人」。中川原是研究唐宋時代客戶問題，他從唐朝、宋朝統治下的「制度概念

的客戶」及其存在基礎和「實體概念的客戶」，做了研究，在研究過程中，接觸

到客家問題。他認為客家大概可作為實體概念的客戶，從那樣的群體客戶中，瞭

解客家是如何形成的？客家活躍的地方，具有怎樣的環境，他要弄清這些問題，

也就是他要做研究的課題。 

    中川研究的重點是「從客戶到客家的歷史過程」，進展到「抽取客戶和客家

間的共同性的共同項」。1979年他發表了『客家論の現代的構図』論文，他很重

視客家的起源和形成問題，以及客家的政治、經濟背後的文化要素。他認為以孝

為本，重視仁義，提倡天下一家等傳統觀念，是客家形成的文化背景。不論是客

家的自我認同，還是純粹的漢族認同，都是客家形成的不可或缺的文化要素。 

    客家自身的自覺問題，也是中川的客家研究重點。客家對於自己做為客家存

在的自覺，不是從外面強加給客家的東西，「自我認同」才是構成客家自覺性的

基礎。其核心在於「客家精神」、「崇正精神」，其之所以能代代相傳，憑藉的就

是客家諜譜、客家禮俗與客家話等文化財富，而這種客家的自我認同，並非固定

不變的，始終處於「能動狀態」。中川把客家的社會組織分為地緣、血緣、親睦

等團體，如世界客屬懇親大會。他將此社會組織做為客家自覺性的一個重要具體

表現來研究，通過對世界客屬懇親大會，他想要了解客家自覺性，在激烈動盪的

世界局勢下，是如何的變化和發展，則是中川的另一項重要課題。 

                                                      
31

 參閱：蔡驎，〈中川學的客家研究〉，《客家與多元文化》創刊號，頁 57-69。 



152 
 

    中川的客家研究，非常重視與客家人交朋友，重視與客家人之間的友誼。因

此與日本的崇正公會及華僑社團組織關係密切，可惜他在 2004年 2月間，因病

過世，他未完成的課題，就留給我們繼續研究。 

 

2、瀨川昌久32 

    東北大學的瀨川昌久教授是一位從文化人類學的觀點來做客家實證研究之

學者。在此之前，他的客家相關知識僅透過羅香林教授的著作，及研究香港、台

灣的人類學家口述得來。後因在香港新界進行一項田野調查，經由和當地客家人

的互動，和客家結下不解之緣。 

他所發表的《客家：華南漢族のエス二シティティとその境界》一文，是以

在新界地區所做的田野調查之資料，再根據文獻收集，進而考察華南漢族的多元

民族關係與發展，並記錄重新整理後的結果。 

瀨川在書中指出客家不是明確的族群，客家認同感的流動性，從客家概念成

立的複雜性，以及客家與少數民族的關係，強調客家是動態的概念。他引用羅香

林的《客家研究導論》，說明研究客家文獻的研究，應該要與實證研究相吻合，

但也批評羅香林等研究過於保有中華文化繼承者意識，有過於強烈的自我意識。 

 

3、飯島典子 

飯典典子，是一位研究態度十分嚴謹的東京女性，2004 年 6月取得一橋大

學社會學博士學位，曾在哈佛大學燕京研究所等單位研究、收集博士論文資料，

後來年轉到廣島市立大學任教。 

她在 2007 年將其博士論文改寫為『近代客家社會形成：「他称」と「自称」

のはざまで』，她以西方基督教宣教師記錄以及中國官方資料來探討分析，廣東

嘉應州的社會經濟情況以及與客家的關係，還有客家自我表現與認同感形成過程，

                                                      
32

 參閱：王賢賀，〈國際亞洲文化學會成員之客家研究簡介〉，《客家與多元文化》創刊號，

頁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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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現現在所說的客家是由早期自認「客人」的集團、崇正公會會員、講客家話區

域出身者，經過統合再編而成的族群。 

 

4、渡邊欣雄 

    1947年生於東京，東京都立大學博士課程畢業，專攻社會人類學。日本風

水研究者會議代表，從社會人類學中闡揚介紹客家文化最為顯著。文化人類學的

領域，專做客家民俗、風水的研究，其內容偏向風俗習慣的具體實證作業 

    渡邊 1988 年在《社會人類學會報》所發表的是〈關於臺灣神鬼考〉，此論文

讓日本人關注到客家議題。1990年他所發表的〈風水思想與東南亞〉，是從風水

思想的世界觀論起，並以臺灣南部「陽宅水的觀念」，和東南亞、琉球的知識考

察，也從客家人與閩南人、廣東香港人的事例論及風水知識的世界觀，作比較文

化研究。他在武藏野大學人文學會雜誌發表的〈關於玉皇上帝誕辰的風俗比較考

察〉，是以臺灣客家人的宗教風俗，作深度研究。而 1991 年所發表的〈漢民族的

宗教－社會人類學的研究〉天津人民出版社將其列入社會學人類論叢第 9卷。 

 

5、鍾家新（男） 

    1965年生於廣東省龍川縣（客家）， 1986年畢業於華南師範大學，1987年

公派留學日本筑波大學社會科學科社會學，1994年獲筑波大學社會學博士學位，

從事日本社會福利政策研究，曾任日本弘前學院短期大學專任講師、副教授，1998

年任白梅學院短期大學副教授，現為明治大學教授。在大學主要教授社會福利概

論，日本社會福利政策論等課程，他也是日本國際客家文化協會理事，對協會及

學報編輯事務的推動，貢獻良多。 

    1996年他的〈客家人の「風水」信仰についての社会学分析〉刊載於國際

亞洲文化學會學報《アジア文化研究》第三期上，這是一篇從社會學的角度，分

析客家農民信仰風水的現狀，探究風水信仰的背景，本質及其對客家人的人際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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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的影響的論文，頗受學界關注。其後被收錄在其所著的《中國民眾欲前程》，（日

耀社，1999），許多報章雜誌均有書評。此篇〈客家風水信仰的社會學分析〉又

以中文版，刊在日本國際客家文化協會學報《客家與多元文化》創刊號上。其後，

又在《客家與多元文化》雜誌上，發表《在日華僑華人孤獨問題的社會學分析》

第 2期。 

    除了風水研究外，他也為僑界的客家精英如客家人實業家千知能氏（第 2

期）、客家人醫師崇光雅廣氏（第 3 期）、客家人學者鍾清漢氏（第 4期）、客家

新華僑在美國創業（第 6期）等人的奮鬥史撰文寫在《客家與多元文化》雜誌上。 

 

6、蔡驎（女） 

    中國上海人，日本一橋大學大學院研究言語社會研究科攻讀博士課程，並取

得學術博士學位，他有先後獲哲學（認識論）、社會學（經營文化）、和學術（言

語社會）三個碩士學位，根日本著名社會心理學家南博教授，學習社會心理學。

相當深度和廣度的學問基礎，以及多方面的研究訓練，為他的客家研究奠定了良

好的條件，現為上海同濟大學。 

    蔡驎客家研究特點在於把整體論，他的客家論，在於從中國社會、經濟、文

化的歷史整體中說明和把客家的歷史像和現代像。她的客家研究也是一種地域研

究，所謂的「客家」可說是一個地域文化集團，所謂的「客家文化」，可以說是

一種地域文化，她把閩西地區作為具體考察的對象，從自然、經濟、人文方面對

閩西客家的形成，進行全方位的實證研究，頗受學界注目。她熱心於海外內客家

團體間的交流，促成日本崇正總會、東京崇正公會、關西崇正公會和閩西客家聯

誼會之交流，讓在日本的客家人得以更了解自己的祖地。 

 

7、矢吹晉、藤野彰 

    為什麼我們要討論客家、撰寫客家研究書籍呢？這是矢吹晉教授在其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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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國崛起的走向—國家、社會、經濟》（東方書店）出版時，深感要深入了解

現代中國，必須去宏觀中國，如此才能反思看待朝夕生活的日本。因此才有矢吹

晉要出版客家相關書籍，並邀請同樣專攻中國研究的好友藤野彰教授共同著作之

想法。 

    橫濱大學名譽教授矢吹晉是日本重要的現代中國史研究學者，他與戴國煇教

授曾於 1969 年，一同前往香港拜訪羅香林教授，從此開始對客家產生興趣。而

藤野彰教授早稻田大學政治經濟學部畢業，後來留學於中國山東大學，曾擔任讀

賣新聞社的記者，經歷上海、北京特派員，新加坡支局長及中國總局長之職務，

著有《現代中國的苦惱》等書，他在 1988~1990年間，在上海擔任特派員時起，

方對客家有所接觸。大約到 90 年代末期，因看到客家的各種非客觀言論嚴重猖

獗，便決意投身客家研究。有關他們對客家的認識與觀點，可從《客家與中國革

命》一書中，看出端倪。 

   《客家與中國革命》這本書是以「客家」觀點，考察現代中國諸多問題。藤

野教授提出「建構多元系統」一題，預想中國的未來趨勢，矢吹教授「回歸聯邦

制國家的初衷」一文，亦是如此。這些雖已是老生常談，但權力絕非集中於多數

者或強權手中。書中強調不論勢力多寡或強弱，人人一律平等、共生的社會，才

能稱是多元社會。 

 

8、松岡正子 

    松岡正子教授是愛知大學現代中國學部的教授，今年 7月，國立國父紀念館

與愛知大學合辦「孫中山與東亞和平」國際學術研討會時，正式邀請松岡教授的

演習團隊，首度到新竹縣橫山鄉內灣來進行臺灣客家演習與調查。 

    松岡教授在愛知大學現代中國學部，開的課程：有「民俗與文化」，這是一

年級到 4年級必修課程；還有「中國民俗學」這是三年級以上必修課程，另有三

年級以上包括野外調查必修的「少數民族」演習課程。為了三年級以上的「少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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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學習做準備，在愛知大學一年級的學生，每週有 6 堂課的中國話學習。為

強化中國話的表達能力，2年級第一學期全員要到中國天津南開大學留學，有 4

個月的中國話學習課程，結束後，要能取得 HSK4級以上的中國語證照。回國後，

為免學生忘了中國話，還會繼續鍾國語的學習。 

    日本大學的學習，有個必須參加演習課程的傳統。今年松岡教授的團隊，包

含 3、4年級在內共有 17位學生，要進入松岡的演習課程者，必須經過考試，當

然會說中國話是必要的條件，合格者始能參加，愛知大學的演習課，一般約有

20位學生。  

     松岡教授是日本少數民族研究的學者，對四川羌族的研究是其專長，曾出

版過有代表性的《羌族研究》，頗獲學界肯定。松岡教授認為客家是漢族的一支，

有其獨特的歷史、語言與文化，他在「中國民俗學」課程中，講授過中國的民俗，

甚至還到永定的客家莊進行調查。今年松岡教授的團隊，首度到新竹縣橫山鄉的

內灣來考察，先後在內灣國小與有原住族血統的陳校長、內灣客家鄉親進行座談，

之後還到枋寮義民廟、新埔的劉氏家廟參觀、新北市三峽客家園區參觀，回到臺

北後，再與台灣大學客家研究中心，進行一場「臺日客家學術文化座談會」。 

由於受時間及資料蒐集之限，以上只能簡要的介紹日本八位學者的研究重點，由

此可知，日本對客家進行研究，有的傾向從客家源流與認同來探討客家的價值體系，

與社經組織的建構原理等現代客家理性研究，還有結合社會學、文化人類學及歷史學

來研究，客家自我表現與認同感形成過程等問題。另一方面，兩岸客家研究熱潮興起，

燃起日本學者對客家研究的興趣，又加入「國際客家文化協會」創刊《客家與多元

文化》，給日本客家研究者，再度帶來研究熱潮。 

 

陸、結語 

    客家人在日本的奮鬥，也可說是客家移遷歷史的一部分。他們不僅要克服異

國生存的環境，又要傳承創新本身客家的傳統與文化，真是一件不容易之事。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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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在日本的客家人，熱愛家鄉，旅居日本期間，不忘在日本各地組織客家社團，

對客家事務的用心與熱誠，服務鄉親，同時在各自的專業領域上，也取得不同的

成就與殊榮，為客人爭光，成為客家人的驕傲。 

    日本是海外客家學術研究較高的國家，不僅客家社團多，且客家學術研究團

體、學者專家南北分布廣，但本次只能到東京及關西兩地方調查採訪，難免有遺

珠之憾。此外，在研究訪查的過程中，發覺不少客家人在異國生存的難處與困境，

諸如客家話的流失，第二代以後子女都不太會講客家話，這也是一般海外客家人

的煩惱。雖然他們自覺有一份責任，要後代子孫不要忘本，瞭解自己是客家人，

更期望在主流文化的浪潮中，保存客家文化及開拓進取的客家精神，但總是有力

不從心之感。更嚴重的是，這些海外客家社團的主要幹部，呈現高齡化現象，社

團成員年齡的斷層，以及無推動客家事務之後繼者，不得不令人感到憂心忡忡。 

    但可喜的是，此次日本客家研究，發現有不少日本人在研究客家議題上努力，

諸如愛知大學的松岡正子教授，原本是少數民族的研究學者，2013年 8月帶了

17位學生來新竹縣橫山鄉的內灣，加入客家調查採訪。還有《客家與中國革命》

的作者北海道大學藤野彰教授特別前來臺灣，瞭解台灣客家運動。除此之外，也

出現客家的學術期刊，及以客家議題為探討的研討會33，希望透過客家研究，來

瞭解社會內部少數族群的重要，以及中國社會的多元性，甚至知曉少數族群確立

認同感的過程，尤其重要的是，要以理性來談客家，才能接近客家的本質，要持

續與日本客家學術團體及學者專家，多合作交流，才能了解日本人的客家觀其核

心是什麼。 

 

 

 

 

 

                                                      
33

 岸野俊介，國立〈論日本之客家研究〉，發表於 2009 年 12 月 6 日臺灣大學客家研究中心舉

辦的「2009 國際客家學研討會：客家學與客家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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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壹、日本客家研究相關年表 

時間 活動內容 

1868 日本明治維新 

1876 中日互派交官員第一代駐日公使廣東大埔何如漳出使日本 

1895 中日馬關條約簽訂 

1905 孫中山在日本成立中國同盟會 

竹越與三郎出版『臺灣統治志』，指出台灣有客家存在 

1911 10.辛亥革命 

1945 第二次大戰結束 

1946 10 東京文京區茗溪會館成立「客家公會」，余家麟為初代會長 

1952 范子唐就任第二代「客家公會」會長 

1963 4.13東京大飯店召開臨時總會，將「客家公會」改名為「東京崇正公會」，

李茶珍被選為第三代會長 

1965 名古屋崇正公會，彭泰源擔任第一任理事長 

2東京大飯店，召開第一屆「東京崇正公會」 

1968 成立「日本崇正總會」，范添發為初代會長 

3.23 「東京崇正公會」，邱進福被選為第四代會長 

10 在大阪東洋酒店成立「關西崇正公會」，邱添壽為首任會長，謝坤蘭為總

幹事 

1969 6.6橫濱市陽華樓大飯店，成立橫濱崇正公會 

日本崇正總會成立 

1971 東京交通大飯店召開第二次全國崇正代表大會，邱添壽為第二代會長 

西日本崇正會設於廣島，翁廷政為會長 

1972 台日斷交 

1975 名古屋崇正公會改為會長制，李進發就任第一任會長，廖清連為副會長 

1977 3   東京成立日本法人「東京崇正協同組合」（合作社） 

1978 4.30戴國煇主持臺灣近現代史研究會，創刊《臺灣近現代史研究》 

1980 10.3-7，世界客屬第五次懇親大會在東京、大阪舉行，由日本崇正總會承辦 

1981 4.18  東京崇正公會改選理監事 

1994 鍾清漢等在東京，創立「國際アジア文化學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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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 沖繩崇正會成立，總部設在那霸 

2004 7.25日本國際客家文化協會在東京成立，創辦《客家與多元文化》年刊 

2007 4.6-4.9 第 41屆東京崇正公會暨第 40屆關西崇正公會會員懇親大會 

2009 關東崇正會成立 

2010 4.4東京崇正公會第 44屆會員懇親大會 

2013 4.7東京舉行，東京崇正公會創立 50周年曁第 47 届會員懇親大會 

 

貳、訪談及座談會 

一、訪談 

1、日本客家研究計畫會議 

   • 會議時間：2013年 5月 24日〈星期五〉 

•會議地點：臺灣日本綜合研究所〈臺北市萬和街 8 號 7樓之 2〉 

•參與者：許介鱗、邱榮舉、劉碧蓉 

•研究重點：日本客家研究人脈、著作 

                

2、日本客家研究訪談〈一〉 

   • 訪問時間：2013年 7月 14日〈星期日〉 

•訪問地點：臺北市新仕酒店〈臺北市民生西路 8號〉 

•出席採訪者：鍾清漢教授、李世暉教授、王丹小姐 

•採訪人：邱榮舉、劉碧蓉 

•訪談重點：日本國際客家文化協會的創立 

               《客家與多元文化》年刊雜誌 

 

   3、日本客家研究訪談〈二〉 

• 訪問時間：2013年 7月 26日〈星期五〉 

• 訪問地點：臺北市王朝飯店〈臺北市敦化北路 100 號〉 

• 被訪者：邱泱棟會長 

• 採訪人：邱榮舉、劉碧蓉 

• 訪談重點：明年在東京辦理臺日「客家與 

              多元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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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日本客家研究訪談〈三〉 

• 訪問時間：2013年 9月 5日〈星期四〉 

• 訪問地點：市長官邸〈臺北市徐州路）                  

• 被訪者：藤野彰教授 

• 採訪人：邱榮舉、劉碧蓉 

• 訪談重點：1、客家與中國革命 

•           2、臺灣客家運動 

 

  5、日本客家研究訪談〈四〉 

訪問時間：2013年 9月 12日〈星期四〉 

• 訪問地點：臺北市新仕酒店〈臺北市民生西路 8號〉 

• 被訪者：鍾清漢教授、王丹小姐 

• 採訪人：邱榮舉、劉碧蓉 

• 訪談重點：臺日「客家與多元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時間、

主題、 

             參加學者等事宜 

 

二、座談會 

  1、客家歷史文化專題座談 

• 時間：2013 年 9月 3日〈星期二〉 

• 主持人：彭鳳貞、松岡正子 

• 地點：新竹縣橫山鄉內灣國小 

• 與談人：范姜元增〈橫山國小主任退休〉 

•         陳立財（橫山鄉公所退休） 

           邱菊妹（內灣社區發展協會理事） 

           彭瑞雲（內灣社區第一屆理事長） 

     討論主題：客家語使用狀況 

              客家鄉土教育  

              客家文化傳承、發展的困境 

 

2、臺日客家學術文化座談 

• 時間：2013 年 9月 4日〈星期三〉 

• 主持人：彭文正、邱榮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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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點：臺灣大學社會科學院第一會議室 

• 與談人：松岡正子〈愛知大學教授〉 

           劉碧蓉、黃玫瑄、彭鳳貞、姚巧梅 

• 討論主題：1、臺灣與日本客家學術交流 

             2、臺灣客家研究 

 

三、日本客家研究訪談會議紀錄 

   1、訪問時間：2013年 7月 14日〈星期日〉 

   訪問地點：臺北市新仕酒店會議廳〈臺北市民生西路 8號〉 

   出席訪談者：鍾清漢教授、李世暉副教授、王丹小姐 

   採訪人：邱榮舉、劉碧蓉 

   訪談重點：日本國際客家文化協會的創立、《客家與多元文化》年刊雜誌 

                                          記錄：劉碧蓉 

 

2、主席致詞（略） 

3、訪談內容及結論 

（1）、日本國際客家文化協會 

1、2004年 7月成立，會名「日本國際客家文化協會」。 

2、這是為了加深對客家文化以及相關文化為探討的協會，也是以深入研究培 

   育傑出客家風土民情，探究獨特的客家文化和客家精神，以及促進多元文 

   化間的交流的協會，期望能多予台灣大學客家研究中心聯繫。 

（2）《客家與多元文化》年刊雜誌 

   1、至今年 7 月底，已發行至第 7 期刊物。 

   2、第 8期出刊時，邱榮舉院長提供「台灣客家運動與國際客家研究」，劉碧 

      蓉小姐能提供客家「台灣客家民間信仰與義民精神」論文，以共襄盛舉。 

（3）日本客家研究的趨勢與發展 

  1、在政治大學服務的李世暉教授，是京都大學的博士，又曾在中央大學客家 

     政治經濟研究所服務，對日本的客家研究議題關注很多，可以與之多聯繫 

     並交換客家研究訊息。 

  2、李世暉教授所提的戰前與戰後的日本客家觀，值得研究，可作為明年度日 

     本客家研究的探討議題。 

 

4、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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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出國報告（出國類別：考察） 

 

 

 

 

 

 

 

 

國際客家研究：日本客家研究 

 

 

 

 

 

 

服務機關：國立臺灣大學客家研究中心 

姓名職稱：姚巧梅（淡江•世新大學兼任講師） 

    劉碧蓉（臺灣大學客家研究中心副研究員） 

派赴國家：日本 

出國期間：2013年 7月、10月 

             報告日期：2013年 11月 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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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日本是海外華僑聚集較多的國家之一，日本客家研究專案是國立臺灣大學客

家研究中心為推動國際客家學術文化交流與合作之國際客家研究的子計畫之一。

為對日本客家社團、客家學術文化組織、學術研究人員等有進一步瞭解，乃派員

赴日本東京、大阪等地等進行訪談調查，並到日本東京、大阪等地的圖書館，收

集日本相關客家研究論文、資料以及各大書店，搜集、採購相關客家圖書，以實

際瞭解日本客家研究之發展與趨勢。 

 本計畫由二位承攬主持人，分別至日本進行資料蒐集。第一階段主要集中在

對國際書展、國會圖書館及崇正公會組織、訊息等調查。雖沒有取得豐碩的成果，

但尋得「世界客屬第五次懇親大會的紀念特刊」一書，以及獲知愛知大學松岡教

授師生、國際客家文化協會名譽會長鍾清漢教授、會長兼理事長邱泱棟會長〈岡

村央棟〉來臺消息，得以對他們進行訪談。第二階段主要到日本國際客家文化協

會與鍾清漢教授、邱泱棟會長進行座談，瞭解日本客家研究、客家社團之發展與

趨勢，至橫濱中華街探尋客家人或客家標誌形象等。經過此次探訪發覺海外客家

研究議題，以日本最為豐碩，因此，國內客家學術團體應與日本客家社團或國際

客家文化協會多聯繫，同時將客家文創產業引進中華街，讓在日本的中華街能成

為行銷客家文化，以及學習、瞭解客家文化或客家精神的最好場域。 

 

關鍵詞：東京崇正公會、關西崇正公會、日本國際客家文化協會、客家形象 

 

壹、實地訪查目的 

    國立臺灣大學客家研究中心為推動國際客家學術文化交流與合作，乃結合海

外各地客家及客家之友的力量，共同推動國際客家研究，以利擴大客家研究之高

度、廣度及深度。日本是海外華僑聚集較多的國家之一，為順利完成國際客家研

究之日本客家研究專案，本計畫特別派員赴日本東京、大阪等地，對日本客家社

團、客家學術文化組織、學術研究人員等進行訪談調查，並到日本東京、大阪等

地的圖書館，收集日本相關客家研究論文、資料以及各大書店，搜集、採購相關

客家圖書，以實際瞭解日本客家研究之發展與趨勢。 

    鑒於日本客家研究之學者、團體負責人並非集中在關東與關西兩地區，且對

其社團負責人、以及日本客家研究狀況資訊，不完全的瞭解下，為能掌控較完整

的調查、蒐集較充分的客家研究資料，二位承攬主持人分別至日本進行資料調查

蒐集等工作。 

 



166 
 

貳、實地訪查時間與地點 

一、訪查時間 

   第一階段：2013年 7月 1日－17 日 

   第二階段：2013年 10月 4日-10 日 

二、採訪議題 

 （一）在日本的客家聚落之歷史與分布。 

 （二）日本的客家社團、學術文化組織與重要領導人。 

 （三）日本的客家研究成果。 

  (四)日本的客家研究書籍 

  (五)其他 

三、訪查地點 

   東京、橫濱、大阪、神戶 

 

參、實地採查過程 

一、第一階段實地採查 

    本次訪日主要以探索、收集客家資料及客家社團負責人為主，為求資料之完

整，乃前往國際書展、神田書街以及國會圖書館等地去收集日本客家研究。 

 

〈一〉國際書展 

1、國際書展會場（名片如附錄） 

   2013年東京國際書展在東京港區的國際展示場舉行，計有近 1550家出版

商(含日本國內外)及 6萬 5000名參觀者。據說是歷年來出展出版社最多的一

次(今年是第 22屆)。這次書展的特色是電子書展示的日本出版社增加，一般

參觀者對未來電子書發展的關心也較前表現積極，顯示日本出版業界一改以往

觀望的態度。 

在書展的重點演講中，角川集團的總材也以新時代新做法的講題，為電子

書未來的展望備書。這次書展主題國是韓國，會場展示許多韓文譯成日文的書

及日文譯成韓文的書，充份顯示日本出版界開始矚目與東南亞交流的現況。另

外，透過書展及拜訪神田書街後，獲悉學術書以外的關於客家的一般書 16本

(2013.11)，書單如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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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日本關於客家研究的一般書之書單 

編號 書名(原文) 作者 出版社 

1 客家 高木 桂蔵 講談社 

2 客家(ハッカ)の鉄則 高木 桂蔵 ゴマブックス 

3 世界客家(はっか)大会を行く  緒方 修 講談社 

4 客家見聞録  緒方 修 現代書館 

5 客家大富豪 18の金言 甘粕 正 講談社 

6 客家大富豪の教え 甘粕 正 PHP研究所 

7 客家円楼 岡田 健太郎 旅行人 

8 客家と中国革命 矢吹 晋、藤野 彰 東方書店 

9 客家民居の世界 茂木計一郎 風土社 

10 香港に住む大富豪 41の教え 大塚純 かんき出版 

11 アジアの世紀の鍵を握る客家

の原像 

林 浩、藤村 久雄 中央公論社 

12 客家の女たち(中翻日) 鍾 理和、彭 小妍、

呉 錦発、鍾 鉄民 

国書刊行会 

13 客家(はっか)─最強の華僑集

団 ルーツ・パワー・ネットワ

ークの秘密 

根津 清 ダイヤモンド

社 

14 戴國煇著作選〈1〉客家・華僑・

台湾・中国 

 

戴 國煇 (著) 、春山 

明哲、胎中 千鶴、丸

川 哲史、松永 正義 

(編集) 

みやび出版 

15 客家語基礎語彙集 温 戴奎 大学書林 

16 中国伝統すまいの空間 猪俣 重喜 文芸社 

 

2、訪問風響社 

    風響社位於東京都北區田端 4-14-19，是日本一家專門出版少數民族的出版

商，社長是石井雄先生。先以電話聯絡表示，購買該出版社所出版的著名客家研

究者瀨川昌久教授與飯島典子教授撰寫的二本學術書。之後前往出版社，石井社

長親自接待。石井社長表示，他與臺灣關係友好，特別與南天出版社是舊交，南

天出版社曾購買該出版社書籍版權，並翻譯成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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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國會圖書館 

  1、東京永田町國會圖書館是日本全國館藏最豐富的圖書館，進行客家資料收 

     集。在國會圖書館找到研究論文（學術論文資料）如附件二。 

   

附件二  國會圖書館找到研究論文（學術論文資料） 

 書                名 作者 

1 客家エスニシティー形成に関する歴史社会学的研究 田上智 

2 華南地域社会の歴史的淵源と現在 谷垣 真理子 

3 中国客家民居-遷移と住居形式の変容プロセス 片山 和俊 

4 中国、台湾、日本の学術書ならびに一般書における「客家」

イメージの形成過程の研究 

瀬川 昌久 

5 近現代客家系著名人における客家アイデンティティー形成

過程の研究 

瀬川 昌久 

6 中国東南部における漢族のサブグ-ループ間の文化的相違

についての比較研究 

瀬川 昌久 

 

2、翻譯日本版的客家專書 

    為讓華文讀者能瞭解日本客家研究者的研究方向及趨勢，回國後，擬從國家

圖書館所藏客家研究圖書中，選出三本重要學術書，將前言目錄等，譯成中文。

這三本部分翻譯稿，分別是（1）飯島典子刊在雜誌《客家與多元文化》第 6期，

以客家專著介紹將其著作的〈近代客家の社会の形成─「他称」と「自称」のは

ざまで〉，頁 181-186。（2）瀨川昌久，《客家：華南漢族のエスニシティーとそ

の境界》，（東京都：風響社，1993年），頁 1-3，前言部分。（3）矢吹晉、藤野

彰的〈まえがき—新たな客家論の構築に向けて〉《客家と中國革命》，（東京都：東

方書店，2010年），頁 1-6。 

 

〈三〉崇正公會 

   日本東京都及關西地區居住不少客家鄉親，1963年，在丘念臺的倡導下，東京

成立「崇正會」，1968年由邱添壽等人發起，在關西地區成立「關西崇正會」。不論

是「東京崇正會」或是「關西崇正會」，都是當地最大的客屬社團，其所屬成員不僅

對當地的政經、文教等貢獻卓著，在華僑社群中也享有舉足輕重的地位。自「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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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會」成立以來，每年均召開會員大會及懇親會。 

    「東京崇正公會」以「不問政治、不問信仰、不問國籍」為宗旨，會員之間，

秉持相互合作、扶持之精神，促進會員之親睦聯誼及福利，以及維持客家優良傳統

為目的。舉凡居住在日本且具有客家意識或對客家有興趣者，皆可依該會所訂的入

會手續加入該組織，毎年均召開會員大會曁懇親大會、報告年度工作内容並連繋

會員情誼，目前會員約 500-600人。歷任會長：邱進福、張金清、劉茂榮及現任

的劉得寬。 

    關西地區最大的客屬團體是「關西崇正公會」，它是在 1968年由邱添壽等人

發起，因此邱添壽也被推舉為首任會長，謝坤蘭為總幹事，該地區涵蓋大阪、京都、

兵庫、滋賀、奈良及和歌山等縣市的客家人。成立的宗旨如同東京崇正公會一樣，

不問政治、國籍、信仰，只關心會員之間的相互扶持之精神，促進會員之親睦、聯

誼以及推廣經濟、文化、學術交流為目的。舉凡居住在日本關西地區之客籍人士或

對客家有興趣者，皆可辦理入會手續加入該組織。歷任會長為邱添壽、黃達輝、謝

坤蘭及現任的陳荊芳。  

    不論是「東京崇正公會」或是「關西崇正公會」，都是日本當地最大的客屬社團，

自「崇正會」成立以來，每年均召開會員大會及懇親會，還參加世界客屬大會懇親

大會，甚至舉辦雙十國慶，端午、中秋賞月等中國民俗活動，並不定期擧辧演講

會，贊助接待國內表演團體來日本訪演，以及支援各僑團擧辧之各項活動等等。

「崇正公會」致力於於東京、關西地區之客家會務，並努力傳承發揚客家文化，

扮演客家與僑界、客家與日本社會、客家與國際社會之間的交流角色。其所屬成

員不僅對當地的政經、文教等貢獻卓著，在華僑社群中也享有舉足輕重的地位。 

    本次訪查與兩地的會長取得見面與聯絡資訊，並通過幾次電話訪查，告知不

少崇正公會的來源訊息。本次訪查最大的成就，是取得 1980 年 10月 3日-7日

在東京、大阪舉辦的「世界客屬第五次懇親大會的紀念特刊」一書，以及愛知大

學松岡教授師生要來臺灣進行少數民族的調查、國際客家文化協會名譽會長鍾清

漢教授、會長兼理事長邱泱棟會長〈岡村央棟〉來臺消息，請在臺北的另一位主

持人與之接洽進行訪談。 

 

二、第二階段實地訪查 

    7月前往日本，進行第一階段的訪談，雖然並沒有取得豐碩的成果，但知曉

要進行日本客家研究，一定要與坐落在東京渋谷區的日本國際客家文化協會聯繫，

方能對本研究有所助益。因此，本次赴日，主要是訪談，並集中在東京與橫濱兩

地進行，以補第一階段訪查的不足。時間選在 10月 4日至 10日，由主持人劉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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蓉來執行。 

 

〈一〉國際客家文化協會 

    本次主要成就是到東京渋谷區代代木的「亞洲文化總合研究所」去拜會名譽

會長鍾清漢教授，並實地瞭解日本國際客家文化協會，推動運作日本客家研究情

形，最難得而感動的是會長兼理事長的邱泱棟會長〈岡村央棟〉特地從家中，趕

來渋谷區的日本國際客家文化協會相會進行訪查事宜。 

    「日本國際客家文化協會」本是「國際アジア文化學會」的一個姐妹團體。

「國際アジア文化學會」是

1994年 6月，以東京大學教育

學博士鍾清漢教授為首的一

群曾在日本留學、以及熱衷探

討アジア文化研究的學者專

家，在東京渋谷區所創立的一

個民間學術研究組織，同年發

行年刊《アジア文化研究》雜

誌，此刊物也是日本學術會議

協力學術研究團體登錄的一

本雜誌。 

    2004年 7月 25日一群「國際アジア文化學會」的會員、學者專家們，受到

海峽兩岸「客家熱」和「客家研究」的影響，深覺兩岸已逐漸重視對客家文化之

研究，也呈現豐碩成果。以鍾清漢教授為首的留日前輩們，乃積極籌備組織客家

研究團體來研究客家議題，因而在日本東京地球飯店內成立「日本國際客家文化

協會」，此協會就成為「國際アジア文化學會」的姐妹團體。兩會皆由鍾清漢教

授領銜負責，鍾教授期望以討論、研究的方式共同來推動包含客家文化在內的亞

洲文化之研究。  

    「日本國際客家文化協會」，是一個為加深對客家文化以及相關文化為探討

研究的協會，也是以深入研究培育傑出客家兒女的風土民情，探究獨特的客家文

化和客家精神，以及促進多元文化間交流的學會。自 2004 年成立以來，於 11

月創刊《客家與多元文化》年刊雜誌，作為其機關誌，來推動客家文化研究。《客

家與多元文化》雜誌，本著打破族群界限，打破國別界限的方針，追求客家人一

貫的共生價值觀，力求消除一切歧視和偏見，努力建設－和平美好的國家與社會，

吸引了不少志同道合的華僑華人參與，至今年已發行了第 8號，其文化研究的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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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成果頗受兩岸客家研究學者專家的關注。目前同樣以「國際アジア文化學會」

所在為會址，第 8期刊物的主編是鍾清漢，編集委員有鍾家新、岡村央棟、嵐義

人、黃華珍、飯島典子及村上京子。 

     本次到「國際アジア文化協會」拜會鍾清漢教授，還有一個目的是籌備明

年 8月在東京舉辦國際學術研討會。這是「日本國際客家文化協會」為迎接成立

10週年的活動，該會乃與臺灣大學客家研究中心商議共同合作，邀請臺灣、日

本雙方從事客家研究的學者專家，齊聚於日本東京，以「客家與多元文化」為探

討主題，期望彙集臺、日兩地客家研究學者專家，共同針對客家與多元文化之相

關課題，提出論文、進行討論與意見交流，以增進臺日間之情誼與國際客家學術

發展。 

 

〈二〉橫濱中華街 

    現代日本華僑人數超過 40萬人，目前屬臺灣籍的客家人就有數萬人，具有

日本國籍身分 2 萬 5千人，保留客家籍者至少有 1萬人以上，主要集中在東京、

橫濱的關東地區與京都、大阪神戶的關西地區。

此次到橫濱，就是要到中華街探究到底能否找到

客家人或客家標誌的東西。因為那裡是華僑主要

的集中地，理應有不少客屬鄉親。中華街有關帝

廟、國父紀念校－橫濱中華學院、以及中國大陸

及臺灣料理的餐廳、商店。本以為有華人的地方

就應該有客家人，很可惜的是此行並沒有看到標

示著客家料理的商店出現。 

    當天一到橫濱中華街，聽到在關帝廟旁的國

父紀念校-中華學院內，不時傳來鼓聲隆隆。當

走到中華街道兩旁，看到一旁掛滿著「慶祝中華

民國建國紀念日雙十節」的旗幟，後來在一家店

面前，看到一張「國父畫像」的海報，海報上寫

著 10/8在中華學院舉辦「祝賀運動大 

會」，10/10在中華學院舉行「中華藝能演技」、「祝賀式典」、「祝賀遊行」以及

「祝賀獅子舞」等，為祝賀中華民國雙十國慶而舉辦的各式慶祝活動。中華學院

傳來鑼鼓喧天的鼓聲，原來是該校的師生，正為著慶祝中華民國雙十國慶而勤練

表演節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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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參加國慶晚會 

    看到橫濱中華街的海報，當鍾清漢教授邀請我參加 10 月 8日由台北駐日經

濟文化代表處在東京舉行的「慶祝一○

二年中華民國國慶酒會」時，我立即允

諾出席，當天晚上確實有不少臺日雙方

貴賓雲集，鍾教授說旅日華僑為在日本

求生存，總是很吃苦耐勞的在打拼，華

僑之間，平日很少有機會相見面，國慶

酒會是大家見面的好時機，許多年不見

的好友經常會在此碰頭見面的。 

    會場來了很多的鄉親貴賓華僑與留

學生，雖然我都不太認識，但鍾教授為

我介紹了東京崇正公會的會長劉德寬律師，以及中華世界客家婦女協會、同時也

是崇正會聯合總會婦女部部長劉文玲女士〈菊地玲子〉，以及邱泱棟會長的夫人，

他們都是在會場中認識的客家人。 

 

 

肆、心得與建議事項 

一、海外客家研究議題，以日本最為豐碩 

    客家人在日本奮鬥，不僅要克服異

國生存的環境，又要傳承創新本身的客

家傳統與文化，誠屬不易之事。平日會

員間不太容易相聚，每年只有在會員懇

親大會或年節時，才會相逢見面，因此

崇正會的運作以聯絡感情為主，因而顯

得較為輕鬆。有些客家鄉親為了讓後代

子孫不要忘本，而參加崇正會活動，但

客家話的流失、社團年齡層的老化乃是

崇正會目前的最大隱憂。 

    海外對客家議題進行學術研究者，目前只有「日本國際客家文化協會」屬於

學術研究組織。該協會不僅有組織，還創刊了機關誌《客家與多元文化》，記載

會員的客家研究 的成果。另外，日本國際客家文化協會會員不同於崇正會的成

員，崇正公會之會員主要以臺灣籍的客家人或客家之友為主，但日本客家文化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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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跨越國籍限制，以學術研究為主，所以收錄的文章包含了海峽兩岸、日本甚至

國外學者的客家議題之論文。 

    由於客家人較無明顯外表，客家文化較容易為人所忽略，故較屬於隱性形象，

需要學者不斷的爬梳挖掘客家議題來公布於世。「日本國際客家文化協會」所出

版的《客家與多元文化》雜誌，就具有此任務。創立 9年的「日本國際客家文化

協會」，至今已出版 8期《客家與多元文化》雜誌，其成果頗受海峽兩岸的客家

學者的關注。 

    為迎接明年日本國際客家文化協會成立 10周年，日本國際客家文化協會名

譽會長鍾清漢教授、理事長邱泱棟，積極的邀請臺大客家研究中心共同來辦理 

臺日「客家與多元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研討會本是提出觀點、溝通意見，表

達研究心得的最好機會。跨國舉辦研討會，不僅可瞭解學者關注的要點，更難得

的是國外人士對客家人及客家研究的觀點與國內有何何異同，更能將客家研究、

客家精神帶入日本，引起大家的關注，也是弘揚客家精神的最好的機會。期待客

家主導機構客委會，能在宣傳與經費上，給予協助與支援。 

 

二、客家文創產業引進中華街 

 有華人的地方就有中華街，因為

華人很重視自己的傳統風俗與習慣，

在外拓墾的華人更是如此。有中華街

必定有客家人，那是因客家人有與生

俱來開拓進取精神。雖然客家人在日

本仍是少數族群，但熱愛鄉里，客家

人總是不落人後，不僅組織客家社團，

也會盡己之力在重要場合，嶄露客家

的存在。如這次國慶雙十特刊中，有

「日本國際客家文化協會邱泱棟」、

「東京崇正公會會長劉得寬」、「全日

本崇正公會聯合總會陳芳」〈陳荊芳〉

之名，出現在東京國慶慶典捐獻經費

贊助的廣告中。 

 文化或形象有時需要行銷，才能

不斷的拓展。此次在橫濱的中華街上，

看到不少中國大陸或臺灣的商品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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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理〈如臺灣料理、臺灣香腸、奶茶，廣東料理、上海料理等）出現，如能將臺

灣所推展的客家文創產業引進中華街，不僅是行銷臺灣客家文化的好策略，更讓

來此的參觀、用餐的海內外觀光客，學習瞭解臺灣客家文化或客家精神的最好機

會。 

 

三、客家研究的日本版專書譯為中文，廣為宣傳 

    在海外研究客家議題裡，以日本最有研究成果，本次因時間因素，只能選擇

翻譯了日籍教授如飯島典子、矢吹晉及瀨川昌久著作的一少部份。由於非譯出整

一本書的全貌，總覺得無法瞭解作者所要表達及其研究觀點的全貌，甚為可惜。 

    外國學者的客家觀點，本是研究者極為關注的論點。在日本有不少日文版的

客家研究專著，但常讓華人因看不懂而放棄，殊為可惜。期望客家研究學者或出

版商能買進客家著作版權，進行中文版的翻譯與販售，此舉不僅有助於推廣客家

研究，更是鼓勵國外學者投入客家研究的陣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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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日本國際客家文化協會 

一、日本國際客家文化協會入會邀請函 

 1、中文版 

現今社會，世界多元文化共生共榮，而我們又應該如何應對呢? 

眾所皆知，客家人是中華民族漢民族的一個重要支系。客家人的遷徙歷史可

追溯到魏晉之後，在這一千年以上的歷史中，因朝代更迭，為了避開戰亂及自然

災害等原因，客家人離開故土，移住到秦嶺的南北，開墾荒野，開拓山林，開闢

客家新天地。以國家民族大義為己任，重建故國的繁榮及開發，並且後人投身革

命功績豐碩，形成了獨特的傳統文化及自強不息的客家精神。 

 

此外，客家人特有的不屈不撓，克勤克儉，吃苦耐勞的精神，強烈的向上心、

團結心、互助的友愛情操，還有尊老愛幼的傳統美德，重視教育，崇尚文化的優

良傳統風俗，與日本文化也有許多相似之處。再加上，客家人從以前開始就是移

民社會的關係，經歷數次遷徙，長期艱苦奮鬥使客家人具有冒險犯難的強烈性格。

另外，客家語與日語在漢字的認讀上也有相似的地方，值得研究。 

 

在擁有這種客家精神的文化傳統下，客家族群中培育了許多著名的歷史人物。

例如文天祥、朱熹、洪秀全、孫文、鄧小平等等傑出代表。為了深入探索孕育出

這些傑出人物的風土文化，以及探究其文化背景，移民社會的經驗及客家精神，

多元文化間的溝通等，在 2004年 7 月成立「日本國際客家文化協會」。 

 

今後，在繼承客家文化及傳統中且發揚「四海之內皆兄弟」之理念下，實現

世界大同，與世界各族群共生共榮互相協調，同時也期望世界和平、社會繁榮。

在這自由平等的 21世紀，為了對國際社會作出貢獻，2004 年 11月所創刊之「客

家及多元文化」，歡迎大家踴躍投稿，來函指教。 

 

無論如何，我們真心誠意地邀請您前來，與我們一同懷抱著崇高的理想進一

步發揚客家文化吧!衷心期望您能積極參與，謝謝。                                     

                                 

                                名譽會長     鍾 清 漢 

                                    會    長     岡村央棟   敬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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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日文版 

日本國際客家文化協會    入會へのお誘い 

 

  今、世界は多元文化共生に、我々はどうあるべきか考えてみたいと思います。

周知のように、客家人は、中華民族の漢民族の支系のーづです。客家人は、魏、

晋まで遡る一千年以上の歷史の中で、王朝の交待による戰亂と自然災害を避け

るために秦嶺の南北に移住し、荒野を開墾し、山林を開拓して、故國の繁榮と

開發、また革命のために打ち消すことができない功績を果たし、獨特の傳統と

文化を作り出しました。また、不撓不屈、勤勉でつつましく、苦勞をいとわな

い向上心、團結心等助け合ら友愛の情操、婦人と老幼を敬う美德、教育を重視

し、文化を振興する傳統風習も、日本人と似通ったところちあります。その上、

客家人は昔から移民文化の社會を營んべきた性格の強さがあります。客家語と

日本語も漢字の読みがよく似ています。このような文化と傳統をもつ客家民系

の中から、文天祥、朱熹、洪秀全、孫文、鄧小平などの歷史の上著名人が多々

生まれました。こうした傑出人物を生み出した風土とその背景を探り、その文

化を究め、移民社會の經驗と客家精神を探求、多元文化間コミュニケーショソ

のめに、2004年 7月に「日本國際客家文化協會」が成立しました。今後もこ

の客家文化と傳統を繼承する中で「四海之內皆兄弟」との人類愛で世界のいか

なる民族とも共生し協調し合い、人類の平和と繁榮を祈願しっっ、自由で平等

な 21世紀の國際社會に貢献するために、2004年 11月に創刋された「客家と

多元文化」を読み、そして皆さんの考えを投稿してみませんか。 

  なにどぞ、私どもの真意に贊同の上、共に思いやりと崇高な理想に向かって

邁進さわますよう、ご參加を心よりお願い致します。 

 

                                    名譽會長     鍾 清 漢 

                                    會    長     岡村央棟   拜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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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日本國際客家文化協會會則 

 

1、中文版                                          

       2004 年 6月 30日 制定 

 

第  一  章     總     則 

 

          第一條  本會的名稱稱作「日本國際客家文化協會」（英文：Hakka Culture   

Society International）。 

第二條  本會，透過客家文化以及多元文化的研究，深入探求客家移民與其他族 

        群之間之共生關係，以增進互相理解及交流促進，為世界和平積極貢獻 

        為宗旨之親睦團體。 

第三條  本會，以發展客家文化為主軸，實踐與世界各族群間共生共榮的關係以 

        及開啟多文化間的對話，尊重學問的獨立及學術的自由。 

                            

第  二  章    會員及組織 

 

第四條  不論國籍、出身、宗教或思想信仰為何，只要認同本會的宗旨者即可成 

        為入會之會員。 

     1  在日本國內居住者，為一般會員、學生會員及贊助會員。 

     2  在日本地區以外居住者，為通信會員。 

第五條  會員可以參加本會所舉辦的各項活動(除了通信會員)，並需要繳納會 

        費。 

第六條  本會的董事會成員，包括會長、理事長、常任理事、理事及監事所組成。 

        並且，本會設有名譽會長 1 名及評議員、政務官、諮詢委員、顧問等職 

        位。任期為 3年，可以再選連任。 

                       

                      第  三  章    事     業 

 

第七條  本會與各移民社會的研究組織一同進行學術交流，為了進行事業活動，  

        努力促進客家的歷史及文化、與居住地社會之共生關係、文化的移動以 

        及異文化共同體形成等等相關主體之專門研究。 

第八條  本會設有「客家研究中心」，致力於客家及其他族群之間共生關係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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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及文物之收集、整理、保存，並提供於世界各地利用及查詢。 

第九條  本會為了促進分佈在世界各地擁有客家文化背景的人們之間的交流， 

        以及多文化之間的溝通及互相理解，整理研究的成果，編輯「客家與多 

        元文化」誌，並出版發行。 

第十條  本會創立「客家文化研究基金」，支援有關客家文化及異文化之間溝通 

        等議題之研究及著作，並支持對客家文化有意義的活動。 

第十一條  本會期望與分散在世界各地之客家人，以及包括一般華僑、華裔等其 

          他移民之諸多團體，增進互相間之瞭解與親睦。並接受各方面之諮詢 

          以及委託研究之申請。 

 

第  四  章     經費及會計 

 

第十二條  本會的經費來源，來自於會員所繳納之會費，以及從各方面的捐獻， 

          還有各種事業收入等等。 

第十三條  本會的會計年度為 1年(自 6月 1日~隔年 5月 31日)，其會計報告必 

          須經過理事會審查。 

                         

第  五  章     總      會 

 

第十四條  總會每年召開 1回，理事長為總召集人。大會之決議，經會員過半數 

          出席，出席會員過半數同意行之。 

 

附    則 

 

第一   本會則之解釋及運用權限屬於理監事會。 

第二   本會則之訂正必須要經過會員總會過半數同意始得為之。 

第三   本會的事務局，在日本「亞洲文化總合研究所」內設置分部。 

第四   本規則從 2004年 7月 25日開始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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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日文版 

日本國際客家文化協會會則 

                            

       2004 年 6月 30日 制定 

 

                          第  一  章     總     則 

 

  第一條  本會の名稱は「日本國際客家文化協會」（英文：Hakka Culture Society  

International）と稱する 

第二條  本會は、客家文化及び多元文化の研究を通して、客家の移民とその 

        他の民族との共生關係を探求し、相互理解と交流の促進のを圖り、 

        世界の和平に貢獻することを趣旨とする研究と親睦の團體である。 

第三條  本會は、客家文化を軸に世界のあらゆる民族との共生、多文化間の 

        コミュニヶーションを圖るため、學問の獨立と學術の自由を尊重する。 

 

                           第  二  章    會員と組織   

 

第四條  國籍、出身、宗教、思想信條の如何を問わず、本會の趣旨に贊同する 

        者は本會に入會することができる。 

     1  日本國內に居住している者は、一般會員•學生會員•贊助會員とする。 

     2  日本以外に居住している者は、通信會員とする。 

第五條  會員は本會の各種活動に參加し（通信會員を除く）會費を納入する。 

第六條  本會の役員は、會長、理事長、常任理事、理事、監事とする。なお、 

        本會は名譽會長 1名と評議員、參與、相 談役、顧問若干名を置くこ 

        とができる。任期は 3年とし、再選を妨げない。 

 

                           第  三  章    事     業 

 

第七條  本會は各移民社會の研究組織とも學際的交流を行い、客家の歷史と文 

        化、居住地社會との共生、文化の移動及び異文化コミュニティの形成 

        等に關する專門研究を促進させるための事業を行う。 

第八條  本會には「客家研究センター」を設計、客家と他民族との共生に關す 

        る資料と文物の收集、整理、保存に努め、世界の利用に供す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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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條  本會は、世界各地に分佈している客家文化を持つ人々の交流及び多文 

        化間のコミュニケーションや相互理解をを促進するため、研究の成果 

        をまとめ、「客家與多元文化」誌を編集し、出版する。 

第十條  本會は「客家文化研究基金」を創立し、客家文化および異文化間コ 

        ミュニケーショソに關する研究•著作と有益な文化活動を支援する。 

第十一條  本會は世界各地の客家および一般華僑、華裔等を含むその他の移民 

          諸團體と親睦を圖り、各方面の諮問および委託研究の受け入れを圖 

          る。 

 

                         第  四  章     經 費 と 會 計 

 

第十二條  本會の經費は會員ガ納入する會費、および各方面からの寄付、各種 

          の事業收入による。 

第十三條  本會 の會計年度は 1年（6月 1日〜翌年 5月 31日）とし、その報 

          告は理事會の審查を經なければなうない 

 

                         第  五  章     總    會 

 

第十四條  總會は每年 1回、理事長ガこれを招集する。會員の過半數の出席に 

          より成立し、その議決は出席者の過半數による。 

 

 

付    則 

 

第一   本會則の解釋と運用の權限は理監事會におく。 

第二   本會則の訂正には會員總會において過半數の贊成を必要とする。 

第三   本會の事務局は、日本「アジア文化總合研究所」內に設ける。 

第四   この規則は 2004年 7月 25 日より實施す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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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客家與多元文化》年刊雜誌  目錄 

 

  創刋

號 

國際客家文

化協會成立

大會專題 

創刋詞 鍾 清 漢 

國際客家文化協會成立宗旨 鍾 清 漢 

光大傳統文化 推動多元交流—國際客家文化協

會成立側記 

宇  默 

國際客家文化協會の發足 嵐義人 

客家文化總

論 

中華民族的大融合和客家民系的產生 鍾蔚倫 

略論客家研究中的若干問題 黃華珍 

客家與未來文化的發展 蕭啟明 

國際亞洲文化學會成員之客家研究簡介 王賢賀 

中川學的客家研究 蔡  驎 

淺言臺灣振興客家文化的當務之急 賴連金 

アジア學にとっての客家文化研究の重要性 嵐義人 

客家文化各

論 

客家人風水信仰的社會學分析 鍾家新 

客家人與家庭教育 陳志華 

客家話流傳源流之考究 鍾鳴時 

客家人の生活の中の童謠と民謠 小野寺照子 

客家に於ける圓土樓の歷史と文化にっぃて 栗橋玲娜 

客家人物論 李光耀と南洋大學廢校にっぃての一考察 德植勉 

客家與多元

文化 

北美印第安人文化的亞洲關聯 喬  健 

「屈原傳說的現實化現象」及其地域性表現—以

湘、鄂、贛、閩、粵、臺地區為例 
小林佳廸 

日本高度經濟成長期における農山村出生者の

「定住．移住」に關する研究 

岡崎友典．

岩瀨章良 

動態．寄語 

日本的客家人與客家團體 老冠祥博士 

「移墾」文化特質造就特殊歷史地位—在日客家

族群透視 
宇  默 

日本崇正總會幹事長としての經驗から本會に

對する今後の抱負と展望 
重光雅廣 

My message as an executive of Japan 

Chongzheng Association  

Shingemits

u  asahir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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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期 

特別寄稿 我與連戰的客家情 鍾 清 漢 

客家文化論 

贛江、客家與多元文化民系永恒搏動的血脈—漫

議贛南在客家民系中的地位 
鍾 東 林 

閩西客家家族形態及其功能初探 張佑周 

海外客家文化淵源考索—以勿裏洞島客家為例 黃華珍 

第 2 期 

客家文化論 

懷遠人與本地人互動關係及其發展演變過程的

探討 

余樹芬． 

鍾鳴時 

清末『學部官報』に見える客家の教育活動の一

端 
玲木正弘 

客家與多元

文化 

論客家文化在多元文化間之傳媒作用 鍾 清 漢 

在日華僑華人孤獨問題的社會學分析 鍾 家 新 

台商研究—台商概念の形成とその組織的な發

展を中心に 
王 賢 賀 

日本的學校與集團主義教育 陳 志 華 

客家人物 

（採訪手記） 

客家人實業家千知能氏の奮鬥記 
鍾 家 新 

客家名勝 客家先民南遷驛站—夏府 龔 映 華 

客家風俗 贛南客家人民風民俗 鍾 蔚 倫 

客家人自述 客家日常家庭生活紀實 鍾 家 祥 

動態．報導 

兩岸關注國際客家文化協會『客家與多元文化』

在日創刊 
 

東京崇正公會の步み 林 利 章 

世客會首次花落成都  來賓預計超過歷届 四川新聞網 

第 3 期 

客家文化論 
三國風土論—客家南遷始期との關連を求めて 嵐 義 人 

繼承客家孝道精神弘揚中華孝道文化 余 樹 芬 

客家與多元

文化 

我對客家文化與多元文化．和合文化的看法 鍾 清 漢 

儒學の傳播者．朱舜水と日本 崔 淑 芬 

シソガボール華文學校の成立と教育政策 德 植 勉 

入所設施の障害兒童と通學障害兒童の社會．心

理的適應問題—韓國における特殊學級教員に

よる障害兒童に關する意識調查から 

金 榮 漢． 

吳 美 喜 

客家人物 客家人醫師重光雅廣氏の鬥奮記 鍾 家 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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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生典範—宋瑞樓、劉勝祥  

傑出した客家人物—タイ國首相．邱達新との會

見から 
清   流 

客家人自述 五十年代客家農村教育紀實 鍾 家 祥 

客家人專著

介紹 

近代客家社會の形成—「他稱」と「自稱」のは

ざまで 
飯島典子 

動態．報導 
タクッソ泰國首相との歡談記事  

日本マスュミヘの橋わたし  

第 4期 

客家文化論 

現代中國における廣東漢樂—その客家箏曲を

通して 
牛嶋憂子 

十九世紀傳教士眼中的「客家人」 飯島典子 

客家與多元

文化 

生殖器信仰から見た日中兒童遊戲と風俗  德 植 勉 

客家演講 
醫人醫世．健康和平 劉勝祥=重

光雅廣 

第 4期 
客家人物 

客家人學者鍾清漢博士の奮鬥記 鍾 家 新 

採訪在日學者王迺珍氏 鍾 家 新 

客家人自述 文化大革命的客家農村紀實 鍾 家 祥 

第 5期 

客家人物 
〔客家の偉人略傳〕中華民國建國の父．孫文 鍾 清 漢 

鍾清漢教授屆齡圓滿榮退紀念 李 孫 聰 

客家文化論 

客家の介紹 緒 方 修 

台灣客家博覧會（客家エキスボート）2008-09

參觀レボート 

飯島典子 

客家與多元

文化 

混成言語から見たシソがボール．マレーツア社

會 

德 植 勉 

アメリカソインディアンとアジアの文化關連 喬   健 

中國都市における「社區」の畫定と「移民」多

層構造の定著化—上海市に居住する「移民」の

事例を中心 

應   隽 

日中における王光祈研究の現狀と課題 牛嶋憂子 

ボランティァが語る「中國殘留孤兒」を支援し

た過程と理由—菅原幸助氏へのインタビュー

鍾 家 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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から 

「共和國同齡人」の子ども期の經驗とその後の

ライフコース 

邊   境 

日本幼兒教育紀實 陳 志 華 

連載 
〔教職五十年の回顧〕去れど國士舘大學の日々

ーその 1．昭和 60年以前 

天野隆雄 

客家人自述 客家農村婚姻家庭生活紀實 鍾 家 祥 

第 6期 

東日本

大震災 

卷頭特集 

 辛亥革命

百年紀念 

辛亥革命百周年と孫文 藤井昇三 

辛亥革命百周年を祝して 鍾 清 漢 

孫文を支えた天地人三才の考え 嵐 義 人  

神戶フォーラム 2010「辛亥革命百周年ヘ向けて

のメッセージ」參加報告 

牛嶋憂子 

追悼特集 

 吉田實先生

を偲んで 

〔遺稿〕中國人系社會と孫文思想  

中臺學術．文化交流に展望開く  

最も大事な『二つのいましめ』わが悔い改めの

記 

 

〔追悼〕めりし日をしのんで 吉田泰子 

吉田實先生の思い出 佐藤義高 

吉田實さんを偲ぶ 鍾 清 漢 

吉田實先生のことども 天野隆雄 

吉田實翁のご逝去を悼む 嵐 義 人 

吉田實先生への追悼 滝沢春子 

みこころふかく 村上京子 

吉田實先生を偲んで 慶   舟 

客家文化論 中洋折衷の客家建築   連芳樓 飯島典子河

合洋尚 

客家與多元

文化 

中西醫結合是雙方的匯通 王 仲 基 

懸魚小考 德 植 勉 

第 6期 

東日本

大震災 

客家與多元

文化 

張之洞「學堂歌」にみえるナショナルアイテン

ティティ 

玲木正弘 

西方現代文學影響下的川端康成與大江健三郎 呂 興 師 

〔遺稿〕音樂鑑賞教育論と音樂療法 小野寺照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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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子先生との思い出 滝泥春子 

今 多元文化に思うこと 清   流 

連載 

〔客家の偉人略傳〕客家が生んだ偉人．鄧小平 鍾 清 漢 

中國史上初の民選總統．李登輝 滿田一秀 

〔華僑採訪記錄〕客家新華僑在美國創業記 鍾 家 新 

中國殘留孤兒歸國過程及其生活的重建 鍾 家 新 

〔客家人自述〕客家農村親戚關係紀實 鍾 家 祥 

客家動向 
第二十三回世界客屬懇親大會に參加して  

客家會の現況について  

第 7期 

 駐日 4年弱の所感 馮 寄 台 

會長就任のご挨拶 岡村央棟 

客家文化論 

河洛人と客家人 鍾 清 漢 

台灣に於ける客家多元文化について 邱 泱 棟 

廣西省玉林市における客家意識と客家文化—

土著住民と歸國華僑を對象とする予備的考察 

河合洋尚 

客家隨想 

<客家隨想②>水滸傳と客家 嵐 義 人 

天下與國家之間—憶黃遵憲使日之後感 蕭 啟 明 

文京區における客家關係史跡 德 植 勉 

客家與多元

文化 

清末の「國民」教育構想に基づく歷史教科書の

摸索—『（新編）國民読本』の分析を通しての

考察 

鈴木正弘 

中國農工子女學校教育問題的研究綜述 應    隽 

中國都市部における大卒ニートに關する考察 張 文 碧 

川端康成與大江健三郎的個體經驗和創作 呂 興 師 

中國人の性格と思想 清    流  

第 8期 國際學術研

討會籌備會 

我對客家學研究的建言 鍾 清 漢 

籌畫「客家與多元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 岡村央棟 

海外客家社團負責人諮詢會議 2012 參加報告 岡村央棟 

日本國際客家文化協會成立宗旨  

インドネシア（印尼）華人における教會の役割

—1983年のバンドン市の調查より 
德 植 勉 

インドネシア（印尼）教育における文化の問題 西野節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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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語と宗教をめぐって 

世界客屬第 26屆懇親大會邀請函  

客家文化論 

古代漢語和客家語 鍾 清 漢 

台灣客家運動與國際客家研究 
邱 榮 舉 

黃 玫 瑄 

台灣客家民間信仰與義民精神 劉 碧 蓉  

受到國外文化影響的客家文化 飯島典子 

客家民謠の研究 小野寺照子 

風水思想と客家文化 鍾 清 漢 

客家語という言語 光田秀一 

客家與多元

文化 

川端康成與大江健三郎筆下的“愛與性” 呂 興 師 

中小學班主任的自主專業發展 薛 忠 英 

環境保護與人体健康 李 孫 聰 

媽祖文化節與杜尔雅女神 滿田一秀 

日中冷戰局勢下の選択 肖 啟 明 

古代中國思想史研究における方法論的錯綜—

「自然」研究のジレンマとそれからの脫出 
蔣 樂 群 

黃興の日本足跡に関する—考察 崔 淑 芬 

漢詩における日本殖民地時代台灣の「異文化理

解」と「多元文化」 
陳 惠 文 

客家與人物 孫中山客家始祖在寧都 鍾 清 漢 

 懷念段公柏林先生 鍾 文 峰 

旅日學術典範鍾清漢教授 賴 連 金 

素顏    追憶愛妻小野寺照子  鍾 清 漢 

＜客家人自述⑥＞客家人過大年紀實 鍾 家 群 

日本における著名な華人學者鍾清漢教授訪問

記 

冬 至 

孫文と近代中國、そして客家をめぐって 清 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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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翻譯論文 
 

一、飯島典子：近代客家社會的形成：在「他稱」和「自稱」之間 

    任何只要對中國南方社會（華南）與華僑有興趣的人，ㄧ定知道「客家」。

住在東南亞的華僑，也應該知道客家一詞。「華僑」在定義上，有許多分類方法，

但是和福建、廣東這些以地名分類的民族相比，「客家」的分類法則並不常見。

直到近代，客家被歸類為漢民族的分支，對於此種特別的分類方式，引起日本等

各國學者諸多揣測與解釋。由於客家長期受到其他漢民族的排擠，因此和其他民

族相比，客家人具有血性、更勤勉的說法，除普遍為客家人（自我認知為客家人）

所接受以外，也成為一般的看法。 

其實不僅針對客家，任何在社會上受過歧視的「少數民族」，多少都有毀譽

參半的名聲存在，例如，猶太民族。猶太的分類發法和客家一樣，既非以地域，

也非以國名。此外，姑且不論社會對該民族的看法如何，猶太的團體意識及其統

一性是不容忽視的事實。因此，客家人自嘲且自豪自己是「東方的猶太人」。 

介紹客家時，總會強調並稱讚其克服過去的歧視與偏見，始有今日的成功。

但是，「勤勉」和「團結」的特色，絕非客家的專利。在幅員遼闊的中國當有更

甚者。只不過，客家雖屬少數派民族，卻能受到中國內外的重視，其必有因。不

僅如此，日本外務省也於 1930 年，整理了客家相關調查資料，使該民族在社會

上的地位更受矚目。 

本書從「史實」觀點出發，觀察客家受社會重視的經過，且可能保持客觀的

視點，忠實地展現客家原貌。 

客家的相關研究，無論從語言學、文化人類學領域，皆可找到已發表的先行

研究。然而，和上述二領域相比，歷史學觀點的客家研究，卻極少。 

本書的問題意識大致分為兩點。第一，認識客家與其他之不同。 

根據筆者觀察，「客家」一詞出現於十九世紀後的中國官方資料，而非遙不

可考。然而，在那之前，這些人僅因說客家話，就自定「客家」為該民族的稱呼。

因此是否還有其他稱呼等，至今仍有許多疑點。 

第二，在為客家定義的時候，常會面臨困難。很多人在為客家定義時，針對

「誰（或團體）可以稱為客家？」這一點會有疑問。客語圈原本在中國本土上，

主要是廣東東部與福建西部地區，但是近年，江西亦被歸類其中，更於 2004 年

在當地舉辦世界客屬懇親大會。此外，客家人口與客家相關團體數目，也如雨後

春筍般逐年成長。這些新興的客家地區，在過去是否曾猶豫承認與「客家」的關

係?或不曾思考過自己和客家的淵源?前述的兩點疑問和這兩個問題點，成為我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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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這個研究的動機。 

為解決上述疑問，本書盡可能網羅清代中期至民國，華南地區的客家研究資

料。特別針對無論是否使用「客家」一詞，客語圈當地住民的動向都是我研究的

範圍。至二十世紀為止，客家人自行撰寫的客家史料極少。本書內容所用的參考

文獻，多半都是「第三者」即西方傳教士與中國官方所編寫的客家史料。 

由於西方傳教士當時需為向母國介紹中國國情，因而留下不少資料。這些資

料主要從外國人的旁觀者角色，忠實地記錄中國見聞，這是中國官方記錄所沒有

的特色。因此，對於研究西方人從何知道「客家」，以及從何角度看客家特色等，

是非常貴重的史料。根據官方記載，客家主要分佈於華南地區，且集結了廣東語

系、畲族等多元民族。因此，得知客家在這種多元社會中，與其他民族之聚合與

分歧的原因。傳教士與官方的見解雖多少夾雜先入為主的觀念，但是畢竟是民國

前流傳的重要文獻，極具參考價值。 

民國以後，客家民族的自我意識逐漸抬頭，願意向社會表達自我主張，也願

意以全新的見解回顧過去，因而有了許多不同的面相。本書除以華南地區的研究

以外，也探討客家社會形成的經緯，試圖跳脫毀譽參半的主觀概念，客觀地描繪

客家民族的樣貌。 

執筆時，筆者有意想不到的發現。首先，進行客家研究必定會引用羅香林教

授的『客家研究導論（1933）』。從該著作中，發現介紹客家的西方傳教士人數遠

超過一般西方人。來自德國的日本基督教研究權威郭士立傳教士（Karl 

Friedrich August Gutzlaff 1803-1851），不僅完成世界第一本日文版的聖經翻

譯，也留下許多客家研究的相關資料。郭士立雖為傳教士，仍不遺餘力地為德國

籍與英美籍傳教士留下許多客家傳教及研究的相關資訊。事實上，除郭士立傳教

士外，也有許多德國籍傳教士向國家提出各種客家研究報告。只不過，因『客家

研究導論』中未收錄這些傳教士名字，導致他們至今沒未得到應有的重視。 

第二，客語圈地區多半為礦山地帶，故先行研究提出了客語話者與華南礦山

勞動者之間的關係。研究指出，不僅客家人，早在 20世紀前半，歐美與日本皆

有客語話者生活於東南亞礦山地區的詳細記錄，足見當時客家對東南亞地區所投

注的關注。如前所述，民國以後，客家人成立各種血緣、地緣、族緣和業緣的客

屬社團和組織，向世界宣揚客家。如張杜鶻（1875-1945嘉應州興寧人，除韃伐

歧視客家的文章外，也致力推廣客家的各類活動。更在辛亥革命後，招募大批華

僑投資雲南錫礦山，振興當地礦業）等人，極力鼓吹客家意識與積極開發礦山，

足見客家與礦業有很深的淵源。 

 第三，客語話者為自我定義所花費的苦心及歷經艱辛。現在在日本雖能毫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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顧忌地使用客語，但是從傳教士留下的資料獲知，原用閩南語發音的「keh（客）」，

直到 19世紀中葉，傳教士在廣東東北部等客家地區傳教後，文獻中才以 Hakka

的發音取代。儘管如此，這些客語地區的住民，仍繼續被冠上「嘉應州人」的稱

呼，直到 1920 年，「客家」一詞才逐漸被廣泛地使用。1980 年後，日本出版許

多客家相關的啓蒙書籍，經過一個世紀，世人才終於對客家的讀音有所認知。 

 本書因篇幅有限，無法面面俱到。書中所指的華南社會，基於地區不同，導

致整體社會顯得相當多樣，其中的客家亦如此。由於範圍過大，無法僅憑一本書

交待清楚，故廣西、湖南一帶僅簡單帶過。太平天國史的研究顯示，廣西地區的

客家，受太平天國影響而大遷移，也極值得研究。本書未能更進一步地分析，讀

者若想更深入地了解華南與客家，請務必參考其他學者的研究。另外，如文章一

開始所述，目前也有人類學的專家參與客家研究。因此，若想透過田野調查，更

近距離地觀察與研究客家，我由衷地建議加入我們研究的行列。 

 本書內容所使用的參考文獻，主要以基督教傳教士的客家研究為主。若有機

會，筆者希望未來也能參考天主教方面的資料，進而比較雙方針對客家觀點的異

同，做更詳細的分析與研究。 

    眾所周知，冷戰結束後，民族問題引發的紛爭遍佈全球。除了少數民族的報

導大增外，相關研究亦陸續被發表。見此，我腦中不禁浮現許多問題:這些少數

民族究竟何時誕生?為何備受矚目?他們如何融入社會，被社會所接受等。如同滾

動的車輪，少數民族在重新審視自己的同時，本身也投入研究。因此，從多樣的

價值觀直到質詢「我是誰」這種個人價值的問題，形成人生的問題。例如，民族

的名稱有何意義?或僅是一個嶄新的名詞而已?或者應以某種形式呈現「少數派」

這個問題?本書主要探討世界少數民族社會的發展、自我認知、何時開始認識自

我以及語言表現等，提供各位讀者參考。(東吳大學日研所瞿琦譯，姚巧梅監譯) 

 

◎文稿譯自   

飯島典子，〈近代客家の社会の形成─「他称」と「自称」のはざまで〉客家專 

  著介紹，《客家與多元文化》第 6期，（東京都：日本國際客家文化協會，2007 

  年），頁 181-186。 

 

二、瀨川昌久：客家 華南漢族的民族性及其分界 

大約十年前，筆者為做一項田野調查，初次拜訪香港新界。當時，訪港的主

要研究目標，雖和客家研究無直接關聯性，但是因為香港新界地區聚集不少客家

住民，拜此次調查所賜，就此和客家結下不解之緣。在香港的第一年，筆者下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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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香港中文大學附近。該客家村落位於新界中部八鄉地區的Ｓ村，因此第二年開

始，筆者選定該村落作為研究對象。 

 這項研究調查，首從漢族社會組織著眼，分析村落及彼此之間的聯繫與宗族

問題等，並以「中國人的村落與宗族—香港新界農村的社會人類學研究」（瀨川，

1991）為題發表。藉此次調查，筆者逐漸對客家與漢族文化上、社會上的多元關

係感到興趣。然而，在此之前，筆者對於客家的相關知識僅透過羅香林教授的著

作，以及研究香港、台灣的人類學家口述得來。搬到香港新界後，終於得以親自

觀察漢族內部多種族的分化及其彼此間關係的變化等，並得以與前人研究結果的

客家面貌作比較。筆者也因而感到有必要以在香港新界親眼見到的客家面貌，作

基礎，以便為各地區、各時代所做的客家研究重新定位。 

 爾後，來自中、日、歐美等各領域的研究者，不僅重新閱讀歷年客家研究相

關資料，更於 1987 年和 1990年在中國本土展開調查，使筆者有幸能更深入地取

得客家相關知識。在香港新界田野進行調查時，筆者發現，該地區因地緣特殊產

生了不少問題。筆者因而更確信，這些問題其實普遍存在於居住華南各地的客家

民族，乃至漢族、非漢族等全華南地區的各民族中。 

 本著作即在此動機下，開始新界地區的田野調查。經由和當地客家人的互動

從而構想問題，再根據文獻收集與實地調查，進而考察華南漢族的多元民族關係

與發展，並記錄重新整理後的結果。 

 本書第一章，先針對歷年客家研究的方向之不足提出疑問。第二章，以筆者於

香港新界所做實地調查的資料為主，將特定地區的客家面相與「客家民系」的概

論學說研究，進行比較。第三章，除香港新界的資料外，加上中國本土的實地調

查結果與文獻探討，提出客家民族歷史發展過程之假設。第四章，試著根據在文

化方面和客家密不可分的少數民族—畲族，探討華南漢族的民族分界。第五章，

分析客家的自我認知與歷史意識，檢討並證明羅香林教授之後的客家研究方法論

之不足處。 (東吳大學日研所瞿琦譯，姚巧梅監譯) 

 

◎文稿譯自   

瀨川昌久，《客家：華南漢族のエスニシティーとその境界》，東京都：風響社， 

  1993年），頁 1-3。 

 

三、矢吹晉、藤野彰：前言 客家理論的全新定義 

 若要論客家的由來，就須回朔淵遠流長的中國歷史。在過去，漢民族為躲避

北方民族帶來的戰亂、侵略與天災之苦，從中原地區（黃河中下游流域）南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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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長期和當地先住民融合後，形成了新族群。「客」一詞，也是該地先住民為與

其做區分，因此有「外來者為客」稱呼。客家話雖為ㄧ漢語方言，但若和其他漢

民族相比，不僅生活樣式、風俗習慣迥然不同，亦屬少數族群之一。若不包含臺

灣與新馬地區，中國境內的客家人口數超過 4000 萬人，是壯族人口（1600 萬）

的兩倍以上，亦屬 55 個少數民族中最大的族群。此外，「中國近現代三大革命—

太平天國、辛亥革命與土地革命，皆係由客家主導」（藤野 p248）。鄧小平、朱

德、葉劍英、李登輝、李光耀等，皆為現代中國史上叱吒風雲的人物。由此可見，

不僅客家人才輩出，更能感受到他們對於中國，甚至於亞洲的影響力。 

 1978年，鄧小平啟動的改革開放政策，使中國產生巨大改變。中央採取「經

濟建設全面取代固有的政治優先策略。以建立經濟特區以及開闢沿海經濟開放區，

進而導入大量外資」。「能夠扭轉過去經濟僵局，改革開放取得成就華僑華人功不

可沒」（藤野 p168）。中國改革開放的幕後功臣—海外華僑與華人（華僑指持有

中國國籍的中國人，華人則為持居住國國籍的中國人），不僅強化了與中國政府

關係，也逐漸受到廣大的矚目。約莫 90 年代初期，坊間也出現許多論述華僑、

華人的相關出版物。我亦是從那時起，在可兒弘明與游仲勳『華僑 華人—邁向

無國界世代』（東方書店，1995年）著作中，擔任編輯一職。 

 然而，若論起客家的相關書籍，誠如本書內容不斷強調，是「支配中國的『血

脈』」。這條血脈，分支成千百條小小的支流，在各地默默流動。或許多少難以理

解，「華僑中最傑出的就屬客家籍」的說法，卻早已廣為流傳。文化大革命全盛

時期，我由於深受中國影響，對於客家的認知，也是在接觸到本書後才有所改變。

過去必須再三反覆研讀的『毛澤東選集』，根據第一卷「井岡山的鬥爭」，內容僅

淺薄的論述土籍和客籍的矛盾，更別說去意會到故事主角袁文才和王佐為客家人

（矢吹 p9〜參照）。 

 那麼，為什麼我們現在要討論客家呢？ 

 雖然矢吹教授於本書後記中，有提到撰寫本著作的經過，我還是在這邊稍做

解釋。矢吹教授書中內容引用 1996 年出版的『大國崛起的走向—國家、社會、

經濟』（東方書店），正是我在當時擔任該書編輯時，牽引我與矢吹教授認識的契

機。其後，我為能更深入了解現代中國，開始關心矢吹教授的言論。矢吹教授的

訪談籍『從中國看日本』（WAYTS，2002），講述的正是我的感受。誠如該書書名，

必須去宏觀中國，並反思他們是如何看待我們朝夕生活的日本。該書出版後，矢

吹教授更於二戰前期，鑽研當時活躍於歷史學術界耶魯大學教授朝河貫一的歷年

研究成果。我認為近代中日研究必須從雙方的觀點思考，也因此對於他們以多面

向觀點研究中國的主張，使我深感興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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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後，矢吹教授計畫出版其對於「昭和學」的中國研究成果。在我毛遂自薦

擔任編輯的時候，矢吹教授還提出出版客家相關書籍的想法，並邀請同樣專攻中

國研究的好友藤野彰教授共同著作。兩人的友誼，始自矢吹教授擔任藤野教授『臨

界點的中國—從社論看胡錦濤時代』（集廣舍，2007）一書的編輯。通過這些合

作經驗，了解到中國報導慣用的視野與內容結構，也意識到記者與編輯立場上的

不同。也因此，我特別欣賞編輯絕不輕易妥協這個特點。經我個人的觀察，矢吹

教授有記者般大膽發言的特質，而藤野教授則具備研究者追求真理的精神。兩位

教授各司其專攻領域，稟持客觀、多元、鮮明的論述立場，實為本書一大特點。

此外，豐富生動的內容，更加深了我作為本書編輯的責任感。有人或許會將自我

主張和頑固劃為等號，但是我們三位老頑固就在這股信念下，共同完成這本書。 

 矢吹教授於 1969 年，與戴國煇教授一同前往香港拜訪羅香林教授，從此開

始對客家產生興趣。而藤野教授則是自1988~1990年間，於上海擔任特派員時起，

方對客家有所接觸。大約到 90 年代末期，因看到客家的各種非客觀言論嚴重猖

獗，便決意投身客家研究。有關他們對客家的認識與觀點、進行的相關研究內容

等，皆會於本書內容詳細說明。我認為，致使今天客家問題順利解決的重要因素，

應該是文化大革命後，對於中國政府不滿的情緒與要求終有所回應。也就是「毛

澤東早期的論文『井岡山的鬥爭』一文中，闡述客家與當地舊有住民的矛盾。但

是，到了從井岡山擴展到江西蘇維埃時期，雙方的矛盾迎刃而解。」（矢吹，p54）

「除『毛選』外，『鄧小平文選』或是其他中共領導人的著作，這些公開性文章，

都會註明『客家』二字。」（討論藤野發言，p328）此外，對毛澤東也有「前半

生為善，後半生為惡」的結論。這絕非為化解輿論的辯解方法，反而可說是中國

共產黨為順應時代走向，開始嘗試深入探討客家問題的開端。 

矢吹教授在本書第一篇中提到，若要從中國源遠流長的歷史找尋客家血脈，

古有唐代農民反抗軍首領黃巢、南宋末年政治家文天祥；近代則有建立太平天國，

發動民變的洪秀全與楊秀清、新中國革命家鄧小平與朱德等。由此來看客家的傳

說，與革命密不可分。不僅如此，根據謝重光教授、瀨川昌久教授等人的研究結

果可見，他們對客家學開創者羅香林教授的客家論提出質疑，從語言學的角度佐

證橋本萬太郎教授的客家說法，並思考客家社會的形成、客家研究史的概況、客

家相關的歷史問題，以及今後所面臨的課題。 

 藤野教授在其撰寫的第二篇中，記述當時在上海做特派員時，深入客家地

區訪查的經過。列舉當地取材的資料並配合解說，重現客家議題。各內容標題如

下：鄧小平客家論的真偽、斷魂於井岡山革命根據地的袁文才與王佐、建立在中

央根據地的客家文化圈、無法全面挽回聲譽的客籍總書記胡耀邦、誕生於坐擁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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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萬客籍人口的梅州元帥葉劍英。根據這些觀點，深入探討中國從革命到現代的

進化、客家精神、革命史中的客家，以及中國共產黨的客家觀。 

第三篇，以兩位教授對談的形式，討論客家問題，並衍生到現今中國局勢。

全書歷經一年多的撰寫，二人除約每隔兩個月開會討論外，還有超過一百五十封

的書信往來。本篇從各式角度切入論點，主以全書草稿定案時，三人一同前往福

建探查當地土樓地區的客家之旅為主。客家從中國革命史上消失之因、錯誤的客

家知識廣為流傳之因、共產黨再三強調中華民族概念之因、從畲族看民族問題的

現況……等。我想，透過矢吹、藤野兩位教授字裡行間的相輔相成，讀者可以先

掌握全書內容概要後，再深入閱讀教授們的精闢理論，進而思考問題意識。 

近年，中國經濟快速發展，汽車產業產量與販售躍升世界第一，同日本保有

高美債外，國內生產總額（GDP）也已超越日本，坐穩世界第二。往後，除政治、

經濟外，想必中國還會持續在各方面有驚人成長。然而，官僚長年迂腐、貧富差

距擴大、藏族和維吾爾族等少數民族的反抗、各地發生的叛亂等，種種因素正慢

慢侵蝕矛盾的中國體制。究竟中國未來會變如何？隨著改革開放腳步，資訊社會

的沖擊下，過去中國政府一黨獨大，統一管理資訊情報勢必邁入歷史。即便如此，

仍有諸多「不可窺探的領域」。簡言之，透明公開這些政治權利的相關領域，是

ㄧ真正民主化的指標。藉由本書，我推測了中國政治、經濟等官方禁忌話題，也

幫助我分析與了解中國的現況。 

    本書以「客家」觀點，考察現代中國諸多問題。藤野教授將於本書後記「建

構多元系統」一題，預想中國的未來趨勢，矢吹教授「回歸聯邦制國家的初衷」

一文，亦是如此。這些雖已是老生常談，我認為權力絕非集中於多數者或強權手

中。不論勢力多寡或強弱，人人一律平等、共生的社會，才能稱是多元社會。(東

吳大學日研所瞿琦譯，姚巧梅監譯) 

 

◎文稿譯自   

矢吹晉、藤野彰，〈まえがき—新たな客家論の構築に向けて〉，《客家と中國革命》，  

 （東京都：東方書店，2010年），頁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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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計畫四 

國際客家研究：海外客家社團的變貌－ 

以新加坡為例 

計畫主持人：邱榮舉 

共同主持人：陳昌宏 

壹、前言 

    『新加坡』作為海外華人的重鎮之一毫無疑問，自從 1819年開埠以來便吸

引了許多華人前來工作，華人包括福建人、潮汕人、海南人、廣府人與客家人，

其中最為突出的華人族群便是客家人。客家人南來之後，為了能夠聯絡同宗感情，

同時為了協助新來的族人快速適應當地生活，因此創設了各個以原鄉地為名的客

家社團會館，新加坡最早的客家會館幾乎和開埠的時間差不多，歷史十分悠久，

比較新的南洋客屬總會，時間也有近百年。這些會館在新加坡早期社會扮演穩定

人心的功能，同時也協助新客能夠落戶順利，在當時物資與資訊均缺乏的狀況，

成為一股安定社會的重要力量。然而在這近兩百年的演進過程裡，新加坡的客家

會館也隨著時間有著巨大的改變，從最初的生活協助與適應到對客家文化保存與

發揚。有的客家社團甚至在新加坡建國之初，協助客家人取得國籍。到了現代，

客家會館已經成為一個『老客』與『新客』聯誼的重要場合。老客講著流利的客

家話，新客操著新加坡式的英語。雖然語言存在差異，但是對於客家文化的嚮往

沒有差異，這也象徵客家社團的功能逐漸改變，在不同時帶下扮演不同的角色，

這些與時俱進的情況其實投射出新加坡的國家發展進程，作為一個從第三世界國

家進步到第一世界，影響著其內部的成員，因此，研究新加坡客家會館所展現的

便是新加坡當代的發展歷程，也顯示了國家的改變確實影響著文化族群社團的角

色與功能。 



1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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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月

至   

3月 

◆研究計畫修正、確認 

◆蒐集本計畫相關之研究文

獻、官方紀錄、媒體報導等

資料 

◆資料分類整理、研讀 

25% 

(25%) 

1.研究計畫修正、確

認  ■是□否 

2.蒐集相關資料  

■是□否 

3. 資 料 之 分 類 整

理、研讀 ■是□否 

3月 

31日 

4月

至   

6月 

◆研究問題與研究方法擬定 

◆訪談準備工作 

25% 

(50%) 

1. 增 補 相 關 資 料    

是■否□ 

2.初步資料分析與

研判■是□否 

3.深度訪談問卷設

計、擬定訪談名單 

■是□否 

6月 

30日 

7 月

至   

9月 

◆赴新加坡進行客家社團訪

談與研究 

◆完成深度訪談 

◆訪談及各項文獻資料之進

階綜合分析 

◆擬定研究報告大綱 

25% 

(75%) 

1. 完 成 深 度 訪 談    

是■否□ 

2.訪談及各項文獻

資料之進階綜合

分析 ■是□否 

3.擬定研究報告大

綱 ■是□否 

9月 

30日 

10月

至   

11月 

◆理論與訪談資料的整合 

◆撰寫研究報告 

◆印刷研究報告與準備發表 

◆經費核銷雜項事務 

25% 

(100%) 

1. 撰 寫 研 究 報 告    

■是□否 

2. 提 交 結 案 報 告   

■是□否 

11月 

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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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預算支用情況 

國際客家研究：海外客家社團的變貌－以新加坡為例 

經 費 項 目 核定金額 實支數 說明 

人事費 122,000 122,000 
共同主持費每月 10,000元，共 11個

月。 

業務費 94,753 94,753 

聘用臨時人員執行本計劃相關工

作，包括深度訪談、彙整資料、編碼

及其他相關事務…等，以及雜誌檔案

及網路搜尋取得資料之付費、碳粉

匣、儲存碟、錄音筆及紙張文具等耗

材。 

雜支 8,247 8,247 

郵電、影印裝訂、打字編排、編碼、

文具用品、交通費、誤餐費及其他相

關雜支。 

管理費 25,000 25,000 

依本校規定編列本分項計畫經費之

10%。內含：(1)共同主持人健保補充

保費 10,000元/月 x 2%=200 元/月。

200元 x11月=2,200元/月;(2)臨時

工健保補充保費 17,440元/月

x2%=349 元/月。349元 x3 月=1,047

元/月。 

合計                                                   250,000元 

 

 



198 
 

參、檢討與建議 

一、成果效益 

（1）建立與新加坡客家會館的聯繫方式 

（2）了解新加坡客家會館的運作模式。 

（3）新加坡客家會館的變貌呈現 

二、與原訂計畫之落差及原因分析 

    無。 

三、建議事項 

（１）新馬客家社團聯繫緊密，應該繼續研究馬來西亞客家社團的部份，如此方

能完整呈現馬來亞半島客家族群的歷史與文化特性。 

（２）客委會和新馬地區的客家會館可以互相合作辦理相關的客家活動或是靜態

文化展覽，一方面讓台灣的客家研究者可以進一步了解海外客家活動的情

形，同時也可以促進更深一層的交流。 

（3）海外客家其實和台灣客家系出同門，台灣客家社團多半只有聯誼的功能，

缺乏對客家文化的保護，雖然少數也有客語的教學，甚至和客家相關的文

化活動也不少，但是不若新加坡客家會館的系統性與脈絡性。建議雙方可

以一年不定期交流多次，以利對於客家文化傳承做法的交換。 

（4）海內外客家青年的交流 

    台灣的客家青年和海外客家青年面臨的狀況均十分類似，對於傳統客家文化  

的傳承是無心也無力，但是這些年輕人對於當代文化與價值的想法可能一

致，透過交流的機會可以交換彼此的意見，也可以促進對客家文化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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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結論 

（1）新加坡客家會館的變貌其實展現的是新加坡的國家發展變化，同時也反映

和其他族群的相對關係。 

（2）客家會館在新加坡開埠之後的功能從生活協助與適應到對客家文化保存與

發揚，這是其他地區客家社團未必會有的功能轉變，同時早期的老客對於

新客在生活方面的適應協助不遺餘力，尤其是成功的老客不吝惜捐出自己

的資源來幫忙同鄉，甚至也有捐出房產作為會館活動的場地，例如永定會

館的胡文虎。 

（3）來自不同地區的客家人會設定必須來自同地區的客家人才能加入客家會館

的限制，因此，各個客家會館之間彼此壁壘分明，但是彼此間並非完全處

於競爭狀態，大的客家會館有時也會捐款給較小的客家會館，共同協助對

客家文化的保存與發揚。 

（4）現在新加坡客家會館的共同現象便是老的走不了，新人不願來。老的因為

對客家文化傳承使命的想法故而努力想辦法推動一些工作，但是在新加坡

的年輕人因為社會競爭的壓力太大而無法有時間參與活動。 

（5）英語教育阻礙了部份年輕人的加入，客家話是一種方言，但新加坡的年輕

人要把華語講好都顯得困難，若是還要花時間學習客家話勢必增加他們的

負擔，因此因為語言的差異可能讓年輕世代不願意加入客家會館的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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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研究成果全文 

國際客家研究：海外客家社團的變貌－ 

以新加坡為例 

計畫主持人：邱榮舉 

共同主持人：陳昌宏 

中文摘要 

新加坡的客家社團成立時間相當早，幾乎在開埠後不久就成立了相關組織，

但是客家會館多是以區域作為命名的原則，也是讓南來的客家鄉親能夠找到歸屬，

更重要的是提供剛到陌生環境的族裔能夠快速的進入生活狀況，因此，早期的客

家會館的功能多以同地鄉親服務為主，有一定程度的排他性。後來隨著新加坡的

發展，客家會館隨之轉型，大型的會館擔起扶持小型會館的任務，小型會館則持

續提供滿足鄉親的需求，不論大小的客家會館都為傳承客家文化所服務。然而目

前發展所遇到的瓶頸是年輕的客家人不願意參與社團活動，現實生活壓力又大，

加上國家的語言政策，客家方言缺乏實用性，客家會館普遍面臨後繼無人的窘境，

如何找到傳承之人，又如何提高年輕族群的參與已經成為新加坡客家會館的當務

之急。 

 

關鍵字：客家會館、世代語言差異、語言政策、客家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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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台灣的客家社團雖然成立超過三十年，期間也在各地方開枝散葉，但是對

於客家認同的維繫與深化卻始終存在一定的困難。作為海外客家集散大本營之一

的新加坡，從十八、十九世紀以來就已經有許多客家社團的成立，此外新加坡的

建築業、當鋪業、白鐵業和製衣業、製鞋業幾乎都由客家人所包辦。由此可見客

家人在新加坡相當活躍，且對華人族群和當地社會的影響相當大。 

黃賢強在其所主編的《新加坡客家》提到： 

新加坡是個多元種族、多元文化的國家。根據 2006 年的統計，

華人占全國人口的 76.2%，閩南人最多，其次為潮汕人、廣府人、海

南人和客家人及其他華人。客家人在新加坡華人中屬於少數族群，在

1881~1947 年間，占華人總數 4.6~7.1%。儘管客家人人數比不上其他

族群，但其在新加坡的作用與影響力卻並不因此減弱。(新加坡客家, ，

2007) 

上述的概念都提到了一個重要的事實，新加坡的客家族群不以人數取勝，

但是在影響力方面卻展現了超越人數的限制，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原因便是這些廣

建在各地的會館，因此在研究上特別具有意義，本研究的動機在於為何在華人群

體中一個不算多數的族群卻能發揮超過人口比例的作用？客家族群與社團在東

南亞發展的過程中扮演哪些角色？這些客家會館在新加坡國家發展過程中展現

了什麼樣的變貌？這些客家社團的發展經驗可以提供台灣發展客家社團什麼樣

的參考？ 

 

貳、研究方法 

1、深度訪談法（interview in depth） 

    本研究選取的國家是位處東南亞核心地帶的新加坡。新加坡獨立不到半世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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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著多元文化、多種族的特色，而且關係十分密切。過去被英國殖民，又曾爭取

獨立並成為馬來亞聯邦的成員。許多華人過去經由海路或陸路來到此區域，遷移

歷史長達兩百年。因此在比較研究上有其特殊性，但是在文獻的蒐集上仍有其不

足之處，必須透過訪談加以補足。目前擬訪談的對象為當地客家會館人員及客家

學者或正從事客家研究的人。由於筆者曾經在新加坡國大東亞研究所進行訪問研

究，所以對新加坡的學界有一定的人脈與資源並且可以透過新加坡的研究資源與

關係先選取新加坡客家學者或研究者作為訪談對象。目前已經訪談的對象包括黃

賢強及新加坡國立大學中文系若干教授等客家研究學者，例如黃賢強教授等，南

洋客屬總會何僑生、新加坡茶陽（大埔）會館藍正厚、永定胡裕初會長等。不排

除訪談客家會館內部的其他幹部或會員。同時在訪談時也採取滾雪球的名單方式，

接受受訪者的推薦人選，適當增加適合的受訪者。 

2、文獻分析法 

    筆者曾經長時間在新加坡國家圖書館（National Library of Singapore）

進行東南亞華人研究，並且在東南亞文獻特藏區找到許多有關東南亞客家族群的

文獻，其中包括許多馬來西亞及新加坡的建國歷史，也包括若干過去在此時期的

研究，許多是當時重要的歷史文獻，筆者利用在這裡的時間將客家族群相關的文

獻資料蒐集，作為日後分析的重要素材，目前已經累積相當的資料庫可供使用。

另外，在新加坡客家會館中比較有規模的，例如茶陽大埔會館，他們有一館藏室

存放了許多南洋客家人南來的歷史資料，其中也有部分關於客家會館的介紹，對

於理解客家會館的演進應有一定的幫助，同時也能跳脫網路資料的格局。此外，

對於新加坡客家社團的變貌，本研究在最初的研究起點假定社團產生變貌適和外

環境的變動有極大的關係，文化固然是風俗民情，但是國家發展的走向會影響境

內的文化發展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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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研究範圍與限制 

一、研究範圍 

    由於台灣客委會成立後，很多客家社團是在客委會有意識、有經費與有政策

性的指導原則下設立，已經不是自主性的客家社團，和新加坡客家社團的成立過

程有所差異，因此，研究範圍在新加坡客家會館成立後的狀況，特別是以新加坡

建國前後。值得注意的是，新加坡有許多客家會館，尤其以新加坡南洋客屬總會

為最重要，一開始他們的設定便是如同前文所提及的安頓新移民、解決工作及幫

助新客融入本地。同時會館組織的重要作用是在新華人移民與中國及僑鄉的聯繫

發揮關鍵的作用，因此1929年成立的南洋客屬總會也十分的重要，他的重要性可

能超過其他的客家會館。 

    本研究將鎖定新加坡具有名氣且歷史悠久的客家社團負責人進行訪談，目前

蒐集到的新加坡客家社團資料如下，將在以下客家社團選擇其中幾個進行訪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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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新加坡客家社團 

編號 社團名稱 會長 地址 

1 

新加坡南洋客屬總會 

Nanyang Khek Community 

Guild, 

何南光會長 

  

2 

新加坡永定會館 

Eng-Teng Association 

胡裕初會長 

3 

新加坡豐順會館 

FOONG SHOON FUI KUAN 

陳廷雷會長 

CHIA TYNG LEI 

 

4 新加坡台灣客家同鄉聯誼會 

鍾仕達會長  

Shih-Da Jhong 

5 

新加坡應和會館 

Ying Fo Fui Kun 

劉勝華會長 

6 

新加坡茶陽 (大埔) 會館 

CHAR YONG(DABU) 

ASSOCIATION,SINGAPORE  

劉智評會長 

 

資料來源：行政院客家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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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限制 

由於去訪談的時間必須配合研究者的時間，研究者必須利用赴新加坡的機會

訪談各個會館的耆老或幹部。但是時間上未必能夠安排得宜，且客家社團人數眾

多，這些都會成為本研究在進行橫向比較上的研究限制。另外則是客家社團的代

表性問題，不過本研究將盡量挑選具有代表性或歷史悠久的客家社團負責人。不

過新加坡的客家會館並非都願意接受訪談，因此訪談資料的代表性十分重要。 

肆、研究架構

依據上述的研究構想，本計畫探討客家社團之發展經驗，其中包括客家社團

的內部組織，從最上層的核心領導、中間幹部到一般會員，透過族群網絡的方式

進行各種活動，包括：宗親與祭祀活動、政治動員、祭祀公業與公眾活動等。這

些活動可能是和華人文化有關，也有可能是純粹的慶典活動並結合西方節日，新

加坡西化尤為嚴重，因此相關的活動舉辦可能是中西合璧，台灣的客家社團則多

是以傳統文化節日來進行，若是將這些活動的舉辦與參與看成是對政府或社會的

族群意識強化，那麼其極有可能影響族群政策、其他族群認同或這些各種透過族

群網絡動員的活動對客家族群在當地造成某些程度的影響。 

新加坡客家社團的變貌主要也是探討新加坡國家發展的內涵，更反映新加坡

從一個海港城市的到一個花園城市，從一個傳統工業城市變成一個服務業大國。

因此客家會館的變貌必須從新加坡的國家發展脈絡去理解。 

伍、文獻回顧與理論基礎 

    本研究的焦點在於客家社團或組織在當代社會的角色與功能，同時他們成立

的歷史與背景亦是關注的項目。關於客家組織或社團的研究，國內已經有不少相

關研究論述客家社團或組織本章將回顧這些相關的著作並進行名詞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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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文獻回顧與名詞界定 

    謝劍（1981；彭欽清，2002）在研究香港惠州人的「志願社團」的書中認為：

「志願社團」的要素有五點： 

一是具有特定目的和追求共同利益的正式組織； 

二是成員的資格主要是基於意願，非因強迫或歸屬而來； 

三是非營利組織； 

四是會員僅以部分時間，無償参與會務； 

五為私人性質，獨立於政府機構之外。 

    香港惠州的志願社團定義和一般所認為的社團定義基本上雷同，其要素揭露

了三項重點，特定目的、自願與非營利。在本研究的客家社團或客家會館的基本

上都屬於強化客家認同與加強客家鄉親的聯繫工作。不過謝劍的研究歸納的五要

素並未將社團的運作或成員加入的方式進一步分析。 

彭欽清（2002）在〈台灣客家社團之發展〉一文則認為客家社團大致符合此

五項要素，此亦為國際上公認的關於非營利組織之界定標準，但丘昌泰則認為，

以非營利組織的角度來界定客家社團似乎仍有不足，最大的問題在於「非營利」

這個概念並未明確表達出客家社團的核心組成要素──「強烈的族群認同意識」，

他並進一步指出，客家的族群凝聚力以及族群認同感非常強烈，在分析客家社團

的概念，除了從結構形式上去界定其組織性、私人性、非營利分配、自我管理性

與自願性之外，還要特別注意其族群認同感。34所以若是以營利或非營利的角度

看待客家社團則是簡化其在社會中發揮的功能，因為客家社團成立乃至於存在的

關鍵在於對族群的認同與高度的向心力。 

一般而言，客家社團之成立，有助於客家文化之延續傳遞，同時亦能強化該

族群後裔對客家認同或提高認同意識。「社團」乃相對於「財團」一詞，前者指

由自然人集合組成的法人團體；後者透過一定財富而有指定用途工作的法人團體。

                                                      
34
 客家社團和一般社團不一樣的地方在於具備血緣、族群與地域的認同意識，就算同為非營利

組織，客家社團的成員對於社團的向心力應該遠較一般組織社團來得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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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另一方面，在鍾國允（2004）以鍾姓宗親為主要研究對象，以族群網絡、社

會與政治，探討客家社團研究的意義，其論述如下： 

第一，客家社團在族群網絡與社會關係之意義：如前所述，在逐漸現代化的

都市之中，客家莊已經慢慢改變原有的風貌，原有群居的聚落已被一棟棟水泥建

築物所取代，左鄰右舍已不再遍佈家族成員。鍾國允的研究基本上顯示了客家族

群在高度都市化後已經從原本的「量變到質變」，36對照實際的現實狀況也確實

如此。 

第二，客家社團在政治上的意義：客家社團平時不一定直接和政治有接觸，

不一定都有政治目的或想要獲得某種政治利益，但是台灣選舉頻繁，整個社會「泛

政治化」的情形十分嚴重，似乎所有的團體都會被動員起來參與各種選舉，其中

當然也包括掌握近 400萬選票的客家族群所成立的相關社團。選後，這些團體也

會因為選舉的勝負而受到不同的獎懲，得到或減少某些利益，研究客家社團有助

於瞭解其在政治動員與政治參與的影響力。從實際的狀況觀察也可以發現政治人

物或政黨組織對於客家社團在選舉時特別重視，出發點自然是選票考量，也呼應

了鍾國允關於客家族群在政治動員與政治參與方面的研究。 

不同於鍾國允從政治動員層面的研究，陳康宏從功能面探討客家社團。陳認

為客家社團依種類與組成人員的不同而有不同的功能，包括了社會功能，偏向公

益與情感聯繫方面；經濟功能，促進經濟發展、個人業務與投資；政治功能，表

示客家社團助於達成政治目的之功能性；文化功能，包括以文化活動，例如客家

音樂、美食等，另外有關學術研究，文史工作亦是客家社團文化功能的展現。 

基此，客家社團的組成主要係依族群認同，存在非營利組織之特性，也就是

                                                      
35根據民法第46條規定：「以公益為目的之社團，於登記前，應得主管機關之許可。」一般「社

團」泛指民法第45條及46條從事營利或公益的社團法人，由一定社員組成、訂有相關章程並符

合該章程、符合該申請手續，方能成立社團。但針對客家文化推廣之社團，並不包含民法第45

條規定：「以營利為目的之社團，其取得法人資格，依特別法之規定。」之營利機關，僅含公

益社團。 

鄭天澤，2002，《全國客家社團基礎資料調查與登錄研究》，行政院客家委員會。 
36
 客家莊從原本的客家族群大量群聚到分散，甚至到後來不再是純粹的客家聚落，這些在數量

上與質量上的改變，基本上是屬於從量變到質變的過程，現在的客家聚落則兼具這兩種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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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著組織性質（formal organization）、非政府性質（nongovernmental）、非營

利性質（nonprofit-distributing）、自治性質（self-governing）、志願性質

（voluntary）與公益性質（charity），經由人們結合而成之團體，可以作為「客

家社團」之定義。綜上所述，客家社團簡單來說就是「民間的公益性社團」。但

是在選舉的時候又會成為政黨或政治人物動員的工具，同時在社會上，客家社團

又具備它成立的功能，因此，客家相關的組織除文化面、政治面與社會面都具備

一定的角色。 

如果按照以上的理論觀點去理解新加坡的客家會館，那麼這個族群認同還必

須加上地域的認同，因為客家人在原鄉分布極廣，在大陸從江西、福建與廣東都

有分佈，客家人來自不同地方，也在某種程度上具備了排他性。因此，即便你是

客家人，也會因為地域有別而存在差異，文化內涵也會存在差別。 

（二）理論基礎 

    由於「客家研究」是一種新興顯學，其研究方法和其他社會科學、文化人類

學及政治學有相類似之處，彼此可以互為流用，研究海外客家族群通常也會以「海

外華人理論」著手，其所牽涉到理論還包括「多元社會理論」與「族群文化理論」，

這些理論可以印證客家社群在當代複雜的環境與社會變遷底下所發展出一種獨

特族群的生態。茲分述如下： 

1、海外華人理論 

    關於東南亞客家人研究的理論，目前並無非常具體可供操作化的理論模型，

韓方明（2002）認為現階段的海外華人研究以理論形成角度而論，還處於理論化

的前期階段。37不過海外華人研究權威王賡武提供了華人研究的理論根源，他根

據華人的政治興趣與活動將華人分成三大類： 

第一類，主要關心的是中國的國家政治及其國際後果；第二類，主要關心的是所

                                                      
37
 韓方明認為其主要表現在於大量的海外華人論著是關於華僑華人歷史的概述，敘述方式則集

中在「特點」、「作用」、「意義」、「性質」、「地位」與「原因」等關鍵詞。韓方明，華人

與馬來西亞現代化進程，（北京，商務印書館：2002），頁 17-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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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地的社區政治；第三類，被牽入非華人統治集團的政治（不論其為土著的、殖

民地或民族主義的）。同時王賡武也把 19世紀開始的東南亞現代史分成三個階段：

第一，19 世紀大部分年代；第二，19 世紀末年至 20 世紀初葉；第三，1945 年

之後。針對三個不同的階段，三類華人呈現出不同的政治意識、活動與行為、數

量和流動性、領袖人物的產生與特徵，以及他們對東南亞現代史的貢獻等。 

    王賡武並利用了上述的觀點闡述馬來西亞的情況，他認為第一類華人與中國

政治保持著直接或間接的聯繫，並總是關注自己與中國的共同命運；第二類華人

由精明而講求實際多數華人組成，他們關心的是貿易和社會團體的低姿態與間接

政治，目標和手段最為溫和，常常給人不問政治的印象，擁有金錢和社會組織；

第三類華人是一個小而不穩的集團，他不能把握自己的特性，但一般都抱有對馬

來亞的某種忠誠。 

2、多元社會理論 

    J.S. Furnivall（1993）曾經提出多元社會理論，他認為多元社會（plural 

society）包含兩種或更多的社會單元與社會秩序，其特徵是： 

（1）統治者和被統治者分別屬於不同種族、各自生活在不同的社群之中。 

（2）不同的社群之間缺乏共通的民族共識及一組接納的文化及政治價值體系。 

（3）經濟活動領域與社群間劃分十分吻合（即不同社群從事不同經濟活動），很

容易使經濟衝突染上種族色彩。 

（4）交易市場是各社群唯一相聚的場合 

（5）從本質論之，多元社會中各社群間是易於發生衝突的，因此必須由外來的

力量將之統合。38 

3、族群文化理論 

    主導美國社會思潮的族群文化理論，幾經變化發展，對東南亞族群關係的研

究有重要的影響，其主要理論模型可以分成五大部分： 

                                                      
38
 J.S. Furnivall, Netherland India, Lond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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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尊奉盎格魯理論（Anglo-Conforming Theory） 

    理論觀點在 17世紀就已經出現，理論逐漸系統化與社會化則是在 19世紀中

葉以後。其理論核心認為在人類社會進化過程中，激烈的社會競爭必然推出競爭

力強的優秀民族，競爭力弱的劣等民族處在淘汰或被優秀民族吸收的條件下。美

國早期社會學者和政治家多接受和宣揚這種理論與相關政策，並以此作為社會群

體分野的主要原則。這個理論的前提假設是：占美國人口多數的盎格魯薩克遜民

族是最優秀的民族，因此其文化也是美國的主流文化代表，其他種族的文化都只

是次文化。該理論成為早期美國種族主義的理論基礎，成為排斥和限制其他族類

的社會思潮與政策依據。（Madison Grant,1921:107） 

（2）熔爐理論（Melting Pot） 

    其理論的核心論點是：美國的立國精神是自由和平等，美國國民來自各地各

民族，作為移民國家，美國自建國起就是一個大熔爐，美國人都將拋棄其原本民

族祖先的古老偏見與傳統風俗習慣，所有民族的文化都是新文化的重要元素，並

且共同形塑了美國文化。論證熔爐理論最有力的例證是在西部開發時來自各國的

族群形成一個混合的種族，這個族群既沒有英國的民族性，也沒有英國的特點。

（Frederick Jackson Turner,1920:22） 

（3）同化理論模式(Assimilation Model) 

    隨著移民地位的提升，與其他族群的交流擴大，為了向主流社會族群靠攏並

希望被認可，其他族群逐漸放棄原本屬於自身的文化，獨特的族群性和移民社區

也會慢慢消失。與之相應的現象是：原來依附在主流社會邊緣的族群經濟，僅在

短時間內對新移民的謀生產生作用，同化理論強調的是移民放棄了自己獨特的傳

統文化，接受主流價值觀，並把同化的過程看作是不斷地吸收占優勢地位的社會

價值觀和主流文化習俗的若干經驗。這就如同王賡武（1995）認為的移民地位提

升後其族群特徵會逐漸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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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文化多元論（Cultural Pluralism） 

    多元文化論的理論根據是杜威的民主多元理論和美國獨立宣言提出的平等

理念和自然權利。文化多元論肯定少數民族文化的價值和地位，強調美國各民族

文化的獨立性，反對單一民族的文化模式，認為每個民族群體都始終存在，在民

主社會中，每個民族都有權保持自身固有文化特徵和民族性，每一種文化作為一

個整體。與熔爐理論不同的是：多元文化強調和肯定少數民族文化對美國的價值，

並宣稱對美國社會做出獨特的、有建設性及富有價值的貢獻。 

（5）族群文化模式（Ethnic Cultural Model） 

    該理論認為：不同的族群可以依靠自身的族群文化、宗教信仰、共同價值觀

與生活方式等一起構成一個社會，族群性的主要表現為：第一，提供熟悉的環境

以避免語言障礙、教育弱勢和對大社會認識的不足；第二，提供廣泛的宗親網絡

和訊息管道；第三，獲得經濟與金融的管道；第四，提供加強進取精神、職業道

德和集體精神的價值觀。（Milton M.Gordon,1996: 42） 

 

陸、新加坡客家社團（會館）的發展經驗 

    新加坡自從 1819年開埠以來，即有許多來自中國的客家人移居島上，只是

過去被認為是廣義的華人，而未必以客家人的說法看待。這些南來的客家人，為

了聯繫彼此感情，也為在異地打拼合作的需要，早在 1822 年就成立了應和會館

和惠州會館。茶陽會館則於 1857年成立。此後各地的會館也相繼成立，1929年

新加坡南洋客屬總會正式成立。目前新加坡總共有二十多間大小不一的客屬會館，

每間會館的成立時間、目的與運作方式都有差異，甚至也有著壁壘分明的情況。 

 

新加坡客家社團現況概述 

    「會館」是東南亞地區華人族群作為聯繫彼此並且作為思鄉的一個重要憑藉

與工具。各方言群或族群最初成立會館是為了團結族群力量，同時協助族人能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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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地安居樂業。但是由於新加坡過去長期被英國殖民，英國對於新加坡採取特殊

的管理政策使得這些宗鄉會館發展成為照顧同鄉之人生、老、病、死等人生大事

各個環節的安全網絡，同時也更是親情、鄉情與事業聯繫和信用網絡。1965年

新加坡獨立建國後，政治環境大為改變，華族會館除了原先的功能之外，也推動

和發揚華族文化與傳統。 

    華族會館在新加坡歷史發展過程中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除了聯繫情感的功

能外，更發揮了安定人心的效果，尤其對於南來的華人而言，如何能夠安下心在

海外打拼，會館的重要性不言可喻，此外，對於剛到海外謀生的華人而言，會館

除了是宗親、地域性的組織外，有時還具備「就業服務站」的功能，幫助還未找

到工作的同族鄉親找工作。這樣具備「生理」與「心理」雙重重要功能的會館，

在海外華人奮鬥史上發揮極為重要的功能。但是學界早期對於會館的研究有些缺

乏與不足，甚至在新加坡建國前後才有人開始研究新加坡的會館或客家，顯示『宗

鄉會館』的議題在當時的時空背景下並不被重視，某種程度上而言似乎把會館的

存在當成理所當然的事。
39
 

    南洋客屬總會自 1929年成立以來，曾在 1934年與 1936 年舉辦過五週年和

七週年的活動，但規模並不大，僅有慶祝的形式而已，但是到了 1939年，客屬

總會的十週年慶顯得十分重要，根據受訪者的表示，這個擴大慶祝的活動背後期

時有兩個重要的涵意： 

第一，1937年大陸發生蘆溝橋事變，中國進入全面抗戰時期，南洋各地開始有

支援中國的行動，新加坡的客家人也參與至其中。 

第二，活動雖大，但是客屬總會當時尚無法帶領其他的客屬會館，因此要號召其

他會館，必須要有共同時的大型活動，大陸的各種活動便是如此而來。 

圖 1顯示了新加坡的主要會館間的關係及成立年代，從圖中可以發現會館的成立

是以族群和區域來區分，隨著年代推移也會進行改變，同時會館間也有橫向關係，

                                                      
39
 有關新加坡客家研究的敘述，請參閱黃賢強、高源〈新加坡客家研究綜述〉，黃賢強主編，《新

加坡客家》，（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7），頁 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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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會館中也有類似總會館的南洋客屬總會存在。 

 

 

圖 1 新加坡各客屬會館相關支系圖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自行繪製 

 

柒、本研究初步的重要結論如下 

一、成立基礎與背景差異 

新加坡客家會館的組成基本上是因應時代的需要而設立。在新加坡的客家人

基本上都是祖先在清朝末年或甚至更早從中國遷往東南亞，因此他們對祖國大陸

的想望和台灣的客家族群有所不同。現在新加坡客家族群的祖父輩多是因為當時

中國環境不理想產生了對人民外移的推力，加上東南亞因為貨運交通與歐洲列強

殖民的因素，擁有較佳的環境與工作機會，因此他們大量遷移至此，他們的後代

對於中國、對於家鄉、對於宗族都有一些想像與一定程度的思念，當第一代建立

了會館後，第二代仍有一些使命感要繼續傳承下去，故而，在海外的客家會館是

基於對祖國或家鄉的想念而生，動機未必是因為要保存客家文化，更大程度上是

讓在此的客家人、鄉親能夠有個思鄉慰藉的地方，對中國的想望能夠有個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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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的客家社團則是近二十年來社會運動蓬勃發展下的產物，他們成立的目的不

外乎保存文化、傳承語言或是藉以向政府建言以爭取資源為客家做點事情。因此

我們可以看到台灣許多客家社團成立宗旨多是從此出發，和新加坡客家會館對祖

國家鄉的想望有很大的差異。 

 

二、經費來源 

客家會館或客屬社團的經費充足與否是是否能夠永續經營的重要關鍵，舉凡

社團運作經費來源不外乎有三： 

（一）捐助款或租金收入 

    新加坡的客屬會館的主要經費多數源自於此，尤其創辦會館的創辦人們通常

十分熱心會館事務，他們也幾乎都是在海外打拼事業有成，從會館創辦之初便捐

出一大筆款項來協助會館初期的運作，當然他們自身也會積極投入並擔任無給職

的負責人，出錢出人又出力，台灣客家社團的經費來源也有一部份是來自捐助款，

和新加坡會館不同的是，台灣客家社團並沒有明確的「根據地」，會館登記地址

通常多屬理事長的住家或其公司，聚會場所可能會租借學校或餐廳，並不像海外

客屬社團會很明確的有個長期或甚至永久的聚會場所，。 

（二）會費 

    新加坡的會館並非每年收費，而是在入會時一次繳交大約 2,500元左右新台

幣的入會費，此後則視活動需要繳費，否則就是終身會員，因此，會費並非新加

坡客屬會館的經費主要來源。台灣的客家會館除了入會費外，每年也得固定繳交

會費，不過費用都不高，入會費 1,000 元，常年固定會費則是 500元，會員可以

享受的福利基本上是可以超過其所繳交的金額，除了入會時會有禮物外，每年固

定出遊的活動更在兩次以上，因此，參加的會員均會有物超所值的感覺，每年固

定繳交會費的成員就超過 700多人，加上前面所述幹部所認捐的金額，維持社團

常態運作問題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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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政府補助 

    新加坡政府並不會有固定的經費可以撥發給客屬會館，這是因為新加坡特殊

的族群組合，政府不希望讓人民覺得在政策上特別獨厚哪一個族群，某種程度上

而言就是為了「公平起見」，也避免因為獨厚造成族群心裡不平或甚至讓某特定

族群坐大，故而除非是政府特意要推動的政策，如講華語運動，可能可以因為推

廣相關事宜而給予補助，否則所有的會館都必須要自己自籌經費，不過因為李光

耀父子都是客家子弟，他們也會特別參與客家會館的活動，因此，經費的支柱雖

然不見得有，但是領導人在行動上的支持仍有一定的作用。 

    台灣的客家團體若需要額外的經費則可以透過計畫申請來取得經費，不過近

年在財政規模縮減的情況下，許多計畫的補助多採取定額補助，有時不論你的計

畫規模大小，一律只補助 10萬元，有些客屬團體禮聘老師來進行客語教學或合

唱活動，場地、師資樣樣都需要經費，但是在客委會只有部分補助的情況下，已

經出現了「巧婦難為」的情況。 

（四）財力雄厚的會館補助 

    新加坡有許多會館，而有「會館中的會館」之稱的宗鄉總會則有點像是銀行

中的中央銀行，他們有比較多的經費來自政府，因此他們也較有能力把部分經費

提供給其他需要的客屬團體或會館。宗鄉總會的執行長在受訪時就表示他們每年

都會固定挹注一些小的會館活動經費，大的會館則有時還會回饋部分經費給宗鄉

會館。 

    在台灣因為並沒有財力特別雄厚的會館或社團，而且因為有官方的單位，不

太可能會有大的客家社團補助小的客家社團的情況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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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訪談相關照片 

 

說明：新加坡宗鄉會館聯合總會門口 

 

說明：傳統與現代的強烈對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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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從小學校舍改建的宗鄉總會 

 

說明：筆者與新加坡華人社團研究先驅崔貴強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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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筆者與新加坡華人研究專家黃賢強教授 

 

說明：在一群宗鄉會館之間的『順天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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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為南來華人醫療需求開設的『中華醫院』 

 

說明：歷屆客屬總會的會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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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新加坡街頭不算常見的客家美食 

 

說明：客家鄉親踴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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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訪談紀錄 

受訪者：新加坡宗鄉總會幹部 

時間：2013/7/22 

成立的歷史才 26年相對其他宗鄉會館是算年輕的，這幾年還有一些但是都

是新移民組織像是陝西會等等都是最近幾年組織的。這些新移民會館都是大陸過

來的還有九龍會是香港的。華研會是標榜新移民總會，但大家不一定認可，總會

應該是下面數會一起成立，自己成立華研會就自稱說是總會，其他會館為何要認

你當老大？ 

新加坡會館在過去一百多年成立 300 多間會館 50.60年代最蓬勃，因為當時老

移民他們需要教育生活工作協助所以城裡很多會館發展很好但 65年過後新加坡

獨立新政府在各方面都有很好安排包括工作租屋教育登有很好規劃安排，會館就

失去了很多功能想試辦學校等等，所以到 70年代會館走入末途，政府覺得會館

過去扮演很重要元素應該給予新的元素讓他發揮功能，當時部長還是副總理就召

集華人社團會館領袖尤其是福建會館的主席黃？？先生還有七大方言群（福建廣

東潮州客家三江福州）的領導一起開會討論召集一個全國宗鄉會館研討大會，100

多間會館代表出席建議成立新加坡宗鄉會館聯合總會來帶領這 300多家會館找

出新的方向方針。那次會議後的第二年就成立，主席就是黃先生，我們不算是會

館而是總會，我們是負責統合的角色，和政府溝通的角色，政府有訊息要傳達會

透過這裡。 

我們這裡包括七大方言全和其他會員團體，從剛成立的 60多間會員現在有 200

多個，在新加坡在註冊局裡登記的有 300多個，其中有很多是沒有地址或是找不

到的，目前還有在運作的應該有 200 多家，因為我們自己的會員有 204~205個。 

會館會員總數大約有 10萬左右，當然大會館會員比較多，像潮州會館是比較

大的大約有 5.6 千人，福建會館也好幾千人。我們平時和各會館會的互動主要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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帶領會館從事文化發揚華族傳統文化、語文活動，其他會館舊有功能像是養老金

助學金等還是有繼續頒發，他們也會辦打麻將給老人，我們也會撥資金給小的會

館。我們的資金來源都是靠自己籌款，一些大機構通常五年一次。最近我們換了

領導，黃退下他擔任 25年會長，現在還是由福建會館會長蔡天寶擔任會長，他

的團對和黃時期很不一樣，他有很多活動，這兩三年活動量非常大，三節活動，

但中秋節因為各會館都會辦活動所以我們不會特別辦中秋活動，我們不直接辦中

秋活動但在那個期間我們會辦華族文化的活動，辦各會館的表演節目湊在一起辦

一個演出。 

我們總會是一個民間組織，不由政府領導，沒有直接控制，這一兩年因為某

些的改變除活動量增加外我們金費上也向政府要求贊助，會長和政府部門長官關

係很好經常有溝通，政府給很大支持，每一項活動政府都給 60~80%的贊助，讓

我們減輕壓力不少。過去都是一項一項經費申請，但是今年開始有在談一年撥多

少錢資助活動不用這麼辛苦一項一項，但是一年還是要提一些活動出來，新加坡

財政部在這裡的管制很嚴，不會隨便發放錢下來要嚴格審計。給一向活動都要收

據呈上去不可以隨便給一個數目，目前口頭是一年給一百萬，但是你還是要有一

百萬的收據才可以請領，花不完的話第二批就不會給你太多。 

營運這樣一個總會一年需要的支出超過一百萬新幣，這裡員工超過十多個，

辦活動和其他費用都很大，一年大約有 30.40項活動，大型常態的活動一年就有

20幾項快 30項，再加上一些經常性的偶爾的小的活動。參與的人數大型會有幾

千人，春節估計有整百萬人次，是一個整整十天的活動，愛國歌曲大家唱也有幾

千人參加，端午節划旱龍舟也是好幾千人。 

我們透過民眾俱樂部合作去號召人來參加，近幾年和這些社區組織合作機會

比較多，跟他們合作在資金方面也會有資助。這一兩年辦活動的資金比較充裕，

之前因為靠自己籌募五年一次，所以資金比較僅不敢把活動辦太大。我們不太會

跟民眾募款主要是靠企業而且是新加坡的企業募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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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總會有義工沒有以個人身份成為會員的。但是新的領導進來剛剛修改章

程，要吸收『準』會員，就是一些非會館的會員，華人組織文化組織如果他們有

興趣加入半一些活動我們會吸收。 

我們過去比較保守一點，和海外的華人組織比較少跨出去，不過還是有一點，

比較多的是跟中國方面，主要跟中國海外交流協會，他們也經常來訪，我們比較

少過去。其他像是菲律賓.泰國擔任秘書處的東南亞各姓氏是團體聯誼活動我們

都有派人去參加，台灣也有派人參加，但是我們跟台灣的聯繫現在可以說是沒有，

但是台灣觀光局非常支持我們，一年有給我們好幾版廣告。我們的主編跟台灣觀

光局很好，他常去台灣採訪，常寫台灣報導。 

在過去，華人很需要依賴會館組織，但是現在不一樣，年輕人不需要了，所以

這幾年要看你這些會館能發揮什麼新的作用，從文化方面吸引年輕人參與，你要

搞活自己才能吸引年輕人。從成立到今年在這方面有很大改變，好多會館不斷注

入新血，很多領導人也在年輕化，都在 50歲左右，你要吸引 20~30歲的人很困

難，因為新加坡壓力很大，他不可能有時間參與社團工作，30幾歲又成家養孩

子，差不多要到 40歲這些人事業上有些成就後才會走出來服務社會。我看到這

些年會館活躍起來，辦的活動都是千人參加，這些年努力是有貢獻。 

我們偶而會和中小學合作辦活動，這一兩年比較少，只有象棋比賽，會館會

辦一些課程提升語文水平或認識中華文化的課，像福建會館在我們這裡開班，每

星期在這裡活動人數有 2000多人，提升讀華文朗誦詩歌演藝畫畫舞蹈都辦得很

成功，而且都是收費的，其他會館也在辦這些活動但他們沒有這麼大的地方。來

參與的都是來自各個角落，很多家長不會中文都希望小孩中文程度提升。 

會館除了教育和文化的功能，其他在凝聚族群和新移民融入也扮演重要角色，

現在新移民很多量很大，這些人占了 1/4，100多萬人，新加坡人非常不舒服，

物價也受影響，職業也受影響，他們不能融入新加坡的話新加坡人不會接受他們，

這是大的社會問題，政府希望我們有帶頭作用協助新移民，這些會館也是我們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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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的溝通，我們把訊息帶入這些會館讓新移民參與這些活動。因為有幾個新移

民組織在，所以新移民的參與狀況還算不錯。我們除了通過新移民組織外，還有

學生團體把這些人拉近來讓他們瞭解新加坡華人社團，他們文化與語言水平也比

較高所以有活動我們都會邀請他們來。 

以我們這些團體來說這些新移民跟新加坡華人相處都不時在強調要融合，不

管是透過雜誌還是什麼吸引他們進來，但是以我個人感覺新加坡人還是很不能接

受，主要還是差異存在，文化差異造成很多摩擦，表達方式不一，這需要相當長

時間來磨合。 

新加坡在文化融合上相對於其他多國家算是好的，但這是長期以來磨和的過

程，但這 100多萬人來的太突然，都在這幾年間，政府政策引導他們來工作定居，

所以來的太快，像是去年大選很多新加坡人就用選票去反對，雖然是失掉一個集

選區，但你要看總的投票，反對票有多少反對票接近一半，這才是比較嚴重的。

我個人感覺政府對於反對票接近一半做出很大的改變，官員也變得非常平民化，

這改變應該是好的改變。 

雖然我對台灣比較不瞭解，台灣政府可能很難用經費的控制團體，新加坡就

很少，新加坡人習慣這樣的生活，在 60年代建國前後有很多抗議活動，學生關

心政治很有激情，一下子就平靜下來，好像政治與我無關，我們政府的高壓政策

可能也嚇壞很多，像是許多左派入獄，之後就一直很平靜，現在年輕人都不關心

政治和社會問題只關心學業和工作。但是未來十年年輕人因為網路關係很敢言、

想法也很不一樣，政府也很怕，政府當然是希望平平靜靜，所以未來會怎樣也不

知道。這幾年政府對於言論和新聞控制我覺得還好，因為政府控制不了網路，他

們也不置於有政治的控制，對華文報跟政府大多有關係所以也相對友善。新加坡

是個小島國禁不起太大的動亂，所以執政者還是擔心的。 

教育水平高的人覺得新加坡很安穩，但是不是所有人都是這樣，尤其是新移民

進來新加坡人有很多怨言，做小生意的小型企業有很大競爭力，中國人進來膽子



226 
 

很大，他們可以隨便把東西壓的很低，新加坡人做不到，中國人會拿便宜貨進來，

新加坡人怨言很多，這些小案子政府根本沒辦法，政府叫你自己想辦法你必須要

想辦法跟中國人競爭，這當然也是去年這麼多反對票的原因之一，還有就是一些

看外來網路訊息。 

新加坡政府華人指導政策，把老一代華人和新一代結合在一起是肯定的，政府

會想很多辦法穩定下來，但是怎麼想怎麼做還在進行，目前還不清楚，政府和華

社現在的關係很好，我們準備成立『華族文化中心』，一個附屬宗鄉總會的華族

文化中心，目標是團結華人凝聚華人和其他族群外來新移民從是一些活動讓他們

參與，他很大作用在融合，協助新移民和其他族群華社處的更好。 

我們和 204~205 個會員除了一年一度的會員大會外，新領導人這一兩年內我

們多了非常多的交流，除了會長親自主持每個月的粥會，之後安排定期的分區交

流會，接下來應該會走訪各地加強共識。 

因為新加坡福建人占最多，我們不管怎麼去平衡和七大方言群的關係福建人

還是占多數，很多會館領導人也是福建人。 

中華總商會歷史很長，他們是商的我們是文化的，我們的關係還是很密切，

這是華人最高的兩個機構。他們歷史很久在財力人力當然都比我們強，我們一起

成立 CDAC是我們跟他們兩個一起合作創辦的。另外，華裔館也是我們創辦的，

我們也邀請他們進來成立一個分支，後來我們讓他獨立因為操作不一樣，現在歸

給 NTU，因為費用太大無法支撐，要靠學校去支撐。其他像是國家領導換屆或總

理總統上任我們都會組合作一個大型晚會。 

以前我們人力只有三.五個現在新領導增加到十幾個，其他人都覺得很不可

思議，這麼少人辦這麼多活動。我的角色是直接聽命會長，其他全在我的下面來

管理，我們也一直找不到合適的人來協助。來我們會館工作的人一定要懂雙語，

但是中文不一樣要寫的好，因為不可能要求他們寫的好，我們的文字是由一位蒙

古人來寫，我們目前新移民有兩位。 



227 
 

華文教育因為用不到，很現實的問題，學生覺得幹嘛學這麼辛苦，我們總會

是一直強調要學好中文，所以我們設獎學金.設基金，但真正有創意的計畫來提

升華文的很少，所以我們就把很多經費拿來做和提升華文有一點關係的活動，我

們盡量做但是成效很小，這和整個大環境有關。教育環境對於提升華文程度還是

有困難的，中間有一代人完全不懂華文，或是擔心跟孩子說華文孩子在學校跟不

上，父母心裡都是英文。 

總會通常是與政府的社會發展部（現稱：社會青年體育部，簡稱：社青體部

mcys）還有人口局，經費也是透過這兩個單位提供給我們。 

政府除了對華人以外對馬來人和其他族群也會支持，不論是經費還是其他方

面，他們有自己族群的組織，這些組織都是有宗教色彩的。政府會透過這些會館

和宗教組織達到融合的目標，說是控制還是什麼是見仁見智，但是其實就是要融

合。 

回到剛剛的問題，我們成立華裔館的目的，是那時候副總理吳作棟建議的，

他認為要有一個類似像華人的博物館一樣的地方去收集海外華人的資料，在什麼

場合我記不太清楚，那時候就有一個年會發動籌款，南大當時行政大樓空著，就

選那個地方，本來是想在市區，把總會跟華裔館放在一起，但總會搬這麼遠跟整

個會脫節所以就分開，我們第一任是找一位海外華人研究的女士潘？。現在我們

跟華裔館已經不會定期跟華裔館合作，只是派一個代表在裡面，偶而跟廖館長合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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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談:永定胡裕初前會長 

時間:2013/07/24 

   永定會館的歷史到今年是已經成立 93年了，當初成立是我們離開(下楊??)，

他們先過來這裡駐點有鄉親過來就照顧他們，後來有需要就成立會館，後來來的

人不是住在藥店就是在眼鏡行做工，後來獨立的他們就出來做生意，所以本地永

定人做藥材店的特別多。 

當初從永定來的客家人數量沒有正式統計，目前的會員大約是 500多接近 600

人，這幾年新會員比較多增加，大多是會員子女加入和永定的新移民加入，我們

的會員只收『永定人』，不過其他地區的人也可以參加我們的活動。我們不是『排

他性』，而是因為宗鄉會館，宗就是血緣同性是或是同老祖宗鄉親就是地緣性的，

我們永定就是地緣性的，而且永定是純客家縣，100%是講客家話的，我們的會員

上年紀的都會講客家話，我們的孩子會講一些或是不會講了。像在你們在台灣是

兩大分類四縣還有海陸，我們永定在台灣有好幾十萬，康師傅的魏家他就是永定

人，大家都是客家人但是在台灣他就因為時間過了好幾代本土化了所以比較模糊，

會以我是桃園或是其他地方而不會說我是中國什麼地方。 

我們新加坡是不到 200年，1819 也是很少，（潮家館）萊佛士登岸之前就有

了，但他今天已經關了。我的孩子是能說能聽，但是孫子還小以後我們還是會教

他客家話。過去三十年政府是排斥我們講方言，不管是廣東.客家.福建都一樣，

牽涉到我們是多元種族多元文化他不能讓某一個種族太強勢，華人用華語方言少

講，以前電視都有方言電台，現在都關掉了只剩下不到半小時的新聞，海南話.

福建化.潮州.客家.廣東，在廣播電台 958，958電台 98%是華語，我們傳媒 100%

是政府的，另一個是私人的但是今年四月他已經關了，因為聽眾太少。 

會館要在新加坡生存第一條件一定要有資產，不但是有資產他每個月還要有

收入，最低限度要有好幾千元，這些不需要籌募的經費，要拿來辦活動，不然常

常會有麻煩的。我們一共有三間產業，自用一間其他拿來出租，幾乎都在這一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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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胡文虎的隔壁都是永定會館的，都是胡文虎的後裔用便宜價格象徵性賣給我們，

胡文虎不是永定人，這三間本來是他的資產，70年代他要賣就給我們。每一年

的經費來源就來自這兩間租金收入，這些租金來來營運會館不但夠還有盈餘。我

們的經費完全沒有來自政府補助，新加坡的會館完全沒有政府補助，你不能做就

是關掉自生自滅，宗鄉會館聯合總會給我們經費是我們辦活動你可以跟他申請，

不過一般沒收入的小會館他會資助，但像我們中型的他沒資助你還會跟你要錢。 

台灣的客家組織經營都很辛苦，一部分來自國家一部分來自會員的會費，我

們新加坡沒這麼幸運，政府不會資助我們也不收會員費。不但不收會員費我們還

給會員服務，獎學金是一年一次，錢不多只是鼓勵性質，小學中學大學都有，大

學會比較多。還有我們每一年快新年的兩三個星期我們會有敬老，敬老從以前

20.30.60.80塊，這幾年超過 65歲的會員都有 100塊，以前只要是永定人我們

就給他，但是這幾年要求比較高，除了要是永定會館會員，還要他要親自來拿。 

我們跟會員的關係密切，凡我們舉辦活動都會用郵寄方式通知，參加大型活

動的比例都會有 180人參加，端午節會吃粽子，12點開始作客家小吃或是講座。

我們在辦活動上不太會遇到困擾，也比較年輕化，你可以研究一下我們的新陳代

謝，我上任以後一口氣加了 10個年輕人進來，他們都是新移民比較多，原會員

子女少一點，新移民 7個原會員子女 3個，年齡在 40歲以下 30歲以上。 

這些年輕的階層在會館擔任職務相對的比較少，可以說是沒有。辦活動時會

找他們但是相對困難，因為他們都有工作，男性大學出來要去當兵，之後工作成

家，等孩子大了他才有精神貢獻會館，像我過去 40歲之前也是對這些不聞不問，

但之後加入就欲罷不能。我自己參與了 20年，從基層開始作一直到會長，想要

年輕化所以我們會長一般是四年但我只要做兩年，加上生意和添了兩個孫子我的

時間就不能太多在外面，該放下的我就要放下，我現在就是副會長，去年卸下了。 

政府對會館按活動和會員間的行為都不干預，因為我們會館不會『反政府』，

不會搞示威這些，所以他完全不干預。會館是很自由的除非你宣揚邪教或是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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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這他肯定是會干預，新加坡好像也沒有這樣的會館，因為都是義務的，也

不是營利的。 

我們和新加坡其他會館還有海外會館的聯繫，凡是地緣性都會互相往來，像

是前兩年我們搞 90週年活動，我們就請印尼.緬甸.泰國.馬來西亞.台灣.中國都

有過來參與，平常互動比較少但是過來時會聯繫或過來坐坐，他們有活動也會打

電話來聯繫，我也都到過這些地方，永定會館台北也有，我們是各自獨力互不影

響，但是像是有一些大會，或是像永定懇親大會就在前三年在我們祖籍地永定搞

了三天，第二年到馬來西亞，再來又到永定搞。大型活動都能吸引世界各地鄉親

在一起。 

新加坡宗鄉會館的功能現在跟過去相比，已經完全是此一時彼一時了，當初

是真的為鄉親需要而存在，但現在因為民眾俱樂部，以前是在聯絡所，他功能就

大過會館，所以你如果沒有好好經營就凋微了，你沒有新的班底沒錢就關掉了。 

以前永定人最初時很集中，集中在這裡附近，以前胡文虎的藥廠，還有北京

街某大廈一帶，像我們這裡做藥材店或是五金店的，做這些跟原來在永定有點關

係，但是做藥材在永定原先是沒有，最主要是自己人來這裡做批發才做起來。 

我們一、兩年或兩.三年就會組團回去永定，會員向心力是越來越強，我們

去年搞旅遊，我們的出席率是 100%，大雨裡還是一樣。我們最主要是應會員需

要量身訂製的活動，從他們出發點作的，不因為會館需求而做。會員需要像是端

午傳統，來到這裡孩子有遊戲玩，來帶動孩子和小孩三代同堂一起玩。 

新加坡語言的意識比較強，不用擔心三代溝通語言的問題，因為華語還是可

以溝通，小孩子講英文華語都聽的懂，我們的遊戲就可以認識客家話，遊戲大多

用華語但是謎語用客家話，新移民的小孩比較喜歡這些禮物。 

我對於其他客家會館和他們與會員間的狀況，從客觀分析，每個會館傳承的

內容都不太一樣，本地最富有的會館就是茶陽會館，他們錢很多辦的活動很敢出

錢，一次上百萬的，像 7/8室內體育場就有籌款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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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發展上如果以後真的做不下去就是要關了，但我們其實最注重的是如何

傳承前人理想如何延續，我們每一年舉辦活動.端午.中秋.敬老.新春團拜.回家

鄉都能夠吸引他們，當然他們也要付出一點，我們每做一件事都不有所圖，跟旅

行社不一樣，內容像是去公園走走或是去農舍買東西，吃一餐這些都會花點心思，

不要太硬不會太辣，餐館也會給我們最好的菜和折扣，餐館也希望以後我們有慶

典可以幫助他們，是互利的。 

新加坡客家的天穿日，正月其中一天，吃年糕這些，這幾年都是家裡做一做

不會公開活動作，不過我們從初二開始新春團拜不同團體活動，各團體就會請來

請去很熱鬧。 

新加坡客家社團的會員，會員多就大那客屬總會當然就大，但像朝陽的會員

可能多過總會，要講財勢那朝陽會館的財勢更大，地方也比我們會館來的大，會

員就有 3000多，正確數目要問他，新加坡客家社團會員最多就是他，反而南洋

客屬總會沒有他大。 

我不知道跟新加坡客家同鄉聯誼會，宗會長我知道，私人有交情。 

新加坡人對客家人有沒有刻板印象是因人而異，所謂客就是寄人籬下，住久

了就為主了，當地人對客家人又愛又恨，他們愛是因為帶動地方興盛，恨就是我

們搶了他們飯碗，因為勤勞節儉，勤耕雨讀和教育我們也是很重視，但是新加坡

不會蓋敬字亭，沒有這個習俗觀點。 

我認為未來新加坡的會館功能會越來越弱，因為環境改變了，未來存在價值

除了傳承文化以外，就是交流，像工商業的交流。 

至於彼此的區分我們對外都是講客家人，但是對內分的很清楚，你是大埔.

梅縣.永定，但是現在年輕人已經漸漸模糊了，我們當然還是會盡量讓子孫知道

我們是來自永定，但你想歸想還是要實際上行動去強化，像有活動或是影片帶他

們回鄉去看看不然也會失去掉。 

我們的刊物是不定期的，每個會長最少都一本，內容一般都是國內永定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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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或是永定諺語典故，我們會寄給董事，一般會員要的話打電話來我們再寄。 

行政人員分兩部分，執行秘書一位，清潔工一位，其他是董事，董事是不收

薪的義務的，實際上領薪水的只有一位到兩位，茶陽會館比較大會比較多，我們

就是義務的免費的，你要領薪水就要作執行秘書。 

   今年十一月初我們會出一個刊物，前年也有出，我手上有前年刊物可以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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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訪者:南洋客屬總會 

時間:2013/07/29 

    我們 80周年出了一本客家食譜，裡面有新加坡最著名的一道菜，可是台灣

沒人知道這道菜，後來我們發現台灣客家人都是六七代以上，而這道菜是最近的

特色菜，只有一兩百年。 

    我們這裡的客家學術活動不能跟台灣比，黃賢強老師做了一個很好的開端，

有一年他把他碩士博士生做一個專題研究，有一本廣西社科大學出版的新加坡客

家。 

    我本身是第五代，但我ㄧ開始不是在新加坡，我跟利亮時有合作一本消失的

德光島，這是新加坡外為最大島，客家人占華人人口 60%，潮州人 30%左右，所

有潮州人都會講客家話，幾乎在那的華人都講客家話，但後來變成軍事訓練營，

人就移走了，因為那裡發展相對落後，年輕人出來本島唸書就沒有再回去了。那

裡的人口還是什麼我這裡沒有，你可以去找利老師，中文版我雖然是合作但沒有

掛名，英文版有掛名。這不是用會館發行的書，我在客家會館裡面活動，一開始

基地是嘉應州會館，梅縣，到現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時他又把這五個加上原來大浦

豐順都進來梅州市變成七個地區。 

    這些地區的客語還是有一些差別，像吃飯發音就不太一樣。五屬和大埔差別

不大，跟豐順就有一點差別，跟永定差別更大，有時候永定老一輩講客家話我都

聽不懂。發音會有這麼大的差別我們現在沒有人可以從事研究，但有一位在國大

任職的鐘榮富，他有做一些書但沒發表，還有客家館有一位顏某，他研究的更專

一點，在黃賢強的新加坡客家有一篇客家語音。新馬作新加坡研究的不多，何炳

彪跟我都是被拉進來作客家，何炳彪因為茶陽比較有錢，他們有雄厚基金會和地

方，他提議有客家文展覽館和客家文化研究所，收集很多世界客家研究的書，但

他們也有一些困難，因為沒辦法把數據上網，年輕人懂電腦的很多但是你叫他去

整理他們不願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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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創辦背景是由很多各個小地區的會館之後大家覺得要有一個總會，我門的大

招牌是南洋，把泰國.印尼都放進去，當時是 1929就由當時的胡文虎，但真正在

推動的是應和會館和豐永大公司這兩個創會最主要的社團，先有屬會才有總會，

新加坡獨立後因社團法人不允許超出新加坡範圍，所以南洋不能吸收非新加坡。

我們開始本來是有統籌意義，後來還有華樂團、合唱團，我們客屬總會真正的活

動有華樂團跟合唱團這兩個。我等一下再把會訊給你這兩本有活動，每年都有演

出。演出團體都是我們會館本身，由我們會館津貼他們的活動。 

    會務運作有兩位正副執行秘書，劉小姐和黃先生，這兩位是 full time。我

們有會長和很多副會長，這些都是自願的。我們會有規定會長只能連任兩次一次

兩年，我們現在的會長還要忙自己的事業，每星期天還是會進來辦公，最近我們

把卡拉 ok活動恢復，也是在星期天下午我們把門關起來影響不會太大，會原來

的話會比非會員便宜一點。 

    我們的會員有 2000人，但大會有 100個出席就算是很踴躍了，我們和這些

會員的聯繫作的比較差，但是我們和屬會的聯繫作的比較密切。我們有 24個屬

會，應和.茶陽都是，有活動我們會聯合他們，最近八年我們也負起客家山歌的

推廣工作，在某秘書處，以前是每年一次由各屬會輪流主辦，主辦前要出多一點

組織能力要強一點，目前有固定在唱客家山歌的有應和.茶陽.豐順會館，其他就

不固定。 

    入會要繳入會費，以前是 30現在是 100，茶陽活動多所以比較貴。客總沒

有什麼獎學金給會員，我們主要是為屬會服務，盡量統籌客家文化活動，我們雖

然是老大但是不能干涉其他會館內部。我們是一個中心一樣，我們只能成為新加

坡客家會館的中心。 

    我們運作經費從這邊進來的我們自己用，隔壁三層樓的從那邊出去，我們是

業主主要是靠租金收入。我們會長上任後恢復敬老金，一年 60元只要你是客家

人士不管你是哪個館會員，已經發三年了，由董事認捐。運作我們總會經費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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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算籌募項目例常的不需要五十萬。 

    我們會請屬會協辦，像八十周年我們用了一個大的美食請各總會提共攤位，

最近茶陽也搞一個美食節，雖然他不是總會但我們支持他。台灣客家同鄉聯誼會

不是我們屬會，我們也沒聽過，但鐘世達先生我們認識。 

    在新加坡會館要生存有自己的資產是非常重要的，永定有自己的建物，雖然

沒有出租但至少不用付租金，茶陽大埔基金很雄厚，應和會館有自己建物還有一

個 20層高公寓在出租，現在要還錢給銀行等他還完財力跟茶陽差不多了。 

    政府並不會給予會館經費資助，我們要自己去募款，尤其是有慶祝的時候我

們會向各界客家人，企業募款，益華百貨公司，印尼某華人也捐錢，我們會館的

資金算是充裕的。有一些比較小的會館經營就比較困難，應和會館下面有五個屬

會，梅焦平自己有一個單位所以沒問題，??武術公會有一個單位自己用一半其他

出租，家喬同鄉會??(聽不清楚會館名稱 參考書面資料的屬會資料)他是靠墳山

放骨灰，他是豐順永慶大埔，豐永大靠這個就沒有經費上的問題，他們要把這附

近他們的一快地發展成一塊空地，所以他們以後也是有錢的。豐順也有自己的建

物，自己用一樓二三樓出租，永定也是有實際情形你要自己去確認，因為有些人

說他們是靠自己。應和在附近但現在地鐵在蓋所以他地基有問題，所以我們不在

那裡做活動，他當時學校和會館同時存在，樓上是學校，樓下辦公室有一半是學

校應新學校。惠州會館兩層樓建物是自己的，他們要裝修自己在二樓樓下出租，

廣西高州??是三層樓樓下出租樓上自己用。這些是比較大的，其他小的很難維持。

我們也不會撥經費給這些小的會館。 

    茶陽大埔會館.大埔同鄉會社，這些都跟茶陽大埔會館有關係，他們是不滿

會館或被排擠分支出去的，他們經費就是靠其他人捐錢，惠州現在有一批人也出

來成立海陸豐，最近會有一個大的慶祝會，海陸封有潮洲和客家人所以也不是純

客家會館，有一個很有名從大陸來的鐘??他說他是潮州人。 

    宗鄉總會是政府找他們，是政府要他們成立的，他們發現會館早期功能已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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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了，只剩鄉親。以目前新加坡宗鄉總會狀況，新加坡政府認為還是有用的你們

可以保持中華文化沒問題，這是中華文化但是不強調客家文化。我們希望另外籌

錢成立中華文化中心，政府不告訴你多少但是你籌到一塊我給你一塊。華裔館和

宗鄉總會沒有關係，你跟廖博士再做一下確認，華裔館是民間組織要成立一個組

織，當時黃祖耀先生就被拉進去董事會，華裔館除新加坡還有泰國曼谷還有菲律

賓印尼這些華人僑領，董事會還存在，不只是新加坡，王賡武是主席。我知道王

教授是因為我自己是民間組織新加坡亞洲研究學會成員，王教授跟他們關係很

好。 

    我們跟海外的都沒有固定聯繫，但我們辦活動會請他們來，像 80周年會慶

和第 13屆世界客家聯誼會。 

    會館功能連絡鄉里功能還在但是找工作介紹功能已經消失，辦學校也消失了，

辦小規模醫院也沒有了，墳山也不存在。 

    現在發展上的困難年輕人斷層是真實的，我自己就是例子，我還在工作時我

們有參加會館，我也是退休後沒有工作後才參加，現在會員 2000人年輕人站的

比例大概在兩成到五成之間，我們有屬會董事會選舉，屬團可以委派代表進來，

大家有共識盡量派年輕人進來，40歲以下幹部是沒有的。董事會不到五成是年

輕的。 

    把年輕人找進來當然很重要但是真的沒辦法，我們有共識至少有足夠經費也

不會有人想要把會館毀掉。很多會管都有在發獎學金，茶陽每年都發應和也是豐

順永定也是，茶陽一年大概十萬，應和三萬，客總完全沒有，因為這不是我們業

務重點。 

    會館之間的確有存在競爭關係，我們看會長的年紀(58:00 後來去看資料所

以沒有錄到音)這也是很好玩的地方，我們這裡名很多人要但是工作很少人做。

我們執行編輯顧問很多但沒人做工，為何我們把執行編輯排在主任前面，因為我

和另一位工作最多。這本書能夠出來我跟鍾榮富教授起了很大作用，我有構想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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鍾教授有經驗，鐘教授可以寫故事沒故事也可以編一個，這本書我們有些也查不

出真正的原因，這故事正好說明為何?這道菜沒傳到台灣，因為台灣大埔人先離

開原鄉，這有中英文對照因為下一代步看中文了。 

    我的女兒能講客家話，因為我母親跟我們一起住，我太太潮州人我跟她是講

華語，我孩子的時候不講方言，新加坡客家人一般都能講華語，客家是古漢語的

分支，音相近，像廣東就差比較遠。 

 

 

 

 

 

 

 

 

 

 

 

 

 

 

 

 

 

 

 



238 
 

附件 出國報告（出國類別：考察） 

 

 

 

 

 

海外客家社團的變貌－ 

以新加坡為例 
 

 

 

 

                  服務機關：國立台灣大學客家研究中心 

                  姓名職稱：陳昌宏特約助理研究員 

                  派赴國家：新加坡 

                  出國期間：102/07/22~102/07/31 

                  報告日期：102/1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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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台灣的客家社團雖然成立超過三十年，期間也在各地方開枝散葉，但是對於

客家認同的維繫與深化卻始終存在一定的困難。作為海外客家集散大本營之一的

新加坡與馬來西亞，從十八、十九世紀以來就已經有許多客家社團的成立，此外

新加坡的建築業、當鋪業、白鐵業和製衣業、製鞋業幾乎都由客家人所包辦。由

此可見客家人在新加坡相當活躍，且對華人族群和當地社會的影響相當大。新加

坡的客家人為了能夠聯絡族群情感，發揚客家文化，同時協助南來的客家鄉親早

日適應南洋生活，因此陸續成立了許多以『移出地』為命名的客家社團，一望便

能了解是來自中國大陸何地的客家鄉親，對於凝聚宗鄉情感有極大的幫助，對於

出門在外的客家人更有生活扶助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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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目的  

臺灣的客家社團雖然成立超過三十年，期間也在各地方開枝散葉，但是對

於客家認同的維繫與深化卻始終存在一定的困難。作為海外客家集散大本營之一

的新加坡，從十八、十九世紀以來就已經有許多客家社團的成立，此外新加坡的

建築業、當鋪業、白鐵業和製衣業、製鞋業幾乎都由客家人所包辦。由此可見客

家人在新加坡相當活躍，且對華人族群和當地社會的影響相當大。 

黃賢強在其所主編的《新加坡客家》提到： 

新加坡是個多元種族、多元文化的國家。根據 2006 年的統計，

華人佔全國人口的 76.2%，閩南人最多，其次為潮汕人、廣府人、海

南人和客家人及其他華人。客家人在新加坡華人中屬於少數族群，在

1881~1947 年間，佔華人總數 4.6~7.1%。儘管客家人人數比不上其他

族群，但其在新加坡的作用與影響力卻並不因此減弱。(新加坡客家, ，

2007) 

上述的概念都提到了一個重要的事實，新加坡的客家族群不以人數取勝，

但是在影響力方面卻展現了超越人數的限制，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原因便是這些廣

建在各地的會館，因此在研究上特別具有意義，本研究的動機在於為何在華人群

體中一個不算多數的族群卻能發揮超過人口比例的作用？客家族群與社團在東

南亞發展的過程中扮演哪些角色？其在政治與經濟方面的表現為何？這些客家

社團的發展經驗可以提供臺灣發展客家社團什麼樣的參考？ 

 

二、過程 

本計畫探討客家社團之發展經驗，其中包括客家社團的內部組織，從最上

層的核心領導、中間幹部到一般會員，透過族群網絡的方式進行各種活動，包括：

宗親與祭祀活動、政治動員、祭祀公業與公眾活動等。這些活動可能是和華人文

化有關，也有可能是純粹的慶典活動並結合西方節日，新加坡西化尤為嚴重，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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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相關的活動舉辦可能是中西合璧，臺灣的客家社團則多是以傳統文化節日來進

行，若是將這些活動的舉辦與參與看成是對政府或社會的族群意識強化，那麼其

極有可能影響族群政策、其他族群認同或這些各種透過族群網絡動員的活動對客

家族群在當地造成某些程度的影響。 

     本計畫先後拜訪了新加坡客家社團的多位幹部，過程中探討關於新

加坡華人社團的運作與現況，有的幹部詳述從成立過程到現在的發展，例

如南洋客屬總會的林總幹事就表達在新加坡經營客家社團的甘苦，既沒有

政府的掖助資源，社員有時參與意興闌珊，要喚起他們的熱情十分需要進

行活動的設計。其他客家社團也有類似的情況，因此，想盡辦法吸引社員

來參與活動是社團幹部必須絞盡腦汁要致力的事情。 

 

表 行程與拜會對象 

日期 行程 備註 

102/07/22 台北-新加坡 出發 

102/07/23 南洋客屬總會 拜會林主任秘書 

102/07/25 永定會館 拜會幹部兩位 

102/07/26 茶陽會館 拜會何主任 

102/07/28 應和會館 拜會王執行長 

102/07/30 豐順會館 拜會徐秘書 

102/07/31 新加坡-台北 返台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三、心得 

「會館」是東南亞地區華人族群作為聯繫彼此並且作為思鄉的一個重要憑

藉與工具。各方言群或族群最初成立會館是為了團結族群力量，同時協助族人能



242 
 

在當地安居樂業。但是由於新加坡過去長期被英國殖民，英國對於新加坡採取特

殊的管理政策使得這些宗鄉會館發展成為照顧同鄉之人生、老、病、死等人生大

事各個環節的安全網絡，同時也更是親情、鄉情與事業聯繫和信用網絡。1965

年新加坡獨立建國後，政治環境大為改變，華族會館除了原先的功能之外，也推

動和發揚華族文化與傳統。 

    華族會館在新加坡歷史發展過程中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除了聯繫情感的功

能外，更發揮了安定人心的效果，尤其對於南來的華人而言，如何能夠安下心在

海外打拼，會館的重要性不言可喻，此外，對於剛到海外謀生的華人而言，會館

除了是宗親、地域性的組織外，有時還具備「就業服務站」的功能，幫助還未找

到工作的同族鄉親找工作。這樣具備「生理」與「心理」雙重重要功能的會館，

在海外華人奮鬥史上發揮極為重要的功能。但是學界早期對於會館的研究有些缺

乏與不足，甚至在新加坡建國前後才有人開始研究新加坡的會館或客家，顯示宗

鄉會館的議題在當時的時空背景下並不被重視，某種程度上而言似乎把會館的存

在當成理所當然的事。
40
圖 3-1顯示了新加坡的主要會館間的關係及成立年代，

從圖中可以發現會館的成立是以族群和區域來區分，隨著年代推移也會進行改變，

同時會館間也有橫向關係，在會館中也有類似總會館的南洋客屬總會存在。 

 

四、建議事項 

（一）未能完全找到合適的受訪者。  

作法：尋求該會相關資料輔助。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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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民間社團讓長期經營，除了需要熱情的幹部和熱心的會員支持外，政

府的輔導與補助也十分重要，新加坡的客家會館雖然沒有政府明確地在經

                                                      
40
 有關新加坡客家研究的敘述，請參閱黃賢強、高源〈新加坡客家研究綜述〉，黃賢強主編，《新

加坡客家》，（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7），頁 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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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上挹注，但是政府辦理各項華人慶典活動，客家會館都會響應爭持，並

且努力配合辦理，因此，在官方背書與民間支持的情況下，客家會館找到

持續生存的合理性空間。  

（四）新加坡和馬來西亞關係密切，新馬華人互動頻繁，許多會館之間也都有定

期合作的關係，因此，本研究未來可以延伸到馬來西亞，方可了解馬來半

島客家會館的全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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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計畫五 

客家地方特色食品的形成與地方發展： 

以公館紅棗為例 

計畫主持人：賴守誠 

壹、前言 

    食物自古至今是人類生活經驗中甚為根本的重要部分。自 1980 年代以來，

食物所潛隱帶有的社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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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ck, Giddens and Lash, 199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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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烹調、族群食物以及與特定階級關連的食物，都是在地方性的網

絡內──而且愈見增長地是在全球性的網路內──被生產。藉由持續增加在食物生

產者與消費者之間所存在的物理與社會距離，農業工業化的趨勢，事實上逐步威

脅了連結消費者與其餐盤間傳統的文化聯繫(Fischler, 1988)。不同的食物運動經

常以直接或間接的形貌反映這樣的焦慮。購買、烹飪與享用食物的實踐，是我們

每日生活的基本特徵，這整個的食物活動再製了身體與認同。這些視之理所當然

的實踐，幫助我們理解我們的世界與我們自己。食物提供基本滋養，但也顯示重

要意涵。人們在攝取非一般日常生活的食品時，所獲得的滿足不只是生理上的，

同時在社會性，心理性以及美學等等中也獲得了滿足；特色食品或特產在食品研

究當中是重要的，因為特色食品在後現代社會中往往被轉換成一種「展示活動」，

特色食品文化也作為一種活化傳統，即將傳統進行當代的商業化。而這種特色食

品文化商業化的過程與（鄉村）地方發展結合變成當代社會實現各種經濟目標極

為關鍵的機制(Tellstrom et al., 2005: 346)。 

    帶有族群色彩與地方特色的客家特色食品近三十年來在臺灣崛起風行，自

1990 年代中期起，客家地方特色食品在客族形象與客庄地方意象的塑造上扮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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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益明顯的重要角色，並逐步與地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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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資產與策略工具。在此，作為族群飲食顯著代表的客

家地方特色食品也因此成為新型態飲食文化運動與地方社會發展的基礎。本研究

以一個客家地方特色食品網絡形成的個案──公館紅棗──為例，通過內生性地方

發展與特色食品文化經濟運作的新理論視野，對臺灣客家地方特色食品網絡與地

方發展間關係之建構、維繫、發展、與影響的機制提供社會文化層次的瞭解。主

要運用對客家地方特色食品之生產者—消費者—中介者網絡的核心群體進行訪

談，並對主要報紙相關報導進行內容分析與論述分析，以期瞭解主要涉入客家特

色食品的各個網絡群體，在公館紅棗被建構成為客家地方特色食品的基礎上，如

何通過各式勞動的投入對地方發展新模式扮演促進引導的重要角色，並企圖闡明

特色食品網絡如何通過地域意像構連與食物品質建構此兩關鍵層面的聯繫，對客

家地區的新型的經濟、社會文化與環境發展帶來關鍵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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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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館紅棗相關出版品的蒐

集與記錄  

2.公館紅棗的相關出版品的

內容分析與論述分析 

 

25% 

（50%） 

1. 公館紅棗相關出版品的蒐

集與記錄 ■是□否 

2. 公館紅棗相關出版品的內

容分析與論述分析 ■是□

否 

 

6月 30日 

7月 

至 

9月 

1.公館紅棗與地方發展的實

地訪問調查 

2.公館紅棗與地方發展的主

要相關人員訪談 

 

25% 

（75%） 

1. 公館紅棗與地方發展的實

地訪問調查■是□否 

2. 公館紅棗與地方發展的主

要相關人員訪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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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客家地方特色食品的形成與地方發展： 

以公館紅棗為例 

經 費 項 目 核定金額 實支數 說明 

人事費 110,000 110,000 主持費每月 10,000 元，共 11 個月。 

業務費 219,280 219,280 

聘用臨時人員執行本計劃相關工

作，包括深度訪談、彙整資料、編碼

及其他相關事務…等，以及雜誌檔案

及網路搜尋取得資料之付費、碳粉

匣、儲存碟、錄音筆及紙張文具等耗

材。 

雜支 30,720 30,720 

郵電、影印裝訂、打字編排、編碼、

文具用品、交通費、誤餐費及其他相

關雜支。 

管理費 40,000 40,000 

依本校規定編列本分項計畫經費之

10%。內含：(1)主持人健保補充保費

10,000 元/月 x 2%=200元。200元

x11月=2,200元/月;(2)臨時工健保

補充保費 17,440元/月 x2%=349 元。

349元 x11月=3,839元/月。 

合計                                                   400,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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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檢討與建議 

一、成果效益 

1. 辨明在 1961 至 2011 年間，臺灣的主要報紙媒體如何藉助特定意涵準則與系

列呈現手法(convention)的組合運作，將公館紅棗的品質特色建構展現，又

如何與公館地區的地方發展發生關連。 

2. 明瞭積極供給公館紅棗的各種不同類型產品的相關業者，在公館紅棗被建構

轉換成為客家地方食物特色食品的過程中，如何扮演推動促進的關鍵角色；

釐清涉入提供公館紅棗相關論述與活動的各種類型不同的文化中介者（包括

農業產品的推廣人員、地方產業文化工作者等），在公館紅棗被建構轉換成

為客家地方特色食品的過程中，如何扮演推廣轉介的關鍵角色；瞭解投入的

各種不同類型公館紅棗產品採買與食用的消費者，在公館紅棗被建構轉換成

為客家地方特色食品的過程中，如何扮演支持確認的關鍵角色。 

3. 明白對公館紅棗此地方特色食品網絡形成居關鍵地位的生產者—消費者—

中介網絡如何與公館地區的地方發展形成系列的連結，以及對公館地區的地

方發展帶來何種影響。 

二、建議事項 

1. 進行田野訪調之主要研究地點為大眾交通運輸系統不便利之處，在訪問過程

中，交通安排需仰賴非傳統大眾運輸方式 (如計程車、機車) 。建議爾後交

通經費之核銷可以更彈性的實施。 

2. 因單次通勤田野研究地點之時間成本高，能以進行長期駐點進行研究之方式

較為適宜。通過地方組織支援，協力尋找相關合適的住宿地點是最為適宜田

野研究進行的方式，建議駐點調查之核銷經費可更彈性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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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結論 

(一) 「公館紅棗」的報紙呈現與食物品質建構 

在地方意象與飲食品質方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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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烹調文本。也因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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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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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館紅棗在報紙品質呈現除傳統對紅棗藥用功能的強

調外，伴隨著地方觀光與休閒旅遊的愈趨興盛，紅棗種植的自然環境與氣候時節、

紅棗特色加工產品、紅棗烹飪與料理等面向的特質也成為報紙媒體對公館紅棗最

主要品質面向的著重。 

(二) 客家特色食品網絡可促進地方經濟資本 

客家特色食品網絡的建立，重新組構地方農產食品生產與中介的相關網絡（社會

資本），強化客家地方的經濟收益與就業福祉，並促進創建客家地方農食經濟的

新體制。公館紅棗棗農約有 80 人，每年創造約一億元的產值；在紅棗加工產品、

餐飲料理與旅遊活動的提供，約有 150 人的就業投入，可進一步創造每年約一億

五千萬元的產值。公館紅棗特色食物網絡的重新創建與組構是公館新地方發展實

踐浮現的潛在重要機制。對公館紅棗相關產品的生產者來說，其涉入新型式的食

物網絡提供在農業場域與鄉村地區保留更多增加價值的可能性，它們蓄足潛力得

以移動食物生產遷離其「工業化模式」產出，並打破冗長、複雜、及理性組織化

的工業式生產鏈，同時幫助公館地方維護收入及就業程度。 

(三) 客家特色食品網絡可強化地方文化資本 

近年浮現的客家特色食品網絡的一個關鍵的特點是該特色食物網絡之再社會化、

或再空間化食物的潛在能力。再空間化意指重塑或縮短食物生產與消費使用的距

離，再社會化意味著創造出介於食物生產及消費間的新交互關係。新特色食物網

絡能夠成為創造農業與社會之間更有效連結的一項重要工具。公館紅棗的食物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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絡帶動消費者更為接近他們食物的源頭，且在許多情況下涉及了公館農友與他們

紅棗產品的終端使用者或消費者更為直接的接觸聯繫。新近浮現之公館紅棗的特

色食物網絡因此能夠讓消費者以他們自身的知識、經驗、或所感受到的意象為基

礎，針對紅棗相關食物產品的可欲特性與品質特徵做出不同的價值判斷。通過這

樣品質建構的過程，公館紅棗所承載的多樣但可能強烈的意義，能使消費者脫離

既有主流食物網絡並與不同型態的公館紅棗特色食物網絡連結。以公館紅棗而言，

其所農業產出或加工產品多由它們生產所在的地域或是特定的傳統（如客家文化）

所界定；且他們提供農家及/或地域的意象作為品質一個來源。在這裡，在農業

生產與鄉村文化、文化地景與地方資源之間，一個更為直接的連結隨之產生，也

強化了地方文化資本的創造、使用以及開展。 

(四) 客家特色食品網絡其促進生態資本仍有待提升 

以族群文化與地方資源為核心特質的客家特色食品網絡的建立與延續，有更大的

潛力來回應社會公眾對自然保育、景觀維護、物種多樣、環境永續等生態品質的

關注。但這些自然生態資源的品質無法在單一產品的層次上被生產，它們需要同

時從物質與社會兩者角度之區域性尺度的來進行，也因此面臨更龐大且更複雜的

挑戰。以公館紅棗的案例而言，近年來公館農會所收購的紅棗逐漸將生態性或自

然性特質作為紅棗系列產品（含鮮果、棗乾及後續加工的相關產品）最主要的品

質訴求，並且以此品質特質要求地方的農業勞動投入者朝向自然與生態的品質面

向（安全用藥、無毒、產銷履歷等）進行農業生產。但公館地區多數紅棗相關產

品（特別是加工產品）在自然生態與環境保育此品質面向的關注，仍是處於低度

發展的狀態。提升農食產品其自然與生態的品質意味著學習、交換、合作與協力

的過程，因此永續客家特色食品網絡的建構需要地域性的共力協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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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研究成果全文 

客家地方特色食品的形成與地方發展： 

以公館紅棗為例 

計畫主持人：彭文正 

中文摘要 

帶有族群色彩與地方特色的客家特色食品近三十年來在臺灣崛起風行，自

1990 年代中期起，客家地方特色食品在客族形象與客庄地方意象的塑造上扮演

日益明顯的重要角色，並逐步與地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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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資產與策略工具。在此，作為族群飲食顯著代表的客

家地方特色食品也因此成為新型態飲食文化運動與地方社會發展的基礎。本研究

以一個客家地方特色食品網絡形成的個案──公館紅棗──為例，通過內生性地

方發展與特色食品文化經濟運作的新理論視野，對臺灣客家地方特色食品網絡與

地方發展間關係之建構、維繫、發展、與影響的機制提供社會文化層次的瞭解。

主要運用對客家地方特色食品之生產者—消費者—中介者網絡的核心群體進行

訪談，並對主要報紙相關報導進行內容分析與論述分析，以期瞭解主要涉入客家

特色食品的各個網絡群體，在公館紅棗被建構成為客家地方特色食品的基礎上，

如何通過各式勞動的投入對地方發展新模式扮演促進引導的重要角色，並企圖闡

明特色食品網絡如何通過地域意像構連與食物品質建構此兩關鍵層面的聯繫，對

客家地區的新型的經濟、社會文化與環境發展帶來關鍵的影響。 

 

關鍵詞：客家地方特色食品、地方發展、公館紅棗、特色食品網絡、文化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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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食物自古至今是人類生活經驗中甚為根本的重要部分。自 1980 年代以來，

食物所潛隱帶有的社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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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ck, Giddens and Lash, 199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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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烹調、族群食物以及與特定階級關連的食物，都是在地方性的網

絡內──而且愈見增長地是在全球性的網路內──被生產。藉由持續增加在食物

生產者與消費者之間所存在的物理與社會距離，農業工業化的趨勢，事實上逐步

威脅了連結消費者與其餐盤間傳統的文化聯繫(Fischler, 1988)。不同的食物運動

經常以直接或間接的形貌反映這樣的焦慮。購買、烹飪與享用食物的實踐，是我

們每日生活的基本特徵，這整個的食物活動再製了身體與認同。這些視之理所當

然的實踐，幫助我們理解我們的世界與我們自己。食物提供基本滋養，但也顯示

重要意涵。人們在攝取非一般日常生活的食品時，所獲得的滿足不只是生理上的，

同時在社會性，心理性以及美學等等中也獲得了滿足；特色食品或特產在食品研

究當中是重要的，因為特色食品在後現代社會中往往被轉換成一種「展示活動」，

特色食品文化也作為一種活化傳統，即將傳統進行當代的商業化。而這種特色食

品文化商業化的過程與（鄉村）地方發展結合變成當代社會實現各種經濟目標極

為關鍵的機制(Tellstrom et al., 2005: 346)。 

帶有族群色彩與地方特色的客家特色食品近三十年來在臺灣崛起風行，自

1990 年代中期起，客家地方特色食品在客族形象與客庄地方意象的塑造上扮演

日益明顯的重要角色，並逐步與地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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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資產與策略工具。在此，作為族群飲食顯著代表的客

家地方特色食品也因此成為新型態飲食文化運動與地方社會發展的基礎。本研究

以一個客家地方特色食品網絡形成的個案──公館紅棗──為例，通過內生性地

方發展與特色食品文化經濟運作的新理論視野，對臺灣客家地方特色食品網絡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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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發展間關係之建構、維繫、發展、與影響的機制提供社會文化層次的瞭解。

主要運用對客家地方特色食品之生產者—消費者—中介者網絡的核心群體進行

訪談，並對主要報紙相關報導進行內容分析與論述分析，以期瞭解主要涉入客家

特色食品的各個網絡群體，在公館紅棗被建構成為客家地方特色食品的基礎上，

如何通過各式勞動的投入對地方發展新模式扮演促進引導的重要角色，並企圖闡

明特色食品網絡如何通過地域意像構連與食物品質建構此兩關鍵層面的聯繫，對

客家地區的新型的經濟、社會文化與環境發展帶來關鍵的影響。 

 

貳、臺灣客家飲食、地方特色食物網絡與品質建構 

一、臺灣客家飲食與內生性地方發展 

在臺灣現代消費文化的脈絡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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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地位的同時，臺灣客家飲食近二十年來，逐

步成為兼具獨特文化特質與地方經濟特性的現代飲食運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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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僅「客家飲食」成為臺灣社會大眾對客家族群特質側面最主要的認知意

象，客家地方特色食品也在客族形象與客庄地方意象的塑造上扮演日益明顯的重

要角色，客家地方特色食品網絡更逐步與客家地區的經濟、社會、文化與環境發

展相結合，甚至進一步成為推動新時代客家地方發展的關鍵資產與策略工具。在

新興農食體制與社會發展的架構下，逐步浮現的客家地方特色食品網絡除了是客

家飲食運動發展其核心環節的當代體現外，更愈漸重要地成為客家地方發展其新

型實踐的關鍵機制。 

地方特色食品（或地方特產）的核心特徵正是在與地方所建立的系列連結的

特性。在這個基礎上，我們可以由三個面向去探討特色食品的定義，分別是社會

文化、地方永續性以及行銷經濟，這三者之間是彼此互相有所影響的，如圖一所

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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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社會科學了解特色食品的三個面向(Tregear 2001) 

 

首先在社會文化方面，在食品以及地域的連接有很大的部份是在於社會文化

方面的連接，而社會文化主要是由於人類的行為所影響，所以文化傳統對於食品

以及地域的連接與自然的物質影響是同等重要的，因此特色食品可以被認為是一

個區域的文化特有傳統；在行銷經濟方面，地域的特性是一種為產品增值以及產

生差異性的工具，這種工具是時常受到不同的行動者所使用；最後在地方永續性

方面，特色食品對於鄉村地區的發展是有著貢獻，特色食品在區域進行一系列的

程序，使的區域可以在當地的交換網絡中保有自身的永續性(Tregear, 2001: 2-4)。 

為了能夠重建地方經濟、凝聚地方意識，地方發展的議題逐漸圍繞在以既有

資源重新整合農產品與觀光業的策略上(Hall & Sharples, 2003: 2)。其中飲食一直

以來被用以建構地區及國家的簡約原型(stereotype)。做為地區意識的實踐，飲食

同時也能夠被地方所用。尤其在鄉村面臨失去傳統價值而急於尋找新出口之時，

地方能夠藉由肯定特定食物的代表性與獨特性，作為宣告發展策略的定位

(Murcott, 1996)。因而，重建在地知識或創造新興技能以能振興活絡地方經濟，

地方特色食品的建構與發展成為當代地方內生性發展的重要部分。 

包括臺灣社會在內的全球各個不同社會，近二十年來所顯現的對地方社區運

作的日益關注，與日益強化的全球化過程所結構的世界中，有著越來越強的地方

政治著重有著相當一致的趨勢。地方社會運動學者，也是知名的資訊社會理論家

柯司特(Manuel Castells)指出，這基本上是因為主動性(proactive)運動及政治（如

勞工運動、政黨）在對抗經濟剝削、文化支配、政治壓迫上遭遇失敗，「使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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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別無選擇；若不想放棄，就得以構成自我肯定與自治組織最直接的來源─地域

性(locality)，作為基礎進行反抗。這也就是為什麼在日益強化的全球化過程所結

構的世界中，有著越來越強的地方政治」（夏鑄九等譯，2002:69-70）。地方社區

的抬頭是資本主義系統全面深化的抵禦，也是現代化趨力的強勁迫擊的反彈，在

此背景基礎上，出現了「內生性地方發展」的新典範。 

「內生性地方發展」(ERD)是一個有關適切發展、地方更新以及一個多功能、

後生產鄉村地區的新典範、新哲學與新世界觀。內生性地方發展也是一個多面向

的概念、「多重層次、多重行動者、多重琢面的過程」。內生性地方發展被以各種

不同的方式稱之為「內生的」、「由下而上的」、「參與式」或「社區的」發展，潛

在地是可以應用到任何次國家的、地理的尺度。英國學者 Christopher Ray 指出，

內生性地方發展這個典範其構成假設的主要成分是三重的。首先，它主張由聚焦

在需求的地域(territory of need)—而非是聚焦在地方經濟的某些部門—所激發的

發展是最好。此外，地域的尺度必須比國家或區域的層次要稍小。第二，經濟性

與其他的發展活動被重新導向以期能增值與開拓地方資源—包括實體的與人文

的—而且因此得以能夠在地方區域內的留存許多生成結果的效益。第三，藉由聚

焦在地方人民的需求、能力、與觀點，發展被重新脈絡化；藉由在行動的設計與

實施方面強調地方參與的原則與過程，而且也透過在發展介入過程中文化性、環

境性與「社區」價值的採納，這個發展模式承擔一個倫理的面向(Ray, 2001: 45-6)。 

Long and Van der Ploeg (1994)精簡扼要地摘總了社會學觀點的內生性地方發

展。對鄉村發展的社會學家而言，內生性地方發展「主要地（雖然不是獨有地）

是建立在地方可用的資源，例如地方生態、勞動力、知識以及聯繫生產與消費的

地方模式等之諸種潛力」。就某個程度而言，後現代主義及後福特主義之所以是

內生性地方發展的特徵，是因為它在增值地方文化、傳統、工匠生產及區域性特

色食品的同時，納入了加值產品的利基市場及彈性專殊化(flexible specialization)。

一般而言，內生性地方發展指的是一個區域之地方及地點為基礎的面向的使用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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頌揚作為其經濟活動與生計的基礎。在多數社會學取徑對內生性地方發展的強調

是在瞭解使一個地方特別且/或特出（不同於其他區域）的特質（自然的、人文

的與文化的），以及這些這特質如何可以永續經濟活動的焦點(Vanclay, 2011: 

59-60)。 

正如同 Ray 轉用 Bourdieu 的理論概念，地方發展工作逐步將內生性發展的

集體資源概念化為「文化資本」(cultural capital)，也因此地方發展工作日益關注：

在新生的內生性發展過程中，文化資本的積累是以何種方式運作而成(Ray, 2001: 

39)。文化資源的再生及創立所用的來源與技術包含了：私人／家庭的領域蘊藏

了可以被挖掘的傳統智慧與奇聞軼事歷史的記憶。手工藝品的記憶（例如：當地

傳統食譜與家族合照）；自發／社區的部門可以以一種工具的形式運作—用以重

建在地知識或創造新的當地文化「物件」（像是表現當代議題的社區劇場，或是

一個新的村落節慶的創造）；區域性復振運動的存在與活動是支持文化資本的形

成；區域與區域之間彼此的資訊交換網絡可以用來補充文化認同的地方曲目，進

而透過相比較的範例與團結性協助在地資源的增值(Ray, 2001: 40)。 

內生性地方發展也強調，藉由聚焦在地方人民的需求、能力、與觀點，將發

展重新脈絡化。當吾人將內生性發展的集體資源概念化為「文化資本」(cultural 

capital)，新內生發展意味著培育人們的內在能力（與自信），引入額外的技能到

「社區」中，以及將諸種要素聚集在一起創造一個新的地方動態或是「綜效」

(synergy)。當地方特色食品日益成為內生性地方發展的關鍵資產，各項相關連結

的產品與相應聯繫的技能也日益成為地方發展與產業活絡不可忽視的重要元素。

藉由在行動的設計與活動實施方面強調地方參與的原則與過程，提升在地居民的

有關知識與技能以能凸顯地方飲食特色與風格，進而得以促進在地經濟的活絡，

成為新興發展模式下備受關注的課題(Ray, 2001: 39-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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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地方特色食物網絡與食物品質建構 

「新」、「另類」或「特色」食物網絡的創造、運作與演化是正在浮現的新興

內生性地方發展模式的關鍵面向之一。內生性地方發展強調以下的幾個面向：發

展選項的地方決定、發展資源的地方組創、發展過程的地方控制、發展利益的地

方保留。藉助 Ilbery 與 Kneafsey(1999)提出地方特色食物發展的分析架構，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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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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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圖二)。 

     

 

 

 

 

 

 

圖二：地方族群特色飲食的主要構成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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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地區性族群特色飲食生產者在複雜且動態的食品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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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特色食物網絡中之逐漸增長的重要面向是：品質慣例的真實運用以及這些

運作如何開始重新塑造食物供給鏈中經濟與政治權力的安排分配。品質慣例使用

的狀況，在食物生產的層次上，會影響鄉村發展的面向，在都市領域則會影響食

物消費面向。因此，品質定義與慣例能夠反映和重新分配經濟與社會權力的諸種

層面。所以我們必須檢視品質的概念如何被建構與如何在特色食物網絡中被不同

的行動者所使用，以及這些概念接著如何同時帶來地方發展與食物消費的影響。

Marsden(2004)提供兩個相互關聯的面向能夠作為特色食物網絡中，生產者與消

費者關係經驗多樣性的有利描述。第一個面向關注特色食物網絡有機的結構及作

為延伸其時間、空間關係的特定機制；第二個面向關注在特色食物網絡的建構與

操作中，對品質的定義與慣例。在第一個面向中必須釐清三個分類，他們與促成

延伸特色食物網絡在時間與空間之距離的不同機制相符。第一個特色食物網絡的

類別主要以面對面的互動為基礎，如同使生產者與消費者網絡更為緊密的機制。

消費者直接從生產者購買物品，可信賴性與信任透過人際間的互動來傳達。特色

食物網絡的第二個類別延伸至超越直接的互動，且本質上以鄰近關係為基礎。特

色食物網絡跨越更長的距離延伸其時間與空間支持了新制度佈局的產生。第三個

類別更擴大延伸了特色食物網絡在時間與空間中的關係。在此產品被銷售到生產

地以外的地區給那些或許沒有當地個人經驗的消費者(Marsden, 2004: 132-4)。 

包含在新食物網絡中特定的品質定義與慣例代表了第二個面向，該面向分化

了特色食物網絡的經驗表現。這個面向與（由生產者與消費者所產生的）產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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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質定義相關，而非鏈的特殊定義。所有特色食物網絡的運作，或多或少，在原

則上是當產品變得更具嵌入性且更具差異化，產品在市場上就會變得具有稀少性。

產品差異化乃意涵環繞品質定義的特定群組─它們由各方涉入的團體所共享，且

被充分翻譯後能說服消費者付出更高的金額─之透明市場關係的建構。當檢視特

色食物網絡的經驗多樣性時，我們可以區分出兩個品質定義的主要類別。

(Marsden, 2004: 134-5) 

特色食物網絡的第一個類別主要強調產品的品質屬性及其生產或生產者地

方(place)的連結。該生產地方的特定特質（自然條件、文化與美食傳統等）或是

生產過程（工匠式、傳統式、以農場為基礎等等）是產品品質定義最為關鍵的參

數，且在許多情況下被宣稱會造成特出與典型的品味或呈顯。農家/農庄食物傾

向於標榜生產過程的自然手作與生產者的經驗與能力，但在很多情形中他們也默

默地參照了文化資產及在地傳統。以公平交易為基礎的品質定義也包括了他們對

生產者連結的強調，當中倫理與正義的考量是關鍵要素。特色食物網絡的第二部

分以，食物生產與消費中與生物過程(bio-processes)連結的條件來界定品質。這

部分首先包含了最重要的產品─回應了公眾對生態的關注，並藉此與符合生態的

生產方式（如有機與整合生產）做出自我區別。除了清楚地特殊標章，存在大範

圍的產品都廣泛的聲稱是「自然的」。這部分是援引了傳統農耕的浪漫意象，但

他們也表現出傾向農業多合功能形式之增值的趨勢，如他們對鄉村自然與景致的

貢獻。這個分類也包含了產品被設想為更健康與安全。雖然這樣的主張很少是外

顯的，似乎在消費者間有個共識的理念，較少含化學物質的產品是更為健康的。

第三種品質定義的類型是關心「自由放養」的產品，他們聲稱其生產應尊重動物

的自然的行為與福利(Marsden, 2004: 135-6)。 

在本研究中，我們探索在特色食物網絡與地方發展其更為寬廣的議題間關係

的某些關鍵側面。特色食物網絡已經變成一個使我們更好的瞭解新地方發展模式

（特別是鄉村地區）的關鍵元素，它同樣也潛在地是對於未來設計影響地方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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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重要的構築磚瓦。為了更為充分的瞭解地方發展中特色食物網絡的角色，我

們有需要掌握正在浮現的特色食物網絡其經驗上的豐富性—藉著檢視這些是如

何跨越時空地被建造、形塑與再製。在臺灣新地方發展實踐正逐漸顯露，該實踐

可以代表一個重要的構成模組以作為維持農業與食物生產的新方式，同時也可被

視為正在建構與構連新策略的反抗運動—以抵制更傳統取向的零售業領導的供

給鏈。 

臺灣客家飲食近三十年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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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步發展成為兼具族群文化特質與地方經濟特性的現代飲

食運動。客家地方特色食品是族群飲食運動發展擴張中的關鍵環節，也是客家地

方經濟永續維繫的重要部分。客家地方特色食物網絡的開展運作主要受到生產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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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紅棗是中華文化特有的果品，栽培歷史可上推三千年，在臺灣紅棗的種植已

經有超過 137 年的歷史，苗栗縣公館鄉是臺灣最早引進紅棗樹的地區，也是臺灣

目前最主要生產紅棗的地區，每年七月底到八月是它的成熟期，衍生出的各式產

品與服務也都備受重視。本研究將以獨具特色的客家地方食物特產──公館紅棗

──個案的深入探索為例，通過內生性地方發展與現代文化經濟運作的新理論視

野，對臺灣客家地方特色食物網絡與地方發展間新浮現的特殊關係提出更細緻的

理解，特別是著重在對其間關係之建構、維繫、發展、與影響的機制提供社會文

化層次的深入瞭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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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研究問題與研究方法 

總結來說，根據以上相關文獻的初步探討，本研究處理以下幾項議題： 

1. 在 1961 至 2011 年間，臺灣的主要報紙媒體如何藉助特定意涵準則與系列呈

現手法(convention)的組合運作，將公館紅棗的品質特色建構展現？如何與

公館地區的地方發展發生關連？ 

2. 積極供給公館紅棗的各種不同類型產品的相關業者，在公館紅棗被建構轉換

成為客家地方特色食品的過程中，如何扮演推動促進的關鍵角色？涉入提供

公館紅棗相關符號與論述的各種類型不同的文化中介者（包括農業產品的推

廣人員、地方產業文化工作者），在公館紅棗被建構轉換成為客家地方特色

食品的過程中，如何扮演推廣轉介的關鍵角色？投入的各種不同類型公館紅

棗產品採買與食用的消費者，在公館紅棗被建構轉換成為客家地方特色食品

的過程中，如何扮演支持確認的關鍵角色？  

3. 對公館紅棗此地方特色食品形成居關鍵地位的生產者—消費者—中介網絡

如何與公館地區的地方發展形成系列的連結？這又對公館地區的地方發展

帶來何種影響？  

 

本研究採取之研究方法主要有兩大類型。第一為內容分析法與論述分析法。

飲食論述與食物文本在個人慾望的社會化與集體品味的重新界定方面皆扮演甚

為關鍵的角色。因此，傳播媒體的飲食文本不僅反映而且建構現代食物品質意涵

(Mennell, 1985; Appadurai, 1988; Warde, 1997; Fergurson, 1998)。台灣在 1980 年代

後，逐步轉向以消費體制為中心的社會形構，消費文化發展的強度、廣度與密度

也漸次增長，文化出版的相關產業與部門在此期間也取得空前未有的蓬勃進展。

飲食的文本與論述在文化工業發達的現代的社會中，有相當可觀的比例是以行銷

宣傳推廣及媒體報導選薦的方式產製並流通。為系統性地辨明、解析客家地方特

色食品「公館紅棗」在 1961-2011 年間主要媒體所呈現的趨勢模式與其間變化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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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的型態，本研究以聯合報電子資料庫內容為資料搜尋的整體架構，利用「公館

紅棗」此關鍵字進行搜尋，並對搜尋得到的報導內容進行詳細深入的內容分析與

論述分析。除將不相關的報導內容刪除外，本研究的檢視著重在不同時期相關報

導所呈顯的主要趨勢，以及內容描述時主要的著重與特色的強調。 

第二為半結構式深度訪談法。本研究將針對(1)公館紅棗的各種不同類型產品

產製的相關業者；(2)提供公館紅棗相關論述提供與活動安排的各種類型不同的

文化中介者；(3)各種不同類型公館紅棗產品採買與食用的消費者或使用者。三

個群體進行共二十二人次的半結構式深度訪談以期有效回答下列問題：對客家地

方食物特色食品，在生產、流通、促銷、消費各方面這三群行動者各自主要的關

切與最為致力之處？因這三個群體所在特定社會位置（即市場的場域、生活風格

的場域、中介的場域），其相應伴隨的結構性社會文化特徵如何引導其建構或推

動公館紅棗此客家地方特色食品網絡之運作，並進而可能影響公館的新形態內生

性地方發展。 

 

肆、公館紅棗：客家地方特色食品網絡與地方發展 

一、報紙報導呈現： 

以「公館」+「紅棗」爲關鍵字進行報紙資料庫檢索，蒐集範圍爲 1961 年至

2011 年聯合知識庫之聯合報、聯合晚報與民生報之報紙全文，刪除無關之報導

後得「公館」+「紅棗」之相關報導共 351 篇。實際與公館紅棗有關之內容於 1980

年代初期開始出現，最早爲 1983 年，稍後公館紅棗之相關報導維持相對穩定而

少量之篇數，至 1990 年代中期開始微幅增加。1990 年代晚期報導數量急遽增加

至最高峰，2000 年後相關報導仍具有一定數量，但整體仍呈現逐漸減少之趨勢，

2011 年之報導數量因以單年計算，篇數的減少幅度較為劇烈，相關報導之趨勢

情況如表一與圖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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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公館+紅棗」報導篇數 

年代 公館+紅棗 

1983-1986 9 

1987-1990 12 

1991-1994 5 

1995-1998 11 

1999-2002 115 

2003-2006 92 

2007-2010 81 

2011 26 

 

圖三：「公館」＋「紅棗」報導篇數歷年趨勢 

接續，我們將與公館紅棗有關之報導內文所呈現與描述之不同面向進行分類，初

步整理爲 11 種類型，分別是地方特色與發展、自然環境與氣候時節、產品特徵、

種植過程與成果、市場情況、特色加工產品、烹飪與料理、藥用與功能、觀光與

旅遊、協力組織與重要人士，以及客家文化。各面向之分類定義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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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公館+紅棗」報導類別分類定義 

類別 定義 報導範例 

地方特色與發展 1.地方特色強調「公館」或「石墻村」地理、

歷史脈絡、經濟社會人文特色。 

2.地方發展為報導與特色產品相關之活動辦

理、輔導、促進地方社經活絡或地方意象提

升之內容。如觀光果園設置、特產銷售活動

或產業文化節慶舉辦。 

其實許多人都吃過經過乾燥紅棗，但是在

台灣，除苗栗縣公館鄉一帶，就很少看到

生鮮紅棗。【1986-07-25/民生報/10 版/

地方新聞版】 

自然環境與 

氣候時節 

報導描述特色產品生長之氣候、四季時節與

自然環境條件。如季風、地形、水文土壤、

產季，採收期。 

公館鄉石圍牆利用當地特殊的砂礫土質

成功的栽植紅棗，已成為全省唯一的紅棗

觀光果園。【2002-06-14/經濟日報/37 版/

旅遊玩家】 

產品特徵 報導內容描述特色產品之外觀，如形狀、大

小、色澤，食用方式等。 

新採的紅棗，外型大小酷似檳榔，別可看

它生嫩嫩的，咬起來竟是甜蜜得很

【2000-08-07/聯合報/40 版/旅遊休閒】 

種植過程與成果 1.種植過程是報導描述投入特色產品種植過

程，如農民耕種情形，農法使用，或農業災

害導致之損失、搶收等。 

2.種植成果包含提到農友收成情況，如盛

產，或評鑑等增進特色產品品質競賽或其他

相關活動。 

農民邱錫昌說，他種植的紅棗果園，近來

已發現果蠅的蹤跡，他利用誘蟲器捕捉果

實蠅，成效不錯，六、七月以後，天氣轉

熱 ， 果 蠅 會 更 多 ， 已 及 早 預 防 蟲

【2000-05-18/聯合報/版/】 

市場情況 報導提及特色產品之市場動態，包括市場之

批發價格或說明整體之產量情況。 

在大陸紅棗乾尚未大量走私進口前，紅棗

青果每台斤賣六十到八十元，紅棗乾每台

斤 更 賣 到 二 百 五 十 至 三 百 元 。

【1988-07-25/聯合報/15 版/全省綜合新

聞】 

特色加工產品 報導提及或介紹加工產品品項，或說明其加

工製作過程。 

早在十餘年前，就有人用酒浸泡紅棗，成

為紅色的飲品，稱為紅棗露；有人用蒸餾

法釀造白色的棗酒，也稱紅棗露。

【1999-08-04/民生報/02 版/熱門話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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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定義 報導範例 

烹飪與料理 報導中呈現介紹特色產品之烹調過程，或地

方特色餐飲料理品名，或標示地方餐飲業與

特色產品關聯性之店家名稱。 

焦桐還推薦公館鄉「棗莊」，主人開發菜

餚，像紅棗芋蒸糕、紅棗飯、他原本不喜

歡鯛魚片，有紅棗和紫鮮梅加持，很美

味。【2009-12-16/聯合報/B2 版/竹苗綜合

新聞】 

藥用與功能 描述特色產品在食用或藥用上對人體的功

能性與益處。 

紅棗入菜或作成甜點一點都不難，還能將

紅棗補氣安神功效發揮到淋漓盡致。

【2006-07-20/聯合報/C3 版/桃竹苗生活

圈】 

觀光與旅遊 報導出現與特色產品有關的地方旅遊、觀光

性質活動，或提供消費資訊，如採果、特色

餐廳之聯絡方式、價格參考。 

紅棗節展售農特產品，安排曾雅君、李明

德、官靈芝、謝宇威等藝人表演及親子趣

味活動，並準備 5000 支紅棗冰棒及 3000

份的紅棗雞湯免費品嘗。【2010-07-16/

聯合報/B1 版/竹苗．運動】 

協力組織與 

重要人士 

報導中出現與特色產品發生關聯，參與地方

事務活動之相關組織團體或重要人物，如黃

金小鎮協進會、鄉農會、公所、地方或中央

首長等。 

黃金小鎮協進會創會理事長湛榮財說，主

要與聯合大學創新育成中心合作，希望將

公館鄉的紅棗、芋頭等當地農特產品走出

傳統，開發新型相關產品，開創永續經營

的品質及特色。【2005-12-28/聯合報/C2

版/苗栗縣新聞】 

客家文化 在報導中出現有描述特色產品與「客家」元

素之內容。 

苗栗縣公館鄉紅棗觀光果園昨天開放遊

客入園採果，吸引許多親子穿梭在果園

內，享受採果的樂趣，遊客並到芋棗集貨

場品嘗紅棗大餐，享用客家鄉土美食。

【2001-07-29/聯合報/18 版/桃竹苗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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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特色與發展」：此分類包含兩個面向，首先，地方特色是指報導內容

強調「公館」或「石墻村」之地理、歷史脈絡、經濟社會或人文特色；地方發展

則是與特色產品相關之活動辦理、強調輔導、促進地方社經活絡或地方意象提升

之報導內容。如觀光果園之設置、特產銷售活動或產業文化節慶之舉辦。例如： 

其實許多人都吃過經過乾燥紅棗，但是在台灣，除苗栗縣公館鄉一帶，

就很少看到生鮮紅棗。【1986-07-25/民生報/10 版/地方新聞版】 

一年一度的苗栗公館紅棗季將登場，少數成熟紅棗已上市零售，枝頭

紅棗預計下周通過安全用藥期，預計十五日起陸續開放遊客採果。公

館鄉農會將於十九日舉辦紅棗觀光果園開放活動，歡迎遊客到公館採

果。【2003-07-09/民生報/CR2 版/桃竹苗新聞】        

「自然環境與氣候時節」：爲報導中出現描述特色產品生長過程中的氣候、

四季時節與自然環境條件等內容。如季風、當地地形、水文與土壤、特色產品之

產季，颱風來臨、採收期等： 

公館鄉石圍牆利用當地特殊的砂礫土質成功的栽植紅棗，已成為全省

唯一的紅棗觀光果園。每年的 3-4 月為紅棗花開時節，7-8 月則是採收

期，現在雖然還不到時候，既然來了，不妨順道參觀一下石圍牆，看

看即將採收的紅棗。【2002-06-14/經濟日報/37 版/旅遊玩家】  

「產品特徵」是報導內容中有描述特色產品之外觀或部份特性之內容，如形

狀、大小、色澤，食用方式等。 

其實許多人都吃過經過乾燥紅棗，但是在台灣，除苗栗縣公館鄉一帶，

就很少看到生鮮紅棗。但是吃生鮮紅棗，卻是甜味如蜜，即使加入麵

點、八寶飯或煮茶泡酒，都可增其香甜，更引人垂涎。【1986-07-25/

民生報/10 版/地方新聞版】 

「種植過程與成果」：種植過程意指報導中描述投入特色產品種植之過程，

包含描述農民耕種之情形，特定農法使用，或因農業災害而導致生產之損失、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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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等面向。種植成果包含報導中提到農友年度收成情形盛產、減產，投入銷售或

評鑑等增進特色產品品質之競賽活動等。 

農民邱錫昌說，他種植的紅棗果園，近來已發現果蠅的蹤跡，他利用

誘蟲器捕捉果實蠅，成效不錯，六、七月以後，天氣轉熱，果蠅會更

多，已及早預防蟲害。【2000-05-18/聯合報/版/】 

「市場情況」：報導提及特色產品之市場動態，包括年度市場之批發價格或

說明整體性之產量情況。 

公館鄉石圍牆一帶的紅棗種植面積有十餘公頃，年產量達四、五萬公

斤。在大陸紅棗乾尚未大量走私進口前，紅棗青果每台斤賣六十到八

十元，紅棗乾每台斤更賣到二百五十至三百元。【1988-07-25/聯合報/15

版/全省綜合新聞】 

中國大陸紅棗乾大量走私進口，苗栗縣公館鄉盛產的紅棗今年價格是

否受到影響，目前仍未明朗。【1988-07-25/聯合報/15 版/全省綜合新聞】 

「特色加工產品」：爲報導有提及或介紹特色產品之加工產品品項，或在內

容中說明其加工、製作過程。 

紅棗晒乾後即是中藥藥材，每台斤價格賣到二百五十元至三百元。另

外紅棗可製紅棗酒、紅棗蜜餞；若能買幾斤蒸過後浸米酒，即成味道

甘美的紅棗酒；當然，紅棗也可生食。【1983-07-21/民生報/11 版/地方

新聞版】 

「烹飪與料理」：報導中呈現特色產品通過烹調與料理之過程，或出現有加

入特色產品之特色餐飲品名，或標示地方餐飲業與特色產品關聯性之店家或其名

稱，報導範例如下： 

其中又以「紅棗香腸佐白肉泡菜捲」、「紅棗堅果鴨酥餅」、「紅棗醉雞」

等 11 道菜餚最為經典。主廚呂禮評說，「紅棗醉雞」是以「紅棗露」將

雞肉醃漬三、四天，再烹調冰鎮，沒有刺鼻酒味，只有淡淡棗香。「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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棗香腸佐白肉泡菜捲」則是將紅棗切丁、加入豬絞肉中烹調，切片後

紅棗顆粒清晰可見，配上韓式手法醃漬的白肉泡菜捲，用酥炸後的餅

皮裹微辣泡菜與白肉，外酥內嫩。【2008-07-26/經濟日報/B1 版/美麗寶

島】 

「藥用與功能」：相關內容主要集中於描述特色產品在食用或藥用上所具有

的功能性或對人體的益處，如營養成份，或強調養生、保健、健康等。 

「紅棗乾」，採下八、九分熟的青棗，曝晒一天轉紅，曝晒七天縮成棗

乾。廣泛用來燉土雞、排骨，相傳可治小兒夜尿、老漢胃寒下垂，腰

痠背痛者足以強筋壯骨，食慾不振者足以開脾健胃，益處多多。

【1984-08-07/民生報/08 版/副刊】 

「觀光與旅遊」：報導出現與特色產品有關的地方旅遊、觀光性質活動，或

提供消費資訊，如採果、特色餐廳之聯絡方式、價格參考。 

石墻村的成千上萬的棗樹林，在十年前開放為觀光果園，讓遊客自採，

一台斤八十元左右十分便宜。地點相當好找，自高速公路苗栗公館交

流道下來，沿台六線往大湖方向，沿途有公館鄉農會及鄉公所的指示

牌，約五公里即可到達後龍溪畔的石墻村。紅棗的採收期是每年七月

上旬到八月中旬。想嘗嘗台灣自產的紅棗遊客，請把握時機哦！

【1998-08-15/聯合報/39 版/鄉情】 

「協力組織與重要人士」：報導中出現與特色產品發生關聯，參與地方事務

活動之相關組織團體或重要人物，如黃金小鎮協進會、鄉農會、公所、地方或中

央首長等。 

公館鄉農會近年在總幹事韓鴻恩的努力下，極力推動轉型，希望藉由

農會協助鄉內農民推展行銷各項農特產品。農會希望透過這次與中原

大學的長期合作，能為農會與農特產品加值，包含紅棗、米、芋頭、

紫蘇、福菜、桑椹、柿子、茶、酒等系列產品的研發與推廣上，有全



270 
 

方位的突破與進展，創造一個生產、生活和生態的休閒觀光地方。

【2010-12-13/經濟日報/C11 版/產學合作】 

「客家文化」：報導中描述特色產品與「客家」元素相關之內容，如客家庄、

客家料理、客家文化。例如： 

聯誼會會長賴森賢表示，活動有五大項目，分別為溫馨牛車採紅棗、

泥磚屋老照片展、與原鄉陶藝家對話、紅棗饗宴及荷花即景等，其中

以紅棗饗宴為活動精華重點，以苗栗客家特有風味，佐以新鮮紅棗研

製而成的餐點，共計十一道佳餚。【2000-07-19/民生報/51 版/】 

將公館與紅棗相關之報導內容進行內容分析之編碼後歸入上述相關範疇，並

計算各年代不同範疇出現之次數、以及各內容範疇佔整體之比率分布。需要注意

的是，一篇報導中，與「公館」「紅棗」相關之內容可能包含一種以上的呈現面

向，故範疇之計算總數不同於各年報導篇數，各年代之報導面向計算與比率分配

如以下表三、圖四與圖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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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公館」「紅棗」報導類型分布與趨勢 

年份 

總

篇

數 

無

關

刪

除

篇

數 

特色

數量 

地

方

特

色

與

發

展 

觀

光

與

旅

遊 

協

力

組

織

與

重

要

人

士 

自

然

環

境

與

氣

候

時

節 

特

色

加

工

產

品 

種

植

過

程

與

成

果 

烹

飪

與

料

理 

藥

用

與

功

能 

客

家

文

化 

產

品

特

徵 

市

場

情

況 

1983-1986 

9 0 31 6 6 4 4 2 1 1 2 0 3 2 

 
 

100% 19.4 19.4 12.9 12.9 6.5 3.2 3.2 6.5 0 9.7 6.5 

1987-1990 

15 3 21 9 6 3 0 1 0 0 0 0 0 2 

 
 

100% 42.9 28.6 14.3 0 4.8 0 0 0 0 0 9.5 

1991-1994 

6 1 11 2 4 1 2 1 1 0 0 0 0 0 

 
 

100% 18.2 36.4 9.1 18.2 9.1 9.1 0 0 0 0 0 

1995-1998 

12 1 25 6 3 3 2 3 3 0 2 0 3 0 

 
 

100% 24 12 12 8 12 12 0 8 0 12 0 

1999-2002 

118 3 356 58 72 52 35 26 30 30 18 14 10 11 

 
 

100% 16.3 20.2 14.6 9.8 7.3 8.4 8.4 5.1 3.9 2.8 3.1 

2003-2006 

104 12 337 56 50 46 39 30 31 27 17 16 14 11 

 
 

100% 16.6 14.8 13.7 11.6 8.9 9.2 8.0 5.0 4.6 4.2 3.3 

2007-2010 

87 6 279 53 45 46 22 27 23 27 17 12 5 2 

 
 

100% 19 16.1 16.5 7.9 9.7 8.3 9.7 6.1 4.3 1.8 0.7 

2011 

28 2 92 18 11 15 5 12 6 9 9 2 2 3 

 
 

100% 19.6 12.0 16.3 5.4 13.0 6.5 9.8 9.8 2.2 2.2 3.3 

合計 

379 28 1152 208 197 170 109 102 95 94 65 44 37 31 

 
 

100% 18.1 17.1 14.8 9.5 8.9 8.2 8.2 5.6 3.8 3.2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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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公館」「紅棗」報導類型分布比率 

 

在與「公館」+「紅棗」相關報導內容中，如圖四顯示，各所佔比率最高的

前三項類型分別是：地方特色與發展、觀光與旅遊與協力組織與重要人士。其餘

範疇數量整體而言出現之比率較為接近。可以看到，前三者出現之比率約佔所有

報導類型之 50％。圖五則說明報導中各類型內容之數量變化情況。於 1990 年代

晚期開始，報導中有關「公館」「紅棗」與地方特色與發展、觀光與旅遊、協力

組織與重要人士等面向之內容皆呈現成長的趨勢，此時，相關報導呈現成長的範

疇面向還包括有客家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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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五：「公館」「紅棗」報導類型分布趨勢 

 

詳細進行新聞內容之閱讀後可以看到，整體而言，「地方特色與發展」以及

「觀光與旅遊」是公館紅棗在近 20 年的報導中最常出現被報導與強調的層面。

1980 年代中期公館紅棗最早出現於報導當時，臺灣各地出現有地方農園、農地、

果園設立、轉型成爲觀光果園，邀請民眾到觀光果園進行採果體驗之相關新聞報

導： 

由台灣省農林廳自民國七十二年開始推動，輔導有關縣市政府及鄉鎮

公所、農會，辦理各類觀光農園經營改進工作。苗栗地區只有大湖擴

充桃、李觀光農園面積，其他地區如公館紅棗、卓蘭葡萄、楊桃、椪

柑與梨等觀光農園維持歷年情形。【1987-10-12/民生報/04 版/戶外活動

新聞版】 

伴隨著當時全省觀光採果的推動，苗栗公館在報導中常被強調與凸顯其爲臺

灣紅棗唯一的種植區，並逐漸有介紹紅棗相關的種植條件、外觀、市場價格或藥

用養生上功效等相關報導內容的出現。除此之外，少數幾篇報導仍提到與紅棗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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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館發生關聯的協力組織與重要人士，如農會相關推廣部門與人員，亦隨著當時

觀光採果的推動有相關的報導內容。 

又是紅棗採收的季節，苗栗縣公館鄉石牆村一帶的棗園一棵棵結實纍

纍，令人垂涎欲滴，當地棗農歡迎遊客們前往採擷…目前公館鄉石牆

村有十餘公頃紅棗園，多數從去年起已改為觀光果園，遊客前往購買

一台斤青果六十元，若進園採擷則每台斤八十元。【1983-07-21/民生報

/11 版/地方新聞版】 

在亞熱帶的台灣，新鮮的嘎嘎棗，照樣可以囫圇吞。本省唯一的紅棗

產地，在苗栗縣公館鄉石墻村。小橄欖狀的玲瓏果粒，顏色自七分熟

的青綠、九分熟的淺綠，以至十分熟透的淺咖啡色，纍纍地掛蒂在枝

頭風裡。 

石墻村的紅棗樹，目前有十餘公頃，四十多戶棗農，年產量五萬公斤，

儼然地方特產。【1984-08-07/民生報/08 版/副刊】 

在 1990 年代初期，報導數量仍維持相對少量，然而可以看到，1990 年代晚

期，新聞報導數量開始和緩增加。2000 年是公館紅棗相關報導數量趨勢分布的

重要而關鍵轉捩點。從趨勢圖中可以看到，1995 至 1998 年間公館紅棗相關報導

數尚只有 11 篇，而 1999 單年出現 4 篇，至 2000 年則增加至 45 篇。並且，從

1999 年直至 2002 年裡搜得公館紅棗有關之報導達到 115 篇，顯示 2000 年以後

公館紅棗在報導呈現上應已受到不同以往的關注。這段期間，在報紙內容中，與

觀光與旅遊有關之面向第一次超過地方特色與發展的層面，接續則有協力組織與

重要人士。雖同屬側重於觀光與旅遊的內容，但情況稍有不同，相較於早期集中

於農林廳與觀光果園設置時對紅棗產季的報導與提醒，1990 年代晚期公館紅棗

產季時期的觀光與旅遊相關活動內容更加多樣，除觀光採果外，也出現其他周邊

活動，包括在觀光旅遊中的紅棗特色料理品嘗，針對觀光旅遊活動的報導都更為

密集而持續。同時，也出現更多與紅棗觀光採果發生關聯的地方協力組織與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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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士，呈現地方上各自不同與觀光消費、旅遊活動相關的組織或商家的出現，以

及公家部門、私人團體對地方上觀光旅遊活動的各式推動和投入。 

苗栗縣公館鄉紅棗觀光果園本月二十一日開園，縣政府與公館鄉公所

為促銷紅棗，推出十一道佳餚紅棗大餐，可讓觀光遊客一邊採果，欣

賞田園自然風光，還可以品嘗紅棗美食。【2000-07-14/聯合報/02 版/桃

竹苗生活圈】 

苗栗公館鄉是台灣難得一見的紅棗產地，七八月份正是紅棗採收的季

節，在民間單位大力奔走下，訂於本月 21 日至 23 日舉辦「原鄉紅棗

情」。聯誼會會長賴森賢表示，活動有五大項目，分別為溫馨牛車採紅

棗、泥磚屋老照片展、與原鄉陶藝家對話、紅棗饗宴及荷花即景等，

其中以紅棗饗宴為活動精華重點，以苗栗客家特有風味，佐以新鮮紅

棗研製而成的餐點，共計十一道佳餚，內容如「紅棗梅汁雞」、「紅棘

人蔘雞湯」、「荷裹藏棗」、「紅棗炒素腰」、「芋棗香甜湯」等，每桌三

千五百元，每天限五十桌，限量只做三天，以桌為單位，需電話預約

訂位，每桌還送名家落款的紀念磁杯十個及一個月民生報。【2000-07-19/

民生報/51 版/】 

 

二、特色食品網絡成員訪談 

本次研究經過訪談與資料蒐集分析後，初步整理出公館地區的紅棗相關產品

約有 48 種。我們就紅棗相關產品所可能涉及投入勞動的型態之進行辨認整理，

並區分出四大類型的產品，分別是加工產品、餐飲料理、旅遊節慶與生技型產品。

加工產品意旨農業性勞動通過初級或不同程序的次級加工的工業勞動的投入，將

產品從最初的紅棗轉化為其他相關的加工食品或飲品；餐飲料理與旅遊節慶產品

需要服務勞動的投入，包含餐廳烹飪、消費者服務，或提供企劃、活動設計等行

銷、宣傳與遊程規劃等服務。生技型產品涉及通過如生物科技等技術將紅棗融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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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保養品、化妝與美容性相關產品等。 

四類型產品中，主要以加工產品與餐飲料理產品為主，並以加工產品數量最

多，佔全部產品數量的二分之一，約達 20 項左右，餐飲料理產品數量略低，約

有 18 至 19 項。加工產品與餐飲料理相關產品間，由於各類產品可能再經由不同

勞動的投入進行相互轉換，因此在產品項目的計算上會產生部分重疊的情況。此

外。旅遊節慶產品有 3 項，生技型產品有 3 項，不過生技型產品在目前訪談與相

關銷售資料顯示近來幾已不再生產製造與提供販售。表四為本次研究蒐集之紅棗

相關產品所可能涉入的勞動過程型態。 

公館的紅棗相關產品與消費者進行接觸與建立關係之方式，大多數是以鄰近

性的尺度進行運作，例如農會購物中心，此外是地方上的餐廳業者，而主體性遊

程與地方節慶也屬於鄰近型態的接觸管道。少數的產品，如紅棗鮮果、觀光採果

體驗、棗乾、棗茶等較為初階的產品還有面對面的接觸型態，如自採、路邊或農

家自行販售，加工產品部分亦有通過網路或電話訂購的方式與消費者建立關係。

此外，部分受訪單位的紅棗相關產品已有較為延展性的接觸模式，強調建立地方

性或商家的品牌與認證來支持產品銷售。 

從可得的資料進行初步推估，紅棗產品所能接觸到的年度消費者數量與創造

之可能產值：地方餐廳的烹飪性料理所能接觸到的消費者人數最為多數。以受訪

的棗莊餐廳為例，年度所能接觸到的消費者人數約為 120,000 人，單月所能創造

之產值約為 350 萬元以上，因此年產值初步估計約為 4,200 萬元。我們再以棗莊

之產值估計紅棗食府餐廳之年度所接觸到的消費者人數，初估為 162,000 人，單

月產值約為 450 萬元，年度產值約為 5,400 萬元。其次則是加工產品，在我們可

得之資料上估計公館鄉農會紅棗相關產品，其加工產品之單月產值約為 346,200

元，年度產值約為 415 萬左右，銷售資料並顯示產品所接觸消費者數量單月為

1,407 人，年度接觸之消費者人數因此推估約為 16,884 人。不過，不同類型產品

之間所接觸到的消費者數量與管道仍有差異。在旅遊節慶相關產品，包括觀光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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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地方特色節慶與農業旅遊遊程規劃方面，由於受到產季季節、活動持續時間

的長短，與旅遊遊程仍處開發規劃階段之影響，相關產品所接觸之消費者數量亦

受到限制。因此整體而言，公館地區投入紅棗相關產品的開發中，目前顯示以更

為廣泛的飲食相關活動產品，包含加工食品、飲品、烹飪料理、甜品等是公館紅

棗發展的主要延伸產品項目。 

在針對消費者訴求的產品品質面向中，多數產品仍以地方工藝、傳統的特質

作為面向消費者的主要呈現方式，強調以公館地方生產之紅棗為產品產出的最重

要特色，如公館農會更為因應其他地區的紅棗與公館紅棗發生混淆建立產地產品

標章制度認證之規範。不過亦有側重以紅棗的生態性或自然特質作為品質的訴求，

包含紅棗本身所具有的營養成分與對人體的健康益處，而公館農會針對紅棗鮮果

的收購與後續相關加工產品，安全用藥、無毒、產銷履歷的認證與檢驗推動是其

越顯重要的呈現品質。針對四項分類的紅棗相關產品所涉及的勞動過程、消費過

程與訴求品質整理於表五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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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四、紅棗產品涉入的勞動過程型態 

勞動過程 

農業勞動—紅棗—家戶勞動—紅棗鮮果 

農業勞動—紅棗—家戶勞動—紅棗乾 

農業勞動—紅棗—家戶勞動—紅棗乾—家戶勞動—紅棗茶 

紅棗饅頭 

農業勞動—紅棗—工業勞動(烘乾)—紅棗乾—服務勞動(烹飪)—紅棗茶 

紅棗飯 

紅棗雞湯 

紅棗蓮子雞 

紅棗和風沙拉 

紅棗炒飯 

紅棗醉雞 

紅棗密金瓜 

紅棗沙律蝦 

紅棗刈包 

蜜棗溪魚 

紅棗養生雞湯 

紅棗高麗菜 

紅棗什錦菇 

紅棗藥膳蝦 

農業勞動—紅棗—工業勞動(烘乾)—紅棗乾—工業勞動—紅棗萃取液—科學勞動—紅棗面膜 

紅棗精華液 

紅棗乳液 

農業勞動—紅棗—工業勞動(烘乾)—紅棗乾—工業勞動(發酵、釀造)—紅棗酒 

紅棗醋 

農業勞動—紅棗—工業勞動(烘乾)—紅棗乾—工業勞動(醃漬)—紅棗蜜餞 

農業勞動—紅棗—工業勞動(烘乾)—紅棗乾—工業勞動(棗泥、醃漬)—紅棗果醬 

農業勞動—紅棗—工業勞動(烘乾)—紅棗乾—工業勞動(棗泥、醃漬)—紅棗果醬—工業勞動—紅棗冰棒 

紅棗冰淇淋 

紅棗果凍 

紅棗奶酪 

(接續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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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續上表) 

農業勞動—紅棗—工業勞動(烘乾)—紅棗乾—工業勞動(棗泥、醃漬)—紅棗果醬—服務勞動—紅棗冰沙 

農業勞動—紅棗—工業勞動(烘乾)—紅棗乾—工業勞動(乾燥、打碎)—紅棗粉—工業勞動—紅棗咖啡粉 

紅棗精力湯 

紅棗麵 

紅棗茶包 

紅棗地瓜酥 

農業勞動—紅棗—工業勞動(烘乾)—紅棗乾—工業勞動(乾燥、打碎)—紅棗粉—服務勞動—紅棗饅頭 

農業勞動—紅棗—工業勞動(烘乾)—紅棗乾—工業勞動—甘麥紅棗精力茶 

紅棗花茶系列 

農業勞動—紅棗—工業勞動(烘乾)—紅棗乾—工業勞動—紅棗香腸—服務勞動—紅棗香腸 

紅棗貢丸             紅棗貢丸 

農業勞動—紅棗—工業勞動(烘乾)—紅棗乾—服務勞動—紅棗拿鐵 

紅棗啤酒 

紅棗包糯米 

紅棗芋頭養生湯 

農業勞動—紅棗—服務勞動—觀光採果 

農業旅遊遊程 

公館紅棗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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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五•一、加工產品涉及的勞動過程、消費過程與訴求品質 

產品品項 涉及勞動 
接觸消費者 

管道 

年度產值

(元) 

年度接觸消

費者數(人) 
訴求品質 

紅棗乾 農業勞動 

家戶勞動 

工業勞動 

面對面/農家 

鄰近/農會 

鄰近/餐廳 

- - 自然 

地方 

紅棗茶 農業勞動 

家戶勞動 

工業勞動 

面對面/農家 

鄰近/商店 

鄰近/餐廳 

- - 地方 

紅棗茶包 農業勞動 

工業勞動 

鄰近/農會 216,000 720 地方 

紅棗酒 農業勞動 

工業勞動 

鄰近/農會 

鄰近/餐廳 

60,000 204 地方 

紅棗醋 農業勞動 

工業勞動 

鄰近/農會 - - 地方 

紅棗蜜餞 農業勞動 

工業勞動 

鄰近/餐廳 - - 地方 

紅棗醬 農業勞動 

工業勞動 

鄰近/農會 96,000 64 地方 

紅棗冰棒 農業勞動 

工業勞動 

面對面/電話或網絡訂購 

鄰近/農會 

72,000 4,800 地方 

紅棗冰淇淋 農業勞動 

工業勞動 

鄰近/農會 4,800 180 地方 

紅棗果凍 農業勞動 

工業勞動 

鄰近/農會 - - 地方 

紅棗奶酪 農業勞動 

工業勞動 

鄰近/農會 - - 地方 

紅棗咖啡粉 農業勞動 

工業勞動 

鄰近/農會 - 24 地方 

紅棗精力湯 農業勞動 

工業勞動 

鄰近/農會 

鄰近/專賣店 

216,000 864 地方 

紅棗麵 農業勞動 

工業勞動 

鄰近/農會 148,800 1,656 地方 

紅棗地瓜酥 農業勞動 

工業勞動 

面對面/電話或網路訂購 

鄰近/餐廳 

- - 地方 

甘麥紅棗茶 農業勞動 

工業勞動 

鄰近/專賣店 - - 自然 

(接續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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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續上表)      

紅棗花茶 農業勞動 

工業勞動 

面對面/電話或網路訂購 

鄰近/餐廳 

- - 地方 

紅棗香腸 農業勞動 

工業勞動 

面對面/電話或網路訂購 

鄰近/餐廳 

- - 地方 

紅棗貢丸 農業勞動 

工業勞動 

面對面/電話或網路訂購 

鄰近/餐廳 

- - 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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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五•二、餐飲料理涉及的勞動過程、消費過程與訴求品質 

產品品項 涉及勞動 
接觸消費者 

管道 

年度產值

(元) 

年度接觸消

費者數(人) 
訴求品質 

紅棗茶 農業勞動 

工業勞動 

服務勞動 

面對面/農家 

鄰近/餐廳 

- - 地方 

紅棗飯 農業勞動 

家戶勞動 

服務勞動 

鄰近/餐廳 - 120,000 地方 

紅棗雞湯 農業勞動 

工業勞動 

服務勞動 

鄰近/餐廳 - 12,000 地方 

紅棗和風沙拉 農業勞動 

工業勞動 

服務勞動 

鄰近/餐廳 - 2,820 地方 

紅棗炒飯 農業勞動 

工業勞動 

服務勞動 

鄰近/餐廳 - 2,820 地方 

紅棗刈包 農業勞動 

工業勞動 

服務勞動 

鄰近/餐廳 - - 地方 

紅棗冰沙 農業勞動 

工業勞動 

服務勞動 

鄰近/農會 - - 地方 

紅棗香腸 農業勞動 

工業勞動 

服務勞動 

鄰近/餐廳 - 16,200 地方 

紅棗貢丸 農業勞動 

工業勞動 

服務勞動 

鄰近/餐廳 - 16,200 地方 

紅棗饅頭 農業勞動 

工業勞動 

服務勞動 

鄰近/餐廳 - 12,000 地方 

紅棗拿鐵 農業勞動 

工業勞動 

服務勞動 

鄰近/餐廳 - 960 地方 

      

(接續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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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續上表)      

紅棗啤酒 農業勞動 

工業勞動 

服務勞動 

鄰近/餐廳 - 960 地方 

紅棗包糯米 農業勞動 

工業勞動 

服務勞動 

鄰近/餐廳 - 960 地方 

紅棗養生芋頭湯 農業勞動 

工業勞動 

服務勞動 

鄰近/餐廳 - 960 地方 

 

 

表五•三、旅遊節慶涉及的勞動過程、消費過程與訴求品質    

產品品項 涉及勞動 
接觸消費者 

管道 

年度產值 

(元) 

年度接觸消

費者數(人) 
訴求品質 

觀光採果 農業勞動 

服務勞動 

面對面/自採 - - 地方 

自然 

農業旅遊 農業勞動 

服務勞動 

鄰近/主題式遊程 - 2,560 地方 

公館紅棗節 農業勞動 

服務勞動 

鄰近/節慶 - 12,000 地方 

 

 

表五•四、生技型產品涉及的勞動過程、消費過程與訴求品質   

產品品項 涉及勞動 
接觸消費者 

管道 

年度產值

(元) 

年度接觸消

費者數(人) 
訴求品質 

紅棗面膜 農業勞動 

工業勞動 

科技勞動 

鄰近/農會 - 12< 地方 

自然 

紅棗精華液 農業勞動 

工業勞動 

科技勞動 

鄰近/農會 - 12< 地方 

自然 

紅棗乳液 農業勞動 

工業勞動 

科技勞動 

鄰近/農會 - 12< 地方 

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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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加工產品： 

在本次的受訪單位中，主要提供紅棗加工產品者有公館鄉農會、棗霸子與紅

棗食府，以及棗之禮。在本次的加工產品品項中，通過加工所衍伸的紅棗相關加

工產品我們再將之區分出食品與飲品兩種型態，食品類包括有紅棗乾、紅棗蜜餞、

紅棗果醬、紅棗酒、紅棗醋、紅棗麵、紅棗香腸、紅棗貢丸、紅棗饅頭、紅棗地

瓜酥、紅棗冰棒、紅棗冰淇淋、紅棗奶酪、紅棗果凍；飲品則有紅棗茶、紅棗咖

啡粉、紅棗茶包、紅棗精力湯、紅棗花茶系列等加工產品。 

公館鄉農會近五年來在組織內部的逐步改變與調整下，開始推廣紅棗，特別

著力於紅棗鮮果的食用，並陸續開發、多樣化紅棗相關的加工產品，添購設備器

材、爭取相關部會的補助，開發品項橫跨食品、飲品與保養品等類別。近幾年農

會亦開始補助紅棗的新栽種，希望擴大公館地區紅棗的栽種面積。並推動產銷履

歷、以及產地產品標章等認證檢驗。農會有食品加工廠，於 1986 年為因應當時

的紫蘇外銷而設立，農會在收購紅棗原料時，關注紅棗在栽種過程的安全用藥，

無毒檢驗通過。 

棗之禮原是台商於中國大陸開設的紅棗產品加工與販售之公司，在中國大陸

擁有除加工廠之外，以及遍及中國大陸的聯鎖門市通路與加盟店，於 2008 年開

始在公館設有試驗棗園、集貨區與紅棗相關產品的販售據點。棗之禮相較於強調

公館地方特色，更著重於紅棗本身的功能性與益處，及其產品多元化的各種可能

發展，以及和中國大陸方面的紅棗產業發展之間的關係。 

紅棗食府的股東結構類似棗莊餐廳，於 2006 年規劃，並在 2007 年在公館開

幕，主打休閒與假日出遊時的觀光活動，並提供有地方特色的餐飲料理作為休閒

活動中的一部份服務。除此之外，紅棗食府的相關負責人另設有棗霸子作為其發

展加工食品的另外一條產品線，並有自己管理栽種的棗園。 

紅棗加工產品的產出所涉及的勞動型態，主要包括了農業性的勞動與工業性

的勞動的投入。而農家在農業勞動之外，則可能以家戶勞動對紅棗進行初級加工。

農業勞動是集中於農民、農家對紅棗果樹的照顧、紅棗鮮果的栽種與各式管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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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產面向；家戶勞動意指農家在生產紅棗之後，自行投入生產勞力，以較少的、

自雇式的家庭勞動力來進行紅棗的初級加工，這類的勞動的生產規模較小，加工

產品之產量較小，產品品項亦不多，紅棗也多停留在較為初階的加工階段，如紅

棗乾、紅棗茶等，加工產品的標準化程度也較低，不同的農戶可能發展出屬於自

己品質與風味的產品，產品包裝的設計也有所差異；工業勞動則包括有較大規模

的初級加工或是深化的、涉及較多程序的加工過程，紅棗在其中被轉化，呈現為

多樣態與多面貌的次級加工品，例如紅棗醋、紅棗果醬、紅棗粉，這些加工品往

往是其他型態加工產品的原料，隨著投入的不同設備資材，再被不同型態的工業

勞動加工成為其他產品。工業勞動必需投入更為龐大的資本，包括機器設備的採

買、產品的研發、設計包裝等內容，也因為每個步驟皆需要較大的資本，因此產

品往往也需要被規格化、標準化，也仰賴更為穩定與大量的紅棗原料。許多加工

產品除了先在地方層次上進行較為初階的加工之外，後續的加工程序往往會需要

通過委託外部擁有較高資本的設備與技術之廠商進行後續的產品深化與製作。 

以棗霸子/紅棗食府為例，其中提到紅棗藥被轉換成其他產品，在工業勞動部

分即需要了解到紅棗的特性以協助投入不同型態的工業製程技術，而隨著產品的

多樣化，所需要的設備與技術也更為進階，地方業者也不一定能夠投入資源，因

此許多技術或加工需要再委託不同廠商或業者。 

那紅棗要去做的時候，它有幾個技術，第一個，去籽技術，還有皮，乾

皺的皮，它要把皮，沒辦法去，你怎麼把它磨成粉，你初加工裡面的深

加工第一步就是切碎、切塊、磨粉，這是再一個加工，這個加工最後變

成是再加工的原料。紅棗乾沒辦法直接做原料，它變成說它要再蜜過…

譬如說，我們在蜜的時候，譬如說做紅棗蜜餞，我們就去找彰化的專門

做蜜餞工廠的，就是他們有經過 ISO認證的公司，有品牌的，花錢去請

他做出來的口味，從這個口味裡面的蜜餞，這個蜜餞可以變商品，它也

可以變成原料。(棗霸子/紅棗食府楊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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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要轉到深加工，我們要去先了解說紅棗它的屬性，它可以跟什麼啦。

(棗霸子/紅棗食府楊先生) 

我們不可能養師傅，從一開始做到，所以我們的技術，我其實譬如說我

們委託一些廠商做出來的原料，它是商品也是原料，原料再給譬如說會

做麵包的，再幫我們做手工的麵包出來，像我們要做那個貢丸也好，或

茶也好，你一定要再一個初加工，再深加工，它要必須能夠透過兩三個

產品。(棗霸子/紅棗食府楊先生) 

公館農會的食品加工廠購入的工業設備亦需要考量到成本以及拓展產品上

可否重複使用。 

我開發都是說這個機器都可以派上用途，就製程中前半段都可以用，我

比較少說就是買一套機器做一樣，所以我那個機器都是可以共用…精力

湯，我原本要找，這是五穀粉加紅棗的打碎的顆粒，因為我們還沒辦法

投資在這樣的設備，因為那一台機器就要好幾百萬。(公館農會食品加

工廠李先生) 

在原料方面，目前，除農會主要以收購地方棗農生產的紅棗之外，其餘兩位

業者除了收購，亦有自己種植或管理的紅棗果樹作為加工原料的部份來源。也因

此公館農會特別強調收購紅棗時的品質要求。 

我們就是說我們現在收購喔，我們不是全部收購，我們是依我們的需

求…像我們現在食品收購，我不只是驗藥通過還要無毒，所以我們現在

不只紅棗啦蔬果，我們販賣中心也好，包括我們收購的鮮果要加工紅棗

乾的，我們都是無毒。(公館農會推廣股陳先生) 

各式紅棗加工產品所衍伸的小規模食物供應鏈中，消費者在空間與時間上得

以接觸到相關產品的管道與方式存在有含括了從較近距離的面對面供應鏈、集結

性較強的鄰近性供應鏈至稍大規模的延展性供應鏈所著重的產品認證、品牌標誌

等等途徑。在面對面的消費者接觸途徑中，主要包括有農家與路邊的販售，販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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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除了在產季時有鮮果外，加工產品主要以紅棗乾為主，部分農家亦有販售自

行製作的紅棗茶，網絡或電話訂購後再以宅配配送也是消費者接觸到部分加工產

品的管道之一，如紅棗冰棒。公館農會的部分加工產品是在特定的有機食品專賣

店進行販售，農會在整體的社會文化層面來說也給消費者或是特定的販售店家比

較值得信賴的感覺，那經由這些專門店來販售相關的加工產品。 

我覺得里仁這個公司喔，就是對我們幫助很大…後來它自己也做一個零

售商，就因為它是偏向有機，但我們的產品不是有機喔，講實在，但是

它理解。它理解的意思是說現在外面也找不到有機的食材了…他只能說

在沒有中選擇一個合乎它標準，它的標準是什麼呢，第一個它每年要來

我工廠看一下第二個要看你工作人員的檢查，第三個要看原料看有沒有

農藥殘留，第四個看我們水質，生菌數那些。然後假設我們農會是比較

給人家信任，所以它是我們的好客戶。那經由它延伸很多的客戶。(公

館農會食品加工廠李先生) 

而屬鄰近性的接觸管道中，則包括有農會的購物中心、農會的好客坊，主要

即是販售農會研發與加工生產的相關紅棗產品，此外還有在地的餐廳業者、加工

業者的產品集貨站，如棗之禮是有紅棗相關產品的販售集貨站，此外還有地方特

色節慶的會場、主題式遊程，另外也有部分產品是於專賣店進行販售。多數的加

工產品是以鄰近性的管道接觸消費者，如紅棗冰棒、紅棗茶、紅棗酒等，部分產

品後可能再經過烹飪等服務性質的勞動後轉變成為在地餐廳所提供的餐飲料理

產品，如紅棗香腸、紅棗貢丸、紅棗饅頭。 

在較具延展性的接觸消費者管道中，不同的受訪單位皆有其特定的商家商標

或團體的品牌作為加工產品的標誌，呈現出來的產品品質中，多數仍是以將公館

地區作為全台灣唯一的紅棗專業生產區的地區與工藝傳統作為紅棗相關加工產

品的品質識別，強調其地方與紅棗的連結，商家名稱中多帶有「棗」字，如棗之

禮、棗霸子等，而公館農會則是以「棗紅公館」作為其產品的品牌識別，並有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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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產品的團體商標，以和公館以外地區所生產的紅棗進行區別，另外一方面，則

在近年開始強調其紅棗鮮果與加工原料在生態或自然性的品質特質，如有通過安

全用藥的檢驗，吉園圃認證，產銷履歷認證等自然、安全與健康的特質。 

以下以紅棗乾與紅棗冰棒兩項加工產品為例說明其所涉入的勞動型態，以及

接觸消費者的管道方式，以及訴諸消費者的產品品質面向。 

首先，以紅棗乾為例，紅棗乾是最為初級的紅棗加工品，在經濟層面上，多

是將易腐、或是經碰撞、風害而撞傷、掉落或外形不佳的紅棗烘乾以便延長保存、

現今則有更多是試圖將紅棗乾做進一步而且更多樣的加工使用，增加其在市場上

的生命週期。從紅棗鮮果轉變爲紅棗乾，除了農業性的勞動之外，地方農家的家

戶亦投入於紅棗烘乾的勞動中，透過自然曝曬來烘乾，或備有小型的烘乾設備，

遇天候狀況不佳時則可在家戶尺度下持續加工。 

…夏天，我們紅棗你要是太陽大大一下下，他就裂果了，你裂果之後沒

有馬上處理烘乾，他傷口部分會發霉，又碰到雨了嘛，所以你要馬上烘

乾，烘乾就可以變成紅棗乾了。所以為什麼一直以來都是紅棗乾。(公

館農會食品加工廠李先生) 

…你吃不完啊，那你要加工啊，那把那個紅棗，就說把果樹找出路…那

紅棗也是一樣，它是一個東西啊，那你也不能我賣紅棗完了之後，這紅

棗，新鮮的紅棗，若颱風一來怎麼辦，吹掉，吹到地上，這邊的人怎麼

辦，讓它爛，如果你有加工廠，你就趕快撿趕快處理。(棗之禮史先生) 

紅棗的加工是大概全台灣所有的水果，不需要加鹽加糖，殺青直接可以

曬，所以相對它的製乾的成本是低的…我曬乾，頂多就碰到雨，用電風，

電風是最高的成本。(棗霸子/紅棗食府楊先生) 

在地方尺度上，以紅棗乾來說，與消費者接觸的管道與方式相當多元，橫跨

從面對面的接觸管道、鄰近性與延展性的消費者接觸管道。消費者可與農家面對

面的直接購買、在路邊亦時常可看到自行販售的小型業者。或是較為鄰近性的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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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超市以及地方餐廳上皆有自行包裝或設有 logo 的紅棗乾。以農會來說，公館

農會以「棗紅公館」申請品牌專利，將產品多元化，並針對不同型態的產品，開

發設計不同的品牌標誌，希望不同的產品以更具延展性而多樣的通路管道接觸到

更多的消費者，帶動地方在經濟層面或社會文化層面上的發展。 

我們今年喔，因為我們現在農會收購就是個 logo，後來我就想說我們以

後啊，有農會 logo 的才是說保證安全。所以現在我們鮮果還是收購過

來我們自己收購來賣出去，搞不好價格比外面還高。(公館農會推廣股

陳先生) 

紅棗第一個就是產地產品商標，第二就是研發非常多的產品，從當初我

來的產品大概三樣，到現在起碼有 20 幾樣的產品，讓產品多樣化，一

方面就是紅棗不再只是紅棗生鮮、紅棗乾，它的市場通路當然有限，那

你更多的產品推出，就更多的消費群，更多的食材等等。當然產品的研

發，再來包裝、命名。(公館農會韓總幹事) 

我們的紅棗就「棗紅公館」申請專利，然後它的系列的產品就出來，那

當然每一個產品的命名不是只有單一，譬如我們的產品好佳釀，就是酒

跟醋都叫好佳釀…從紅棗它的包裝，剛剛講的商標，品牌的命名，在加

上產品的研發多樣化，當然包括包裝。更重要的是它的通路與市場，那

我們也成立新的網站，過去也沒有這網站。FB的全面來推出去。(公館

農會韓總幹事) 

紅棗乾的品質面向，除了強調是公館地區所生產的紅棗，近年來農會更強調

紅棗的安全用藥、無毒等認證，也使得紅棗乾作為加工產品或進一步的加工原料

上，價格都相對較高。 

那很多消費者來，你農會怎麼那麼高？外面那些一盒一百塊，裡面賣到

一百六，我們就跟他講說因為你們那個沒有經過認證驗藥，驗藥採樣都

沒有，我們是付這個責任，如果有甚麼問題，公館鄉農會的 Logo 在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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邊。(公館農會推廣股陳先生) 

我們安全用藥並不是說無毒，變成說他是在容許範圍之內。容許範圍之

內是吉園圃，吉園圃有標章，標章 000001 號，這個流水編號喔只要農

委會一查就是誰的。所以我們現在就農會 logo 的，我們自己的就是以

無毒為主。然後我們跟那時吉園圃說過了，那些有吉園圃標章搭有流水

編號的，抓到的話你跑步了。那如果有抽檢的話，罰的都很高。所以他

們變成就是有一種約束的力量。(公館農會推廣股陳先生) 

由於整體而言，棗乾在地方上的價格被相對抬高，但是仍然不穩定，受到地

方上舊有的社會網絡中不同成員對價格的期待所影響，仍會出現低賣的情況，因

此農會也需要在通路上或是與消費者接觸的管道上尋求能夠更高價購買的外地

消費者。 

那現在總幹事一直在講說紅棗的價格啊，跟行口的那個價格期待有一點

點落差…所以那天我就跟總幹事說，由我們找台北市農會收購，因為我

們收購會低下去就是因為價格低下去了，比如說以前差不多是一百多，

但是你那一百塊，假設農會是一百，上台北市一百，那自己要給他行口、

盤商一二十年的老朋友九十塊錢。(公館農會推廣股陳先生) 

我們也有危機意識，所以我從去年開始就跑果菜市場，台北的果菜市場、

新竹的果菜市場、台中的果菜市場，明年還跑西螺。為什麼？生鮮的儲

存，你盡量讓新鮮的紅棗進到果菜市場，賣光了，大家口袋裡錢都入袋

了，就不用擔心過量，紅棗乾賣多少價格，但如果全部曬紅棗乾…另外

一個要讓他們了解就是說，紅棗不是只有鮮果，你紅棗曬成紅棗乾，可

以賣一年，你今年賣到明年 7、8 月，所以大家不要去賤賣了…我們預

購還有印那些預購單、文宣，然後我們上我們的網站，在台北的果菜市

場、台中的果菜市場現場都會推出預購，還有所有的機關團體都會有預

購，大家搶快搶先，不然到時候價格都會比較高，現場都比較高。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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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去年預購就非常熱絡…大家都會口耳相傳，到後來去年也不夠，今

年也不太夠，今年我們光這一個點，直銷中心這一個點跟預購，就好幾

十萬了(公館農會韓總幹事)。 

 

(二)餐飲料理： 

與紅棗相關的餐飲料理產品產出，大致上涉及了三個層面的勞動，分別是農

業勞動、工業勞動與服務性質的勞動，其中，服務勞動是將在農業勞動與工業勞

動階段所產出的加工品，通常是紅棗乾，通過系列的烹飪與料理，以及各式面向

消費者的服務，將紅棗與不同的食材融合或搭配最後傳遞與消費者。涉及服務勞

動的餐飲料理產品包含有菜色餐點、甜點或是飲品。經此次實地調查與受訪者提

供之資料，初步可得紅棗的餐飲料理產品有：紅棗飯、紅棗茶、紅棗饅頭、紅棗

雞湯、紅棗和風沙拉、紅棗炒飯、紅棗刈包、紅棗香腸、紅棗貢丸、紅棗冰沙、

紅棗拿鐵、紅棗啤酒、紅棗包糯米、紅棗養生芋頭湯等等。 

在此次的資料蒐集過程中，主要訪問了五家公館地區的餐廳業者及一位當地

的外燴廚師，餐廳分別是棗莊、田媽媽巧軒餐廳、紅棗食府、紅棗行館以及荷塘

居。其中三家業者的餐廳命名中以棗爲命名元素，另有一家接受田媽媽經營的相

關輔導與認證。這些餐廳所提供之餐飲料理有特色紅棗所研發的餐飲產品，此外

多數亦定位爲客家料理，其餘還有以鄉村合菜料理，少數店家則以西式排餐作為

餐飲料理產品的供應。 

棗莊約於 2003 年開幕，由多位股東合資，現在的負責人是從製造業退休後

轉作餐飲。棗莊最初本是作為地方上的古玩收藏與導覽參觀，後加入餐飲元素，

並以客家料理為主，才逐漸朝向以公館地方上生產的紅棗作為標誌其特色的餐飲

產品。 

一剛開始應該是沒有、沒有想到紅棗料理那些的，只是客家料理，然後

跟一些古物的陳列嘛…六月份是我們比較淡的季節，然後當然我們就會

想說怎麼在淡季的時候，還是可以維持客人⋯就是想出一些料理，想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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欸，是不是可以跟紅棗結合也⋯一方面那時候十年前，紅棗在⋯我相信

在全省，你們應該還沒有聽說吧！沒有看過新鮮對！沒有聽過、看過新

鮮的紅棗，就說說如果可以結合這樣子，可以吸引外來的那個遊客來，

推廣地方的產業。(棗莊邱先生) 

巧軒餐廳是公館地區第一家田媽媽餐廳，負責人本身為公館在地人，亦是本

次訪問中同時具有餐飲烹飪相關經驗，負責餐廳菜色烹調與研發的廚藝工作。餐

廳並接受農委會田媽媽的經營輔導計畫相關補助並獲得認可，去幾年更是全國田

媽媽料理餐廳營業獲利居冠。經營整體偏向以鄉村古樸的風格為主，在料理包含

有客家料理與地方特色產品料理，如融入芋頭、紅棗等進行相關餐飲的研發。 

紅棗食府開設於 2007 年，主要由棗莊其中兩位股東另行合作成立的餐廳，

當時已意識到紅棗可作為公館在台灣特產中獨具特色的一項產品，並希望結合週

休二日的國民旅遊風潮。相較於其他餐廳，更涉入了紅棗產品收購、加工及採果

旅遊活動的推廣，投入了諸多紅棗相關產品。 

這個，會開這家店是在民國九十六年的時候開的…最早其實在，回溯應

該在民國九十年左右，在 SARS 之前，還沒有發生之前我們就覺得是說

那個週休二日帶來台灣整個休閒的風潮，這風潮有幾個大項，一個就是

民宿，一個就是休閒餐飲這個區塊…所以我們再去抓的時候，就發現說

紅棗是全台灣只有這邊有紅棗…(紅棗食府楊先生) 

紅棗行館開設於苗栗特色館裡面，是所有訪問到的餐廳業者中尚開始起步者，

受訪者主要原是在地方海鮮餐廳工作者，後被引薦至紅棗行館協助開幕與營運事

宜，主要是餐廳外場的負責經理。近期開設並即以紅棗爲其餐廳之命名。 

因為這個部分的話就是主要部分的話希望說我們可以把我們苗栗公館

這個地方給他發展起來，然後可以運用當地的一些食材，現有的食材，

運用當地的一些食材，現有的食材當季生產的，然後把它拿來在我們餐

廳給他運作這樣子。(紅棗行館陳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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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塘居的負責人是公館在地人，從事室內設計業。在 1997 年加入地方人士

所組成的河川生態保育協會，餐廳原本預定是作為地方生態導覽會館，後因政府

與計畫的補助，便在 2002 年將自己的住家與周遭農地改建成餐廳，餐廳周遭土

地原先是種植水耕蔬菜的農地，後來便發展成結合簡單餐飲的休閒農園，將農園

原有的荷花池作為餐廳的主要觀賞植物與命名來源。其餐飲料理產品中多客家特

色料理，並融入地方食材，如紅棗、蓮藕、南瓜等，並發展爲西式的排餐形式。

此外，並同時經營原本的室內設計工作室。 

然後外地人來到想要吃客家菜，地方的東西，那迫、迫使我們一定要融

入的…年輕人認為它就是藥，那我把它，把它嗯…融入在咖啡裡面…正

夏，夏天，所以我設計了一個紅棗啤酒…甜點當然就有紅棗去，比如說

白木耳加蓮子，蓮子是荷塘居，荷塘居的元素，還有就是紅棗去包糯米

的甜點，叫什麼，心太軟，呵…我們的養生素湯裡面就是有在地的兩個

元素在裡面，芋頭跟紅棗一起去煮…當然餐點一直換啦，我們也有曾經

作過紅棗蓮子雞。(荷塘居江先生) 

消費者接觸紅棗的餐飲料理產品的管道與方式，仍是以鄰近性的地方餐廳內

的飲食消費為主，而受到不同的餐廳本身可能擁有的停車位、內部座位陳設、人

力配置、餐飲產品價格與其他條件資源等影響，不同產品所接觸到的消費者數量

亦有差異。 

客人其實蠻在乎說他來到這個地方，雖然我們這個地方是屬於比較鄉下

一點的，但就是說我們這邊第一個停車方便 ，那麼大的一個停車場停

車方便，第二個客人來了不會說吃個餐匆匆忙忙就走人了，那我們這邊

還有整個那麼大的園區可以去逛，可以去看，有那個陶瓷博物館，對不

對，那比如說親子活動的時候可以做一些 DIY 活動的部分這樣子。(紅

棗行館陳小姐) 

此外，鄰近性的主題式遊程與地方特色節慶活動，也讓消費者有機會到餐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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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部進行用餐，或是能夠獲取部份免費餐飲料理的提供，如在公館紅棗節上有免

費的紅棗茶與紅棗雞湯的品嘗活動。餐廳業者也透過這樣的活動增加餐廳料理的

消費者接觸。 

縣政府或公家機關辦活動都會來叫我們去那個園遊會之類的，那個叫我

們去設攤位…然後就用那種紅棗雞湯，一大鍋，然後紅棗饅頭…因為我

帶去出都是一塊錢一個在賣的，啊雞湯是不用錢的啦！紅棗湯是不用錢

的，所以我出去回來後，如果給我一百個饅頭，我就帶回 100塊而已…

到那個會場過後就開始準備，人家上面有司儀活動的…10點 10分，我

們棗莊的攤位那邊！饅頭特賣，一個一塊錢，一講完後…一包 10 個饅

頭才 10 塊錢，就一下就賣完啦…我們十一點五十的時候，紅棗雞湯免

費吃這樣子喔！又開始舀，又排隊，弄完，紅棗湯本來就是免費給人家

吃的啊！還有剩下，我就叫我們工作人員全部弄好，端著，所有看到的

人就給他喝… (棗莊負責人邱先生) 

除了餐廳將紅棗置入菜餚、延展紅棗料理相關產品，另外我們也訪問在地方

上辦理婚宴外燴的廚師，一桌菜餚規劃中大概有兩道會使用到紅棗入菜，辦理外

燴也不一定限定於公館或苗栗地區。 

我是我本身就是住在公館這邊，在館南村那邊，那從事是餐飲的工作，

就是辦外燴那些…以前是遠到哪裡，台北，耶基隆那邊都有去過，那時

候外燴，現在已經時代在改變啦，一些外燴都已經慢慢就是被淘汰受到

淘汰，那然後都是經過大飯店…我們常常就在(使用紅棗)，因為它是我

們本地的農場品，然後我覺得他對於真的健康養生非常有幫助，所以我

們的菜餚紅棗都幾乎大致都有。(傅小姐) 

訪問調查中的餐廳經營者多數不完全涉入餐飲料理產品的烹飪的服務性勞動過

程，因此無法明確得知不同餐飲料理產品之間的勞動過程中的詳細資料，多數仍

仰賴以初級工業性勞動所產出的加工產品紅棗乾進行進一步的烹飪勞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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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鮮的紅棗只能直接吃嘛！拿來做菜其實是很少，反而是紅棗乾才比較

多，紅棗乾它一方面，我們最主要一剛開始的時候，就是想出煮紅棗茶、

紅棗飯，這是一剛開始就有，那紅棗茶也是我們一直想說要配方齁，要

怎麼樣才可以煮得出又香又養生的，後來，紅棗茶也是我們客人接受度

[高的]，而且我們還是免費的，這方面我們花的成本還滿高的，然後紅

棗飯，就是飯裡面放幾顆紅棗下去，飯就有一些香氣，就這樣子，這紅

棗雞湯，就是我們從開幕以來，這三樣就是一直都有的，後來才想說在

其它的菜餚裡面看看能不能加進去，有些紅棗乾直接跟菜一起炒，也會

有它的香氣，但是你有些菜就不行一起炒，可能味道不合嘛！(棗莊邱

先生) 

在餐飲料理產品產出的服務勞動過程中，紅棗的初級加工品紅棗乾也需要通

過各種不同的程序與勞動的投入，將紅棗融入到料理中。例如紅棗乾還需經過簡

單的加工：去籽、剪成一小塊，為了讓紅棗的味道能夠凸顯於菜餚中，或以蒸煮

的方式先提出紅棗味，再進行後續的料理動作。 

紅棗味道要炒出，要出來的話比方說你像，像我有做一道菜冬瓜用紅棗

去蒸的話，那你就是紅棗的那個裡面要先剪開來，把籽拿掉，另外剪一

小塊一小塊去放在冬瓜架上面去蒸，他就容易把那個味道跑出來，你不

要整顆，整顆的話他就比較不容易入味。(傅小姐) 

在餐飲料理產品的品質訴求上，多數餐飲料理產品訴求使用公館地區所特產

的紅棗作為其產品的原料與特色元素，即強調是以地方技藝與傳統的品質面向，

但是仍顯示出紅棗入菜以外，亦需要如鄉村古樸的、或是訴求客家文化的其他料

理與環境元素作為支持，例如紅棗與客家料理的結合、古物型態的餐具搭配。 

嘿嘿，梅干扣肉，感覺怎麼樣，就像西式的漢堡一樣這樣子，其是那紅

棗是我們蒸過之後，就是紅棗乾喔！蒸過之後，把籽去掉打成泥，然後

再加黑糖，麵粉再去揉這邊的，就是做成饅頭這樣子，剛開始當初，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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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成立的時候沒有做紅棗饅頭，就一般的白饅頭這樣子，後來想想，這

可以這樣子，就這樣試試看，味道還滿搭的！因為梅干扣肉比較鹹嘛，

這樣搭配起來，感覺好像又有紅棗的香氣齁！就…就這樣子推出來，沒

想到客人也是滿喜歡的。(棗莊邱先生) 

今天吃飯的那個碗應該是黑色的吧！我們以前用的碗是手拉坯的…啊

你拿起來看，底下還有棗莊兩個字。(棗莊邱先生) 

但在追求地方傳統的特質上，仍會依照消費者反映的口味偏好來進行調整，

由於廚師大多是地方上已有一定廚藝資歷，製作的菜餚也偏向地方人所習慣的口

味，因此經營者須於廚師的地方口味與外來消費者口味間折衝協調。 

因為…其實我們請的廚師是年紀比較不是年輕的，像我們是客家料理，

他們比較有傳統的一些觀念，就是認為說他煮的菜才是那個…啊我們有

時候，我們是站在客人的角度，看是用什麼方式，來表現出來讓客人接

受度會比較好，那慢慢的他也知道我們的想法跟我們的理想是什麼，就

配合度就還不錯，有時候他自己會想出來因為你不創新或者是說改變的

話，客人會吃膩。(棗莊張小姐) 

除了地方技藝特質被運用至紅棗料理品質中，自然、生態品質的訴求也被發

現，在食材的挑選上強調農業產品有機、無毒的特質，進而成為附加於菜餚之上

的地方食物品質。 

特別我們就講紅棗，紅棗這個部分你還有再思考說定期去提出新的菜色，

發展新的東西…紅棗如果真的要去發展新的不一樣的菜色…我有想就

是配合有機的農業…我想訴求這個區塊。譬如說有機的米，假設無毒的，

那種區塊的我們找個產品，然後再應用到食材上面。(巧軒餐廳徐先生) 

不過，在調查的同時也發現，雖以公館紅棗作為餐飲料理產品的主要品質訴

求，但是地方餐廳業者不一定皆使用公館的紅棗進行後續的服務勞動。由於公館

紅棗的價格相較於其他管道取得的紅棗高，因此餐廳經營成本的考量下，便會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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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以其他地方生產的紅棗來取代本地紅棗的情況。 

所以我們這本地人要有共識…你就是本地人那就是我們用本地的紅棗，

你就不要用大陸的…標榜本地紅棗結果用大陸的，是不是拿石頭砸自己

的腳？要屏棄，外來棗都不要…你們公館紅棗，差不多就四十幾公頃，

如果全台灣跟你們要，不足夠的，但是你還是會類似滯銷，很多，當然

是[公館紅棗]價格比較貴。(公館農會陳先生) 

餐飲料理產品對於地方經濟層面上提供的助益可從投入的就業勞動人力悉

知，以棗莊為例，經常座無虛席的滿席盛況使得餐廳至少需要 40到50人的員工，

才能讓整個餐飲服務的人力充足、順暢。而這些員工大多是當地居民，甚至流動

率不高。 

[開始聘雇人員]當初來這邊大概講說五個、六個應該夠了，現在已經進

入到九個、十個...其實你說禮拜天就再加工讀生。廚房[工作人員]喔，

二、四、五。[假日增加工讀生]三位，三位到四位。所以大概外場會變

成再增加到八到九，大概是這樣…因為我們這邊還有自己包水餃，所以

手工的東西還蠻多的…這邊人員流動性不高。[人員]應該都在地喔，那

年齡層大概就三十歲上下。(巧軒餐廳徐先生) 

 

(三)旅遊節慶： 

主題式農業旅遊與地方特色節慶產品依序涉入了農業勞動、服務勞動。而在

服務勞動的部分由農會、旅行社、公關公司等把紅棗的元素置入遊程或活動產品

中，例如觀光採果、DIY紅棗酒的釀製等，而旅遊與節慶亦涉及不同層面與型態

的服務勞動的投入，消費者接觸產品之管道方式亦有所不同與差異。 

從歷年的報導中，我們發現關於紅棗的旅遊活動相當早就已在當地出現，從

休閒園區的發跡、紅棗農們各自經營的果園觀光等，這是由地方業者自主發展出

來結合觀光產業與原本的紅棗相關產業的一種作法，屬於地方休閒產業的一區塊。

另一方面，近年在農委會政策的支持下，公館農會與雄獅旅行社合作開發主題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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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光旅遊，以紅棗相關產業做為旅遊商品的主軸，並囊括其他公館特色產品與地

點，這兩種是外地遊客透過觀光旅遊的方式接觸到公館紅棗的主要途徑。 

紅棗文化節為結合地方文化與推廣地方產業的活動，由公館農會及長虹公關

公司所辦理、執行，公關公司負責企劃、設計、宣傳節慶活動，這些活動涉及複

雜的服務勞動，甚至相互成為產品的一環，例如節慶活動置入旅遊遊程中。 

與公館紅棗相關的旅遊商品大致可透過兩種管道取得：一種是自行打電話與

當地休閒產業業者接洽，另一種則為通過雄獅旅行社獲得旅遊資訊。前者主要由

休閒園區黃金小鎮所規劃，透過單車代步，帶領遊客尋繞苗栗公館四個村落的景

致是重點遊程，並以將阿勃勒的金黃色彩包裝旅遊遊程意象，採紅棗鮮果為其中

一項遊程活動。後者則在雄獅旅行社的中介下，遊客可參與團體巴士遊程或採取

較彈性的自由行，與公館農會協商後，主推紅棗的主題遊程，以期通過紅棗打響

的旅遊聲望帶動其他特色產品的發展。 

觀光果園做為一項遊程產品先後涉及了農業勞動與服務勞動，遊客通過這個

機會得以和做為生產者的棗農面對面互動，在農民的農業勞動下才得以有今日的

紅棗供遊客採果、購買，採紅棗是遊客至公館地區旅遊時與紅棗鮮果最直接的接

觸活動，因此棗農是農業旅遊中第一線與消費者接觸的人，往往也需具備服務勞

動的能力，如擔任導覽解說員或產品介紹者。 

[那來採的大概男生多還女生多？]大部分都有，暑假的時候小孩子都

有…整家的也有啊，像昨天有那個香港來的…他買紅棗乾買很多喔！

就一直講，解說給他聽…知道就講一下啊，大陸的我也去過啊，但是

我跟他講啊，香港的紅棗乾大部分都是台灣的中藥店來的。[台灣]中

藥店沒有跟我們買，買不起啦，太貴了買不起，大部分都是大陸的。

中藥店的比較大個，沒有香味啊，我們的比較香…這個燉雞湯也可以

啊，他們做菜的比較知道，燉雞湯，拿去煮紅棗茶也可以啊，拿去煮

飯也可以啊，什麼都很好用，[紅棗]乾的就是很好用。(棗農吳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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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遊覽車抵達當地的團體遊客，在標準化的行程規劃下，停留於紅棗園的

時間較不具彈性，而同時入園的團體遊客數量多，也使得遊客多以鮮果採摘與品

嘗的體驗經驗為主，並結束於鮮果或其它棗乾、棗茶等加工產品的購買活動。相

較之下，散客由於事先自行規畫了較多時間、花了更多力氣前往紅棗果園，大多

更期待與棗農在生產知識、果園管理、紅棗產品等各方面有更多互動，更需要業

者投入更多的服務勞動。 

[遊覽車]一台差不多…起碼(入園)半個小時啊，半個小時、一個小時。

他要進去採，採要秤嘛，這樣。有不去採的，我採下來的賣給他也可

以啊，有的比較懶的不去採，我有準備一點點[給他買]…那個散客會

裝比較多、採比較多啦，散客才採一下就整桶整桶的都有。(棗農吳先

生) 

旅遊產品的設計中，經常特別標舉「公館為台灣唯一的紅棗產區」，其產品

品質的定義偏屬地方技藝特徵中的來源地生產、特色產品及農場食物。 

因為農特產品整個臺灣來講，我覺得屬性很多都很雷同，如果芋頭，

你有芋頭，我有芋頭我有米，更是每個農會都有，很難，所以就要找

到那個獨特性。那很幸運的是公館在紅棗這方面是有它的獨特性，所

以當我們在講公館紅棗的時候，是比較容易建立公館跟紅棗的連結。

(公館農會林小姐) 

由於紅棗在藥材使用上與養生功效有所連結，因此擔任家中重要烹飪角色的

媽媽們則是此次農遊計畫中主要鎖定的消費者群，因此產品在品質面向上的呈現

也對應到自然、生態訴求中的健康部分，而推行農業旅遊的組織們也通過健康品

質的強調，獲取消費者們的產品青睞。特別強調紅棗的生態環境層面，例如，強

調安全用藥及認證標章的取得，來加強公館紅棗的旅遊遊程品質。 

因為現在的市場的確比較熱門的就是一些婆婆媽媽，在地食材，那我

們現在再推的就是禮拜一到禮拜三，然後我就跟著這個車，然後去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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邊去體驗在地食材，然後也許可以帶一些回來，然後就煮給你的家人

吃，對對，那目前我們是依照市場去做他的推廣…(傑森整合行銷公司

張先生) 

然後在養生的部份我們就是講到紅棗入菜的好處，就是請他們，就是

假設有銀髮族的市場，或是年紀稍微大一點，或是其實不用年紀很大

啊，現在很多人很注重養生的觀念，那我們就跟他講說我們公館現在

有在輔導安全用藥，然後甚麼吉園圃的標章，就是我們盡量幫消費者

把關紅棗的安全…(公館農會林小姐) 

紅棗的主題旅遊被設定為公館地區目前的旅遊明星商品，這部分政府的評估

方式仍是通過旅遊引入地方的經濟效益來衡量旅遊商品的品質，例如，以紅棗為

特色招牌，吸引並提高抵達公館的旅遊人次，再進而推廣其他地方產品。粗略推

估一個月中旅遊人數約為 2,560 人。 

今年一開始的時候就跟農委會寫了「到公館棗幸福」這個計畫，所以

我們才拿到他(農委會)的農遊補助，我覺得這也是因為他農特產品比

較特殊的地方…雖然公館是提紅棗，但是紅棗的產季畢竟是比較少，

那他的計畫是整年度的經費，那他會希望我們把一些其它的特產帶出

來。所以也是以紅棗為主，但是其他季節性的農特產可能還是要顧到…

那他們雄獅的旅遊團體也有來，來的成效也不錯，大概兩三個禮拜就

一千多個人次。(公館農會林小姐) 

農業旅遊產品中的服務勞動亦涉及到對消費者在有關生態或是採果方面知

識的教育。除了安排讓遊客至果園參觀、採果體驗外，地方業者們也發現遊客教

育是構成整個旅遊商品得以繼續維持、發展最重要的一環，因為紅棗是經濟單價

高且易被碰落的水果，棗樹的樹幹帶有刺，因此無論對於珍貴的紅棗或遊客來說，

小心的摘採，既可以讓紅棗鮮果保持較良好的狀態，也可保護遊客的安全。 

 (我們)以單車的方式深度介紹的方式，讓人家有感受的方式…帶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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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過紅棗園，然後跟紅棗的班長，或者紅棗的一些業者來結合，然後

讓遊客下去採紅棗，我是這樣子用體驗的活動來帶，最主要是真正能

夠幫助到農民的角度去出發……其實採紅棗就是我們要了解，就是要

讓他採怎樣的紅棗？成熟的紅棗是怎麼樣？不成熟的我們不要去動它！

因為這個畢竟是農民辛苦所種植的，它一年採收一次而已。所以我們

要怎麼去愛惜這個紅棗，這個就變成要教育……你要把這個東西，紅

棗的東西，變成一個很高貴的東西，遊客才會珍惜，一顆顆採， 否則

給你這樣子(扯)下來，怎麼辦？(茅鄉亭謝先生) 

而以地方業者所組成的黃金小鎮休閒園區主要由四個村落的業者組成，因此集合

了各村特色產品作為主軸。但各家業者仍以各自營業內容為主，就地方發展的角

度而言，透過地方業者及居民的集結而產生的旅遊商品，是最能將旅遊帶來的經

濟利益保留在當地的方式，例如訓練苗栗地區的導覽人員、提升農民們的農業周

邊收益等。 

那我就把這個部分，就是人家的部分，把人家專業的部分，交給專業

的部分去處理…那解說費遊客出錢，[讓]他去賺！他也要生存啊！…

我目前有十幾位[導覽人員]都是專業的！他們有去受過導覽解說的課

程，那個有師資…就有等於有證照的…然後我把幾個挑出來，認為他

活潑性夠的、幽默性夠的…他們本身有個解說員協會…(茅鄉亭謝先

生) 

紅棗文化節和消費者接觸的型態為鄰近性的特色節慶及市集，消費者獲得節

慶資訊的管道有報紙、電視、電台、親友通知、網路訊息、記者會宣傳等，消費

者可分為當地居民及外地遊客。服務勞動的投入也必須考量如何讓地方的居民對

於節慶活動產生認同，使節慶產品效果可以延續更長久，在活動規劃上結合紅棗

的生產或加工環境。 

其實我常常會想說，一個產業文化活動是一天兩天辦完就沒了，還是



302 
 

他後面可以有延續性，當地的農民他可以，社區的人他會有感受，有

感，那有感的時候他必須要來參與，那在參與的時候，他會有一些事

情可以做，或者是他會覺得說與有榮焉那個感覺，讓它產生…所以我

們在做的時候，就是這樣子的一個觀念，然後再跟總幹事在溝通的時

候，然後總幹事也認為說，每一場活動要留下東西來…不管是在無形

之中的一些文宣上的宣傳，或者是一些實質上的東西，像譬如說第一

年的時候…我記者會是以一個開棗，就是那個棗園開棗，我告訴他說，

我們棗園已經開放，大家遊客來，那我們是做那個棗生貴子那個氛圍

來做。然後在第二年的時候呢，他就會用，因為他當地的紅棗很多。(長

虹公司蘇小姐) 

節慶產品與服務訴諸的品質面向為實體的地方特色產品與無形的地方特殊

文化。也希望藉由紅棗文化節提倡與發揚公館地區的文化，特別是逐漸消失的客

家文化，以紅棗文化節的後續效應產生延續性，讓當地的農民與社區的住民獲得

認同感。 

其實公館好像在更早之前也沒有那麼對自己的紅棗那麼有信心、或講

那麼自信，覺得它是一個真的我們的好東西、當地的寶…可是這幾年

通過這樣一個活動推的話，慢慢他們也發現這個不僅是好東西，外面

都很重視，他們自己慢慢能夠通過這個東西把自己…以前好像不覺得

是一個寶，現在覺得說自己在這個家鄉的時候蠻有成就感的。(長虹公

關公司蘇小姐) 

每一次活動辦理的過程中仔細觀察遊客的反應，評估活動辦理的成效以及未

來可以進展的方向，除此之外會針對地方特定的需求而設計活動，比如說辦理者

意識到公館地方傳統文化的流失，於是將節慶辦理的主軸針對年輕的遊客，可以

看出公館紅棗文化節不全然只有經濟面的思考，也有傳承傳統文化與建立地方認

同的構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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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覺得在這個區塊之下，我們一直希望它能年輕化，可是問題是，這

個部分就是我這個案子做完之後，我後面我著力不到了，我著力不到

這個區塊，所以我們要推廣給年輕人的時候，就譬如說像…[紅棗]我

們曬一曬，我們每一次辦記者會，我們就買很多生果…那變成說在透

過年輕人的時候，他們可能就會認為說，還是那個紅棗是對在藥品的

食材，他不會覺得說跟他的生活是很貼切的…(長虹公司蘇小姐) 

在節慶活動產品品質層面上，以此次的節慶為例，主辦單位曾經邀請過客家電視

台的藝人來表演，結合地方技藝品質訴求中的傳統特質。 

其實應該說很多的表演的團體的資源是我在做社區的時候累積出來的。

像那個謝老師…他現在本身在客台當評審，所以他會有，他一直也想

要做客家的人才，因為會傳承，一定會…像客家的山歌這一些已經快

要沒有了…你像老人家他很喜歡聽的是客家傳統的，傳統的這一些東

西，可是現在很少人會唱。(長虹公司蘇小姐) 

今年為期兩天的紅棗文化節舉辦於苗栗農改場，節慶辦理者估計約有 10000

多位遊客來此觀光，甚至結合不同型態服務性產品。例如，搭配旅遊行程增加節

慶人潮。 

其實我認為說可以跟旅行社結合在一起一日遊的行程，其實旅行社他

們也希望要這個東西。其實那一年我們還跟一個，剛好國泰人壽他們

有做那個…他們專做這個，國泰保險那個區塊，那一天他們來了五十

部遊覽車…所以你知道人潮就會非常的多。(長虹公司蘇小姐) 

 

(四)生技型產品： 

生技型產品在此意旨將紅棗脫離以食品科學相關工業技術進行加工，而以通

過科學性勞動，包括知識與生物科技等相關技術、設備，將紅棗轉換成為其他類

型的加工品。目前以公館農會所研發生產出來的相關產品有紅棗面膜、紅棗精華

液與紅棗乳液等產品。然而，此次調查之結果顯示這些產品目前已不再生產與銷



304 
 

售。 

生物科技那個也是，因為那已經到另一個層次了，所以我們不能夠去，

那代工他既有的設備是最好啊，那就要求用我們的紅棗。(公館農會食

品加工廠李先生) 

代工的除了剛講的化妝品還有米，這個米本來我們也有設備啦，但是它

壞掉了，壞掉了我要生產的米，第一個我要有糙米機，把稻穀變成糙米，

第二個要碾米機，第三個要選米，因為現在就是說消費者因為時代已經

進步，如果像我們以前有一點點石頭吃進去也沒關係，像一點點黑點都

不行，因為國家有規定，優質米喔，所以我們也沒有說打算要投資這種

機器設備。(公館農會食品加工廠李先生) 

譬如我現在紅棗面膜那些很好，但銷路好不好，只有一些人知道，面膜，

精華液那些，現在小姐，你們買甚麼保養品，不一定買這保養品是不是？

我資生堂的，我從頭到尾都是資生堂，你今天突然叫我用紅棗的，我要

拿我的臉去當實驗品啊！就這樣子啊。(公館農會推廣股陳先生) 

 

伍、綜合分析與討論 

一、「公館紅棗」的報紙呈現與食物品質建構 

在地方意象與飲食品質方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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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烹調文本。也因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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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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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館紅棗在報紙品質呈現除傳統對紅棗藥用功能的強

調外，伴隨著地方觀光與休閒旅遊的愈趨興盛，紅棗種植的自然環境與氣候時節、

紅棗特色加工產品、紅棗烹飪與料理等面向的特質也成為報紙媒體對公館紅棗最

主要品質面向的著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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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客家特色食品網絡可促進地方經濟資本 

客家特色食品網絡的建立，重新組構地方農產食品生產與中介的相關網絡（社會

資本），強化客家地方的經濟收益與就業福祉，並促進創建客家地方農食經濟的

新體制。公館紅棗棗農約有 80 人，每年創造約一億元的產值；在紅棗加工產品、

餐飲料理與旅遊活動的提供，約有 150 人的就業投入，可進一步創造每年約一億

五千萬元的產值。公館紅棗特色食物網絡的重新創建與組構是公館新地方發展實

踐浮現的潛在重要機制。對公館紅棗相關產品的生產者來說，其涉入新型式的食

物網絡提供在農業場域與鄉村地區保留更多增加價值的可能性，它們蓄足潛力得

以移動食物生產遷離其「工業化模式」產出，並打破冗長、複雜、及理性組織化

的工業式生產鏈，同時幫助公館地方維護收入及就業程度。 

 

三、客家特色食品網絡可強化地方文化資本 

近年浮現的客家特色食品網絡的一個關鍵的特點是該特色食物網絡之再社會化、

或再空間化食物的潛在能力。再空間化意指重塑或縮短食物生產與消費使用的距

離，再社會化意味著創造出介於食物生產及消費間的新交互關係。新特色食物網

絡能夠成為創造農業與社會之間更有效連結的一項重要工具。公館紅棗的食物網

絡帶動消費者更為接近他們食物的源頭，且在許多情況下涉及了公館農友與他們

紅棗產品的終端使用者或消費者更為直接的接觸聯繫。新近浮現之公館紅棗的特

色食物網絡因此能夠讓消費者以他們自身的知識、經驗、或所感受到的意象為基

礎，針對紅棗相關食物產品的可欲特性與品質特徵做出不同的價值判斷。通過這

樣品質建構的過程，公館紅棗所承載的多樣但可能強烈的意義，能使消費者脫離

既有主流食物網絡並與不同型態的公館紅棗特色食物網絡連結。以公館紅棗而言，

其所農業產出或加工產品多由它們生產所在的地域或是特定的傳統（如客家文化）

所界定；且他們提供農家及/或地域的意象作為品質一個來源。在這裡，在農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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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產與鄉村文化、文化地景與地方資源之間，一個更為直接的連結隨之產生，也

強化了地方文化資本的創造、使用以及開展。 

 

四、客家特色食品網絡其促進地方生態資本仍有待提升 

以族群文化與地方資源為核心特質的客家特色食品網絡的建立與延續，有更大的

潛力來回應社會公眾對自然保育、景觀維護、物種多樣、環境永續等生態品質的

關注。但這些自然生態資源的品質無法在單一產品的層次上被生產，它們需要同

時從物質與社會兩者角度之區域性尺度的來進行，也因此面臨更龐大且更複雜的

挑戰。以公館紅棗的案例而言，近年來公館農會所收購的紅棗逐漸將生態性或自

然性特質作為紅棗系列產品（含鮮果、棗乾及後續加工的相關產品）最主要的品

質訴求，並且以此品質特質要求地方的農業勞動投入者朝向自然與生態的品質面

向（安全用藥、無毒、產銷履歷等）進行農業生產。但公館地區多數紅棗相關產

品（特別是加工產品）在自然生態與環境保育此品質面向的關注，仍是處於低度

發展的狀態。提升農食產品其自然與生態的品質意味著學習、交換、合作與協力

的過程，因此永續客家特色食品網絡的建構需要地域性的共力協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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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深度訪談名單 

編號 時間 單位 受訪者 

1 102/08/05 棗莊古藝庭園膳坊 
邱先生 

張小姐 

2 102/08/06 紅棗行館 陳小姐 

3 102/08/08 棗之禮 史先生 

4 102/08/09 荷塘居田園餐廳 江先生 

5 102/08/09 公館鄉農會 韓先生 

6 102/08/14 田媽媽巧軒餐廳 徐先生 

7 102/08/15 發哥紅棗園 劉先生 

8 102/08/16 渤海紅棗園 吳先生 

9 102/08/20 公館鄉農會食品加工廠 李先生 

10 102/08/20 公館鄉農會 林小姐 

11 102/08/22 茅鄉亭養生抒壓農園 謝先生 

12 102/08/23 草莓達人農場 謝先生 

13 102/08/26 長紅創意 蘇小姐 

14 102/08/26 美之味農產品企業社 丁小姐 

15 102/08/27 公館鄉農會家政班 傅小姐 

16 102/08/28 棗霸子/紅棗食府特色餐廳 楊先生 

17 102/08/28 公館鄉農會 陳先生 

18 102/09/13 雄獅集團傑森整合行銷 張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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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計畫六 

桃竹苗地區客家選票之穩定與變遷研究— 

1985〜2012新竹縣的跨時性分析 

計畫主持人：彭鳳貞 

壹、前言 

    客家委員會自成立以來，即重視客家知識體系之建立以作為客家論述基礎，

積極建構科際整合的客家學門，展現具有臺灣客家主體意識的學術關懷與實踐。

綜觀現有的客家研究成果，政治領域之鑽研相對較為欠缺，無疑是客家研究中最

有發展空間、值得積極補強之區塊；本計畫即以客家族群為主體，從政治學取向

切入，嘗試為跨學科的客家知識體系建立政治學領域之研究基礎資料。亦期拋磚

引玉，未來能夠獲得更多學者共同投入相關領域研究，對臺灣客家族群的政治參

與有更深入探討。 

    選舉為構成民主國家政治運作之基本要件之一，我國政治學界在有關政治態

度、政黨認同、選民投票等研究面向，多將焦點置於「閩南 vs.外省」的族群分

歧，主要係受二者分別代表政治實務上進行激烈權力競逐之雙方所致；相對的，

客家人為臺灣社會第二大族群，但以客家族群為主體而進行之選舉研究十分有限，

僅在極少數的研究中被提及或單獨列為變項，一般多籠統地與閩南人被共同歸類

為「本省人」。在閩、客人口數高達 5 倍差距的情況下，一旦籠統地放在「本省」

同一類屬中，必然導致整體客家族群的各項研究遭到輕忽，亟需在政治學領域努

力耕耘，逐步對客家地區選民之政治態度與政黨認同等重要政治學術議題，進行

有系統、有計畫的深入探討，進一步了解影響客家族群政治行動的原因與方向。 

    近十餘年來，全國性選舉經常呈現「北藍南綠」的選票聚集現象；客家選民

對藍綠兩大陣營的支持大致符合整體社會的選票分佈趨勢：「北客」所在的桃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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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地區，有較清晰的偏藍傾向，「南客」所在的高屏六堆地區，則明顯以泛綠佔

有相當優勢。一般在論及選民支持度時，桃、竹、苗經常被相提並論或共同被歸

類為泛藍支持地區，實際的投票內涵卻相當分歧，新竹縣的選舉結果較桃園與苗

栗兩縣更具明顯變化。本研究以新竹縣為範圍，設定質化的研究方法，解析客家

族群投票行為背後之考量因素，並與現有之量化調查數據相互比對，釐清「北客」

在各項全國性的重要選舉中，其政黨認同與選票移轉的軌跡及其成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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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計畫修正、確認 

◆蒐集本計畫相關之研究文獻、官

方紀錄、媒體報導等資料 

◆資料分類整理、研讀 

25% 

(25%) 

1.研究計畫修正、確認  ■是□否 

2.蒐集相關資料 ■是□否 

3.資料之分類整理、研讀 ■是□否 

3月 

31日 

4 月 

 至 

6 月 

◆各項相關資料之增補 

◆初步資料分析、研判 

◆深度訪談問卷設計，以及擬定訪

談名單 

25% 

(50%) 

1.增補相關資料 ■是□否 

2.初步資料分析與研判 ■是□否 

3.深度訪談問卷設計、擬定訪談名

單 ■是□否 

6月 

30日 

7 月 

 至 

9 月 

◆完成深度訪談 

◆訪談及各項文獻資料之進階綜

合分析 

◆擬定研究報告大綱 

25% 

(75%) 

1.完成深度訪談 ■是□否 

2.訪談及各項文獻資料之進階綜合

分析 ■是□否 

3.擬定研究報告大綱 ■是□否 

9月 

30日 

10 月 

 至 

11 月 

◆撰寫研究報告 

◆提交結案報告 
25% 

(100%) 

1.撰寫研究報告 ■是□否 

2.提交結案報告 ■是□否 
11月 

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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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預算支用情形 

桃竹苗地區客家選票之穩定與變遷研究— 

1985〜2012新竹縣的跨時性分析 

經 費 項 目 核定金額 實支數 說明 

人事費 190,000 190,000 

主持費每月 10,000 元，共 11 個月、

兼任研究助理每個月 8000 元，共 10

個月。 

業務費 133,700 133,700 

聘用臨時人員執行本計劃相關工

作，包括深度訪談、彙整資料及其他

相關事務…等，以及資料收集費、交

通費、紙張文具等耗材。 

雜支 18,300 18,300 
郵電、影印裝訂、打字編排、訪問費、

文具用品、誤餐費及其他相關雜支。 

管理費 38,000 38,000 

依台大校方規定編列本分項計畫經

費之 10%。內含：內含：(1)主持人

健保補充保費 10,000元/月 x2%=200

元/月。200元 x11月=2,200 元/

月;(2)碩士班兼任助理健保補充保

費 8,000 元/月 x2%=160元/月。160

元 x10月=1,600元/月;(3)臨時工健

保補充保費 17,440元/月 x2%=349元

/月;349 元 x5月=1,745元/月。 

合計                                                   380,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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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檢討與建議 

一、成果效益 

    本研究針對新竹縣客家選民之選舉與投票結果進行質化分析，觀察 1985 年

以來新竹縣在總統、立法委員、以及縣市首長三個不同層級選舉之勝負結果，追

蹤選民投票軌跡係傾向固定支持同一政黨之穩定型或「擺盪」變遷型投票，並與

現有之量化調查資料相互比對，初步描繪客家族群在國家認同與政黨支持面向之

政治態度；從社會心理學途徑，解析影響新竹縣客家選民投票決定之各項因素，

包括政黨認同、候選人條件、政見議題等三大取向，試圖排比其輕重順序，掌握

民意強度與向度脈絡；另並綜合宗親政治與傳統關係取向等其他因素，歸納客家

選民之特質、政治認知與行動準據，釐清新竹縣客家民眾的投票抉擇與政治參與

特性。 

    感謝客家委員會提供研究經費，本研究主要成果效益如下： 

1.落實具有客家主體意識的學術關懷 

    受到政治實務的影響，國內在政治學領域有關政黨支持或選民投票行為

等研究，觀察重點絕大多數置於閩南與外省族群的分歧，客家族群一般多籠

統的與閩南人共同被歸類為本省人，針對客家族群的研究尚屬少見；此一現

象反映出客家族群在臺灣社會主體性不足、長期在社會上遭邊緣化的問題。

本研究在客家選民的投票選擇行為上耕耘，以臺灣客家族群為主體、客家民

眾的投票行為為焦點，兼以政治學與客家學的角度，探討影響客家選民投票

之各項因素，對未來長期推動客家選舉研究提供初步資料，朝向建立資料庫

邁進，進而落實具有客家主體意識的學術關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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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共同參與建構客家知識體系 

有關臺灣客家族群議題的研究範圍，面向多元廣泛，但以政治學為途徑研

究者比例甚低。本研究以選民行為之角度切入客家研究，引進政治學理論，從選

票的穩定與變遷，探討客家選民的政黨認同與投票選擇，有助於選舉研究與客家

學研究的對話。同時，以質性方法深入覺察客家選民的社會心理各項因素，與既

有之選舉調查相互比對，兼顧全國與地區性客家選民投票行為的觀照。本人並擬

針對其他客家族群聚居區域進行持續性的研究，以「拼圖」方式逐一解析各縣市

客家民眾的政治態度與行為指標，期呈現客家族群政治認同的整體面貌；以客家

作為一個自給自足的研究領域，共同推動客家知識體系之建構。 

3.促進多元文化社會對少數族群政治參與之理解 

近 20年來，客家選票經常在全國性的選舉中展現關鍵性影響力，成為政黨

與候選人競相爭取的對象。本研究成果將可深入了解客家選民在不同投票抉擇上

的差異思考，及其背後的政治認知、政治態度與政治文化，提升客家族群在參與

國家統治權形成過程中的重要性。同時，亦可提供更深入的掌握民意向背之研究

材料，作為政黨及其候選人適度回應客家選民心聲，實踐民主政治以民意為依歸

之參考。在臺灣多元文化的社會環境中，改善客家人長期處於政治邊陲、認知遭

外界扭曲的不利處境，展現對少數族群的關懷，逐步解除過去客家人陷入社會「隱

形族群」的尷尬。 

4.增進參與人員對客家族群之認識、提高客家研究興趣 

    本研究計畫聘請碩士生大學部學生各一人擔任兼任研究助理，協助各項研究

資料蒐集、分類歸納與整理、以及深度訪談之進行。研究過程中，除在政治學與

選舉投票相關理論、研究設計與資料分析、深度訪談技巧等研究知能有所訓練，

更逐步引領年輕一輩學生有較多機會接觸客家人、客家語，對客家族群有更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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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識與了解，培養客家研究的興趣與能力，期望未來增添更多優質人才投入客家

相關研究。 

二、與原訂計畫之落差及原因分析 

    無 

三、建議事項 

    西方政治學界最早自 1920 年代起展開投票行為研究迄今已近一世紀，我國

政治學界追隨美國研究腳步開啟選舉行為研究也達半世紀時間，惟政治學領域以

客家族群為主體的研究數量至今仍相當有限，臺灣客家族群的政治抉擇、及其背

後的政治認知、政治文化等態度探索幾乎付之闕如。本研究藉由對新竹縣近四分

之一世紀的選舉探討，初步針對客家選民的投票行為進行解析，期望藉此學術耕

耘拋磚引玉，對未來長期客家族群選舉資料庫的建立有所助益。更期望後續有更

多學界人士投入此項領域，朝向建立資料庫邁進，而此有賴主管機關的鼓勵與大

力支持，以政策帶動客家學與政治學門的科際整合研究；此外，多年來以全國人

口為範圍的選舉研究中，客家族群因人口比例在量化調查研究中樣本數不多，分

析代表性嚴重受限，建議客家委員會考慮建置大型客家族群選舉資料庫，定期以

客家族群為對象進行大規模調查研究，提供學界可靠的基礎研究資料，進一步呈

現客家族群政治認同的整體面貌。  

四、結論 

本研究針對新竹縣客家選民自 1980 年代中期以來，在總統、立法委員以及

縣長三種不同層級的選舉中，形成特殊且明顯的選票「擺盪」現象，解析客家選

民的政黨認同及其強度的消長，並綜合候選人和政見差異，以質性研究描繪影響

選民投票選擇的各項社會、心理、族群、地域等因素，同時與現有之調查資料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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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參照，發覺新竹縣客家民眾一般的政治態度，釐清其政治參與之行動準據與脈

絡。 

1.客家選民為「族群性的中間選民」 

    1980 年代後期，「族群政治」議題隨著臺灣社會民主轉型腳步逐漸浮上檯

面，族群問題與省籍意識、統獨立場、國家認同連結，發展為影響臺灣政治分歧

的最主要差異，不僅影響政治穩定、也是左右經濟發展與社會秩序的重大變數。

2000 年政黨輪替後，因核四停建案引發朝野對立，分別以國民黨和民進黨為主

的藍、綠政治陣營出現，雙方對壘激烈、只問立場不問是非的情形較過去更加嚴

重。在這場以外省和閩南族群為主、以爭奪政治權力為目標的政治潮流中，客家

人被捲入以臺灣為競奪場域之兩股政治勢力的糾結中，往往被迫必須選邊站、甚

或莫名其妙的被貼標籤。 

    實際上，許多研究顯示，客家族群不論在統獨立場或政黨支持方面，都介於

閩南和外省之間；對泛國民黨或泛民進黨陣營的支持度，兩者比例也都落在中間

位置。進一步與政治大學針對國內歷次重要大選所作的調查資料比對，統計數據

同樣證實客家族群的投票內涵雖呈現明顯的南北分殊現象，但以全國性的角度觀

察，與國內其他三大族群相較，客家人確屬於族群性的中間選民。 

2.理性務實的政治選擇與明顯的「移轉投票」現象 

    仔細分析新竹縣歷次重要公職人員的投票結果，北部客家人雖然較支持藍營，

但屬於「中間偏藍」，而非一般所謂的「基本教義派」。在藍綠兩大陣營都有「基

本盤」的情況下，勝負常視中間選票的移動而定；新竹縣的選票走勢常表現出「中

間」色彩，政黨認同雖較傾向國民黨，但並非不可捍動的「鐵板一塊」。 

    從實際的數字來看，在總統、立法委員、以及縣市首長的選舉中，新竹縣選

民的「政黨輪替」、「分裂投票」現象在不同層級選舉中經常交互出現，有明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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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移轉投票現象，與一般社會認知僅概略的以「偏藍」認定頗有出入。例如：1989、

1993以及1997三屆縣長選舉皆由民進黨獲勝執政，同期間內1996年的總統大選卻

由國民黨囊括多數選票，立法委員選舉與總統選舉結果類似、同樣由國民黨獲得

較多支持。然而在2000年之後，不論是總統、立法委員或縣市長選舉，則清一色

出現藍大於綠的結果，即使2009年縣長選舉國民黨出現茶壺風暴，民進黨仍不敵

國民黨；然而僅數月餘、在隔年的單一席次立委補選中，與國民黨一對一對決，

民進黨候選人又很快從選民手中取得壓倒性多數而當選。 

    凡此種種現象，均使新竹縣選民的政治參與行為，出現較頻繁的移轉投票現

象。以結果而論，這種因選舉公職人員之層級不同，政黨、候選人和政治訴求因

素交互影響、輕重各有不同，而出現選票在政黨之間「擺盪」、在時序間來回游

移的現象，反映的正是客家選民經過理性計算、展現自主意識的政治態度。 

3.宗親政治活躍 

    客家人的社會力顯現在政治場域的行事邏輯，有鮮明的組織動員「關係原則」；

重視宗親情感與人際關係的客家人，宗親會早於 1950 年代起，即已是地方有力

的動員系統，特別在 1982 年新竹縣市分治之後，以客家人口為主的新竹縣，宗

親力量進一步擴張為選舉動員系統中最重要的人際網絡。至 2013年 10底止，新

竹縣總計 212個登記有案的宗親會，平時作為同姓宗親聯合祭祀、互助協力、聯

絡宗親情感、維繫認同的管道，選舉時則以人情相繫而展開合縱連橫，在既有的

人際網絡下發揮政治動員效用。宗親社團的凝聚與合縱連橫情況，經常是選戰的

風向球；「共姓人」是否團結一致全力力挺拉抬氣勢，對公職候選人之勝負有至

關重要的影響，宗親系統在新竹縣選舉過程中具有舉足輕重地位。。 

儘管宗親會之間合縱連橫行之有年，但近十餘年來受藍綠對立氛圍影響，宗

親會成員的政治立場較過去明顯分歧，甚至造成同宗組織的分立相抗，再加上經

濟社會的變遷、年輕一代對宗親組織向心力不若以往、以及非客家人加入宗親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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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變其結構等因素，近年來宗親會的政治影響力有漸趨消退之勢。一旦其社會性

與政治性功能未能持續發揮作用，未來發展軌跡勢必改觀，性質上將與其他社會

團體愈來愈類似，以聯誼性功能為主；甚是，客家社會以宗親運作為特色的狀況，

可能像客語一樣消失在歷史洪流中。  

4.客家社會重視人情，候選人特質發揮重要影響力 

    客家人重情份，「人情」的維繫力量常有出人意表的作用，候選人的條件因

而在選舉過程中佔了重要地位。惟，客家選民在候選人取向的指標方面，較重視

心理、情感層面；新竹縣選民對候選人條件優劣的取捨標準，與一般認知的候選

人操守、能力、經驗等條件不盡相同。候選人給人的「感覺」是否良好、是否與

選民有經常性的面對面直接接觸機會，此類簡單的人際互動，是許多選評價候選

人的重要依據。 

    另一方面，因為客家人過去「晴耕雨讀」重視教育的傳統，學歷相對較其他

條件更能獲得選民青睞。特別是在社會與經濟活動型態出現都市雛形的新興地區

如竹北市，工商業相對發達，外來人口多、居民年輕化，選民結構與新竹縣境內

其他 10 個鄉鎮市（不含原民鄉）大不相同，政治選擇的標準也與其他傳統客家

庄有很大差異。 

5. 政黨認同影響深遠，藍大綠小短期內不易有變  

    國內外早已有許多研究指出政黨對選民投票抉擇的重大影響力，在新竹縣，

選舉的層級愈高，政黨對決的特徵愈明顯，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即在於客家人

重視社會穩定，不樂見政治的起伏可能危及穩定的社會秩序與生活型態。1990

年代以來，國家認同、統獨問題屢次在選舉中成為朝野最激烈的攻防，一步步墊

高政黨因素決勝的態勢，也使得新竹縣選民的政治態度日益傾向泛藍陣營。尤其

2008年總統大選前爆發的國務機要費弊案重創民進黨形象，大大降低客家選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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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扁政府的信任；現階段在新竹縣，民進黨的支持度僅能維持基本盤，短期內恐

無力挑戰國民黨的多數，在總統、縣長、立委等單一席次選舉中，顯得無能為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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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研究成果全文 

桃竹苗地區客家選票之穩定與變遷研究— 

1985〜2012 新竹縣的跨時性分析 

計畫主持人：彭鳳貞 

中文摘要 

    在民主社會之選舉競爭中，選民是持續穩定的把票投給同一政黨及其候選人、

抑或經常轉換政黨認同而把票投給不同政黨候選人，不僅影響該次選舉之勝敗，

更攸關長期性的政黨勢力板塊變動。近十年來，全國性選舉選票經常呈現「北藍

南綠」之結果，然客家族群聚集度最高的新竹縣卻有較頻繁的「移轉投票」現象，

與一般社會認知僅概略的以「偏藍」認定頗有出入，成為本研究觀察客家選民選

舉穩定與變遷的焦點。本研究目的為：(一)觀察 1985年以來新竹縣在總統、立

法委員、以及縣市首長三個不同層級之選舉結果，發掘選民之穩定或變遷投票是

否具有特定規律性。(二)解析影響客家選民投票之各項因素，排比其輕重順序，

掌握民意強度與向度脈絡，了解選民投票行為與政黨認同之間的連動關係。(三)

探尋新竹縣在近廿餘年的選舉競爭過程中，從過去的藍、綠各有擅場，逐漸演變

為經常性的「藍大於綠」，政黨勢力消長之轉變關鍵發生於何時？主因何在？(四)

歸納客家選民之特質、政治態度與行動準據，分析此種選票在兩大黨間「擺盪」

之政治效應，以及對臺灣選舉文化之形塑有何影響。本研究的問題主要為：(一)

新竹縣的客家選民傳統投票習慣與特徵為何？(二)在臺灣民主轉型後，選民之政

治態度與認知、評價有何改變？(三)客家選民有明顯之「移轉投票」現象，其特

徵與對政治民主之態度和穩定投票者有何顯著不同？本研究以臺灣客家族群為

主體，兼以政治學與客家學的角度，探討影響客家選民投票之各項因素，了解客

家選民投票行為之動態過程、解釋選票之穩定與變遷原因。引進政治學理論，從

選票的穩定與變遷，探討客家選民的政黨認同與投票選擇，期能展現具有臺灣客

家主體意識的學術關懷與實踐，並嘗試為跨學科的客家知識體系建立政治學領域

之研究基礎資料。  

 

關鍵詞：客家族群、投票行為、政黨認同、移轉投票者 

 



324 
 

壹、前言 

一、研究動機 

    當代民主國家普遍以「代議制度」作為實踐民主政治之途徑，選舉已成為最

重要、最基本的大眾民主運作方式。社會大眾透過各級行政首長與民意代表的選

舉投票，直接參與政治事務、影響統治權之形成，選民的投票行為乃成為西方政

治學界最關注的議題之一；選民投票結果呈現穩定或變遷現象，更關係各國政黨

體系之發展和政治版塊之變動，一旦執政權隨政黨選舉之勝負易位，「權威性價

值分配」的權力來源將隨之轉換；選民的投票行為本身，也具有衡量民主指標、

評價政治文化良窳的作用。 

    我國在選舉研究部分，1980 年代之前，國民黨不論在中央或地方政府層級

均擁有執政的絕對優勢，反對勢力以「政治異議份子」、「黨外」之名為共通稱呼，

以各縣市地方「山頭主義」的形勢存在而與國民黨進行政治抗衡，其間或有「全

省串連」、「以地方包圍中央」的聯合作戰策略，但整體而言，反對勢力社會支持

度仍屬有限，政黨政治未臻成熟，選舉研究尚未成風，投入此項研究領域之學者

及其成果與如今不可同日而語。解嚴前後，政治反對勢力進一步集結、民主進步

黨成立後逐漸壯大聲勢，成為國民黨有力的競爭對手，選民行為之研究方才成為

國內政治學界研究的重要議題。 

    然而，受國內政治實務之影響，政治學界在有關政黨支持、選民投票行為等

研究面向上，觀察重點絕大多數置於「本省 vs.外省」分野，其中「本省」之主

要指涉對象為閩南人，客家人僅在極少數的研究中被提及或單獨列為變項，一般

多籠統地被共同歸類為「本省人」；在閩、客人口數成絕對懸殊比例之狀態下，41

一旦籠統地放在「本省」同一類屬中，必然導致整體客家族群遭到稀釋、被社會

                                                      
41

 以最嚴格的標準、最保守的估計，客家人口約佔全國 12%左右、將近 300 萬人，此一比例雖

不算少，但與閩南人口相較，仍有高達 5 倍的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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輕忽之結果。即使 1990 年代以來，客家選票在國、民兩黨激烈的政權競爭中逐

漸被發掘並佔據關鍵地位，屢屢獲得國內主要政黨與候選人之重視，然以客家選

民為主體的學術研究依然相當有限；客家選民的選舉文化、政黨認同、投票行為

等議題，長期未獲得應有重視，亟需在政治學領域努力耕耘，逐步對客家地區選

民之政治態度與政黨認同等重要政治學術議題，進行有系統、有計畫的深入探討，

進一步了解影響客家族群政治行動之原因與方向。 

二、研究目地 

    選民在歷次選舉中，是持續穩定的傾向把票投給同一政黨的候選人、抑或把

票投給不同政黨的候選人，影響的不僅是該次選舉中政黨與候選人的成敗，更攸

關長期性的政黨間勢力之起伏消長。（黃紀，2005：3）近十餘年來，國內不論

在總統、立法委員、或縣市長的選舉中，經常呈現「北藍南綠」的選票聚集現象。

客家選民對藍綠兩大陣營的支持大致符合整體社會的選票分佈趨勢；「北客」所

在的桃竹苗地區，有較清晰的偏藍傾向，「南客」所在的高屏六堆地區，則明顯

以泛綠佔有相當優勢。惟，此種「北藍南綠」的社會印象雖非不正確，但卻僅限

於表面粗淺的理解；實際上，不同地區的人們，受到候選人條件、政見議題、政

黨認同等因素的吸引，再加上民本身的經社條件、居住區域等差異，甚至在不同

時間、國內外環境變化的影響下，都可能產生選票的移轉，導致競爭的政黨及其

候選人之間政治勢力的消長。 

    一般在論及選民支持度時，桃、竹、苗經常被相提並論或共同被歸類為泛藍

支持地區，實際的投票內涵卻呈現相當分歧狀況，真正的民意走向如何，有待進

一步深入探討。本計畫選定以新竹縣作為桃竹苗區域研究之第一階段焦點對象，

主要係著眼於新竹縣的客家人口比例全臺最高，42且近 20餘年來的選舉結果較桃

園與苗栗兩縣更具明顯變化；試圖以區域的質化資料分析客家族群投票行為背後

                                                      
42

 依《客家基本法》之標準認定，客家人口為全縣人口之 7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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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考量因素，並與現有之量化調查數據相互比對，釐清「北客」在各項全國性的

重要選舉中，其政黨認同與選票移轉的軌跡及其成因。 

    本文觀察 1985〜2012 年間，新竹縣選民在歷次總統、立法委員和縣市長等

較高層級的公職選舉投票結果，43嘗試剖析選民選擇支持對象的主要選舉考量為

何，說明選民的政治認知與態度。準此，本研究設定以下目的： 

    1.觀察 1985 年以來新竹縣在總統、立法委員、以及縣市首長三個不同層級

選舉之勝負結果，追蹤選民投票軌跡係傾向固定支持同一政黨之穩定型或

「擺盪」變遷型投票，發掘是否具有彼此關聯或特定規律性。 

    2.解析影響新竹縣客家選民投票決定之各項因素，包括政黨認同、候選人條

件、政見吸引力、及其他潛在可能原因，試圖排比其輕重順序，掌握民意

強度與向度脈絡，更深入了解選民投票行為與政黨認同之間的連動關係為

何。 

    3.探尋新竹縣在近廿餘年的選舉競爭過程中，從過去的藍、綠各有擅場，逐

漸演變為經常性的「藍大於綠」，政黨勢力消長之轉變關鍵主因何在。 

    4.歸納客家選民之特質、政治認知與行動準據，分析此種選票在兩大黨間「擺

盪」之政治效應，以及對臺灣選舉文化之形塑有何影響。 

三、研究方法 

    嚴謹的學術研究重視研究途徑（approach）與研究方法（method）。研究途

徑係指選擇問題與相關資料的標準，亦即途徑決定研究者所要研究主題的觀察角

度，並將一組現象納入一套有限的概念中，協助研究者選取適當的理論、方法和

相關資料進行研究。研究方法則係一種資料蒐集、處理的技術和進行的程序，正

確的選擇研究方法可幫助研究者找到適當的工具以得到研究所需的資料，尋求客

                                                      
43

 政治學界與政治實務界均了解，縣議員、鄉鎮市以下的基層選舉，影響選民投票的因素，與

總統、立法委員、縣市長等較高層級或較大區域的選舉，的確有本質上的差異；因此，本文

僅就影響範圍較廣的後三項選舉作為分析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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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且合理的敘述、解釋或預測，進而獲取研究之初所設定的目標與結論。 

    國內政治學界自 1980 年代展開選民投票行為等選舉研究以來，大抵追隨美

國政治學界腳步，以行為研究途徑、量化方法解析選民投票行為，質性研究則顯

得較為不足；然而，在政治學領域中，從正式的政治場域內之個人與團體、到政

治領域外之選民與菁英成員之政治態度與行為，質性研究法一直扮演著非常重要

卻又被低估的角色。（David Marsh & Gerry Stoker，2007：238 ） 

    本研究屬建構客家學的一環，主要兼以政治學與客家學取向為途徑，觀察四

分之一世紀以來，新竹縣地區客家選民在總統、立法委員和縣長選舉中的選票「穩

定」或「擺盪」現象，了解其動態過程、解釋選票之穩定與變遷原因。在研究方

法的選擇上，則不同於國內多以量化方法進行選票的總體或個體資料分析，本研

究採質化方式為主，運用深度訪談法並與既有的量化資料相互比對參照，透過學

術研究的深入探討，讓近十餘年來全臺選票「北藍南綠」的概略印象，特別是「北

客傾藍」的社會認知，獲得更接近真實、具體的描繪與脈絡分析。同時，也適度

運用選舉研究機構的量化調查數據進行二手資料分析，與質性研究部分相互比

對。 

1.文獻分析法 

本方法以蒐集各式各類檔案、文件、以及他人所做的相關研究，有系統的

詮釋、分析並選擇性採用前人的研究成果與建議，並解析此建議性假設是否有可

資實行的意義，而作為自身研究的基礎，（楊國樞等編，1998：51）亦即對紙上

文獻蒐集和取捨、並進行二度重構。本計畫首先以文獻分析法收集相關專家學者

之研究著作、重要期刊論文、民意調查結果及報紙等次級資料，加以整理、歸納、

分析，分別從全國性、區域性的視角檢視客家族群的政黨認同、政治支持特性等，

與後續之深度訪談資料相互參照、對比，務期發掘、解釋最接近真實狀況的客家

族群選票流動成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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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深度訪談法 

    「深度訪談」是質性研究中最廣為應用的方法之一，在事前必須做好計畫、

擬定訪談問題和關注焦點，以使這種談話方式帶有一定的目的並能集中在特定主

題上，以獲得所需的資訊；（Mishler，1986：9）以引導式談話、開放式問題、

半結構或非結構性的形式、以及非正式的探測為基礎來進行主題討論，並容許受

訪者詳述其價值與態度、詮釋自身的行為，而訪談紀錄則成為分析與解釋的素材。

（David Marsh & Gerry Stoker，2007：238-239 ）深度訪談是一種非常普遍應用、

蒐羅第一手資料的研究方法，目的在於詳盡蒐集有關受訪者的個人觀點，明顯不

同於結構式問卷（structured questionnaire）調查的方法。（Kaufman，1994：123） 

    在深度訪談部分，以立意抽樣方式選取最適合研究目的的樣本，受訪對象設

定為新竹縣下列幾類意見領袖：(A)客籍政治菁英，(B)客家社團/宗親會意見領

袖，(C) 地方線媒體工作者，(D) 選舉實務參與者。（受訪者名單如表一）其中

客籍政治菁英多位同時兼具宗親會長身分，相當程度強化了訪談對象的代表性。

在內容方面，採半結構性訪談，雖事前擬妥訪談大綱，（參見附錄 1）但保留依

訪談之實際情形而調整問題順序之彈性，以掌握實際從事、接觸客家選民的各界

菁英意見。訪談的進行首先將擬定受訪者名單與訪談大綱，徵求受訪者同意受訪

與對訪談進行錄音，並先告知研究目的、訪談時間、訪談內容，以及訪談內容不

公開等事項；其次，再依照訪談大綱作為引導訪談進行之工具，在訪談過程中進

行適當引導受訪者談論方向；第三，在資料記錄上，由於深度訪談為對話形式，

因此主要採用錄音方式，以正確記錄訪談內容，並輔以筆記方式記錄訪談重點，

少數不願接受錄音之受訪者，則由訪談人及助理進行臨場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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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受訪者名單 

分類 

受訪者編  

碼 

(依日期) 

日期 受訪者職稱與經歷(依姓氏筆畫) /受訪地點 

客籍 

政治 

菁英 

A1 8/16   ▲新竹縣議員何淦銘（竹北市）/議員選民服務處 

▲曾任新竹縣長、立法委員林光華/受訪者自宅 

▲新竹縣議員陳正順（北埔、峨眉）/受訪者友人自宅 

▲新竹縣議員陳栢維（湖口）/縣議會議員辦公室 

▲前新竹縣議會議長張碧琴/新竹高鐵站 

▲新竹縣議員羅吉祥（竹東、五峰）/議員選民服務處 

A2 9/14 

A3 9/23 

A4 9/23 

A5 9/23 

A6 10/1 

客家 

社團 

意見 

領袖 

B1 9/12 ▲竹北市徐氏宗親會會長、竹北市樂活文藝協會理事長、立法委員

徐欣瑩助理徐鼎昌/受訪者自宅 

▲犁頭山蓮華寺董事長林黃成聲/竹北市蓮華寺 

▲犁頭山蓮華寺總幹事林章椿/竹北市蓮華寺 

▲新竹縣彭氏宗親會理事長彭瑞德/新埔鎮三聖宮 

B2 9/12 

B3 9/12 

B4 9/12 

媒體 

工作者 

C1 8/16 ▲中國時報記者（退休）毛熾倫/新竹縣文化局旁咖啡廳 

▲中國時報記者（退休）、時尚美食雜誌發行人何高祿 

   /竹科活動中心會議室 

▲聯合報記者羅緗綸/新竹縣文化局旁咖啡廳 

C2 9/12 

C3 9/23 

選舉 

實務 

參與者 

D1 10/01 ▲前國大代表、玄奘大學助理教授田昭容/新竹高鐵站 

▲國小老師（退休）、新埔鎮老人會所義工徐金陵/受訪者自宅 

▲民主進步黨新竹縣黨部執行長黃本耀/縣黨部辦公室 

D2 10/21 

D3 1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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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調查資料分析 

    近 20 年來，國家認同與統獨立場的兩極化是國民黨、民進黨之間最鮮明的

差異，也是影響選民政治態度非常重要的變數，關係執政權力之興替。本研究雖

以質性方法為主，但仍選擇政黨和統獨立場兩項變數，檢視客家選民在歷年重要

公職選舉中呈現的族群投票樣貌，與質性方法相互參照。惟目前並無定期、持續

追蹤研究的官方資料可得，故本研究量化資料分析部分，採用國立政治大學選舉

研究中心歷年進行的選舉意向調查資料，以族群為依變數、受訪民眾的政黨支持

和統獨立場為自變數，以進一步跨時性的分析不同族群在政黨認同與統獨問題的

偏好差異和變化，與本文研究題目中「客家選票之穩定與變遷」相互呼應，豐富

研究成果。 

本研究資料採用政大選舉研究中心自 1996年至 2012 年進行的歷次調查，包

括 2001年開始逢重大選舉便進行「選舉與民主化調查」所產生的資料，加上 1996、

1998與 2000年三次「投票行為科際整合研究」，擷取本研究所需的「族群」、「政

黨認同」、「統獨立場」等變數，以進行本研究所需的跨時性分析。 

在調查變項設計方面，雖然歷年使用資料出自不同的調查研究案，但因選舉

研究中心歷次進行的「選舉與民主化調查」，問題設計有其一貫性，無論是在「族

群」、「政黨認同」、「統獨立場」等變數上皆然；且 1996、1998與 2000年三次的

「投票行為科際整合研究」，與「選舉與民主化調查」在問題的設計上，問法與

題目類型、設計與抽樣方法相似度極高；透過使用類似設計與調查方法所取得的

資料，可以避免在整合不同年份資料時碰到不相容的問題，詳細資料來源如表二

與表三。 

    至於在族群身分的認定方面，本研究所關注對象為客家族群，而客家人的定

義有多種不同標準，由於篇幅與調查資料內容限制無法完全關照，本文採取重點

考量方式，以血緣關係為選擇標準；在歷年來的調查報告中皆有「請問您的父親

是本省客家人、本省閩南人（河洛）人、大陸各省市人，還是原住民？」或「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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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者父親的省籍」的問題，只要受訪者回答父親為本省客家人、本省閩南人、大

陸各省市人或原住民，便將其分別歸入四大族群分類中。 

 

表二：正副總統選舉量化分析資料來源表 

 計 畫 名 稱  資料來源單

位 

主持人   調查執行時間 

1996 

新政黨體系下的選民投

票行為-從民國八十六年

縣市長選舉探討 

政治大學選舉

研究中心 
陳義彥 1997.08~1998.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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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義彥 1999.08~2000.07 

2004 

2002年至 2004年『選舉

與民主化調查』三年期研

究規劃(III)：民國九十

三年總統大選民調案 

政治大學選舉

研究中心 
黃秀端 2003.12~2005.05 

2008 

2005年至 2008年『選舉

與民主化調查』

(IV):2008 年總統選舉面

訪計畫案 

政治大學選舉

研究中心 
游清鑫 2007.11~2009.04 

2012 

2009年至 2012年『選舉

與民主化調查』三年期研

究規劃（3/3）：2012年總

統與立法委員選舉面訪

案 

政治大學選舉

研究中心 
朱雲漢 2011.08~201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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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立法委員選舉量化分析資料來源表 

        計 畫 名 稱  資料來源單

位 

 主持

人 

   調查執行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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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劉義周 1998.08~1999.07 

2001 
台灣選舉與民主化調查

研究計畫 

政治大學選舉

研究中心 
黃紀 2001.06~2002.07 

2004 

2002年至 2004年『選舉

與民主化調查』三年期研

究規劃(I)：民國九十三

年立委選舉民調案 

政治大學選舉

研究中心 
劉義周 2004.08~2005.12 

2008 

2005年至 2008年『選舉

與民主化調查』四年期研

究規劃(III)：2008年立

法委員選舉面訪計畫案 

政治大學選舉

研究中心 
朱雲漢 2007.08~2008.07 

2012 

2009年至 2012年『選舉

與民主化調查』三年期研

究規劃（3/3）：2012年總

統與立法委員選舉面訪

案 

政治大學選舉

研究中心 
朱雲漢 2011.08~201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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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理論與文獻回顧 

一、理論基礎 

(一) 影響選民投票決定之解釋 

    有關選民投票行為研究之開端，始自 1912年美國學者 F. S. Chapin 使用官方

選舉統計資料分析選民投票行為，發表”Variability of the Popular Vote and 

Presidential Election”一文；（陳義彥、黃麗秋，1992：2）之後歷經三階段的演

變，投票行為研究已成美國政治學界最重要的研究議題之一，並且發展出包括社

會學途徑、經濟學（理性抉擇）途徑、以及社會心理學途徑等，普遍為國內外學

者用以分析、解釋選民何以將選票投給某特定政黨或其候選人。 

１. 社會學研究途徑(Sociological Approach) 

  1940年代，以 Paul F. Lazarsfeld 和 B. Berelson 為主的哥倫比亞學派學者，

首開以社會學觀點分析選民的投票行為，亦稱哥倫比亞學派。此學派認為選民的

投票行為主要受到其所處的種族階級、經社地位、宗教信仰、居住地域、以及接

觸初級團體(如家人、親友)、次級團體(如政黨、工會)等社會結構因素影響，而

產生不同的政治立場與政黨支持傾向，指出社會系絡對選民投票的「聚合」現象

有重大作用。亦即，生活在一個結構相近—社會環境與特質類似的群體中，成員

間彼此有類似的生活經驗，個人背景、社會條件或人際互動網絡相同，較容易形

成同質的意見與態度，而個人之意見與行為很容易受群體觀念影響，並反映在其

投票顯現出接近群體意見的結果；換言之，強調團體與社會互動對選民投票之影

響力。選民的性別、年齡、教育、職業、族群等屬於社會結構性的個人背景因素，

皆可能影響選民投票行為。最具代表性的是 Lazarsfeld 等人的研究（1944），以

及 Ron J. Johnston and Charles J. Pattie （2005）、Jeffrey Levinee（2005）。國內學

界如：〈社會脈絡、個人網絡與臺灣 2004年立法委員選舉選民的投票抉擇〉(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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佑宗、趙珮如，2006)、〈社會關係取向對選民投票行為之影響：2001年金門縣

長選舉個案研究〉（張世熒、許金土，:2004）和〈社會網絡、政治討論與投票

參與〉(林聰吉，2007)，皆是採社會學研究途徑以探討選民投票之作。 

在總體研究中，社會學研究途徑重視生態環境等外部因素，以結構和制度

影響討論選舉競爭和投票率等議題、或預測其結果；在個體研究方面則主張選民

的經濟社會地位，如收入、階級、教育、宗教、居住區域等，與其投票的選擇具

高度相關性；並在環境、制度因素與行為動選擇結果間尋找其關聯,以解釋選民

的投票決定。此一途徑最大的不足之處在於，缺乏對候選人和議題立場之關照，

輕忽二者在選舉過程中角色之輕重。 

２.經濟學研究途徑（Economic Approach） 

以經濟學門發展出來的理性選擇模型為基礎，借用經濟學上認為自利、理性

與效用極大化係普遍人性心理之假設，應用在政治行為的分析。理性抉擇論假定

人的行為：(1)個體的行動決定合乎理性（指為達到目的而選擇的手段）；(2)個

體可以獲得充分的有關周遭環境的信息；(3)個體會根據所獲得的各方面信息進

行計算和分析，從而按最有利於自身利益的目標選擇方案。（利潤或效用最大化

假定）。此學派以選民的理性計算衡量投票行為，認為選民在投票時會從成本和

效益的角度考量是否支持某政黨或候選人。Anthony Downs 於 1957年發表的《民

主的經濟理論》(An Economic Theory of Democracy)一書可為代表。 

延續 Downs 的經濟理論模型而進行研究的包括前瞻性投票（prospective）、

回溯性投票（retrospective）、經濟投票、以及議題評估等對選民投票決定之形

成的研究，都屬理性抉擇學派發展出來的特色。這類研究指出一個共同現象：執

政黨的表現左右一國經濟發展之好壞，而總體經濟情況、未來展望之預期等又影

響選民投票之抉擇；因而，當經濟不景氣時，通常較有利於反對黨獲勝。當然，

除經濟議題外，選民在政治、社會議題上也同樣會以理性計算方式衡量政黨和候

選人。Morris P. Fiorina（1981）、Gerald H. Kramer（1983）、P. L. Southwell（1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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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R. Tufte（1978）等人的研究均具代表性。在國內，謝復生等人於 1995年〈民

國八十三年省市長選舉中之議題投票：理性抉擇理論之分析〉即以理性抉擇論探

討選民對政黨與議題立場的評估，其他如：〈經濟評估與投票抉擇：以 2001 年

立委選舉為例〉（王柏燿，2004）、〈政府施政表現與選民投票行為：以 2002

年北高市長選舉為例〉（吳重禮、李世宏，2004）、〈經濟投票與政黨輪替--

以臺灣縣市長選舉為例〉（黃智聰、程小綾，2005）、以及〈典型的回顧型投票

--2005 年三合一選舉結果的解析〉（劉義周，2005）等，均為理性抉擇途徑之

研究，從經濟發展角度切入，討論選民的政治選擇行動、對政黨的認同與國內經

濟之關聯。 

３.社會心理學研究途徑（Social-Psychological Approach） 

亦稱密西根學派，主張選民心理層次對政治事務的態度與認知，是影響其投

票選擇最重要的因素，亦即著重於探討選民個人的內在心理動機、人格特質、以

及政治態度。Angus Campbell 等人認為選民的政治偏好、投票選擇受到社會背景

以外的眾多因素影響，但左右選民政治選擇最重要的主因繫於政黨認同、候選人

條件和政治議題（政見主張），其中又以政黨為關鍵。選民在政治社會化的過程

中，長時間累積對政黨的感受與評價，形成其支持某特定政黨之心理狀態，藉此

以解釋或預測選民投票行為。（Campbell, Converse, Miller and Stokes，1960；

Abramson，1979；Gerber and Green，1998）儘管許多實證研究指出，1970年代

之後，美國選民的政黨認同逐漸衰退，（Nie, Verba and Petrocik，1976、1993）

但政黨認同仍是選舉預測的重要指標；甚至，對台灣的選民而言，政黨認同因素

的影響力仍高於候選人因素。（黃秀端，2005、2006）其次，候選人具備的人格

特質與形象、學經歷、從政表現（能力）等各項條件，亦足以影響選民對候選人

的情感與評價而作出不同選擇，（Miller and Shanks，1996；Wattenberg，1991）

形成「選人」或「選黨」的差異。選民心理上對政黨偏好的降低、候選人中心政

治興起的趨勢，使得政黨標籤對選民投票抉擇的影響力式微，正是導致選民投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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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遷的主要原因。此外，競選過程中政黨或候選人所提出的各種政治議題主張，

同樣對選民投票心理產生影響；尤其當某些議題攸關特定階層或領域選民之利益

時，往往能吸引關心該議題者的支持或反對。 

實際上，政黨、候選人以及政見三項因素間，在同一次競選活動的不同階

段，展現主要影響力道的進程有先後之別。此外，Campbell 等人並不否定社會學

途徑在影響選民投票因素方面的解釋能力，但認為兼顧社會特質與心理取向，二

者相輔相成可以建立更周延的理論架構；因此以投票決定的「時間」為主軸而發

展出「漏斗狀因果模型」的解釋。若就歷次不同的選舉來看，三項因素可能發揮

的影響效果並非一致、而是互有輕重之別，造成政黨選票移轉、政黨勢力消長。

一般的認知乃視政黨認同為影響選民投票之中心變項，而政黨認同又影響選民對

候選人和政見取向的評價。三者分開探討，各自可以對選民行為進行研究、提供

現象（結果）解釋；如若擴大範圍、同時納入三項變數，同樣也能進行嚴謹的學

術解析，三者之間並不互斥，甚至具有相互影響之連帶作用。自 1970 年代中期

以後，社會心理學研究途徑即成為國內學界最經常使用之研究途徑。（陳義彥，

2003） 

綜觀上述三大途徑，在選舉行為研究上各有其特點與解釋力，但三者並非

不能共存；傅恆德（2003：109-113）認為，結合社會學、心理學和理性論述之

基礎，把社會人口學的特徵視為結構性因素，把政黨的認同與依附視為心理因素，

把政黨評估和議題的距離視為理性因素，在一個較大範疇中，將所有變數同時考

慮，不但可以收到控制的效果，也能達到去除重複解釋之作用。 

(二)投票穩定與變遷 

  選民在歷次選舉中，是持續穩定的傾向把票投給同一政黨的候選人、抑或把

票投給不同政黨的候選人，影響的不僅是該次選舉中政黨與候選人的成敗，更攸

關長期性的政黨間勢力之起伏消長。（黃紀，200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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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票穩定與變遷」(electoral stability and change)的概念，根據W. Phillips 

Shively (1982)的定義，係指選民面對同一種(或類似)公職選舉、在不同時間點的

投票中，支持同一政黨的忠誠表現。更進一步可將較長時期的數個時間點納入研

究設計、進行縱貫式(跨時性)的分析，若選民均將選票投給相同政黨的候選人，

是為「穩定投票」；若選民傾向將選票投給不同政黨的候選人，則屬「變遷投票」，

（黃紀，2001：544；林長志，2010：20）國內政壇和媒體界亦有稱之為「鐘擺

效應」者，實際乃源於選民的投票抉擇改變，使得政黨的得票在前後不同時間的

選舉中出現高低峰的「擺盪」現象。研究選民投票穩定與變遷，大部分聚焦在政

黨重組、魅力型候選人之參選、以及議題演變等三大方向；另第三勢力(政黨)

之興起、選舉權擴增之影響亦頗受重視。 

    在選民投票之穩定與變遷研究方面，社會心理學研究途徑具有深遠影響力；

亦即，選民投票時對政黨表現出忠誠之支持或認同轉移，其程度高低乃候選人、

政策議題和政黨認同三項影響因素相互對抗之結果。選民就此三者的動機愈強、

目標愈一致，投票時的穩定度愈高；反之，則可能出現選票移轉的情形。（Campbell 

& Miller，1957）本研究主要即採社會心理學研究途徑，觀察新竹地區客家選民

在跨時性的歷次選舉中，如何、為何作出其投票抉擇，候選人條件和政見主張各

在不同時間、不同層級的選舉中，對選民產生何種影響，進而帶動政黨認同之改

變，形成明顯的選票移動現象。 

    針對選民的投票行為進行研究時，研究者依選民之選舉抉擇型態之定義差異，

而有獨立選民(independents)、分裂投票者(ticket-splitters)、游離選民(swing 

voters)、浮動選民(floating voters)、政黨移轉者(party changers)、移轉投票者

(switchers)之分，（Dennis，1988；Cmpbell et al.，1960；Meyer，1962；Dault，

1961；Dobson & Angelo，1975；Zaller，2004； Lazarsfeld，1944；Key，1966）

均屬「不依黨性投票」的概念，指涉投票不受政黨認同影響的選民。實際上，就

選民的投票行為結果來看，雖然不同學者對此類不依黨性投票的選民有不同定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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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稱呼，但大多為稱呼方式之不同，實質上皆屬對選民投票時表現於政黨認同之

行為或態度的研究；本研究依De Varies & Terrance（1972）和 Key（1966）之觀

點，以「移轉投票者」稱呼那些在不同時間的數次選舉中，曾經投票給二個以上

不同政黨的選民。對何者為「不依黨性投票」之選民，測量標準一般不脫行為面

或態度面兩種。「行為面」的測量，乃是依選民實際的投票行為而定；如果選民

在連續幾次不同的選舉中投票支持不同政黨，表現出不依附於政黨的投票不規則

性，即屬不依黨性投票。「態度面」的測量則是依選民直觀的自我態度傾向而為

判斷，亦即以選民的自我宣稱或自我認同為依據，而不論其投票的最後抉擇為

何。 

    根據西方學界的研究，政黨認同的強弱程度和選民的投票行為穩定程度，二

者具有高度正相關；（Campbell, 1966；Sniderman, Brody & Tetlock，1991；Zaller，

2004）而在民主社會的選舉競爭中，選民會選擇穩定投票或移轉投票，攸關政黨

之勝敗、甚至直接涉及執政輪替；因此，政黨除了必須穩固基本盤之外，同時亦

須兼顧不依黨性投票的選民，以擴大民意基礎、爭取最大多數選民之支持以勝選。

在國內藍綠兩大政黨陣營各有其「基本盤」、「死忠支持者」的情況下，「移轉

投票者」影響選舉成敗的關鍵地位不言可喻。 

  從選舉的結果來看，新竹地區選民在1985〜2012年間，較國內其他地區有更

常出現先後分別投給不同政黨候選人之現象，本文主要依社會心理學途徑，從政

黨、候選人、政見三個變項進行觀察，探討選民為何在不同選舉中支持不同政黨，

解析政黨與候選人選票流動之原因。 

二、國內關於客家族群投票行為之研究 

  根據美國政治學界的研究，政黨認同屬於較為穩定的心理態度，在影響選民

投票抉擇中扮演重要角色。（Campbell, Gurin & Miller，1954；Bulter & Stokes，

1974）國內學界諸多研究也證實政黨認同是左右選民之政治態度與黨派投票的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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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因素。（Tsai，2008；Yu，2004；盛杏湲，2002；朱雲漢，1996；何思因，1994；

徐火炎，1991、1992）然而，觀諸新竹縣在最近廿餘年的選舉結果，顯現的卻是

另一番景象，政黨勢力在縣長與立委選舉中多次明顯呈現消長之勢，總統選舉雖

然國民黨一直獲得多數選票支持，但其間得票比例卻有大幅起落。在客家人口比

例超過 65%、擁有絕對多數的情況下，以新竹縣為客家縣、進行客家選民的投票

行為分析，有其值得觀察探討之處。 

    惟，國內政治學界在政治支持、政黨認同方面的討論，多年來一直著重於「閩

南 vs.外省」的族群分歧，研究對象自然以此二者為焦點，主要則因二者分別代

表政治實務上進行激烈權力競逐之雙方，在國內民主化、自由化的政治轉型發展

過程中，藉由創造國家認同、統獨爭議等強勢議題，主導臺灣社會之政治主流價

值，連帶影響學界的關注焦點；相對的，客家族群和原住民族、以及近年來人數

快速增加的婚姻新移民，在政治領域的角色與地位，一直缺乏較深入的研究。 

    實際上，針對客家族群所進行的各項研究，在 2000 年後方才在量的方面有

較明顯增加，質的要求上也有非常可觀的提昇，客家議題的學術研究逐漸成為一

項新興的熱門領域，並朝向建構「客家學」的方向努力，以「客家」作為一個自

足的研究領域。（徐正光、張維安，2007：5&10）即使如此，現有以臺灣客家族

群為主體的著作仍屬有限，以政治學取向著手的更為稀少，較重要的有：《臺灣

客家族群史(政治篇)》（蕭新煌、黃世明，2001）、《臺灣客家族群政治與政策》

（施正鋒，2004）、《臺灣客家研究概論》（徐正光主編，2007）、《多元族群與客

家--臺灣客家運動 20年》（張維安、徐正光、羅烈師主編，2008）、《徘迴於族群

和現實之間》（徐正光主編，2002），以及碩士論文：《客家人的政治態度與行為》

（張俊龍，1995）、《族群政治：臺灣客家族群的政治文化與投票行為》（沈延瑜，

2006）、《臺灣客家人的族群認同和政治態度》（吳祖敏，2008）。如再依政治學途

徑、以客家族群區域研究為目標，特別是關於新竹縣之研究更僅屈指可數，目前

僅有幾篇論文，包括：〈都市化、地方派系與選舉：第五屆立法委員選舉之實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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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吳由美，2003）、《選舉與地方派系關係之研究—新竹縣市的個案分析

2000~2005》（徐偉閔，2005）、《新竹縣客家族群選舉動員變遷之研究》（楊

舒偉，2009）等。 

叁、新竹縣客家族群人口與政治參與概況 

    綜觀全臺客家人的分佈狀況，桃竹苗三縣市為臺灣客家族群的「三高」地區：

分佈最廣、比例最高、人口密度也最高；欲針對客家族群進行選舉投票之研究，

除了全國性的分析外，桃竹苗地區選民的政治表現應屬最具分量、最有客家代表

性；而一般論及客家選民的政黨認同與支持度時，也常將桃竹苗相提並論，或直

接歸類為同屬「泛藍」支持地區。然而，若仔細觀察桃園、苗栗、新竹地區歷次

各項公職人員選舉結果，可以發現桃竹苗雖同屬「客家大本營」、「政黨版圖藍

大於綠」，選票呈現的數字變化卻經常大不相同，其間存在相當分歧的內涵，完

整的客家選民政治行為描述，有待進一步釐清細節，方能呈現較真實面貌。本文

選定以新竹縣作為桃竹苗區域研究之第一階段分析對象，44主要係著眼於新竹縣

為全國客家人口比例與人口密度均為最高之縣分，其選舉結果較桃園與苗栗兩縣

也更具明顯變化。 

一、客家人的定義 

    臺灣社會的人口結構，自 1949年國府遷臺後即包含外省45、閩南、客家、原

住民等 4大類，並於 1990年代漸形成「四大族群」的共通看法；（王甫昌，2004：

54）21世紀後，則因婚姻新移民人數快速上升，逐漸發展出「新移（住）民」

                                                      
44

 後續將分別進行苗栗縣、桃園縣客家選民選票變遷之研究。 
45

 1949 年隨政府自大陸遷徙來臺的各省居民及其後代，社會上一般以「外省人」稱之，與之相

對的則是包括閩南和客家人在內的「本省人」。近十餘年來，統獨意識引發的政治論爭讓「外

省人」的稱呼蒙上「不愛臺灣」的「歧視」的陰影，部分聲音乃建議改以「大陸各省人民」稱

之。惟行文中，「大陸各省人民」太過冗長而不適合，本文將仍以「外省/外省人」名之，但

僅是依社會多年來的慣用稱呼與行文方便，並不摻雜國家認同、本土或非本土的價值推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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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通稱而出現「第五大族群」。過去，傳統四大族群間的分歧，主要是依著「本

省、外省意識」、「原、漢差異」、「閩、客心結」三大主軸為界線，（施正鋒，

1998：172），當前則應加入「華、洋異同」。準此，現階段臺灣社會的人口組

成如下圖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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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臺灣社會的族群組成結構 

                      資料來源：彭鳳貞，2012：4。 

 

    關於「客家人」如何認定，一直是學術界爭論不休的問題；不似原住民的身

分認定已具備法定登記規範，客家人的族群身分認定條件一直未有共識。在客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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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會成立之前，長期多依父系血緣代代相承，客家委員會成立後於2002、2004、

2008三度進行全國客家認同與客家人口基礎資料調查，「客家人」的定義方才有

較系統性的線索，依主觀認定與客觀（血緣、語言）條件區分出 11 種客家人身

分的定義方式；2010 年《客家基本法》再揉合前述各項條件訂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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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標準。（參見表四）客

家人的認定方法轉而為：(1)以親生父母親、祖父母、外祖父母以及祖先是否具

有客家人身分，做為衡量客家血緣依據；(2)以配偶是否為客家人、其他家人（如

養父母）是否為客家人、住在客家庄且會說客家話、職場或工作關係會說客語等，

做為衡量客家淵源依據；如受訪者符合上述任一條件，並且在多重自我認定的條

件下，願選擇客家身分認同者，即符合《客家基本法》所定義的客家人。
46
 

 

 

 

 

 

 

 

 

 

 

 

 

 

                                                      
46
 http://www.hakka.gov.tw/ct.asp?xItem=118949&ctNode=2159&mp=2013，《2010~11 全國客家人口基

礎資料調查研究》，頁 28&30。(2011.3.12) 

http://www.hakka.gov.tw/ct.asp?xItem=118949&ctNode=2159&mp=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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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四：「臺灣客家人」的認定方式 

類型  主客觀因素 定    義    方    式 

 一 自我認定 
定義 1 自我單一主觀認定為臺灣客家人者。 

定義 2 自我多重主觀認定為臺灣客家人者。 

 

 

 

 

 

 二 

 

 

 

 

 

血緣認定 

定義 3 父母親皆為臺灣客家人者。 

定義 4 父親為臺灣客家者。 

定義 5 母親為臺灣客家人者。 

定義 6 父母親有一方為臺灣客家人者 

定義 7 祖父母中有一方為客家人，或父親為臺灣客家人者，但不

包含父親為大陸客家人者。 

定義 8 外祖父母中有一方為客家人，或母親為臺灣客家人者，但

不包含母親為大陸客家人者。 

定義 9 歷代祖先中有人為客家人，或祖父母中有一方為客家人，

或外祖父母中有一方為客家人，或父母中有一方為臺灣

客家人，但不包含父母親皆為大陸客家人，或父親為大

陸客家人且母親為其他族群，或母親為大陸客家人且父

親為其他族群者。 

 三 
廣義認定 定義 10 以上 9項定義中，至少有 1項被認定為客家人者。 

 四 語言認定 定義 11 
會說非常流利／還算流利的客語， 

或非常聽得懂／還算聽得懂客語者。 

 五 
客家基本法認定 指具有客家血緣或客家淵源，且自我認同為客家人者。 

 資料來源：行政院客家委員會，2008：2-3；《客家基本法》第二條。 

    在上述不同定義下，全臺客家人口總數有相當大幅度的差異，其中以「父母

皆為客家人」之標準最為嚴格，客家人口占全臺人口約 9%、約 209萬人，以「廣

義認定」最為寬鬆，客家人口比例接近 25%、約 588 萬人， 兩者之間有超過 2

倍以上、近 380 萬人的差距。（參見表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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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五：依自我認定、血緣認定、以及客家基本法認定之客家人口比例 

  定 義            條         件 
客家人口比例 

2004年 2008年 2011年 

定義 1 自我單一主觀認定為臺灣客

家人 

12.6%  
13.5% 

13.6% 

定義 2 自我多重主觀認定為臺灣客

家人 

19.5%  
18.6% 

18.5% 

定義 3 父母皆為臺灣客家人   8.7%  9.1% 9.2% 

定義 4 父親為臺灣客家人 12.5% 13.4% 13.4% 

定義 5 母親為臺灣客家人 12.7% 13.1% 13.6% 

定義 6 父母有一方為臺灣客家人 16.5% 17.4% 17.9% 

定義 7 祖父母有一方是客家人 15.4% 16.0% 16.2% 

定義 8 外祖父母有一方是客家人 15.3% 15.0% 15.4% 

定義 9 祖先有客家人 22.5% 23.5% 23.5% 

定義 10 符合定義 1~9任何一項條件 26.9% 25.6% 24.8% 

客家基本

法定義 

有客家血緣或客家淵源，且

自我認同為客家人 

---- ---- 18.1% 

 資料來源：故鄉市場調查股份有限公司，2002：5；全國意向顧問股份有限

公司，2004：1-15；行政院客家委員會，2008：5&163；行政院客

家委員會，2011：95-98。 

 

    客家人的各項認定標準中，最普遍接受的論點為血統定義，但即便是依血統

也仍有許多不同的界定方法；（丘昌泰等，2006：188）筆者認為，以依父或母

親血緣之認定方式，較符合傳統社會對個人族群身分認定的觀念。但自《客家基

本法》訂頒後，其定義方式有漸成為主流認定標準之趨勢；依此綜觀全臺各縣市

的客家人口比例與總數，從圖二可以清楚看到桃竹苗地區是全臺客家人聚居最密

集的最大區塊，新竹縣以客家人口佔全縣 70%以上為最高。 

 



345 
 

 

    新竹縣                                         71.6%(367.3千人) 

    苗栗縣                                      64.6%(362.7 千人) 

    桃園縣                        39.2%(785.3千人) 

    花蓮縣                    31.7%(107.4 千人) 

    新竹市                  30.1%(124.9 千人) 

    屏東縣                23.7%(207.0 千人) 

    臺東縣              19.9%(46.0 千人) 

    臺中縣             18.5%(290.3 千人) 

      全國             18.1%(4,197.3 千人) 

    臺北市            16.4%(429.0 千人) 

    南投縣            16.0%(84.0 千人) 

    新北市           14.1%(548.8 千人) 

    臺中市          13.4%(145.2 千人) 

    高雄縣         11.9%(148.0千人) 

    高雄市         11.4%(173.7千人) 

    基隆市        10.0%(38.4千人) 

    嘉義市       8.7%(23.6千人) 

    宜蘭縣       8.5%(39.1千人) 

    雲林縣       8.1%(58.0千人) 

    嘉義縣      7.2%(39.2千人) 

    彰化縣     5.7%(74.2千人) 

    臺南市     5.7%(43.7千人) 

    臺南縣     5.2%(57.1千人) 

    連江縣     5.2%(0.5千人) 

    澎湖縣    2.5%(2.4千人) 

    金門縣   1.5%(1.5千人) 

                                                     單位：%（千人） 

０.    10.   20.   30.   40.   50.   60.   70.   80.   90.   100. 

     

   圖二：依《客家基本法》認定之各縣市客家人口比例與人口數  

           資料來源：行政院客家委員會，201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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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新竹縣的客家人口 

    依客家委員會《99年至 100年全國客家人口基礎資料調查研究》，（2011：

53 $ 182）將全國 355 個鄉鎮市區按四大族群分佈及屬性進行分類，選出 69 個

「高客家人口密度」鄉鎮，以及 35個「客家人口比例最高」（介於 94.4%~52.4%）

的鄉鎮市區；新竹縣除五峰與尖石兩個行政區為山地鄉外，其他 11 個鄉鎮市皆

屬於高客家人口密度和高客家人口比例區塊。其中，北埔、峨眉、關西、新埔、

橫山等五鄉鎮，即使在條件相當限縮的「單一自我認定」為客家人的標準下，仍

有八成以上人口為客家人，芎林鄉則非常接近八成。（參見表六）如依《客家基

本法》第六條，新竹縣客家鄉鎮全數位於「客家文化重點發展區」。（同前註：

36-38）因此，以新竹縣在全國各重要公職人員選舉的投票結果，作為客家選民

政治態度與行為研究的指標之一，應具有相當重要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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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六：不同定義下新竹縣各鄉鎮市客家人口比例與人口數 

                                                                  (人口數單位：萬人) 

  單一自我認定  多重自我認定 客家基本法認定 

比例(%) 人口數 比例(%) 人口數 比例(%) 人口數 

全  

國 

13.6 314.7 18.5 428.6 18.1 419.7 

新竹

縣 

65.6 33.6 72.7 37.3 71.6 36.7 

北埔

鄉 

92.21 0.92 94.37 0.95 93.52 0.95 

峨眉

鄉 

91.05 0.55 93.19 0.56 91.76 0.55 

關西

鎮 

86.21 2.74 89.89 2.86 89.44 2.84 

 新埔

鎮 

86.10 3.06 92.14 3.27 91.64 3.25 

橫山

鄉 

84.62 1.22 89.64 1.29 88.93 1.28 

芎林

鄉 

79.40 1.65 84.60 1.76 83.54 1.74 

竹東

鎮 

73.19 7.08 79.49 7.69 73.38 7.58 

寶山

鄉 

69.76 0.98 77.48 1.09 75.49 1.06 

湖口

鄉 

69.04 5.21 76.58 5.77 75.43 5.69 

新豐

鄉 

56.32 3.00 65.91 3.51 65.50 3.49 

竹北

市 

49.75 7.06 58.11 8.24 56.60 8.03 

    資料來源：行政院客家委員會，2011：附表 A1-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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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客家選民的國家認同與政黨傾向－族群性的「中間」選

民 

    1980 年代後期，「族群政治」議題隨著臺灣社會民主轉型腳步逐漸浮上檯

面，表現在政治行動面向的「族群差異」成為學界關注的研究議題；在政治實務

上，族群問題與省籍意識、統獨立場、國家認同連結，錯綜糾纏「變成社會安定

的重大陰霾，蝕消了國家團結的基礎」47，不僅影響政治穩定、也是左右經濟發

展與社會秩序的重大變數。可以說，「族群現象」(ethnicity)已是臺灣政治分歧

的重要基礎、探討政黨支持模式最重要的焦點，（吳乃德，1993、2002；徐火炎，

1996；王甫昌，1994a、1994b、1998；）更是選舉時從不缺席的熱門話題。2000

年政黨輪替後，因核四停建案引發朝野對立，分別以國民黨和民進黨為主的藍、

綠政治陣營出現，雙方對壘激烈、只問立場不問是非的情形較過去更加嚴重。 

    統獨論辯、國家認同的爭議，是 20 年來造成朝野對立、撕裂族群情感的最

主要因素；在這場以外省和閩南族群為主、以爭奪政治權力為目標的政治泥淖中，

不論在哪個陣營都輪不到客家人當家作主；不論哪一黨執政，客家族群的處境也

都差不了太多；客家人被捲入以臺灣為競奪場域之兩股政治勢力的糾結中，往往

被迫必須選邊站、甚或莫名其妙的被貼標籤。（彭鳳貞，2012：150） 

    實際上，許多研究顯示，（王甫昌，1998；何來美，2008；吳由美，2005；

吳乃德，2002；章英華，2005；游盈隆，1996；瞿海源，2005）客家族群不論在

統獨立場（包括國家認同與文化認同）或政黨支持方面，都介於閩南和外省之間，

這或許和客家人長期在日常生活領域有特別豐富的「跨族群」經驗有關。何來美

（2008：242）更直言：外省和原住民族群的政治傾向全台皆藍，支持泛國民黨

的比例最高、支持泛民進黨陣營最低；閩南族群除了花東和金馬離島地區，從南

到北皆挺綠，支持泛民進黨的比例最高、泛國民黨最低；真正「北藍南綠」的是

                                                      
47

 田弘茂於《族群關係與國家認同》一書出版序之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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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家族群，不論是對泛國民黨或泛民進黨陣營的支持度，兩者比例都落在中間位

置，但雖同屬客家族群、南北分殊卻也極為明顯。 

    進一步以政大選研中心 1996年至 2012年進行總統與立法委員選舉的調查資

料進行分析，觀察四大族群歷年來的政黨支持與統獨立場，可以更清楚的看到客

家族群在攸關國家最主要的認同差異問題上所在的位置，以及由此而產生的跨時

性變化與移轉投票。 

（一） 1996、2000、2004、2008與 2012年正副總統選舉 ─ 族群對政黨認同 

為方便分析，本研究對部分變項有進行整理與歸納分類，與問卷本來的問題

設計有所不同，以下為變項歸納的方法細節：2000年將「非常支持國民黨」、「普

通支持國民黨」、「偏國民黨」三項合併為「國民黨」；「非常支持民進黨」、「普通

支持民進黨」、「偏民進黨」三項合併為「民進黨」，新黨與親民黨以此類推。2004

年將「建國黨」、「泛藍」、「泛綠」、「拒答」、「不知道」、「跳答」等合併為「其他 

(其他、中間或無傾向)」，另選擇「跳答」的受訪者乃是在上一個子題中選擇「沒

有支持政黨」者。2008年將「綠黨」、「紅黨」、「拒答」、「不知道」、「跳題」合

併為「其他 (其他、中間或無傾向)」，另選擇「跳答」的受訪者乃是在上一個子

題中選擇「沒有支持政黨」者。 

客家族群在政黨支持傾向方面，除了 1996年有超過七成的選民壓倒性的支

持國民黨外，2000 年與 2004年的眾數皆落在中間傾向，2008 年支持國民黨與中

間選民的數字幾乎相同，但到了 2012年客家選民對國民黨的支持卻拉高到 46.9%，

遠高於過去三次調查。但若將親民黨在 2000年與2004年崛起的影響力納入考量，

在那兩次總統大選前後所進行的調查當中各取得 11.8%與 17.0%的本省客家族群

受訪者的支持，一旦納入泛藍陣營計算，則泛藍陣營每一個調查年皆超過由民進

黨與台聯所組成的泛綠陣營至少 5%，如此顯示客家選民在總統大選年時普遍的

政黨支持傾向上屬於中間偏藍，並與歷年調查眾數皆出現在中間傾向的本省閩南

族群有顯著差異。詳細資料如表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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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1996、2000、2004、2008與 2012年正副總統選舉 ─ 族群對統獨立場 

為分析之便，本段落對部分變項同樣進行整理與歸納分類，與問卷本來的問

題設計有所不同，以下為變項歸納的方法細節：2000年將「儘快統一」、「維持

向狀，以後走向統一」合併為「偏向統一」；「儘快獨立」、「維持現狀，以後走向

獨立」合併為「偏向獨立」；「永遠維持現狀」、「維持現狀，看情形再決定獨立或

統一」合併為「維持現狀」；「無反應」合併為「其他(無意見或其他)」。2004年

將「儘快統一」、「維持現狀，以後走向統一」合併為「偏向統一」；「儘快獨立」、

「維持現狀，以後走向獨立」合併為「偏向獨立」；「維持現狀，看情形再決定獨

立或統一」、「永遠維持現狀」合併為「維持現狀」；「加入美國成為其一洲」、「拒

答」、「很難說」、「無意見」、「不知道」合併為「其他(無意見或其他)」。2008年

將「儘快統一」、「維持現狀，以後走向統一」合併為「偏向統一」；「儘快獨立」、

「維持現狀，以後走向獨立」合併為「偏向獨立」；「維持現狀，看情形再決定獨

立或統一」、「永遠維持現狀」合併為「維持現狀」；「拒答」、「很難說」、「無意見」、

「不知道」合併為「其他(無意見或其他)」。 

閩南、外省和客家族群在總統大選年所調查的統獨傾向跨時性分析有顯著差

異： 

1.本省閩南人在五次調查當中的眾數全部是「維持現狀」，但第二高比例的選項

五次中有四次為「偏向獨立」，僅有 2000年「偏向統一」以 4.4%的差距超越

「偏向獨立」，顯示本省閩南族群傾向維持現狀但偏向支持獨立。 

2.大陸各省族群在 1996年與 2000年的眾數為「偏向統一」，其餘落在「維持現

狀」，但仍然偏向支持統一，「偏向獨立」的選項在五次調查當中沒有一次超

過 10%，顯示大陸各省族群對於統一支持雖然在削弱中，但傾向不曾改變。 

3.客家族群是三大族群當中唯一在統獨立場上有顯著跨時性變遷的族群。1996

到 2012年間五次調查當中的眾數皆屬於維持現狀，但是在偏向統一或偏向獨

立的傾向卻有跨時性的變動，1996 年與 2000年的眾數落在維持現狀，但仍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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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5%與 22.4%的受訪者的支持傾向「偏向統一」，為該兩年的第二高比例；然

而，從 2004 年到 2012年，第二高比例的選項卻移動到「偏向獨立」，分別為

18.4%、23.3%與 19.2%，在統獨立場上有重大變遷，顯示客家族群在高層政治

議題上與閩南、外省族群不同，支持傾向變遷可能發生。詳細資料如表八。 

（三）1998、2001、2004、2008與 2012年立委選舉 ─ 族群對政黨認同 

本段落同樣一研究所需對部分變項進行二度整歸納分類：1998年將「建國

黨」、「都支持」、「都不支持」、「選人不選黨」、「看政策」、「對人民好的黨」、「自

由黨」、「無黨無派」、「都沒有」、「訪員漏問」、「拒答」、「看情形、很難說」、「無

意見」、「不知道」合併為「其他(其他、中立或無傾向)」。2001年將「建國黨」、

「綠黨」、「非外省人黨」、「在野黨」、「訪員漏問」、「拒答」、「不知道」、「跳答」

合併為「其他(其他、中立或無傾向)」。2004A&B將「建國黨」、「泛藍」、「泛綠」、

「拒答」、「不知道」、「都沒有」、「看情形」等合併為「其他 (其他、中間或無傾

向)」。2008年將「小黨」、「國民黨與親民黨」、「中國共產黨」、「反對黨」、「本

土政黨」、「綠黨」、「國民黨和台聯」、「拒答」、「不知道」合併為「其他 (其他、

中間或無傾向)」。 

  相較於 1996 年調查時國民黨擁有本省客家超過七成的高支持率，1998年立

委選舉時的調查中有超過半數的本省客家受訪者選擇「其他(其他、中立或無傾

向)」，2000總統大選的調查與 2001 年立委選舉的調查相比，雖然眾數皆為「其

他(其他、中立或無傾向)」，但 2001 年的調查中本省客家族群的第二高支持乃是

民進黨，足見客家選民中確實有移轉投票者，在不同時空、不同公職選舉中，對

如何選擇支持政黨有差別性思考，導致在立委選舉階層存在支持政黨的變遷。詳

細資料如表九。 

（四）1998、2001、2004、2008與 2012年立委選舉 ─ 族群對統獨立場 

  本段落對部分變項進行整理與歸納為：1998年將「儘快統一」、「維持向狀，

以後走向統一」合併為「偏向統一」；「儘快獨立」、「維持現狀，以後走向獨立」



352 
 

合併為「偏向獨立」；「永遠維持現狀」、「維持現狀再決定」合併為「維持現狀」；

「現狀已獨立」、「只要不獨立其他都可以」、「統獨是政府的事」、「統一」、「不要

打仗就好」、「訪員漏問」、「拒答」、「看情形、很難說」、「無意見」、「不知道」合

併為「其他（無意見或其他）」。2001 年將「儘快統一」、「維持向狀，以後走

向統一」合併為「偏向統一」；「儘快獨立」、「維持現狀，以後走向獨立」合併為

「偏向獨立」；「永遠維持現狀」、「維持現狀，看情況再決定獨立或統一」合併為

「維持現狀」；「訪員漏問」、「拒答」、「很難說」、「無意見」、「不知道」合併為「其

他（無意見或其他）」。2004A&B 將「儘快統一」、「維持向狀，以後走向統一」

合併為「偏向統一」；「儘快獨立」、「維持現狀，以後走向獨立」合併為「偏向獨

立」；「永遠維持現狀」、「維持現狀，看情況再決定獨立或統一」合併為「維持現

狀」；「拒答」、「很難說」、「無意見」、「不知道」合併為「其他（無意見或其他）」。

2008 年將「儘快統一」、「維持現狀，以後走向統一」合併為「偏向統一」；「儘

快獨立」、「維持現狀，以後走向獨立」合併為「偏向獨立」；「維持現狀，看情形

再決定獨立或統一」、「永遠維持現狀」合併為「維持現狀」；「拒答」、「很難說」、

「無意見」、「不知道」合併為「其他（無意見或其他）」。 

在立委選舉年所進行的統獨立場調查中，發現本省客家族群歷年來的眾數皆

為「維持現狀」，但在第二高比例的選項上卻有跨時性的轉變趨勢，從 1998年起

到 2004年，第二高比例的選項乃是「偏向統一」，但是每年「偏向統一」與「偏

向獨立」間的差異皆在縮小，2008年兩者間剩下 2%的差距，2012年「偏向獨立」

超越「偏向統一」成為第二高比例的選項。如此顯示本省客家族群在統獨立場上

存在跨時性變遷，與持續維持穩定傾向的本省閩南與大陸各省族群有顯著差異。

詳細資料如表十。 

  從上述對歷次重要公職選舉之實際投票統計數字來分析，客家選民的政治選

擇確實一直維持在閩南和外省族群之間，可稱之為「族群性的中間選民」，且在

立法委員選舉的政治支持和統獨立場兩項議題上，經常呈現抉擇差異的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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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七：1996、2000、2004、2008與 2012年正副總統選舉 ─ 族群對政黨認同 

 本省客家 本省閩南 大陸各省市 原住民 其他 

（不知道或

拒漏答） 

  總  數 

個

數 

百分

比 

個數 百分

比 

個

數 

百分

比 

個

數 

百分

比 

個

數 

百分

比 

個 

數 

百分

比 

1996 

國民黨 101 70.6 401 60.7 79 55.6 2 100.0 0 0.0 584 61.5 

民進黨 27 18.9 204 30.9 6 4.2 0 0.0 0 0.0 237 24.9 

新黨 15 10.5 56 8.5 57 40.1 0 0.0 1 100.0 129 13.6 

親民黨 0 0.0 0 0.0 0 0.0 0 0.0 0 0.0 0 0.0 

台聯 0 0.0 0 0.0 0 0.0 0 0.0 0 0.0 0 0.0 

其他 0 0.0 0 0.0 0 0.0 0 0.0 0 0.0 0 0.0 

總數 143 100.0 661 100.0 142 100.0 2 100.0 2 100.0 950 100.0 

2000 

國民黨 40 24.8 115 13.1 26 20.3 1 25.0 0 0.0 182 15.4  

民進黨 33 20.5 282 32.0 8 6.3 0 0.0 3 42.9 326 27.6 

新黨 1 0.6 4 0.5 2 1.6 0 0.0 0 0.0 7 0.6 

親民黨 19 11.8 77 8.7 47 36.7 2 50.0 0 0.0 145 12.3 

台聯 0 0.0 0 0.0 0 0.0 0 0.0 0 0.0 0 0.0 

其他 68 42.2 403 45.7 45 35.2 1 25.0 4 57.1 521 41.1 

總數 161 100.0 881 100.0 128 100.0 4 100.0 7 100.0 1181 100.0 

2004 

國民黨 49 22.7 234 17.9 78 36.3 14 38.9 4 8.7 379 20.8 

民進黨 59 27.3 440 33.6 15 7.0 2 5.6 7 15.2 523 28.7 

新黨 2 0.9 4 0.3 3 1.4 0 0.0 0 0.0 9 0.5 

親民黨 17 17.0 70 5.3 61 28.4 8 22.2 2 43.4 158 8.7 

台聯 4 1.9 38 0.3 4 1.9 0 0.0 1 2.2 47 2.6 

其他 85 39.4 524 40.0 54 25.1 12 33.3 32 69.6 707 3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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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陳義彥，1997.08~1998.07，「新政黨體系下的選民投票行為-從民國八十六年縣市長

選舉探討」，政治大學選舉研究中心。陳義彥，1999.08~2000.0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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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秀端，2003.12~2005.05，「2002年至 2004年

『選舉與民主化調查』三年期研究規劃(III)：民國九十三年總統大選民調案」，政治大學選舉研

究中心。游清鑫，2007.11~2009.04，「2005 年至 2008年『選舉與民主化調查』(IV):2008 年總

統選舉面訪計畫案」，政治大學選舉研究中心。朱雲漢，2011.08~2012.07，「2009年至 2012年

『選舉與民主化調查』三年期研究規劃（3/3）：2012 年總統與立法委員選舉面訪案」，政治大學

選舉研究中心。 

 

 

 

 

 

總數 216 100.0 1310 100.0 215 100.0 36 100.0 46 100.0 1823 100.0 

2008 

國民黨 83 37.7 426 29.9 140 65.7 15 65.2 6 26.0 670 35.2 

民進黨 52 23.6 462 32.4 8 3.8 2 8.7 6 26.0 530 27.8 

新黨 1 0.5 4 0.3 9 4.2 0 0.0 0 0.0 14 0.7 

親民黨 1 0.5 9 0.6 8 3.8 0 0.0 1 4.3 19 1.0 

台聯 1 0.5 12 0.8 1 0.5 0 0.0 0 0.0 14 0.7 

其他 82 37.2 513 36.0 47 22.0 0 0.0 2 8.7 658 34.5 

總數 220 100.0 1426 100.0 213 100.0 23 100.0 23 100.0 1905 100.0 

2012 

國民黨 105 46.9 449 33.5 150 71.4 10 71.4 12 32.4 726 39.8 

民進黨 47 21.0 448 33.4 12 5.7 3 21.4 7 19.0 517 28.3 

新黨 0 0.0 5 0.4 8 3.8 0 0.0 0 0.0 13 0.7 

親民黨 4 1.8 7 0.5 8 3.8 0 0.0 0 0.0 19 1.0 

台聯 0 0.0 16 1.2 0.0 0.0 0 0.0 0 0.0 16 0.9 

其他 68 30.4 416 31.0 32 15.2 1 7.1 18 48.6 535 29.3 

總數 224 100.0 1341 100.0 210 100.0 14 100.0 37 100.0 1826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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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八：1996、2000、2004、2008與 2012年正副總統選舉 ─ 族群對統獨立場 

 本省客家 本省閩南 大陸各省市 原住民 其他 

（不知道或

拒漏答） 

總數 

個

數 

百分

比 

個數 百分

比 

個

數 

百分

比 

個

數 

百分

比 

個

數 

百分

比 

個數 百分

比 

1996 偏向統一 46 27.5 177 20.6 90 55.6 0 0.0 0.0 0.0 313 26.2 

維持現狀 94 56.3 476 55.3 56 34.6 3 100.0 2 100.0 251 21.0 

偏向獨立 27 16.2 208 24.2 16 9.9 0 0.0 0.0 0.0 631 52.8 

其他 0 0.0 0 0.0 0 0.0 0 0.0 0.0 0.0 0 0.0 

總數 167 100.0 861 100.0 162 0.0 3 100.0 2 100.0 1195 100.0 

2000 偏向統一 36 22.4 182 20.7 65 50.8 2 50.0 1 14.3 286 24.2 

維持現狀 81 50.3 431 48.9 50 39.1 1 25.0 2 28.6 565 47.8 

偏向獨立 15 9.3 144 16.3 7 5.5 1 25.0 1 14.3 168 14.2 

其他 29 18.0 124 14.1 6 4.7 0 0.0 3 42.9 162 13.7 

總數 161 100.0 881 100.0 128 100.0 4 100.0 7 100.0 1181 100.0 

2004 偏向統一 35 16.1 176 13.4 77 35.5 5 14.3 4 8.9 297 16.3 

維持現狀 119 54.8 653 49.9 117 53.9 17 48.6 27 60.0 933 51.2 

偏向獨立 40 18.4 380 29.0 19 8.8 3 8.6 5 11.1 447 24.5 

其他 23 10.6 100.0 7.6 4 1.8 10 28.6 9 20.0 146 8.0 

總數 217 100.0 1309 100.0 217 100.0 35 100.0 45 100.0 1823 100.0 

2008 偏向統一 30 13.7 153 10.7 56 26.5 5 21.7 4 16.7 248 13.0 

維持現狀 124 56.6 810 56.8 133 63.0 17 73.9 12 50.0 1096 57.6 

偏向獨立 51 23.3 370 25.9 13 6.2 0 0.0 4 16.7 438 23.0 

其他 14 6.4 94 6.6 9 4.3 1 4.3 4 16.7 122 6.4 

總數 219 100.0 1427 100.0 211 100.0 23 100.0 24 100.0 1904 100.0 

2012 偏向統一 32 14.3 146 10.9 49 23.3 3 21.4 2 5.4 232 12.7 

維持現狀 138 61.6 767 57.2 138 65.7 9 64.3 24 64.9 1076 5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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偏向獨立 43 19.2 346 25.8 20 9.5 1 7.1 5 13.5 415 22.7 

其他 11 4.9 82 6.1 3 1.4 1 7.1 6 16.2 103 5.6 

總數 224 100.0 1341 100.0 210 100.0 14 100.0 37 100.0 1826 100.0 

資料來源：陳義彥，1997.08~1998.07，「新政黨體系下的選民投票行為-從民國八十六年縣市長

選舉探討」，政治大學選舉研究中心。陳義彥，1999.08~2000.0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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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秀端，2003.12~2005.05，「2002年至 2004年

『選舉與民主化調查』三年期研究規劃(III)：民國九十三年總統大選民調案」，政治大學選舉研

究中心。游清鑫，2007.11~2009.04，「2005 年至 2008年『選舉與民主化調查』(IV):2008 年總

統選舉面訪計畫案」，政治大學選舉研究中心。朱雲漢，2011.08~2012.07，「2009年至 2012年

『選舉與民主化調查』三年期研究規劃（3/3）：2012 年總統與立法委員選舉面訪案」，政治大學

選舉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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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九：1998、2001、2004、2008 與 2012年立委選舉 ─ 族群對政黨認同 

 本省客家 本省閩南 大陸各省市 原住民 其他 

 （不知道

或拒漏答） 

總數 

個

數 

百分

比 

個數 百分

比 

個

數 

百分

比 

個

數 

百分

比 

個

數 

百分

比 

個數 百分

比 

1998 國民黨 45 26.6 228 25.9 79 54.5 5 62.5 1 33.3 358 29.6 

民進黨 26 15.4 214 24.3 8 5.5 0 0.0 2 66.7 250 20.7 

新黨 3 1.8 11 1.2 15 10.3 0 0.0 0 0.0 29 2.4 

親民黨 0 0.0 0 0.0 0 0.0 0 0.0 0 0.0 0 0.0 

台聯 0 0.0 0 0.0 0 0.0 0 0.0 0 0.0 0 0.0 

其他 95 56.2 428 48.6 43 29.7 3 37.5 4 66.7 617 51.0 

總數 169 100.0 881 100.0 145 100.0 8 100.0 6 100.0 1209 100.0 

2001 國民黨 41 17.4 181 12.0 65 28.4 8 22.9 1 6.3 295 14.6 

民進黨 59 25.0 523 34.8 11 4.8 7 20.0 1 6.3 604 29.9 

新黨 1 0.4 4 0.3 2 0.9 0 0.0 0 0.0 7 0.3 

親民黨 36 15.3 139 9.2 83 36.2 7 20.0 2 12.6 266 13.2 

台聯 3 1.3 17 1.1 0 0.0 0 0.0 0 0.0 20 1.0 

其他 96 40.7 639 42.5 68 29.7 13 37.1 13 81.3 830 41.0 

總數 236 100.0 1503 100.0 229 100.0 35 100.0 16 100.0 2022 100.0 

2004

A 

國民黨 56 30.1 179 19.7 53 39.6 3 33.3 1 8.3 292 23.3 

民進黨 40 21.5 274 30.1 11 8.2 3 33.3 1 8.3 329 26.2 

新黨 2 1.1 7 0.8 3 2.2 0 0.0 0 0.0 12 1.0 

親民黨 17 9.1 42 4.6 19 14.2 1 11.1 2 16.7 81 6.5 

台聯 2 1.1 16 1.8 1 0.7 0 0.0 0 0.0 19 1.5 

其他 69 37.1 391 43.0 47 35.1 2 22.2 12 75.0 521 41.5 

總數 186 100.0 909 100.0 134 100.0 9 100.0 16 100.0 1254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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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劉義周，1998.08~1999.0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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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06~2002.07，「台灣選舉與民主化調查研

究計畫」，政治大學選舉研究中心。劉義周，2004.08~2005.12，「2002 年至 2004年『選舉與民

主化調查』三年期研究規劃(I)：民國九十三年立委選舉民調案」，政治大學選舉研究中心。朱雲

漢，2007.08~2008.07，「2005 年至 2008 年『選舉與民主化調查』四年期研究規劃(III)：2008

年立法委員選舉面訪計畫案」，政治大學選舉研究中心。朱雲漢，2011.08~2012.07，「2009年至

2004

B 

國民黨 52 26.8 181 20.6 55 43.3 10 35.7 5 27.8 303 24.1 

民進黨 50 25.8 330 37.5 12 9.4 2 7.1 2 11.1 396 31.5 

新黨 4 2.1 12 1.4 2 1.6 0 0.0 1 5.6 19 1.5 

親民黨 9 4.6 39 4.4 27 21.3 8 28.6 1 5.6 84 6.7 

台聯 2 1.0 20 2.3 0 0.0 0 0.0 0 0.0 22 1.7 

其他 107 55.2 297 33.8 31 24.4 8 28.6 9 50.0 434 34.5 

總數 194 100.0 879 100.0 127 100.0 28 100.0 18 100.0 1258 100.0 

2008 國民黨 71 46.1 287 30.9 78 68.4 4 50.0 6 19.4 446 36.1 

民進黨 22 14.3 261 28.1 3 2.6 0 0.0 2 6.5 288 23.3 

新黨 2 1.3 6 0.6 7 6.1 0 0.0 0 0.0 15 1.2 

親民黨 0 0.0 1 0.1 0 0.0 0 0.0 0 0.0 1 0.1 

台聯 3 1.9 7 0.8 0 0.0 0 0.0 0 0.0 10 0.8 

其他 56 36.4 368 39.6 26 22.8 4 50.0 23 74.2 477 38.6 

總數 154 100.0 930 100.0 114 100.0 8 100.0 31 100.0 1237 100.0 

2012 國民黨 105 46.9 449 33.5 150 71.4 10 71.4 12 32.4 726 39.8 

民進黨 47 21.0 448 33.4 12 5.7 3 21.4 7 19.0 517 28.3 

新黨 0 0.0 5 0.4 8 3.8 0 0.0 0 0.0 13 0.7 

親民黨 4 1.8 7 0.5 8 3.8 0 0.0 0 0.0 19 1.0 

台聯 0 0.0 16 1.2 0 0.0 0 0.0 0 0.0 16 0.9 

其他 68 30.4 416 31.0 32 15.2 1 7.1 18 48.6 535 29.3 

總數 224 100.0 1341 100.0 210 100.0 14 100.0 37 100.0 1826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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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選舉與民主化調查』三年期研究規劃（3/3）：2012年總統與立法委員選舉面訪案」，政

治大學選舉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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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十：1998、2001、2004、2008 與 2012年立委選舉 ─ 族群對統獨立場 

 本省客家 本省閩南 大陸各省市 原住民 其他 

（不知道或

拒漏答） 

總數 

個

數 

百分

比 

個數 百分

比 

個

數 

百分

比 

個

數 

百分

比 

個

數 

百分

比 

個數 百分

比 

1998 偏向統一 43 25.1 175 19.9 72 49.7 1 12.5 0 0.0 291 24.0 

維持現狀 83 48.5 418 47.5 53 36.6 3 37.5 6 75.0 563 46.5 

偏向獨立 22 12.9 198 22.5 14 9.7 4 50.0 0 0.0 238 29.6 

其他 23 13.5 89 10.1 6 4.1 0 0.00 2 25.0 120 9.9 

總數 171 100.0 880 100.0 145 100.0 8 100.0 8 100.0 1212 100.0 

2001 偏向統一 61 25.8 310 20.6 114 49.8 10 28.6 2 10.5 497 24.6 

維持現狀 132 55.9 748 49.8 93 40.6 17 48.6 7 36.8 997 49.3 

偏向獨立 24 10.2 291 19.4 9 3.9 3 8.6 2 10.5 329 16.3 

其他 19 8.1 154 10.2 13 5.7 5 14.3 8 42.1 199 9.8 

總數 236 100.0 1503 100.0 229 100.0 35 100.0 19 100.0 2022 100.0 

2004 

A 

偏向統一 42 22.7 114 12.5 36 27.1 1 11.1 1 6.7 194 15.5 

維持現狀 107 57.8 522 57.4 86 64.7 7 77.8 8 53.3 730 58.4 

偏向獨立 24 13.0 190 20.9 5 3.8 1 11.1 2 13.3 222 17.7 

其他 12 6.5 83 9.1 6 4.5 0 0.0 4 26.7 105 8.4 

總數 185 100.0 909 100.0 133 100.0 9 100.0 15 100.0 1251 100.0 

2004 

B 

偏向統一 34 17.6 107 12.2 51 40.2 5 17.9 6 20.7 203 16.2 

維持現狀 106 54.9 483 55.0 60 47.2 13 46.4 8 27.6 670 53.4 

偏向獨立 33 17.1 215 24.5 12 9.4 7 25.0 4 13.8 271 21.6 

其他 20 10.4 73 8.3 4 3.1 3 10.7 11 37.9 111 8.8 

總數 193 100.0 878 100.0 127 100.0 28 100.0 29 100.0 1255 100.0 

2008 偏向統一 29 18.9 113 12.1 32 28.3 0 0.0 4 13.3 178 14.4 

維持現狀 85 55.6 538 57.8 65 57.5 7 77.8 13 43.3 708 5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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偏向獨立 26 17.0 194 20.8 8 7.1 1 11.1 5 16.7 234 18.9 

其他 13 8.5 86 9.2 8 7.1 1 11.1 8 26.7 116 9.4 

總數 153 100.0 931 100.0 113 100.0 9 100.0 30 100.0 1236 100.0 

2012 偏向統一 32 14.3 146 10.9 49 23.3 3 21.4 2 5.4 232 12.7 

維持現狀 138 61.6 767 57.2 138 65.7 9 64.3 24 64.9 1076 58.9 

偏向獨立 43 19.2 346 25.8 20 9.5 1 7.1 5 13.5 415 22.7 

其他 11 4.9 82 6.1 3 1.4 1 7.1 6 16.2 103 5.6 

總數 224 100.0 1341 100.0 210 100.0 14 100.0 37 100.0 1826 100.0 

資料來源：劉義周，1998.08~1999.0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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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06~2002.07，「台灣選舉與民主化調查研

究計畫」，政治大學選舉研究中心。劉義周，2004.08~2005.12，「2002 年至 2004年『選舉與民

主化調查』三年期研究規劃(I)：民國九十三年立委選舉民調案」，政治大學選舉研究中心。朱雲

漢，2007.08~2008.07，「2005 年至 2008 年『選舉與民主化調查』四年期研究規劃(III)：2008

年立法委員選舉面訪計畫案」，政治大學選舉研究中心。朱雲漢，2011.08~2012.07，「2009年至

2012年『選舉與民主化調查』三年期研究規劃（3/3）：2012年總統與立法委員選舉面訪案」，政

治大學選舉研究中心。 

 

四、新竹縣民眾的政治參與概況－理性務實的政治選擇與明

顯的「移轉投票」現象 

    現代民主社會中，大眾無論直接或間接、或多或少，總會主動或被動的動員

起來參與政治。呂亞力（1995：59）認為，政治參與乃是指人民於政治過程中，

以種種方式對政府決策與人事結構發生影響力；張明貴（2003：128）則認為政

治參與可被視為「人民以各種途徑，努力影響政治的過程」；政治參與的內涵，

則是在社會環境因素影響下，政治訊息和政治行為刺激的結果，反應出個人的社

會經濟地位。（傅恆德，2003：11）現今，選舉已是最基本的民主形式、一種最

普遍的政治參與方式，它屬於政治參與概念下的「次概念」(sub-concept)；（胡

佛，1998：45）公民藉此行動而以極小代價影響政治權力分配、甚至可產生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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極大利益的政治交易結果，以「由下而上(下→上)」的路徑，發揮以公民影響精

英的效果，保障或擴大公民個體的利益。（郭秋永，1993：24）藉由投票行為所

進行的政治參與，已成現代社會公民制約政府最重要也最常見的手段，其有效性

以及規模和程度，也是判斷一個國家是否民主的基本指標之一。 

    近年來，論及藍、綠的政治版圖，社會一般均以「北藍南綠」的簡化印象稱

之。客家族群對藍綠兩大陣營的支持，也確實呈現南北分殊現象，符合整體社會

的選票分佈狀況，亦即：「北客」偏藍--桃竹苗地區的客家人有較清晰的偏藍傾

向，「南客」偏綠--高屏六堆地區明顯以泛綠支持者為多。但如進一部細究新竹

縣的投票內容，北部客家人雖然較支持藍營，但屬於「中間偏藍」，而非一般所

謂的「基本教義派」。在藍綠兩大陣營都有「基本盤」的情況下，勝負常視中間

選票的移動而定；新竹縣的選票走勢常表現出「中間」色彩，政黨認同雖較傾向

國民黨，但並非不可捍動的「鐵板一塊」。 

  從實際的數字來看，在總統、立法委員、以及縣市首長的選舉中，新竹縣選

民的「政黨輪替」、「分裂投票」現象在不同層級選舉中經常交互出現，有明顯

的移轉投票現象，與一般社會認知僅概略的以「偏藍」認定頗有出入。例如：1989、

1993 以及 1997 三屆縣長選舉皆由民進黨獲勝執政，同期間內 1996 年的總統大

選卻由國民黨囊括多數選票，立法委員選舉與總統選舉結果類似、同樣由國民黨

獲得較多支持。然而在 2000 年之後，不論是總統、立法委員或縣市長選舉，則

清一色出現藍大於綠的結果，即使 2009 年縣長選舉國民黨出現茶壺風暴，民進

黨仍不敵國民黨；弔詭的是，僅數月餘、在隔年的單一席次立委補選中，與國民

黨一對一對決，民進黨候選人又很快從選民手中取得壓倒性多數而當選。凡此種

種現象，均使新竹縣選民的政治參與行為，表現出與同為客家人聚居的苗栗縣、

桃園縣甚為不同的面貌，更與高屏六堆地區的客家人截然不同。 

    以下僅以「支持率」為中心就族群政治立場等基礎輪廓，觀察新竹縣選民的

政治選擇與行動習慣，說明新竹縣客家選民的政治參與概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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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縣長選舉 

    1985年之前，全國各縣市大多為國民黨長期執政，新竹縣范振宗於 1989年

打敗國民黨候選人傅忠雄取得新竹縣執政權，當時民進黨雖已成立但未能合法立

案，范雖以無黨籍身分參選，但仍屬於民進黨與國民黨爭雄較早拿下的地方灘頭

堡之一；48為民進黨在新竹縣的選舉創下一波支持率高峰。范振宗主持縣政後，

以其高明的人際技巧進行合縱連橫策略，相當程度地打破國民黨在新竹縣的既有

地方基礎，許多傳統上為國民黨的樁腳，其實也正是范振宗的樁腳。（吳由美，

2003：29）之後范振宗、林光華接力「連莊」達三屆 12 年，（參見表十一）當

時，中央執政權仍穩穩置於國民黨掌中，新竹縣百里侯之爭，選民的投票結果卻

讓信心滿滿的國民黨大吃一驚。 

    新竹縣長選舉的政治版塊變動，在1985年至2001年之間，出現兩波非常鮮明

的朝野易位，在前後不同時間的數次選舉中，政黨的得票與勝負出現高低峰的「擺

盪」現象；如以折線表示將更顯見選民的投票抉擇改變，對國民黨、民進黨兩黨

支持度的起伏變化。（如下圖三）這種鮮明的移轉投票結果，促成新竹縣在解嚴

後不久即在縣政層級出現「政黨輪替」，說明新竹縣客家選民的政治選擇並非一

成不變；政黨認同不是唯一的投票依據，候選人或政見因素仍適時地發揮影響力，

故能引導選民在各項條件的綜合判斷下，作出自認較佳的選擇。 

    藉由縣長選舉的跨時性觀察可知，一般以新竹縣客家選民「偏藍」的認知顯

然並非絕對。過去若干研究以恩庇侍從主義解釋國民黨長期贏得地方首長選舉的

分析，認為在「中央─地方」關係上，中央政府統治階層扮演「恩庇」角色，依

附國民黨的地方型勢力（政客）則扮演「侍從」角色，國民黨藉此以掌控地方。

然而在1989年以後的新竹縣長選舉中，「恩庇─侍從」模式似乎也難以有效解釋，

否則不會出現在國民黨仍長期穩定的握有中央執政權時期，連續三屆選出非國民

                                                      
48

 解嚴之前，縣市長選舉幾乎由國民黨全盤囊括，無黨籍和黨外勢力問鼎地方首長寶座的，僅

間有零星獲勝機會；1985 年第 10 屆縣市長選舉，當時也僅有宜蘭縣陳定南、彰化縣黃石城、

嘉義縣何嘉榮、嘉義市張文英、以及高雄縣余陳月瑛等 5位贏得百里侯之爭，其他盡數為國民

黨候選人。解嚴後，1989年的縣市長選舉，民進黨或無黨籍勝選者由 5個縣市增加至 7個縣市，

新竹縣即為其一，自此逐步進入民進黨對決國民黨的政治挑戰新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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黨籍縣長，卻在2000年民進黨贏得總統大選、取代國民黨於中央執政後，反倒輸

掉縣長選舉，且選民支持度逐年大幅滑落。此一政治實務上的表現，相當程度也

可說明新竹縣選民的理性與務實態度。 

表十一：1985年以來歷屆新竹縣長選舉主要政黨與候選人得票率 

 國  民  黨 民  進  黨 無  黨  籍 

1985  56.62%陳進興     43.38%范振宗  

1989     48.92%傅忠雄  51.08%范振宗  

1993     43.25%鄭永金  50.04%范振宗    6.71%周細滿 

1997 32.90%鄭永金  36.10%林光華 31.0%邱鏡淳 

2001  53.60%鄭永金     46.40%林光華  

2005  67.09%鄭永金     32.91%林光華  

2009  38.49%邱鏡淳     30.55%彭紹瑾 30.96%張碧琴 

     資料來源：中央選舉委員會，表格為作者自製。 

 

 

 圖三：1985年以來歷屆新竹縣長選舉主要政黨與候選人得票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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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總統選舉 

    自 1996 年正副總統改由人民直選產生後，至今歷 5 次總統大選，其結果統

計呈現的則是新竹縣選民另一種差異性思考的抉擇。 

    在民進黨方面，即使 2000 年發生第一次中央執政權的政黨輪替，但民進黨

在新竹縣的得票率僅不到 25%、遠低於近 40%的全國得票率；然而，正副總統維

持相同一組人選的「水蓮配」，卻又在 2004 年大幅上升到將近 36%，得票成長

11%。對此，施正鋒（2006：8）即認為，民進黨在桃、竹、苗客家地區雖仍不敵

國民黨，但選票皆有明顯擴張，證明客家人是理性而務實的選民，絕非特定政黨

的囚犯式支持者。49何來美（2008：260）持類似意見認為，桃、竹、苗三縣客家

人最集中的地方，民進黨選票成長皆超過 10%，主力客家票源的鬆動，成為「陳

呂」致勝的關鍵。繼之，在 2008和 2012 年兩次大選，民進黨在新竹縣的弱勢依

舊，分別得到約 26%和 31%的支持度；其間從「36%→26%→31%」，選票的上下震

盪幅度達到 10%，比例相當可觀。因此，以五屆的數據綜合比較，可以非常清楚

的看到新竹縣選民的移轉投票習慣：藍綠雙方皆有其「認黨不認人」的固定基本

盤，同時也存在相當多的中間選民，視政黨與候選人表現之優劣而變易其選擇，

維持靈活、務實和理性的投票思考能力。 

    在泛藍方面，包括國民黨候選人與林洋港、宋楚瑜等無黨籍候選人，一般均

認為系出同門、同屬泛國民黨陣營，自 1985年開放總統直接民選以來，始終擁有

絕對優勢；在縣長選舉從未超過七成得票率的情況下，1996、2000、以及 2008年

總統選舉都一舉衝過 70%得票率，（參見表十二、圖四）顯見總統層級的選舉，

民眾選擇支持對象的思考邏輯與地方首長有相當大的差異。在縣長選舉中，雖然

候選人一般條件如學經歷、操守形象、群眾魅力等，均無法與總統候選人相較，

                                                      
49

 此一命題的基本立場，似源於民進黨人經常意有所指的表達一種支持泛藍（國民黨、親民黨

或新黨）就是違反進步精神、就是被政黨綁架；從閩南族群的政治觀點立論者，更指責客家人對

主流社會認同不足，（新蕭煌、黃世明，2001：9）悖離民主與正義的觀點。惟，選民依其自主

意願而選擇支持之政黨與候選人乃民主社會常規，尊重選民的選擇結果是民主運作最基本的價

值基礎，彼此競爭的政黨間沒有絕對好與壞，能否獲得選民青睞，絕對是政黨表現與社會大眾

互動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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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兩者層次差異極大，但卻是最具影響力的因素，政黨認同反倒退居其次。反觀

在總統選舉中，一般認為總統一職關係國家發展定位、主導整體社會政策方向，

候選人本身條件之優劣固然重要，但在族群政治、統獨爭議的推波助瀾下，「政

黨對決」特徵更加明顯，政黨因素受到更多重視而躍居影響力第一位。就此，新

竹縣選民對國民黨的高度支持，說明國、民兩黨相較，國民黨的表現仍獲得較多

選民的信任，因而出現連續 5任正副總統選舉皆以高比例支持國民黨的結果。 

表十二：歷任正副總統候選人新竹縣得票率 

 國民黨 民進黨 新  黨 無黨籍 

1996 66.20% 

李登輝 

連  戰 

11.11% 

  彭明敏 

  謝長廷 

 11.67% 

林洋港 

郝柏村 

11.01% 

陳履安 

王清峰 

2000 20.69% 

連  戰 

蕭萬長 

24.75% 

陳水扁 

呂秀蓮 

0.12% 

李  敖 

馮滬祥 

51.58% 

宋楚瑜 

張昭雄 

2.85% 

許信良 

朱惠良 

2004 64.06% 

連  戰 

宋楚瑜 

35.94% 

陳水扁 

呂秀蓮 

   

2008 74.02% 

馬英九 

蕭萬長 

25.98% 

謝長廷 

蘇貞昌 

   

2012 65.76% 

馬英九 

吳敦義 

30.93% 

蔡英文 

蘇嘉全 

 3.31% 

宋楚瑜 

林瑞雄 

 

        資料來源：中央選舉委員會，表格為作者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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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歷任正副總統候選人新竹縣得票率 

（三）立法委員選舉 

    在立法委員選舉部分，其選票走勢大抵與總統選舉近似，（參見圖五）除2010

年補選由民進黨彭紹瑾獲勝外，其餘各屆立委選舉，泛國民黨的得票率均遠高於

民進黨，「藍大於綠」的基本盤一直未曾改變，但民進黨也有平均30%以上固定

的選民基礎。另一方面，雖然藍（國民黨+親民黨+新黨）、綠（民進黨+台聯黨）

兩大陣營的民意基礎相距甚遠，政黨取向的確有其影響力，但卻也經常會因其他

在地關係密切、實力較強的無黨籍競爭者出現，而受到大幅度衝擊，例如第六屆

的陳琪惠、第七屆的徐欣瑩，都帶給國、民兩黨候選人相當大的威脅；其結果雖

不致影響最終當選與否，（參見表十三）仍顯示出新竹縣選民較不羈於傳統國、

民兩黨的競爭，甚至小黨如新黨、台聯黨，即使無法勝選，也令人意外的獲得10%

以上的選民支持。換言之，候選人取向在立法委員選舉中，有時可能在選戰最後

階段發生作用、超越政黨取向而成為選民投票抉擇的考量主因。畢竟，立法委員

雖然是中央級民意代表，其職位之取得的權力來源仍在地方，必須獲得選區人民

的青睞，方才能在合法化的授權過程中取得機會，這種「在地性」的特質，是不

分中央或地方民意代表的，也因此「空降部隊」常不易成功。 

    在立法委員選舉中，新竹縣選民對於「選黨」或「選人」，並沒有一套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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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悖的準則，時而依黨、時而視人，或既認其黨、也重其人；從國、民兩的總體

得票率，在七屆立委選舉中數度上下震盪，即可窺得一二，再度說明新竹縣選民

有一定比例的移轉投票者。 

 

 

 

圖五：歷屆立法委員選舉(暨補選)新竹縣政黨得票率走勢 

 

 

 

 

 

 

 

 

 

 

 

 

 

 

 

 

 

0

10

20

30

40

50

60

70

1992 1995 1998 2001 2004 2008 2010 2012

國民黨 

民進黨 

新黨 

親民黨 

台聯 

其他 



369 
 

表十三：新竹縣歷屆主要政黨與立法委員候選人得票率 

 國民黨 民進黨 親民黨 其  他 

1992 

第二屆 

    54.0% 

 吳東昇  

    徐益權 

    38.22% 

 林光華 

 7.72% 無黨籍 

1995 

第三屆 

    51.90% 

 鄭永金  

    徐益權 

35.50% 

 林光華 

 12.60% 新黨 

1998 

第四屆 

    57.50% 

 鄭永金  

 邱鏡淳 

    28.30% 

 張學舜 

 7.90% 新黨 

2001 

第五屆 

    31.70% 

 邱鏡淳 

    25.60% 

 張學舜 

    20.0% 

 陳進興 

 1.30% 新黨 

11.40% 台聯 

10.0% 無黨籍 

2004 

第六屆 

42.7% 

 邱鏡淳 

 葉芳雄 

36.9% 

 林為洲  

    張學舜 

    20.3% 

    陳琪惠 

 

2008 

第七屆 

66.52% 

 邱鏡淳 

 (禮讓 

 無黨籍) 

 31.32% 

無黨籍徐欣瑩 

2010 

補選 

    44.03% 

    鄭永堂 

 55.97% 

    彭紹瑾 

  

2012 

第八屆 

 61.70% 

    徐欣瑩 

    37.05% 

    彭紹瑾 

  

     資料來源：中央選舉委員會，表格為作者自製。 

 

小結 

    一般而言，關懷及參與公共事務是自由民主政治的倫理規範，理性且積極的

政治參與，以及對政治決策的人選和公共政策施加影響，也正是古典民主理論中

典型的民主形象；（胡佛，1998：140）公民參與一國政治事物不論對個人政治

道德、市民社會的健全、以及國家政治生命都是好的。 另一方面，Joseph Alo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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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humpeter（熊彼德）卻也提醒，民主僅是產生治理者的一個過程，最好的民主

是人民在選舉中有限參與選擇領袖；大眾不過於激情/熱烈的政治參與，對於良

善決策和政體的穩定來說勢必要的。（張文陽等譯，2007：341） 

    新竹縣選民表現出的政治參與，以新竹縣和全國相較，其競爭激烈程度一如

其他各縣市，選舉期間固然耳語、黑涵、人身攻擊樣樣具備，卻幾乎不曾出現暴

力之舉；如以投票率檢視，則新竹縣選民的參與度與全國相較，總統大選較全國

高約1.5~3%，立法委員選舉投票率互有高低、有較大比例差異，三者之中以縣長

選舉較明顯的吸引縣民注意而產生積極投票作用，但也還不到「過熱」程度。（參

見表十四）。以結果而論，這種因選舉公職人員之層級不同，政黨、候選人和政

治訴求因素交互影響、輕重各有不同，而出現選票在政黨之間「擺盪」、在時序

間來回游移的現象，反映的正是客家選民經過理性計算、展現自主意識的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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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十四：全國及新竹縣各項選舉投票率比較 

縣長選舉 

投票率 
1993 1997 2001 2005 2009   

全國 70.7% 65.9% 66.5% 66.2% 63.3   

新竹縣 79.0% 71.8% 70.4% 71.1% 69.5%   

總統選舉 

投票率 
1996 2000 2004 2008 2012   

全國 76.0% 82.7% 80.3% 76.3% 74.4%   

新竹縣 79.0% 85.1% 81.8% 79.3% 76.1%   

立委選舉 

投票率 
1992 1995 1998 2001 2004 2008 2012 

全國 72.3% 67.8% 68.3% 66.3% 59.4% 58.7% 74.7% 

新竹縣 78.7% 66.7% 61.3% 70.6% 60.3% 57.1% 76.5% 

資料來源：中央選舉委員會，表格為作者自製。 

肆、社會心理學途徑的分析 

自 1954年 Campbell 等人所著”The Voter Decides”(選民的決定)問世以來，

即已指出影響選民投票行為最重要的變數包括政黨認同、候選人取向以及問題取

向。本研究針對新竹縣客家選民自 1980 年代中期以來，在總統、立法委員以及

縣長三種不同層級的選舉中，形成特殊且明顯的選票「擺盪」、「移轉投票」現象，

解析客家選民的政黨認同及其強度的消長，並綜合候選人和政見差異，以質性研

究描繪影響選民投票選擇的各項社會及心理因素。 

根據陳義彥、黃麗秋（1992：18）綜合 1960 年代中期至 1990 年代初期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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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年的研究指出，影響選民投票行為取向，其重要性依序是候選人取向（55%）、

政見取向（30%）、政黨取向（15%），同時也發現傳統取向日趨式微，但在地方性

和國代選舉中，傳統社會關係仍具重要影響力。蕭新煌、黃世明（2001：441）

的研究則指出，1980 年代以後，新竹縣的政治以宗親力量(包括派系勢力)最顯

著、個人形象魅力其次、政黨力量居末。觀察最近 10 餘年來新竹縣的選舉，則

以政黨與候選人取向較為重要，但也視選舉層級而有所不同，總統大選政黨影響

因素明顯，候選人因素在縣長與立委選舉中作用較大。相對的，議題取向在地方

選舉中幾乎無足輕重，候選人提出的政見大同小異，選民在思考支持對象時，甚

至根本不管候選人政見，「牛肉在哪裡」的問題，甚少成為選戰論辯的焦點；少

數的例外當屬「敬老津貼」，在 1980 年代後期開始掀起一股旋風，在各縣市首長

選舉中快速發酵，這種近似「政策期約賄選」的議題全臺發燒，候選人大開政治

支票、競相加碼；范振宗主政新竹縣兩任 8年，最為民眾津津樂道的，即是其發

放敬老津貼的政見 100%兌現。 

    依上列所述來看，選民依政黨、候選人、或議題取向而決定投票支持對象，

輕重順序不一，正符應了社會心理學派提出的「漏斗狀因果模型」理論，在不同

年代、不同地區、不同社會條件與背景的選民，甚至在選戰進行的不同階段，投

票選擇的考量可能呈現相當程度的差異性。徐火炎綜合此三項因素指出，（2001：

77-127）影響選民投票決定的因素是多方面的，政黨、候選人和議題取向在不同

投票時會有不同的側重考慮；就時間點而言，選民的政黨認同通常早於選舉之前

就已形成，屬於長期性因素，而候選人與政見議題則相對的屬於較短期性因素。 

（一）政黨取向 

    Campbell 等密西根學派學者綜合政黨、候選人和政見取向指出，政黨認同

是「漏斗狀因果模型」架構的重心，是影響投票的一種長期性的穩定的心理因素，

居於關鍵影響地位。 

    在臺灣，1980 年代族群政治興起以來，以外省和閩南族群為主要競逐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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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力的雙方，以統獨立場、國家認同為最鮮明的爭議焦點；加以 2000 年泛藍、

泛綠兩大政治陣營形成以來，政黨分歧所造成的社會裂隙愈趨嚴重，「政黨對決」

態勢逐漸成為全國性重要選戰--尤其是總統大選--影響選民抉擇最重要的分殊，

並以「國民黨+親民黨+新黨=藍」、「民進黨+台聯黨=綠」進行政黨政治的對壘相

抗。 

    現階段省籍間的敏感對立，在常民生活中並沒有嚴重分歧；由於資訊發達、

交通便利，都市化帶動人們生活與工作圈的頻繁流動，經濟倚存度日益提高，再

加上族群間通婚常態化，一般社會大眾對族群問題平時幾乎無感。政治動員引發

的省籍、族群爭論，被「擠」到上層議題，關係政治權力分配和經濟利益分霑的

「高層次」問題，（蕭新煌、黃世明，2001：3）成為政治領域的重要變數。 

    客家族群的統獨立場和政黨認同大致居於閩南和外省族群中間，屬於「族群

性中間選民」已如前述，有一定比例的移轉投票者也已分析如上；在這種環境條

件下，新竹縣的選舉結果應該不至於出現目前經常性藍大於綠、二者約為 2:1

的狀況，然而事實正好相反。民進黨近十餘年來在全國各縣市選舉中攻城掠地大

有斬獲，雲、嘉以南各縣市幾乎全數「綠化」，成為泛國民黨的「艱困」戰區，

卻在北臺灣的客家大本營桃竹苗地區遭遇嚴重挫折；尤其在新竹縣，民進黨於

1990前後曾連續執掌縣政長達 12年，很有機會站穩腳步、穩定的提升其支持度，

但卻在 2001 年林光華卸任後逐步失守，不僅無法獲得重大突破，得票率且每況

愈下，這與政黨對決的政治大勢興起有關。 

    眾所皆知，在統獨、國家主權與認同的論爭議題上，民進黨是獨派的倡議者

與代表方。對客家人而言，因過去長期的流離遷徙、艱辛移墾而特別重視宗族組

織的集體力量，對己身所由來的原鄉諸多懷思追想，多年來以正統的「中原」身

分和文化而自豪，成為維繫客家認同的重要力量；這段獨特的歷史經驗影響所及，

許多客家人對割裂傳統「文化中國」範疇的臺獨論述，在原生的情感上不易接受

如此與血緣臍帶決斷的主張，（彭鳳貞，2012：150）自然影響對民進黨的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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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對的，國民黨近年來雖然從過去高舉「國家統一」轉而強調「維持現狀」、「不

統、不獨、不武」，基本上仍屬「非獨」立場；至於親民黨和新黨，在統獨的光

譜上又較國民黨更偏右。一旦藍綠政黨對決成為選戰中的主導力量，在「兩害相

權取其輕」的取捨思考下，客家選民支持傾向泛藍陣營的理由已無需多言。 

    一位曾身經數次選戰的民意代表表示： 

   我走這麼多社團，類似我們這個年齡層上下的，基本上對獨跟基本教

義派不以為然，人家覺得你提這個幹嘛！我們這種年齡的會覺得說打

從心裡我們老祖先就是那邊來的，比較不能接受切割，情感的切割血

緣的切割，人畢竟有根源。（Ｄ２） 

  另一位勤走基層的資深縣議員受訪時即表示： 

政黨因素在新竹有很重要的影響力，基本盤是藍大於綠，選民基於傳

統觀念支持國民黨，……統獨議題在新竹比較沒有賣點，選民較不關

心這個問題。短期內仍是藍大於綠的基本盤，除非藍營分裂，否則民

進黨很難獲勝；因為對國民黨有長期根深蒂固的感情，5-10 年內不會

變動。（Ａ４） 

  跑新竹縣新聞 20多年的資深記者表示： 

新竹縣認人的條件大概限制在中央民代、地方首長，國家領袖選舉就

不一定。……你只要把統獨的問題挑開了、議題檯面化、升高階層，

那勢必戰爭。一般人認為一有戰爭生命跟產業就不保，一打什麼都沒

有了，選藍營至少可以保持現在的 balance，這個是主要的作用因素；

倒不是說一定支持統，而是維持現況。綠營裡面有誰有這個膽識，說

要選總統敢一當選就換旗幟？（C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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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候選人取向 

    陳義彥、黃麗秋（1992：145）在 1980年代中期的研究指出，影響國人投票

決定最重要的因素是候選人取向，約在 50%左右；而且，若與政見取向和政黨取

向相較，候選人取向重要性的佔比，在各學者的研究中結果比較趨於一致。至於

所謂候選人取向的內容，包括候選人的品性操守、過去的表現或成就、所經歷的

遭遇（同情）、學識、家世、膽識、風度、以及外在形象等。（陳義彥、黃麗秋，

1992：104；胡佛，1998：267）此外，血緣、地緣、師生、同學、同事、族群等，

依賴人際關係為基礎所形成的「人情」網絡，也包含在候選人的條件中，發揮某

些影響力；在愈基層的選舉中、愈有作用。這些由個人特質、能力、外顯條件、

以及人際網絡綜合交織成選民認識的候選人，甚至透過媒體投射，形成一種「給

選民的感覺」，再經過選民評價後，影響投票的決定。但候選人投票取向的決定

性變項為何，並沒有定論，每個選民心中理想的候選人應具備哪些條件，往往有

極大差異性。 

    在 1970-90 年代中，許多研究指出候選人因素最受到選民重視，候選人的投

票取向甚至高達 70%以上，超越政黨取向。（張哲維，2012）惟近十餘年來，政

黨因素對選舉的影響受到學界最多的重視，絕大多數的觀察者總是不知不覺地把

整個選舉過程和結果歸結到政黨的競爭，每一次選舉結束後有關功過得失、展望

未來等等的討論，幾乎都是以政黨為基礎；在「政黨政治」的大框架之下思考和

運作，「人」的因素反而逐漸被淡化。（洪永泰，2001） 

    2000年之後，受到藍綠政黨對決氛圍的影響，選民對個別候選人的評價更

易受政黨因素左右而改變，候選人取向在大範圍、高層級的選舉中未受到與其職

位相應的重視。按道理，國家領導人的道德操守、胸襟氣度，以及對國家發展方

向的格局眼光、擘劃運籌能力，在在與人民未來的生活品質息息相關，國民對國

家領導人的個人條件應有一定期望；實際上，觀察 1996以來的五屆總統選舉，

新竹縣選民在候選人取向的投票表現並不明顯。尤其是，總統大選至今未曾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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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一位客籍的正副總統候選人，50不論候選人的族群身分是閩南或外省，少了

「客家人」那種「我群」的特殊感受，在候選人取向上不易爭取認同。候選人取

向因此多在地方選舉中產生作用，愈基層、依「人」的因素投票的傾向愈明顯；

或者在複數選區的中央51與地方民意代表選舉中，同一政黨提名二人以上，選民

在「認黨」之餘，必須在其認同的政黨候選人中擇一支持時，「認人」也面臨抉

擇，候選人因素的重要性就會浮到上層。 

    候選人取向係選民基於對候選人本身各項內外條件的綜合評估後所作的投

票選擇，有屬於外顯的個人化條件部分，如家世淵源、學經歷、外型、從政表現……；

也有著重在人性心理、人情世故等社會情感層面的聯繫，且往往與「在地性」相

呼應，也是造成「空降部隊」較不易得到選區民眾認同的主因。蓋外地空降的人

選，平日疏於互動經營，與選民的關係密度不夠深、不夠廣、不夠密，無法快速

的全面凝聚而容易失敗；更何況，空降的選舉部署乃一種由上而下的指定安排，

更可能打亂當地有意參選者的計畫，引發在地人的反彈或抵制，消極或積極不動

員。（林水波，2011：45&48）也因此，民選首長和民代無不高度重視選區經營，

地方大小節慶、廟會、婚喪喜慶、社區聯誼……等活動跑透透，選民服務項目豐

富多元、包山包海，無非就是和選民「搏感情」、貼近大眾日常生活，以營造親

民、「好叫」、關心地方的形象。 

  一位從基層村長選舉起家的縣議員，以及另一位選民服務非常周到、與選民

接觸面非常廣的縣議員表示： 

范振宗跟陳進興選兩次都選輸，他要選第三次時，國民黨竟然派了一個

黨工傅忠雄出來選。一個黨工跟一個落選兩次的候選人誰有優勢？客家

人有種憐憫之心，國民黨雖然是大機器在控制新竹縣，幾十年來對新竹

縣貢獻有多少，大家感覺不出來，……靠范（振宗）前兩次失敗再加上

                                                      
50

 雖然李登輝、陳水扁、馬英九等三位總統均在競選中稱自己是客家人，客家選民一般多認為

這僅是為爭取選票的選舉語言，並未認真看待，對他們也沒有「客家總統」的期待。 
51

 2005 年立委改採單一選區兩票制之後，中央民代的複數選區制從此走入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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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忠雄）只靠黨來打，所以那次贏得驚險。范（振宗）當縣長四年，

非常知道民意，因為從縣議員起家，又是農家子弟，加上口才一流，又

懂得如如何抓老人家的心。（Ａ５） 

候選人的條件形象要好、有知名度、與民眾互動佳、宗親會支持。走扎

根基層最重要，現在大家都看服務，因此越基層越難選----里長最難選，

越往上就越靠基層樁腳去推動，一層一層往上疊。（Ａ４） 

    此外，一位曾經親自參與選舉的宗親會理事長也說道： 

     要去跟地方搏感情這點，這幾乎是最重要的，人情冷暖，新竹客家鄉親

還保有很大的人情味，親切度、接近的距離、融合度。范振宗不管哪裡

都老少咸宜，他在市場都跟他們講共同的語言，講粗話就講粗話。（Ｂ

１） 

（三）議題取向 

  政見取向的選民，投票時較能清楚的意識到候選人對公共議題的主張或立場；

V. O. Key（1966）的研究認為，美國選民理性思考能力不弱，「選民並非愚昧」

且是「負責的選民」，指的即是依政策取向而投票的選民，對政治議題的關注強

過對政黨的認同。其他如 Norman H. Nie, Sidney Verba and John R. Petrocik 等人

的研究也指出，1970 年代以來，政黨取向對選民的影響力有日漸消退的趨勢，

代之而起的是對政見議題的關注日益重視；但不像臺灣社會有國家認同、統獨意

識形態等主權爭論，美國選民投票雖仍偏向政治問題，在概念架構上，僅將政治

問題限於政府的公共政策，強調體系內的決策及執行的功能，而不涉及政治認同

與政治結構的嚴重問題。（胡佛，1998：179-181） 

    新竹縣的各項公職人員中，議題取向一般作用效果不大。在立法委員、以及

縣長、縣議員以下的基層選舉，包含鄉鎮市長、鄉鎮市民代表、以及村里長，議

題取向對選民投票的影響十分有限；選民注重「人」的因素遠大於政見因素，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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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度上甚至仰賴金錢以催出選票；僅在極少情況下，有特定政見獲得較多民眾關

切，成為候選人競相提出的訴求，例如敬老津貼；其他如重大地方建設類的政見，

較可能獲得注意，但總體而言，幾乎難以有特別吸引選民、影響最後投票決定的

議題。 

    至於在總統選舉層級，議題取向較基層公職選舉稍有發揮空間，但因政黨取

向具有關鍵性影響，議題之重要仍屬次要。各候選人陣營歷次提出的全國性政見

（政策白皮書），只有「客家政策」這一項與客家人權益直接相關，政見主張受

到選民關注度較高，稍具吸引選票效果。其他各項全國性政見，民眾大多反應平

平，在新竹縣不見得能吸引選民；反倒是候選人親自到地方上掃街拉票演講時，

針對地方開出的政見支票，比較受到歡迎。 

    議題取向之所以不受重視的原因，一是選民認為與切身權益/利益沒有相關，

二是認為選舉時講的，當選後不見得真正會兌現。選民在心態上認為這些競選時

開出的支票，許多只是花招，僅供參考、聽聽就好，自然不會太在意。受訪者明

白表示： 

新竹縣人不會去看政見，縣議員能有什麼政見？總統政見都能跳票了，

底下還有誰信你？血淋淋的例子是邱鏡淳，當初不是說老人年金如時

發放，當選發兩個月就不發了，還說要排富。（Ａ５） 

你也知道政見大家抄來抄去的。地方選舉在新竹縣……政見不太有明

顯差異，尤其名額少的。但是你說有多名額的，像是竹北市民代表，

有些人強打他是勞工代表為工人出頭天，他強打這個可能有他特殊的

基本盤，也許可以選出一個。但是你像名額少的如縣議員，縣議員誰

看你政見啊！（D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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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綜合分析與討論 

    本研究以 1985〜2012 作為分析的時間點，以新竹縣選民在總統、立法委員

和縣市長選舉中的投票型態作為焦點，分析選票在政黨間移轉的概況，並兼採質

性研究與量化資料分析進行對照。綜合而言，客家選民的投票行為受政黨因素影

響最為明顯，在政治態度方面屬於「中間偏藍」；但在泛藍的認同基礎上，又時

有移轉投票現象，主要選擇依據是候選人條件高下之分、以及在地情感的聯繫；

相較之下，西方重視的政策政見差異，僅在總統選舉層級有部分作用，地方選舉

並未受到太多關注。可以說，新竹縣在各項公職人員的選舉中，雖與「公民社會」

高舉的理想標準有一大段距離，但至少在投票時自有其行為邏輯，在某種程度上

也算是一種理性選擇、不盲從行事。 

    若再加上時間因素的觀察，可以發現在 2000年前後的特性變化：2000年之

前，政黨之間的競爭固然激烈，但政治氛圍卻沒有「你死我活」、「為反對而反

對」的零和相搏，朝野政黨除少數如核四議題無法妥協外，其他許多議案仍存在

相互合作、尋求共識的可能，連兩岸人民關係條例的修正也不至於引發激烈衝突；

但藍綠對抗態勢在 2000 年之後大幅升高，甚至許多重大的民生法案都可能因政

治操作而成祭品，「朝野惡鬥」成為常態，理性辯論逐漸退出政治程序，影響所

及，社會大眾的藍綠意識不斷強化，政黨考量躍居第一位，左右著選民的投票抉

擇。 

    歸納新竹縣客家選民的政治行動，至少表現出以下列數項特徵： 

一、宗親政治活躍 

  根據楊毓雯（2004：16）的研究，觀察地方選舉，除了地方派系、藍綠背景

色彩外，新竹縣地方上宗親社團的凝聚經常是選戰的風向球，「共姓人」是否團

結一致全力力挺拉抬氣勢，是選戰中不能不把握的重點，宗親系統在新竹縣選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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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份量可見一班。 

（一）客家人重視宗親會由來已久  

    在臺灣社會的時空環境中，深具草根性的客家族群聚合行動，在社會力與政

治力交相滲透下，產生一套複雜而多元性的互動關係。客家人的社會力顯現在政

治場域的行事邏輯，有鮮明的組織動員「關係原則」；對於重視宗親世系和人地

關係的客家人來說，由血緣與地緣關係所建構的動員網絡，是客家人集體展現政

治力的重要依循管道。（蕭新煌、黃世明，2001：2）曾經，1982年新竹縣市分

治之前，以新竹市為根據地的兩大閩南族群所形成的「東許」、「西許」派系，

是影響新竹地方政治權力競逐勝負最重要的勢力；1950 年代起即已是地方有力

動員系統的宗親會，由於平日側重在婚喪喜慶的「挺手」功能，其政治運作是與

派系相互搭配而產生作用，影響力在此階段不如派系明顯。分治之後，閩客族群

分布樣態驟變，客家人和閩南人分別佔新竹縣、市人口的 80%以上；新竹縣以客

家人口為結構為主，脫離了新竹市東許、西許兩派的政治對峙，地方各項選舉一

改過去派系掛帥的政治生態，取而代之的是宗親力量擴張為選舉動員系統中最重

要的人際網絡。 

    客家人認為「共姓人」係「額頭共點字」，五百年前都是一家人，更強調「萬

年宗親」的觀念，（楊毓雯，2004：1）因此有非常濃厚的宗親情感。新竹縣的

宗親會於1950年代即開始正式向政府登記立案，分為縣級宗親會（及其鄉鎮分

會52）與鄉鎮級宗親會，各自獨立運作，並無上下隸屬關係；至2013年10底

止，新竹縣總計212個登記有案的宗親會，53平時作為同姓宗親聯合祭祀、互助協

力、聯絡宗親情感、維繫認同的管道，選舉時則以人情相繫而展開合縱連橫，在

既有的人際網絡下發揮政治動員效用。由於客家人重視同宗關係，當有宗親出來

                                                      
52 解嚴之前，只許一姓一會時期，大姓會員人數動輒數千，縣宗親會下必須設置鄉鎮分會；後
者會務雖然獨立運作，組織體系上仍隸屬於前者。（楊毓雯，2004：6） 

53
 參見新竹縣政府社會處：

http://web.hsinchu.gov.tw/social/home.jsp?contlink=content/20080722235627.jsp&mserno=2008062

50001&serno=201305160003&menudata=SocialMenu。（2013.10.30） 

http://web.hsinchu.gov.tw/social/home.jsp?contlink=content/20080722235627.jsp&mserno=200806250001&serno=201305160003&menudata=SocialMenu
http://web.hsinchu.gov.tw/social/home.jsp?contlink=content/20080722235627.jsp&mserno=200806250001&serno=201305160003&menudata=SocialMen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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競選時，往往出錢又出力；宗親會的支持度和忠誠度均遠勝過別姓人，既不計較

「走路工」、又有「自家人」的可靠。早在1960年第四屆縣長選舉時，彭瑞鷺即

獲得彭姓宗親的全力輔選拉票，以可觀的動員力量支持彭瑞鷺得以順利當選；之

後歷任的縣長以及其他縣議員、鄉鎮市民代表等選舉，莫不經常得助於宗親的大

力支持。 

（二）宗親會之間合縱連橫行之有年 

    與一般派系競逐地方各項政、經利益類似，新竹縣的宗親之間難免也存在某

些利益衝突，或有的僅是出於「胳臂肘向裏彎」、支持同宗「自家人」的心態，

因而與其他姓氏間產生「我群 v.s.他群」的競爭行為；54特別是當大姓長期占據

優勢時，小姓之間往往就會聯合起來，以爭取較佳的發展機會。 

像是陳、田、姚、車、胡，我們祖先是同宗，同一個地方來的、祖宗

大家就是一起的；像有幾個小姓，姜、李、邱，或像何、韓、藍、麥，

他們就會合起來；還有涂、余、徐、佘這四個姓聯合，張、廖、簡也

是。假如這個宗親會在新竹縣人口比較少，他就會結盟在一起。像我

剛剛講陳姓就有五個姓，大家會一同開陳姓宗親會、田姓宗親會、姚

姓宗親會，就一起在開然後互相聯絡，當人數比較多一點就會分支出

來。（Ａ３） 

有同宗的出來就比較會支持同宗的，百分之六七十都會支持同宗的、

甚至到八十。彭紹瑾這次選就是這樣，彭姓有人出來選，八成的彭姓

都支持。……姓范的百分之九十幾全部為他（范振宗）拜票，就跟彭

紹瑾一樣，林光華也是。……但張姓和彭姓已經策略聯盟好幾次了，

                                                      
54

 李美枝、李怡青（2003：3&10）從心理學的角度分析指出，人與人之間的社會行為，多半屬

人際互動的行為，且人類生而賦有區分我團體與他團體的傾向；當周遭環境出現與個人社會認

同有關的團體分類線索時，個人歸屬特定團體的認知就被提取到意識層面，人際互動的行為往

往就轉移成群際互動的行為。「我群」與「他群」之分，有其先天的自然傾向，其分化情形只是

反映了人類特有的認知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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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必每個姓彭的都認同，這個跟自己同姓出來選的支持度又不一樣，

只有一部分認同，想說好啦彭家出來的幫你一下。所以新竹縣，還有

其他人情比較熱絡的地方就是人情的壓力啊；第一是人情，姻親、結

拜等，很少會去管政見是甚麼。（Ｂ１） 

在客家實力最強大的時候是走宗親，宗親又有分強與弱、大姓小姓，

湖口很有趣的是在宗親之餘，他的大姓把地方勢力把持，把持之餘那

小姓就心不甘情不願，小家族小姓氏就不願意，大姓是各自獨立的，

但是小姓就會聯合。所以在湖口的選舉裡面經常可以發現，假如說可

以把湖口鄉志翻到，你可以發現他們一個陳為主的時候，過了幾陣就

一定會有一個小姓出來當家。（Ｃ１） 

（三）受藍綠對立氛圍影響，宗親會內部之政治立場較過去明顯分歧  

  長期以來，國民黨的組織工作深入社會各階層、各行業，組織動員體系綿密，

選舉時運用「複式動員」，就各種不同的人際關係展開二度、三度的宣傳與拉票。

國民黨深知宗親會對客家人的重要性，自然將宗親會納入其組織動員系統，透過

宗親情感建立相當穩固的票源。但在解嚴後，隨著民進黨逐漸壯大實力，國民黨

一黨獨大不再，朝野政治勢力進入拉鋸戰，宗親會內部也常因政黨認同而出現意

見相左；最明顯的例證即是同姓宗親在同一鄉鎮出現新舊兩個會，新會往往是因

為對原來的老會作法不予認同，轉而與新興勢力結合重新登記。（楊毓雯，2004：

11） 

在彭紹瑾選縣長時，那時的宗親會的會長彭鐵鏡是支持邱鏡淳的。宗親

支持某個候選人的主因是這個候選人能不能具備凝聚宗親會的向心力，

像是我就可以掌握本家百分之九十的選票，……因為我能掌握這些選票，

我才能繼續在政壇發聲。（Ａ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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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陳姓主要是站在國民黨立場為主，所以後來范（振宗）在當縣長之

後，特別在陳姓比較支持他的裡面再成立一個叫穎川會，把他拉開來；

國民黨當時成立是婦女會，他們又再成立一個婦女聯盟來抗衡。但是當

他跟林光華卸任之後，這兩個單位都式微了，穎川會現在也很少聽到，

只聽到新竹縣陳姓宗親會。（Ａ３） 

    不過，政治雖然現實，客家人對同宗情誼仍相當珍惜，除非有沈深的芥蒂（通

常伴隨利益衝突而生），宗親會表面上還是以和諧相處為重，不輕易撕破臉。當

不同立場的雙方同時在一個團體中，被動員者的支持取向往往受到個人私交和利

益關係所影響；(蔡明惠，1998：146)，因此，即使宗親會成員之間各自有不同

的支持對象，通常也不至於明白堅持己見而製造緊張對立，引起宗親內部的分裂，

而多以不表示意見、私下運作、或個別選擇的方式，既維持自我的政治認同，也

維繫了基本的宗親情誼。 

宗親裡面一定有政黨因素，但是支持民進黨會自己去支持，支持國民黨

也是我們拉著去的，內部感情不會散，政治上的選擇就各自表述。……

我們一開始是因為陳進興，要凝聚地方力量支持陳進興，所以陳家一向

就是支持國民黨比較多，現在漸漸這個頭頭的影響力不大，下面的人就

有了自己的判斷跟選擇。（Ａ５） 

你要支持誰是你的事，頭頭說要支持這個可是我不支持，如果聲音跟頭

頭不一樣我頂多就是不講。表面上好，但私底下不是因為怕被視為異類，

怕別人口舌上講什麼。（D１） 

（四）宗親會影響力漸趨消退 

  多年來宗親因素在新竹縣選舉中舉足輕重，但進入 21 世紀後，影響力有逐

年衰減之趨勢，一部分是政黨對決的態勢升高所致，一部份是隨著工商業社會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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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降低了宗親會的社會性功能，情感聯繫不如過去密切，人與人之間相濡以沫

的「自家人」、「共姓人」、或「本家人」的親切度逐漸淡去，自然連帶降低了

對宗親會的認同價值，選舉時的動員能力也隨之受到影響。 

新竹縣就是客家庄的特性，不外乎宗親。現在宗親力量被縮減，以前

的向心力是婚喪喜慶都是宗親會在包辦，但是現在婚喪喜慶是交給專

業人士在包辦，凝聚力又減弱了。現在年輕人又都去外地工作，跟宗

親接觸的又少了。現在的居住環境也在改變，都是大樓，隔壁鄰居都

不再往來了，所以目前宗親的力量是漸漸地在被削弱。目前宗親影響

還是有，但是僅限於小選舉，像是議員、鄉長這些都還有宗親，當立

委、縣級以上，宗親就比較使不上力。（Ａ５） 

因為宗親的力量有限，像我姓Ｘ的也不見得全部支持我，他還有跟別

人的關係。以前宗親有，現在比較淡了。像竹東姓彭的一萬五千多人

啊，為什麼彭家的選議員沒上？宗親不見得一定當選，還是政黨與個

人服務的問題。天時地利人和啊，選舉有時候很難去意料的。（Ａ６） 

客家宗親還是最重要的，但現在已經明顯消退了。現在社會結構變了，

尤其在網路出現以後，可以從網路上結交很多朋友，以前是靠宗親網

絡的力量結合，現在不是了。年輕人叫他參加宗親會他不去了他回家

上網，網路開始以後近十年來，宗親的支持度跟十年前有明顯落差。

（Ｃ２） 

（五）年輕一代對宗親組織向心力不若以往 

  宗親會對客家族群而言，是一個非常重要的社會組織，老一輩把宗親情感看

得非常重，具有長期穩定的心理依附力量。惟在都市化快速形成、工商服務業逐

漸發達之後，一則傳統宗親會在婚喪節慶邀集人手共同參與的「挺手」功能逐漸

被新興的服務業取代，少了那份義不容辭的互動需求感，參與的熱度和凝聚力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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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漸消退，維繫宗親之間的人際網絡日益疏散；二來因為工作而移居都市的情形

日益增加，與原鄉客家庄的互動頻率大為減少，宗親情誼日漸淡薄。年輕的一代

在社會變遷趨勢下，對宗親會的依賴和參與程度不若從前，對其組織的向心力自

然大打折扣，也導致宗親會的影響力漸趨衰弱。 

現在年親人不加入宗親會了，都是老人家在加入，因為一戶就一個，不

能一戶五個全部加。……當投票的時候是「年輕人不管事，老人家不多

事」，以前是老人家拿到錢要投給誰交代得好好的，現在老人家拿到錢

也不講話，年輕人怎麼投是他的事也不管了。（Ａ５） 

（六）非客家人加入宗親會改變其結構  

新竹縣為全臺客家人口比例最高的行政區，縣境內除五峰和尖石兩鄉，其他

各鄉鎮市皆為道地的傳統客家庄；但隨著工商業社會的發展，非客家的外來人口

快速增加，部分也入境隨俗的加入宗親會團體，或在熱情邀約下基於人情而加入，

改變了長期以來幾乎為純粹客家人的宗親會成員結構。畢竟傳統客家人對宗親的

高度認同與其他族群有所不同，在外來人口、特別是非客家人進入宗親會系統之

後，成員間基本觀念的一致性減低，未來宗親會「親」的特色將逐漸淡化，發展

軌跡勢必改觀，性質上將與其他社會團體愈來愈類似，以聯誼性功能為主。 

二、不見政治大家族  

   自 1950年臺灣省各縣市實施地方自治綱要頒布、次第推動各級地方自治選舉

之初，首先投入選舉活動的多為受過較好教育的地方仕紳與家族菁英，動員方式

係以血緣、親緣、地緣或學緣等初級社會關係為主，地方政權因此長期由各地方

仕紳、家族、以及派系所分贓，形成我國地方選舉中最鮮明的特徵；這種派系政

治遍及各縣市，成為控制地方政治權力與職位、以及壟斷地方經濟利益的最大力

量。（趙永茂，2002：361-363）正因為地方性仕紳、家族參與政治活動時間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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遠，故各縣市常見地方上的政治大家族，在地方政壇長期擁有從政優勢，最受矚

目的當屬高雄縣的「余家班」、嘉義市的「許家班」。 

    但在新竹縣，從過去新竹縣市未分家之前的「東許派」、「西許派」，性質

上就是地方各山頭勢力的結合，而非以「父→子/女」的方式；因此，新竹縣的

政治生態有大姓、有鄉鎮實力型，但沒有勢力涵蓋全縣、承襲數代的政治大家族。

范振宗、林光華、鄭永金、邱鏡淳等，均身經百戰、從政經歷非常豐富，在任時

可算是新竹縣最具政治分量的「天王」級人物；尤其林姓宗親在新竹縣政壇有許

多人才從政，但同宗不見得同家族；鄭永金縣長卸任前雖有意由其配偶、或其弟

鄭永堂延續其政治地位，但並不成功，而且遭到相當嚴重的挫敗；放眼當前新竹

縣政壇，縣長邱鏡淳雖然從政多年，但目前也沒有明顯的接班人選浮上檯面。55 客

家人 

客家民性看似保守，但是他又要一直求新，因為他一直在困苦之中掙扎，

你看臺灣哪個客籍家族是永久的執政？閩南有。……我們講客家本色，

那種掙扎不屈服，不喜歡你一個人統治太久。（Ｃ２） 

三、候選人特質影響大  

    選舉競爭當然涉及到個別候選人和政黨，可是絕大多數的觀察者總是不知不

覺地把整個過程和結果歸結到政黨之間的競爭上，尤其是每當一次選舉結束後有

關功過得失、展望未來等等的討論幾乎都是以政黨為基礎，在「政黨政治」的大

框架之下思考和運作，「人」的因素反而逐漸被淡化、終而消失。事實上，政黨

在處理選舉或是一般事務時，固然有其固定的行事風格和傳統，但是所有的決策

和行動都是「一個人」或是「一群人」以政黨的名義做出來的，古今中外的政黨

政治，尤其是台灣，「人」絕對是一個重要因素。（洪永泰，2001） 

  特別是客家人重情份，「人情」的維繫力量常有出人意表的作用，因此在選

                                                      
55 現任立委徐欣瑩父親徐鏡蘭雖曾任新豐鄉長，徐欣瑩也以全國最高票當，但僅是政壇新鮮人，

未來發展如何還言之過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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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過程中，人的因素佔了重要地位。惟，客家選民在候選人取向的指標方面，較

重視心理、情感層面，候選人給人的「感覺」是否良好，包括親和力、有沒有在

地方上服務----即使某些選民服務案件無法辦成，只要給個說法、有所交代，選

民也很容易接受；或者要與選民有經常性的面對面直接接觸機會，不是選完之後

就再也見不到人。諸如此類簡單的人際互動，是許多選民對候選人是否有良好感

覺很重要的部分。  

縣長選舉的部分從范振宗以來，所有選民就是看你這個人有沒有為地方

服務？從外面調一個沒有知名度沒有地方經營的人到新竹縣選舉的話，

幾乎都失敗。……范振宗非常親民，跟所有選民的互動性很好，所以他

在那次選的時候就很輕鬆地把傅忠雄幹掉。（Ａ３） 

一開始做選前預估都認為藍營的板塊可以主導一切選舉的結果，所以才

說范的手腕有多高超，他可以跟你蹲在路邊打牌、跟你一起喝米酒保力

達、一起玩搏感情。今天我跟你一起長大，現在我要出來選，你要不要

跟我？他去廣泛交朋友你要怎麼跟他比？（Ｃ１） 

有同情啦，鄉下客家人要求也不多，看在眼裡覺得邱兩夫妻也是親民，

尤其他老婆就像鄰家人多樸素的樣子，以客家人來說感覺好，又不端架

子，或覺得說這麼慈祥樸實的夫人被人欺負了，如果今天他老婆是恰北

北，大家會覺得說活該不用幫你啦，問題就是他感覺好勤快，天沒亮就

出門半夜回家，到處走遍了，你會覺得被他的勤快感動。（Ｄ２） 

范振宗是個人魅力太強，他的人也很隨和，常常可以聽到地方人講說范

振宗，我在榕樹下或在小吃店裡面吃飯喝酒他也跟著我喝，跟這些選民

沒有身分的芥蒂，象徵著身段很柔軟，他花很多精神去經營這些東西。

（Ｄ３） 

    新竹縣客家選民對候選人條件優劣的取捨標準，與一般認知的候選人操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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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經驗等條件不盡相同；但因為客家人過去「晴耕雨讀」重視教育的傳統，

學歷相對較其他條件更能獲得選民青睞。較特別的是竹北市，竹北已具有小型都

市雛形，工商業相對發達，外來人口最多、幾乎已達半數，居民年輕化，選民結

構與其他 10 個鄉鎮市（不含原民鄉）大不相同，政治選擇的標準也與其他傳統

客家庄有很大差異。  

年輕族群會改變新竹縣的選舉文化，特別在竹北已經很明顯，候選人必

須具備形象、學歷、知名度等條件，與民眾接觸的頻率也必須很高。扎

根基層最重要，現在大家都看服務，越基層越難選；尤其在竹北市，賄

選不一定有用，主要仍看服務。（Ａ４） 

個人條件方面，徐欣瑩是博士，彭紹瑾也是博士，雖然政黨還是最重要

的因素，但是個人學識也是有差，在立委與縣長選舉是這樣。……很多

高學歷的都會撿到一些選票，年輕、學歷在竹北有很多，可以到一席兩

席會歸給他們，因為那裏大樓買不到票，會因為一些新的勢力而投票習

慣改變。（Ａ６） 

平常跟基層的互動，大家會講說怎麼三天兩頭看不到人，人家婚喪喜慶

跑這麼勤。一直以來是跟民眾的互動佔很大的比例，不像都會區只要講

我的政見、學歷、資歷、形象等，新竹縣不是，是可以動員的。（Ｂ１） 

四、政黨認同影響深遠，藍大綠小短期內不易有變  

    國內外早已有許多研究指出政黨對選民投票抉擇的重大影響力，在新竹縣，

選舉的層級愈高，政黨對決的特徵愈明顯，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即在於客家人

重視社會穩定，不樂見政治的起伏可能危及穩定的社會秩序與生活型態。1990

年代以來，國家認同、統獨問題屢次在選舉中成為朝野最激烈的攻防，一步步墊

高政黨因素決勝的態勢，也使得新竹縣選民的政治態度日益傾向泛藍陣營，民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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黨的支持度僅能維持基本盤，短期內恐無力挑戰國民黨的多數，在總統、縣長、

立委等單一席次選舉中，顯得無能為力。甚至，部分候選人基於政治前途之考量，

「三進三出」國民黨；當其依自身利益選擇以無黨籍身分參選而未能達成目標時，

一旦重新回到國民黨並獲提名，依舊能夠得到選民的支持，政黨因素之影響力可

見一斑。 

在總統選舉都是以支持藍的為原則，你總統做得再差他好像都是支持藍

的。……閩南人在過來台灣之後都佔有好的地方，客家人都被趕到丘陵

的地方，基本上在我們傳統的觀念裡面，只有跟執政黨合作客家人才有

飯吃。……不然你去跟閩南人合作，坦白講，本來客家人就被趕到丘陵

上，從海邊一直趕，客家人再去趕原住民到山上，所以潛在的意識是這

樣。（Ａ３） 

基本上在新竹民眾傾向支持國民黨，有幾個因素，第一是這個地方有很

多客家，那客家的民眾會比較認同說國民黨是從大陸過來的，跟他的原

鄉認同有關，老一輩的也會覺得說如果支持民進黨，民進黨是想獨立的，

將來祖宗就分兩邊了，老一輩會有這樣的想法。（Ｃ３） 

新竹縣選舉政黨的傾向，通常在新竹縣國民黨是七民進黨是三，所以政

黨是絕對的壓過我們，所以標榜的黨派或者統獨的話會沒有票房沒有市

場，明年 2014 的選舉來看，在新竹縣選舉公報上登記民進黨籍的會少

之又少，除了很少的區域像新豐議員選舉會爭取民進黨提名，因為那邊

有一塊我們綠的選民在那裡。（Ｄ３） 

五、客家人務實，「利己」政見效果佳  

    從應然面而言，一個政治愈現代化、愈民主的國家，選民的投票取向愈可能

只落在政策性的問題上，政見的議題也愈限於政策上的爭論。（胡佛，1998：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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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就此而言，新竹縣的客家選民素養相對較弱，議題取向在基本的三大影響投票

因素中最不受到重視，僅有少數直接與民眾利益相關的政策，能夠吸引選民注意

並爭取支持，其中以老人年金最具代表性。 

綠營的兩位三屆縣長范振宗和林光華，都是地方上有足夠動員能力的人，

和藍營的候選人不相上下。縣長更迭的主因在於老人年金的選戰議題，

范振宗是首創者，林光華是守成者；但林光華最後是輸在加碼的鄭永金

手上。所以這幾次縣長選舉，個人認為和中央誰執政的關係不大，倒和

選民的切身利益有關。（Ａ２） 

老人年金大家都在打，邱鏡淳也是打老人年金才上啊，上了以後才砍，

大家罵他罵得要死。（Ｂ１） 

    客家人由於顛沛流離、世代面對生存艱苦鬥爭的歷史因素，給社會大眾留下

勤奮、刻苦、簡樸的深刻印象。依林忠正、林鶴玲（1993）在 1990 年代初期的

研究，由於客家人生活區域多位於丘陵或靠山地交接地帶，從事農林漁牧礦等與

土地有關的勞力密集行業比例較高，亦即較集中於初級產業和製造業。新竹縣為

傳統以農業為主要經濟活動區域，居民多為藍領階級或農民；近年來除竹北市因

位於縣治所在並有高鐵站而較快步轉型以商業活動為主，其他如新補、關西、竹

東、芎林、橫山、峨嵋等鄉鎮，多年來依茶葉、稻米等經濟作物為主要收入來源，

新豐、湖口則以勞工人口為多。客家人在議題取向上的抉擇依據，反映出早年生

活刻苦的經濟結構特徵。 

    哈佛大學 L. Hartz 的研究指出，民主實際運作的某些過程，是古典民主典

範從未描述、甚至敵視的；民主的運作在實際上，從來無法避免經濟權力、團體

壓制和群眾心理這些因素的影響。（趙永茂，2002：187）意即，規範性的民主價

值與政治運作過程的實然面經常存在相當落差，民眾應對在選舉行為上，影響選

民投票抉擇最關鍵的可能是自利動機，而包括對個人私利、或集體功利的理性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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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本就是出於人性的普遍行為基準之一。因此，民選首長或民意代表如果推動

的政策措施對民眾有切身利益相關、直接感受得到，對爭取選票自然也會有所助

益；或有人認為這是客家人不明事理、自私自利，然也有人認為此乃選民務實的

表現，政治行動是基於理性計算後的反應。 

鄉下地方他不管重要與否，他關心的事跟他自己利益有沒有關係，總統

誰當選跟我有什麼關係？重點是跟他本身利益有關係， 沒有人會去看

你的政見，除非是像發老人年金這種，每個月給你五千一萬，人家才會

重視這個，其他的沒有人在重視。你看總統政見有在履行嗎？政治人物

不履行政見是正常。地方一般公共建設類較受歡迎，道路是一定有，如

果說能弄個表演廳或大型活動中心，目標比較大大家看的到，大家感受

的到。（Ａ５） 

大家對政策都感覺差不多差不多吧，比較多的是開路。另外還有選民比

較記得的是一些社會福利政策。例如邱鏡淳提了縣民保險，意外死亡30

萬。早期新竹選鄉鎮長，像湖口就比較特別，還有說補助榮民返鄉探親，

在眷村裡。（Ｃ３） 

六、賄選幾為「半公開」秘密  

    民主制度賦予成年公民普遍選舉權已是一種普世價值，認為公民行使投票權

利應以社會公平與正義為行動準據，金錢與暴力因素因而被公認乃非民主的影響

因素，而且認為是破壞民主選賢與能基本精神的非制度性因素。 

  然而，賄選問題在臺灣社會行之有年，鄉村地帶因賄選而作投票抉擇的選民

為數不少，（陳義彥、黃麗秋，1992：25）56尤其在派系激烈對立競爭的地方選

舉層級，候選人（或派系）以其所建立的關係網絡、配合賄選策略以動員選民，

獲取較穩固的選票支持，似已成為台灣地方選舉運作的一項特色；（蔡明惠，1998：

                                                      
56

 但一般在在調查研究中很難探索出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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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不論南北、東西、或外島，各縣市或多或少都有此類問題，「賄聲賄影」

的傳聞或耳語在選戰中從不曾缺席。甚至，民進黨草創時期曾以「抓鬼」（賄選）

聞名，強調與國民黨傳統的金權政治有別，多年後的現在也經常被指有賄選問

題。 

  在新竹縣，地方民眾對以「鈔票換選票」早習以為常，左右鄰居公開談論「行

情」乃司空見慣；愈是基層選舉、買票情形愈嚴重，藍、綠皆有，邊際效益不低。 

在選舉與價值觀的判斷上，客家人可以說是最可悲的；尤其是住在ＸＸ

鎮的客家人，……大小選舉，從里長、代表、議員、立委、過去省議員

的選舉與縣長的選舉看來，它的投票結果完完全全是用買票決定的，甚

至直到現在也是這樣，候選人沒有一個是不靠買票就能當選的。（Ａ１） 

以前客家人苦，很注重人情；今天你把錢拿給我叫我投給你，明知道拿

錢是不對，但是還是會投給他，這就是客家人的屬性----人情大過天。

老人家也講「吃人一口還人一斗」，假設你家有五票，今天沒有人來買

票這五票都會是我的，因為我們之間有親戚、同學等等的關係，今天有

五個候選人出來他們就會去配票，只會留一票給我，沒有錢我要對得起

你還是給你一票，其他有錢的我給個一票，客家人心裡就是這樣認為要

對得起你。……在新竹縣這個地方，不管藍綠，沒有買票絕對不會當選。

新竹縣現在買不動的只有竹北，都是外來人口，我跟你不認識我買你我

也有風險。（Ａ５） 

    常常有買票，大大小小都有，只是買得漂不漂亮有沒有被抓而已，沒抓

到就 OK，被抓到就鋃鐺入獄。（Ｃ１） 

 



393 
 

陸、結論 

    高達數百萬張的客家選票於 1990 年代開始受到公職候選人的重視，甚至被

視為朝野政黨競逐政治權力勝負的「關鍵少數」，並使客家政策在總統大選中成

為各陣營政策訴求的重要項目。即使如此，客家選民依舊是國內選舉研究領域裡

的非主流，學界很少以之為主要研究對象。惟其如此，客家人的投票選擇在長期

未受重視的情況下，更有值得一探的必要，以期能對國內人口結構之重要組成部

分的客家族群，更清晰且正確的認知其政治態度與投票背後的行動準據。 

    1980年代中期迄今，新竹縣客家選民在總統、立法委員以及縣長的選舉中，

固然在許多方面與其他各縣市的一般情形相去不遠，然若進一步深入探查其政治

行動的細節，仍可見許多表現出客家庄選民的特質，其中以活躍的宗親政治最為

突顯，但卻未發展出長時間擁有穩定地方勢力的政治大家族。 

    在影響選民投票的社會心理因素方面，受到十餘年來藍綠對壘的牽引，兩大

政黨對決態勢逐步成型，小黨或第三勢力始終未能有所發揮，未來政黨制度極有

可能走向兩黨政治，政黨因此成為影響選民投票最重要的因素；惟在重視人情義

理的客家庄，候選人因素也經常在選舉中有超出預期左右選局的能力，新竹縣選

民表現出「選黨也選人」的雙變數投票習慣。較美中不足的是，西方民主國家相

當重視的議題因素，在新竹縣反倒是最不被認真看待的變項；選民普遍認為政見

訴求不過是一種政治表態或政治語言，無需太嚴肅看待，此種認知背後，隱藏的

正是對政治人物履行政見的誠意與能力的不信任。 

    在縣長選舉部分，回顧 1980 年代民進黨成立初期，新竹客家人曾經毫不猶

豫地給在野黨表現機會，在中央執政權掌握在國民黨時期，范振宗連續兩屆以得

票過半數當選縣長；之後林光華延續民進黨在新竹縣連續執政三屆 12 年，但得

票率卻大幅下滑，從過半到僅剩 36%，四年後更在支持度提高 10%的情況下，以

得票率 46%連任失敗，新竹縣選民的投票走勢在縣長選舉中似乎難以預測。此種

選票來回高低擺盪的軌跡，反映了客家選民投票的變遷性；同時說明新竹縣政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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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圖雖長期處於「國民黨＞民進黨」的基本盤勢，國民黨的優勢看似「鐵板一塊、

不動如山」，但綜合了候選人、競爭對手、競選人數等不同條件後，選票在不變

中仍具可變動性。 

    歷次的立法委員選舉，以整體藍、綠陣營的區別，二者得票比約為 2：1，

熟悉新竹縣政治生態的人對這種基本面局勢都相當清楚，政黨間依此展開既合作

又競爭的提名布局。因此，當應選席次為 3席時，同屬泛藍的國民黨、親民黨，

在新竹縣曾經分庭抗禮、分別當選一席；而同屬泛綠的民進黨和台聯，因政黨實

力不如泛藍，故而僅能由民進黨搶得一個當選席次。如應選名額為 2 名，則國、

民兩黨可分別穩坐一、二名而當選。新竹縣選民較不羈於傳統國、民兩黨的競爭，

甚至小黨如新黨、台聯黨，即使無法勝選，也令人意外的獲得 10%以上的選民支

持。但自從 2005 年立委改採單一選區制之後，藍大於綠的基本局勢讓民進黨乎

無計可施，2008 年更以不提名的方式禮讓具相當實力的無黨籍候選人，目的即

是希望能破解國民黨的組織戰，在自身政黨無法拿下立委席次的情況下，讓國民

黨也失掉新竹縣的席次；實力如民進黨者在新竹縣已處於艱苦戰區，其他實力較

弱的小黨，更可見得票率每況愈下、甚至不提名，幾乎已無生存空間。 

    縣長、立委和總統三者之中，新竹縣選民的投票結果唯一較具穩定性的當屬

總統大選；五任的選舉皆由泛藍以高比例得票率在新竹縣大獲全勝，這與客家族

群對傳統「文化中國」、祖先之所來處的飲水思源觀念強烈有關；此外，也與民

進黨 2000 年贏得中央執政權之後的表現有關，尤其陳水扁總統主政時爆發的國

務機要費案重創民進黨形象，新竹縣選民在 2008 年後對民進黨的支持度全面性

大幅降低，正是給予執政者最佳的警惕。 

    雖然，選民投票的態度取決於各項複雜的時、空因素錯綜結果，難以依賴以

一時的選民投票結果建立抉擇的理論與通則，但從整體選票的穩定與變遷趨勢來

看，新竹縣近年來被歸類為泛藍的政治版圖，社會大眾印象也出現客家人較保守

的評語，選舉結果顯示的卻呈現變遷性大於穩定性的特質，說明客家選民應屬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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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和革新派」，在安定中有著不安定的靈魂。在跨時性的分析中，可以發現相

當比例的移轉投票選民，不僅造成新竹縣執政的政黨輪替效應，也成為總統大選

中的關鍵戰場。 

    現階段雖然藍大於綠的政治生態未見改變契機，但從過去近四分之一世紀新

竹縣選民的投票行為來看，國民黨在短期內固然仍可維持其優勢，但必須不斷進

步以因應客家選民的革新要求；而民進黨如能重整旗鼓、培養有志於新竹縣爭雄

的在地優秀人才，持續的蹲點深耕，相信以客家選民多次樂於給予挑戰者出頭機

會的往例，政黨間勢力消長的輪替常態仍有可期。 

    特別值得注意的是，像竹北市等工商業漸趨發達的新興地區，經濟活動與居

住型態已具都市雛型，外來居民集中的新興社區在人口上結構與傳統偏鄉村型態

的生活圈有明顯差異，該地區選民對民主的認知和投票習慣等，亦與農村客家庄

的觀念頗有出入，這些較年輕的世代未來對新竹縣政治文化的形塑將產生何種影

響，將是後續觀察的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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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1－訪談題綱 

客家委員會補助研究計畫案 

桃竹苗地區客家選票之穩定與變遷研究－ 

1985~2012 新竹縣的跨時性分析  

    新竹縣是臺灣客家人聚居的重要大本營，客家人口比例為全國各縣市最高。

過去多年來，新竹縣選民在各級公職選舉中表現出非常特殊的一面，以一般社會

大眾認知的「北藍南綠」、「宗親會影響力很大」等簡單概念，無法清楚解釋新竹

縣客家選民的投票選擇。為進一步深入分析新竹縣客家選民的投票選擇與變化，

請就您的觀察與了解，協助回答下列問題。本訪談純粹作為學術研究之用，並採

匿名方式進行紀錄，錄音內容完全保密。謝謝！ 

1.您認為在歷年來的總統、立委、縣市長選舉當中，選民在支持對象或政黨的選

擇上是否有不同的標準？ 

（1）泛藍陣營（國民黨+親民黨）如何能在五次的總統大選中獲得壓到性的

多數？ 

（2）從立法委員選舉的結果來看，藍綠兩陣營受到選民支持的狀況與總統

選舉相似，但 2010年立委補選為何彭紹瑾能勝出？ 

（3）觀察 1985~2001年的縣長選舉，其結果與總統和立委選舉大不相同，

國民黨在中央執政時民進黨連續三屆贏得縣長選舉，卻在民進黨執政時

輸掉新竹縣長，您認為出現這種「選票擺盪」（~1985藍/1989 1993 1997

綠/2001~藍）現象的原因為何？ 

2.影響新竹縣選舉勝負的主要因素為何？ 

(1) 政黨傾向：何種特色(表現)較能獲得選民支持？例如：理念、統獨立場、

執政表現… 

(2) 候選人條件：最能受到選民青睞的個人特色為何？例如相貌、性別、學

經歷、品格操守、從政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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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政見：一般而言，新竹鄉親最重視的政見包括哪些。(請指出 3~5項) 

(4) 宗族影響力： 

a.宗親會組織各縣市皆有，但為何獨獨在新竹縣被認為擁有有別於其

他地方的特殊影響力？ 

b.新竹地區的「宗親會」與一般所稱的「地方派系」是否相當？兩者異

同何在？有何關係？ 

c. 宗親會在選舉中的動員能力、影響力在哪些方面？該影響力如何運

作？ 

d.不同姓氏的宗親會彼此之間互動情形如何？選舉期間有無結盟合作

的情形？ 

(5) 其他  

3.新竹的選民結構中，客家人佔有重要比例，就您的接觸經驗，客家選民與閩南

選民在選舉中的表現有何不同？組織動員系統又有何差異？ 

4.從綜合的角度觀察分析，您認為新竹縣的政治生態和選舉競爭有何特定脈絡、

或特殊表現模式？ 

5.請問您對本問卷有無其他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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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計畫一 

臺灣客家平面媒體之客家意象分析－ 

以《客家文化季刊》與《新北好客都》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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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邁入民主化多元化，《客家

風雲雜誌》順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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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文化知識的傳播力量及客家思維的影響，促成「客家電臺」的成立，尤其

電子媒體的快速傳播更輔以政治力介入客家運動；經過數次選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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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家電視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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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不遑多讓，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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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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亞洲第一個客家社區報在六堆的美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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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創

立時間上都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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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研究目

標，2012 年以《山城週刊》與《石岡人社區報》作為研究目標，今(2013)年以

《客家文化季刊》與《新北好客都》作為研究目標，為使研究有區域性的系統分

類，《客家文化季刊》為臺北市政府客家事務委員會刊物的泛稱，包含《翻翻客

家》與《客家文化季刊》；《新北好客都》為新北市客家事務局刊物的泛稱，包含

《台北縣客家半年刊》、《北縣真好客》、《新北好客都》等，兩者皆是大臺北地區

具代表性的客家類政府機關刊物，雖有更名然未停刊且有連續性，內容皆屬保守

型，試圖比較兩者之異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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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家文化季

刊》與《新北好客都》於 2001-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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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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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符合學術研究之標準。《客家文化季刊》成立於 2000 年 9 月，《新北好客都》

前身《客家文化半年刊》成立於 2001 年 3 月，為求時間完整性，以 2001-2013

年間作為分析時間。 

    類目建立與分析單位方面，針對主題、強度做分析，觀察單位與主題單位皆

以篇為分析單位，強度以篇為觀察單位，以篇為分析單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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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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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刊刊登中的份量。分析重點以總體分析(2001-2013)及分民進黨時期(2001年 5

月-2005 年 5 月)與國民黨時期(2008 年 5 月-2013 年 5 月)，以了解政黨是否對

雜誌的編輯是否有影響? 

2. 主題分析 

分析對象是針對《客家文化季刊》與《新北好客都》所蒐集之文章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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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重點以總體分析

(2001-2013)及民進黨時期(2001年 5月-2005年 5月)與國民黨時期(2008年 5

月-2013年 5月)，民進黨時期與國民黨時期，兩者都選取 5年執政的時間，作

為分析時程。 

(二) 深度訪談法：透過深度訪談法，本研究希望能探索《客家文化季刊》與《新

北好客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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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家文化季刊》發行人劉佳鈞（臺北市政府客家事務委員會主委）。 

2.《新北好客都》訪問發行人彭惠圓（新北市客家事務局局長）。 

3.《客家文化季刊》編輯統籌劉春香小姐。 

4.讀者魏宜君。 

5.讀者李冠霆。 

6.讀者姚淑婷。 

7.讀者黃一淨。 

 

參、研究之理論分析架構 

本研究內容分析對象是針對《客家文化季刊》與《新北好客都》有關

2001-2013年的文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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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其中《客家文化季刊》728 篇文章，《新北好客

都》200篇，全數作為分析的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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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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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客家文化季刊》總篇數統計 

 

篇數 728 

強度 2320 

每篇強度 3.18 

 

表 1-2：《新北好客都》總篇數統計 

 

篇數 200 

強度 706 

每篇強度 3.53 

 

表 1-3：2001 – 2005 年 5月   民進黨時期的《客家文化季刊》 

 

篇數 158 

強度 616 

每篇強度 3.9 

 

表 1-4：2008 – 2013 年 5月   國民黨時期的《客家文化季刊》 

 

篇數 348 

強度 1173 

每篇強度 3.4 

 

表 1-5：2001 – 2005 年 5 月   民進黨時期的《新北好客都》 

 

篇數 90 

強度 309 

每篇強度 3.4 

 

表 1-6：2008 – 2013 年 5 月   國民黨時期的《新北好客都》 

 

篇數 91 

強度 323 

每篇強度 3.5 

資料來源：本表由陳康宏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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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總強度分析 

從表 1-1 及表 1-2 來分析，以兩者總體強度，《客家文化季刊》，每篇平

均強度為 3.18。《新北好客都》，每篇平均強度為 3.53，顯然《新北好客都》

平均強度勝過《客家文化季刊》，兩平面媒體皆屬保守型，批判性不強，主要

以區域性客家活動為報導主軸，因而在強度上稍弱。  

〈二〉、國民黨及民進黨時期強度分析 

     在《客家文化季刊》方面，民進黨時期平均強度 3.9，超越了國民黨時

期的平均強度 3.4。《新北好客都》方面，國民黨時期的平均強度 3.5，超越民

進黨時期的平均強度 3.4。 

 

表 2-1：《客家文化季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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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客家文化季刊》 

 政治 法律 經濟 社會 歷史 文化 語言 人物 媒體 合計 

篇數 38 8 109 346 219 548 204 109 73 1654 

百分比 2.3 0.5 6.6 20.9 13.2 33.1 12.3 6.6 4.4  

序位    2  1 3    

 

表 2-2：《新北好客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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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北好客都》 

 

 

 

 

 

 

 政治 法律 經濟 社會 歷史 文化 語言 人物 媒體 合計 

篇數 6 0 33 79 62 115 34 17 0 346 

百分比 1.7 0 9.5 22.83 17.91 33.23 9.82 4.91 0  

序位      2 3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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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 民進黨時期的《客家文化季刊》主題統計 

 政治 法律 經濟 社會 歷史 文化 語言 人物 媒體 合計 

篇數 17 5 11 80 47 113 43 20 17 370 

百分比 4.6 1.4 3.0 21.6 12.7 30.5 11.6 5.4 4.6  

序位    2 3 1     

 

表 2-4 國民黨時期的《客家文化季刊》主題統計 

 政治 法律 經濟 社會 歷史 文化 語言 人物 媒體 合計 

篇數 11 1 72 169 105 273 81 56 31 799 

百分比 1.4 0.1 9.0 21.2 13.1 34.2 10.1 7.0 3.9  

序位    2   3 1     

 

表 2-5 民進黨時期的《新北好客都》主題統計 

 政治 法律 經濟 社會 歷史 文化 語言 人物 媒體 合計 

篇數 6 0 11 36 30 57 21 6 0 167 

百分比 3.6 0 6.6 21.6 18.0 34.1 12.6 3.6 0  

序位      2 3 1     

 

表 2-6 國民黨時期的《新北好客都》主題統計 

 政治 法律 經濟 社會 歷史 文化 語言 人物 媒體 合計 

篇數 1 0 18 39 31 55 12 11 0 167 

百分比 0.6 0 10.8 23.4 18.6    32.9 7.2 6.6 0  

序位      2 3 1     

資料來源：本表由陳康宏製作 

 

二、主題分析 

主題分析分析對象是針對《客家文化季刊》與《新北好客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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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由總體主題而論 

由表 2-1 和表 2-2 來分析，《客家文化季刊》的前三名為 1.文化 2.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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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語言，《新北好客都》為 1.文化 2.社會 3.歷史。社會文化皆為兩平面媒體

關注的議題，除此之外，《客家文化季刊》較關注「語言」，《新北好客都》則

較關注「歷史」。 

（二）國民黨與民進黨執政時期之主題分析 

從表 2-3 及表 2-4 來分析，以《客家文化季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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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等，民主進步黨執政時期排名依

序為文化、社會、歷史，因而除文化、社會外，歷史為主軸。 

從表 2-5 及表 2-6 來分析，以《新北好客都》而論，以序位而論，中國國

民黨（2008-2013）執政時期排名依序為文化、社會、歷史，民主進步黨（2001-2005）

執政時期排名依序為文化、社會、歷史，兩時期序位都相同。 

綜合而論，從表2-3、表2-4、表2-5、表2-6來分析，兩期刊皆重視社會、文

化，占相當比重，其次則為歷史、語言。 

 

肆、重要發現 

本研究選擇《客家文化季刊》與《新北好客都》做為研究對象，試圖比較

臺北地區兩客家平面媒體之異同，兩者皆兼具高度客家族群性、文化性之刊

物。 

本研究旨在探討《客家文化季刊》與《新北好客都》，如何傳遞客家意象與

建構客家議題，其主要重要發現如下： 

（一）兩者皆為政府出版的刊物，保守型期刊，以政令宣導為主。 

（二）《客家文化季刊》內容廣泛，臺灣及世界各地皆有報導，具有首都型的客

家觀點。《新北好客都》偏重地方文史的報導，具有都會型與鄉村型的

客家觀點。 

（三）依強度而言，顯然《新北好客都》平均強度勝過《客家文化季刊》，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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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新北好客都》之客家意象較強。 

（四）依主題而言，《客家文化季刊》內容以語言較多，報導客語詞彙及客語教

學等；《新北好客都》以歷史較多，報導地方文史及客家社團。 

 

伍、結論 

臺灣客家意象隨著時代改變而改變，經由《客家文化季刊》與《新北好客

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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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刊物有以下相同之處：1.以言論而言，兩者皆為保守型期刊。2.以

發行單位而言,兩者皆為政府出版贈送的刊物。3.兩者皆以報導客家文

化為主 。 

（二）兩刊物有以下相異之處：1.以地區而言，《客家文化季刊》以臺北市地

區為主，《新北好客都》以新北市為主。2.以觀點而言,《客家文化季刊》

具有首都型的客家觀點，《新北好客都》具有都會型與鄉村型的客家觀

點。 

（三）依強度而言，顯然《新北好客都》平均強度勝過《客家文化季刊》，顯

示《新北好客都》之客家意象較強。 

（四）依主題而言，文化與社會仍是兩刊物對客家內容報導的主軸，其次是

語言及歷史。《客家文化季刊》以語言較多，《新北好客都》以歷史較多。 

（五）兩刊物因政府财力支援製作精美以贈送方式發送，與民間客家刊物財

力不足以訂閱方式行銷，兩者相差甚多。 

（六）《客家文化季刊》與《新北好客都》均委外製作，内容以政府觀點宣傳

為主，缺乏民間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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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計畫二 

國際客家研究：印尼客家研究 

 (論文精要) 

計畫主持人：邱榮舉 * 

共同主持人：黃玫瑄 ** 

前言：印尼客家研究是國際客家研究中特別重要

的一環 

在海外華僑華人中，在印尼的華僑華人之人數最多，且印尼華僑華人中的客

家人，現今至少有數百萬人。本研究計畫主要是討論印尼客家，印尼客家研究為

國際客家研究之重要組成部分，也是整個國際客家研究中特別重要的一環。長久

以來，有關海外華僑華人之研究較多，而對於海外華僑華人中之客家研究則較少

。關於東南亞華僑華人研究，已日漸受到世界各國的重視，但是有關東南亞華僑

華人中之客家研究，仍然不多。既有的東南亞客家研究，相較而言，屬新加坡客

家研究、馬來西亞客家研究較多，但屬印尼客家研究則較少。印尼客家在國際客

家中確實具有重要性與代表性，故特別推進有關印尼客家的研究。本研究計畫的

研究目的有二：一為探討印尼客家人之歷史與現況；二為瞭解印尼客家研究現況

。本研究計畫的研究問題有二：一為印尼的客家社團、會館及基金會之狀況為何

？二為有關印尼的客家研究狀況為何？本研究計畫的研究方法，係透過文獻分析

法，蒐集與整理資料，以質性研究進行分析；另採田野調查方式，組團赴印尼客

家庄實地訪查。本研究計畫之主要重點有三：一、瞭解印尼客家人的歷史與現況

；二、探討印尼的主要客家社團、會館及基金會；三、檢視有關印尼客家研究之

                                                      
*
  計畫主持人邱榮舉，現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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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灣大學政治學博士；曾任國立臺灣大學法學院副院長、國

立臺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所長、國立臺灣大學客家研究中心主任等。 
**
  共同主持人黃玫瑄，現任教於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通識教育中心、臺灣師範大學全球客家文

化研究中心研究員；國立臺灣大學國際客家學會會長、國立臺灣大學國家發展所博士生。再

者，本計畫共同參與研究的成員尚有廖錦梅、袁慧敏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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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況。最後，本研究團隊確認印尼的客家社團、會館及基金會種類較多且相當活

躍；蒐集與整理有關印尼客家研究之重要參考文獻將有助於海外華僑華人研究；

印尼客家研究是國際客家研究中特別重要的一環。 

一、研究背景、目的及問題 

(一) 研究背景 

    印尼歷史上與華人的關係是建立在足夠長的時間內，一直連續到幾個世紀以

來。儘管很多不同的看法有關與華人在印尼的存在，或是什麼時候開始來這個群

島定居，一個很確定的就是華人已經影響很多印尼的現代文化。 

    許多世紀來，根據Peck Yang57華人大多數來自中國東南各省移動到印尼群島

居住。從東南地區大多數來自福建省，這是第一次印尼華人的來源。但是這最初

的移民沒有像第二次和第三次的移民這麼多。第二次從中國移民到印尼是在

1860-1890和第三次的1900-1930。 

    華人在印尼從過去迄今，從未對印尼作殖民侵佔之舉，印尼獨立後實施同化

政策，華人為求自保多已加入印尼國籍，生活上與原住民互相融合，經濟上協助

建設，政治上不參政，因此受到差別待遇，社會地位常被歧視。排華政策，使外

商不來投資、國內資金外流，阻礙印尼現代化發展，為改善此現象，應接納華人

參政，不分種族，視為一體，去除不平等規定，才能加速印尼之發展。呼籲印尼

華裔，華人應自制，爭取應有的平等地位，但也必須自量，負起國民應盡的責任

，不分彼此，融入主流社會，勇於參政與議政，建設印尼未來康莊大道。 

(二) 研究目的及問題 

    本研究計畫的研究目的有二：一為探討印尼客家人之歷史與現況；二為瞭解

印尼客家研究現況。本研究計畫的研究問題有二：一為印尼的客家社團、會館及

基金會之狀況為何？二為有關印尼的客家研究狀況為何？本研究計畫之主要重

                                                      
57

  Twang Peck Yang, 2004, Elite Bisnis cina di Indonesia dan masa transisi kemerdekaan 1940-1942. 

Yogyakarta：Niaga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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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有三：一、瞭解印尼客家人的歷史與現況；二、探討印尼的主要客家社團、會

館及基金會；三、檢視有關印尼客家研究之現況。 

 

二、研究方法 

    本研究計畫的研究方法，係透過文獻分析法，蒐集與整理資料，以質性研究

進行分析；另採田野調查方式，組團赴印尼客家庄實地訪查。為了推動本研究計

畫，本研究團隊曾舉辦多次有關印尼客家研究之座談會與田野調查，茲簡要說明

如下： 

A. 印尼客家研究座談會(一) 

時 間：2013年4月29日(週一) 18：00-21：00 

地 點：國立臺灣大學客家研究中心(臺北市徐州路21號) 

主持人：邱榮舉 

與會者：黃玫瑄、楊聰榮、曾建元、陳瑪琍、黃佩玲等 

【討論議題】 

1. 印尼的客家人歷史與分布現況之相關資訊 

2. 印尼的客家社團與重要領導人之相關資訊 

3. 有關印尼的客家研究成果之相關資訊 

【討論結果】 

1. 在國際研究中印尼華人研究有其重要性，應培養研究生作長期研究，最好研究

者本身能與印尼有淵源，才會有研究動機與興趣。 

2. 基本上應組團參加今年世界客屬懇親大會，進一步了解印尼客家華人的狀況及

客家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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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印尼客家華人田野調查 

臺大客家研究中心曾籌組兩個印尼客家研究小組：第一梯次(2013.7)成員包

括：曾建元、邱榮裕、陳瑪琍、黃佩玲、曾懷慧、廖錦梅等；第二梯次(2013.9)

成員包括：邱榮舉、邱榮裕、黃玫瑄、劉碧蓉等人。 

2013年7月15-24日探訪印尼雅加達、巨港、邦加島等客家人較多的地區，實

地訪查當地客家社團、會館及基金會，了解客家華人在印尼的生活、文化、語言

等，進一步了解印尼客家研究之狀況。  

    綜觀國際客家研究之相關文獻，研究者多半以東南亞地區如泰國、馬來西亞

、新加坡等地之華人社會為主軸，闡述客家華人在當地發展的情形以及華人會館

的樣貌，針對印尼客家華人會館及相關社團組織來探討的文獻，資料反而闕如，

而論文方面大部份以印尼華僑來台之生活為論述的重點，事實上以印尼華僑和華

人之人數在全球所佔極大之比例，而華僑和華人又歷經印尼排華事件及暴亂，從

華人整體經濟社會文化觀點及維繫華人命脈的立場而言，亟需更多資料印證客家

華人在印尼的影響力及重要性。有關印尼客家研究是國際客家研究中較重要、較

困難及較欠缺研究者。 

     

C. 印尼客家研究座談會(二) 

時  間：2013年8月7日(週三) 18：30-21：30 

地  點：國立臺灣大學客家研究中心(臺北市徐州路21號) 

主持人：邱榮舉 

與會者：黃玫瑄、曾建元、曾懷慧、陳瑪琍、黃佩玲等 

【討論議題】  

1. 對這次印尼參訪有何感想及建議?  

2. 應如何規劃印尼客家研究的未來方向?  

【討論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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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對這次印尼參訪的感想及建議  

(1) 印尼華人都有共同創傷就是印尼排華，對他們而言長期被壓抑，所以現在

印尼改革開放後，華人非常團結，而中國的崛起給他們強大的依靠，他們

提到祖先是從中國移民過來，臺灣客家情同手足，他們不可能因親共而打

壓臺灣，但在政治上印尼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形勢比人強，但私底下對

他們來說是平行交往。  

(2) 有關教育方面，大陸幾所大學及政府對印尼華教投入很多，例如孔子學校，

以及大陸遠距教學從學士到博士，不用到大陸在印尼看電腦看電視就可得

到學位，用很短的時間付出很低的代價，就可以迅速填補華文的空缺。反

觀臺灣方面限制太多，薪資太低使得臺灣人不願去當地擔任華文教師。  

其實人才的培養是必須的，臺灣高等教育對他們的華人文化或華人教育有

所幫助，應該會是一個強項。  

2. 如何規劃印尼客家研究的未來方向  

先考慮是否參加九月初在印尼雅加達所辦的世界客屬懇親大會，同時發表相

關論文。先了解其規定、截稿時間，是屬於學術研討會或一般文化性報導性

的，所寫的方向會不同，再決定如何參與。請領隊與對方保持聯繫。 

本次印尼行提供了一個很好的經驗，可作為未來研究印尼客家的參考依據。 

 

三、印尼客家人的歷史與分布狀況 

關於印尼客家人的歷史與分布狀況，本研究團隊特別邀請楊聰榮與曾建元參

與座談，茲簡要說明其論點如下： 

(一)楊聰榮之論點
58

 

                                                      
58

  此為楊聰榮參加國立臺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教授邱榮舉主持客家委員會專題研究計畫 2013

年 4 月 29 日晚間假國立臺灣大學客家研究中心主辦之《印尼客家研究》座談會發言稿中之一

部分，請參閱附錄 3：印尼客家研究座談(一)會議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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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有關印尼客家研究之重要性至少有三：(1)印尼是海外華人人數最多的國

家，換言之以海外客家為對象，其規模是最大的。(2)印尼客家人在歷史

上建立了華人在海外的政權（蘭芳公司），這段歷史突顯了印尼客家人的

重要性。(3)印尼有非常獨特的歷史為其它國家所沒有的，印尼曾經禁華

文禁了三十幾年，世界上人口最多的語言被禁了這麼長的時間。 

2.過去大家對印尼華人的了解以爪哇島為對象，其實客家人主要分佈在外島，

因為外島的關係會讓某些特定的客家地區發生聚集作用，一般客家社群很

難在當地變成主要華人的族群，但在印尼外島因客家人所佔的人數多，又

跟客家特性有關而產生聚集作用，在印尼客家人雖然低調隱形但因在偏鄉，

所以反而保存比較多客家的元素。 

3. 臺灣的外籍配偶從60年代70年代當時有一批從印尼嫁到臺灣來，其中相當

多是來自山口洋， 70年代80年代臺灣與印尼有特殊的關係，跟冷戰時結

構有關，臺灣與同為反共陣營的地區有特殊的來往，其中有許多擔任通譯

的角色，客家人的背景相當多，客家人成為扮演橋樑的角色。後來等到印

尼經過民主化的過程以後，1998年民主化以後，反而臺灣與印尼建立了另

一種關係，印尼發生災難臺灣去支援，如亞齊地區，建立了非常好的民間

關係，相當有突破。這些都構成了做印尼客家人相關研究時，可以有特殊

的角度。 

 

(二)曾建元之論點
59

 

印度尼西亞分布於中國下西洋必經之路，由新幾內亞島到蘇門答臘島，6000

個島嶼，東西橫亙 5000 公里，而有千島之國之稱。自從中國人有出洋遠航的能

力，就有人登陸造訪印度尼西亞諸島，迄今已有千年。印尼人口兩億四千萬，分

                                                      
59

  此為曾建元參加國立臺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教授邱榮舉主持客家委員會專題研究計畫

2013 年 4 月 29 日晚間假國立臺灣大學客家研究中心主辦之《印尼客家研究》座談會發言稿中之

一部分，請參閱附錄 3：印尼客家研究座談(一)會議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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屬 300 個民族，華人為人口次於爪哇族和巽達族的第三大族群，印尼政府估計約

有 1500 萬人，客家人的總數雖無正式統計，但客家人向來是印尼華人中的最大

族群，以三分之一比例算，則約有四、五百萬之眾。不過，由於歷經排華運動的

陰影，2010 年印尼人口普查，只有 290 萬人自稱是華人。 

客家人的文化特徵大致定形於宋元，當時客家人的分布主要還在於贛東閩西

武夷山脈兩側。是時，隨著南宋對外貿易的擴張，泉州躍升成為全球最大商港，

其後宋元間戰火南下蔓延，客家人亦開始遷徙，宋亡後，遺民飄零海上，元朝繼

之經略南洋，一度遠征爪哇。那一個中國人縱橫海上的時代，可以想見有許多人

到南洋發展。不過這些早期的中國人，恐怕基於地利之便，而以閩南人和廣州人

為其大宗。明太祖朱元璋實施海禁，禁止人民出海，也禁止未經允許出海的人民

返國，迫使出走南洋的許多中國人只好留在當地發展，而慢慢形成海外華人社

會。 

客家人拓墾印尼，當與 17 世紀中葉荷蘭聯合東印度公司以巴達維亞為中心

展開的殖民地開發與經營之人力需求有關，加以明清之際閩粵戰事頻仍、民不聊

生，乃形成集團性之移民。1710 年，邦加島發現錫礦，荷蘭聯合東印度公司對

統治該島的舊港蘇丹承諾收購，舊港蘇丹乃由麻六甲華商引進華工從事開採，多

數為廣東陸豐客家人，1755 年，婆羅洲島南吧哇蘇丹仿效舊港，亦經由邦加引

進華工從事金礦開採，鄰近各土邦紛紛如法庖製。1777 年，廣東嘉應州（梅州）

梅縣客家人羅芳伯於婆羅洲坤甸建立共和國蘭芳大總制，建元蘭芳，首長稱大唐

總長或大唐客長，內部則尊稱大哥，立國百年，掌握婆羅洲當地政經大權直至

19 世紀末，才為荷蘭併吞。另有羅芳伯部屬吳元盛在戴燕稱王稱藩。此皆可謂

為客家移墾印尼事業的巔峰。婆羅洲島上的海豐陸豐客家人，則於歷經數年的客

家械鬥後則集中移居於山口洋。 

19、20 世紀之交全球資本主義工業化與帝國主義的擴張，加速西方各國在

南洋的殖民與開發競爭，英國進據婆羅洲與荷蘭爭雄，兩國競相招徠華人移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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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0 年〈中英北京條約〉簽訂，取消海禁，加以清末客家人領導太平天國革命，

東南焦蔽，生靈塗炭，大量客家遺民乃出走南洋。其後受近代化啟蒙和國際共產

主義運動之影響，移民社會之客家社群與其領袖，諸多成為中國近代革命的重要

海外支持力量。如棉蘭曾經出資起造潮汕鐵路的張榕軒、張耀軒兄弟，是孫中山

的資助者；在印尼發跡的實業家張弼士，號稱南洋首富，創辦了張裕葡萄酒，也

是孫中山的支持者；再如出生於巴達維亞的羅福星，甚至親自組織僑軍返回中國

參與國民革命，並在臺灣發展革命組織。 

1932 年由西加里曼丹土生華人客家人林群賢於水創立的印尼中華黨，提出

「印尼人」概念，號召土生華人在政治上認同印尼，入籍印尼，以成就印尼民族，

是印尼獨立革命的先驅。1945 年 8 月印尼獨立，林群賢的追隨者爪哇客家人蕭

玉燦出任阿米爾•沙利弗丁內閣的國務部長，這是第一位在印尼政府出任部長的

客家人和華人。 

1949 年中國內戰，形成 20 世紀中國最大規模的難民潮，為印尼帶來大量的

華人與客家新移民，懷抱國際共產主義以及中國民族復興的印尼華人亦投入戰後

印尼的反殖民運動，但中華民國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對抗，也延伸到印尼華人社

會，形成激烈的鬥爭，而使印尼政府感到不安。林群賢即被控叛亂為印尼政府逮

捕，他為此放棄印尼國籍表達抗議，而宣布加入中華人民共和國國籍。蕭玉燦於

1954 年成立印尼國籍協商會，鼓勵華人入籍印尼。1956 年蘇門答臘爆發反共政

變，次年東印尼亦自立，1958 年中華民國軍援印尼叛軍革命軍事跡洩漏，印尼

政府乃對親臺右派華人展開鎮壓。1965 年印尼爆發 930 事件，蘇哈托以平定共

產黨政變為由發動了奪權軍事政變，指控中華人民共和國通過印尼華人陰謀赤化

印尼，乃遂蠱動排華而將蕭玉燦逮捕下獄。1967 年，逼退蘇卡諾而出任總統的

蘇哈托，則在西加里曼丹與東馬來西亞邊界劃定紅線區，禁止華人居住，對以客

家為主的華人展開全面的政治清洗，更放任當地達雅族人對華人展開出草。中華

民國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在印尼排華期間，則皆各自展開撤僑。自 1966 年到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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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之間，印尼以新秩序名義全面禁止中文的使用和教學以及取締華人的宗教、信

仰、風俗及習慣，導致印尼華人的嚴重文化斷層，部份印尼客家華人因此流亡中

國大陸或輾轉來臺，而留在當地的華人則大部份被迫印尼化，在此期間，遭受殺

害的華人達 50 萬人，下獄者則約 60 萬人。儘管華人仍在印尼經濟中扮演重要角

色，卻因此徹底成為當地政治場域的弱勢者和政治社會的邊緣人。這一現象，直

到蘇哈托政權因 1998 年亞洲金融風暴衝擊而垮臺，印尼民主轉型，方獲得解決。

1999 年土生華人瓦希德總統為了安撫在金融風暴期間遭受 1998 年 5 月排華暴動

迫害的華人，乃宣布組織國家團結內閣，任命華人經濟學家郭建義出任財經工業

統籌部長，這是印尼建國以來的第二位華人部長。客家社團紛紛隨著華人文化的

復興而成立，也因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崛起和大中華經濟發展的輻射效果，印尼政

府亦開始重視華文人才的培養。 

印尼客家人為數眾多，在華人中居於主導地位，1950 年代雅加達商界通行

的語言即為客家語，故而來臺之印尼華僑多為客家人。印尼客家人在婆羅洲、蘇

門答臘和爪哇均可見其身影足跡。位於婆羅洲島的西加里曼丹省是蘭芳大總制的

舊地，當地華人幾乎皆為客家人，掌握椰乾、橡膠、木材和各種土產的生產與出

口；蘇門答臘島和婆羅洲之間的邦加勿里洞省，是華人初抵之地，客家人密集，

主要應徵前來開採錫礦，邦加以陸豐人為主，勿里洞則主要為梅州人；位於蘇門

答臘本島的北蘇門答臘省省會棉蘭的客家人，語言上已同化於閩南僑民，是典型

的福佬客。最西的亞齊特別行政區則以客家人居多。南蘇門答臘省會巨港（舊港）、

其北鄰的占碑省均有客家人居此；爪哇島是印尼人口最密集的地區，雅加達舊名

巴達維亞，為印尼首都，第一大城，第二大城泗水，以及三寶壟、萬隆各地均擁

有祖籍各地的客家人。此外，蘇拉威西的孟加錫和摩鹿加群島的安汶亦有客家人

分布。印尼華人屬於第一代移民者，稱為新客華人（Totok），土生華人（Peranakan）

則是印尼出生與成長的華人，許多是因為母族為印尼馬來人，而使其深具馬來的

血緣和文化特徵，但仍擁有華人的族群認同。土生華人許多已經本土化，甚至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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懂中文或不再使用中文姓名，但因荷蘭殖民以至印尼獨立後長期的民族隔離政策，

將之歸類為華人，因而如同新客能保持著穩定的華人認同，直到蘇哈托實施強制

同化政策，華人的認同才開始發生變化。 

四、印尼的客家社團、會館及基金會 

    關於印尼的客家社團、會館及基金會，楊聰榮曾強調「印尼的客家社團，一

般做印尼研究以1998年當作指標，印尼在禁華文前的主要社團都是傳統型的社團，

1998年以後新成立的社團是以印尼議題為主的社團，所以性質不一樣。」
60
此論

點值得參考。為瞭解現今印尼的客家社團、會館及基金會，本研究團隊經由文獻

分析與實地訪查，茲分下列三點說明：(一) 印尼的客家組織：社團、會館及基

金會；(二) 印尼的客家界重要領導人；(三) 2013年印尼客家的實地訪查。 

 

(一) 印尼的客家組織：社團、會館及基金會 

有關印尼的客家社團、會館及基金會因印尼客家人才極多及地方分散，且客

家人凝聚力強，故種類相當多且相當活躍。本研究團隊為了執行印尼客家研究計

畫，瞭解印尼客家組織之樣貌，除了透過文獻分析外，也到印尼實地口訪、田調

，廣泛蒐集有關客家組織之資料。經過彙整分析後，我們發現，印尼至少應有74

個客家相關組織(同鄉會、會館、聯誼會、基金會、公會等)。茲將現在已掌握之

資訊整理出附錄1：印尼客家社團、會館及基金會總表，表中所列組織的排列順

序是依地理區域分，主要是以印尼首都雅加達為核心，漸往東走，有組織名稱、

組織所在地點及電話，以供後續研究參考。 

再者，關於印尼客家組織概況，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由於印尼國內外局勢不

穩定，加上排華因素影響，一些印尼客家社團面臨終止之命運，有些在後期又復

會，另有些則是經過合縱連橫之後，成立客家新社團，參見附錄2：印尼客家組

                                                      
60

  此為楊聰榮參加國立臺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教授邱榮舉主持客家委員會專題研究計畫 2013

年 4 月 29 日晚間假國立臺灣大學客家研究中心主辦之《印尼客家研究》座談會發言稿中之一

部分，請參閱附錄 3：印尼客家研究座談(一)會議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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織概況。本研究團隊已整理出印尼客家組織的成立年代、創會或發起人，以及重

要領導人。從該份資料中，我們發現早在1820年即有印尼泗水惠潮嘉會館

(Perkumpulan Hakka Surabaya)的設置；清末又有印尼楠榜客屬懇親社(Yayasan 

Metta Sarana)及印尼大埔同鄉會61(Paguyuban Taipu Indonesia)之設立；在1945年(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 ) 前成立的客家社團則有印尼梭羅客屬聯誼會

(1930/Perhimpunan Persaudaraan Hakka Surakarta) 、 印 尼 龍 目 客 屬 會 館

(1933/Perkumpulan Hakka Lombok)、公善社62(1934/Yayasan Setia Budi)、蘇南客家

同鄉會(1936/Perkumpulan Hakka Palembang)、雅加達永定會館63(1938/Paguyuban 

Yongding Jakarta)等社團，其餘則在二戰之後設立，請參見附錄2。其中，印尼客

屬聯誼總會於2008年5月3日正式宣佈成立，是印尼唯一的全國統一客屬社團，目

前共有37個分會。印尼客屬聯誼總會自成立以來，努力推進印尼與華人國家之關

係，為讓客家文化在「千島之國」百世流芳，印尼客屬聯誼總會還在雅加達興建

客家博物館。 

 

(二) 印尼的客家界重要領導人 

華人移民印尼歷史久遠，蘇哈托排華之前各類社團活動極為活躍，印尼獨立

後，受中國內戰和國際冷戰影響，親中華民國與親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華人各擁山

頭，鬥爭十分激烈，直到蘇哈托全面取締為止。 

歷經排華運動的劫難，當代印尼的客家社團，盡皆成立或恢復於蘇哈托政權垮臺

以後，其中具有代表性與影響力者，有吳能彬於一九九八年創立的印尼客屬總公

會，吳能彬並為印尼大同黨主席，獨資主辦《和平日報》；黃德新二零零二年創

立、而由李世鐮擔任理事長的印尼梅州會館；葉聯禮領導二零零八年成立的印尼

客屬聯誼總會，秘書長為印尼華文寫作協會主席袁霓。印尼客家聯誼總會下轄三

                                                      
61

  清末民初分別在巴城及棉蘭成立印尼大埔同鄉會，1960 年代設有漢樂社、歌詠團，曾在雅

加達國家劇院演出古裝漢劇。 
62   公善社前身是洪義順公會，為洪門組織，目前重要領導人物多為客家人。 
63

   1938 年開辦協和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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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個分會，並擁有印尼第一個印尼語、英語、漢語三語崇德學校。該會於今年

（2013年）9月主辦世界客屬第二十六屆懇親大會，並正在籌畫設立印尼客家博

物館，由此可想見印尼客家豐沛和爆發的社會能量。此外，重要的地方客家社團

與領袖，則有三寶壟客家公會，主席陳浪僑；龍目客屬會館，主席劉漢強；任抹

客屬聯誼會，團長陳偉彥；萬隆客屬聯誼會，主席黃裕琴；泗水惠潮嘉會館，主

席黃陽生；棉蘭蘇北客屬聯誼會，主席饒健民；錫江積德慈善基金會，主席李捷

仁；印華百家姓協會，總主席熊德怡，他也是印尼國民軍首位華人將軍，已退役

，亦兼任雅加達美麗縮影公園印尼華人文化公園園長和客聯總會監察長。印尼客

家聯誼總會籌建中的印尼客家博物館館址即設立於該公園。另有與臺灣關係密切

的客家社團，如蘇南留臺校友聯誼會，會長林一心，臺灣客家之友會，由當代臺

灣南進政策下到印尼投資經商的臺灣客家企業人士組成，會長呂窗雄。 

隨著印尼的民主化，二零零零年以後，漸有客家人躋身印尼政壇。二零零六

年印尼修正〈國籍法〉，承認華人的公民地位。西加里曼丹省副省長黃漢山和山

口洋市長黃少凡是印尼民主化後頭兩位在地方首長選舉中勝出的華人和客家人

，黃少凡於二零一三年因當地華人分裂而未能連任，黃漢山為出身坤甸的梅州客

家人，原為省議員，二零零七年受邀搭檔而當選副省長，另有鍾萬勰當選首都雅

加達市副市長。鍾萬勰被認為是印尼華人中最有機會在中央政府中再上層的實力

型政治人物。當前蘇西洛總統內閣的促進旅遊與創意經濟部長馮慧蘭，是第一位

女性華人和客家部長，生長於雅加達，是典型的技術官僚，國際間享有極高聲望

，很可能於今年出任世界貿易組織秘書長。在印尼國會，則已有二十餘位華人議

員，其中包括傅志寬等梅州客家人。山口洋市為陸豐客家人佔多數的城市，該市

前任民選市長黃少凡、議長蔡萃媚、副議長黃振能皆為客家人，連同他們在內，

該市市議會二十五位議員中有七名華裔議員。該市與我國桃園縣楊梅市於二零一

零年締結姊妹市，兩地婚配與來往密切。西加里曼丹省省會坤甸市議會議長劉建

源亦為梅州客家人，該市議會四十五位議員中有七位華裔，另三發縣議會則有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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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華裔議員。雅加達北區地方議會則有楊秀珍議員。這裡顯示華人和客家人在印

尼政壇，還有很大的發展機會。 

 

(三) 2013年印尼客家的實地訪查 

    本客家研究團隊2013年在印尼客家的實地訪查，有與客家重要領導人見面，

簡要說明如下： 

1. 拜會印尼客屬聯誼會葉聯禮總主席。 

2. 拜會梅州會館創辦人黃德新主席，黃德新主席協助蒐集梅州會館內客家

書籍資料，安排引薦各地人士。 

3. 拜會《國際日報》熊德龍董事長，並分享他的奮鬥故事與經驗。 

4. 李世鐮主席親自帶領參訪印尼「客家博物館」，贈送《印尼客家博物館

倡議書（PROPOSAL）》。 

5. 拜會梅州會館陳志明會長。 

6. 曾建元總領隊之感想與建議 

(1) 這次印尼客家華人田野調查先行部隊探訪了印尼的三大城市及一個島

，包括雅加達、萬隆、巨港及邦加島。行程安排先到雅加達待二天，

拜會當地華人領袖及客家大老，再到萬隆參觀崇仁三語學校，當天晚

上坐車趕回雅加達，次日從雅加達出發到邦加島，在邦加島住了三天

兩夜，走訪當地的寺廟古蹟。接著從邦加島坐船進入蘇門答臘的巨港

，拜會蘇南巨港客家同鄉會及老人院，並獲邀參加當地客家基督教會

二十九周年慶，最後回到雅加達與印尼留臺校友會聚餐，整個行程總

共十天九夜，安排的非常緊湊。  

(2) 這次印尼行主要接觸的重點是印尼客家的社群，由於行前的聯絡工作

及行程安排做的相當紮實，所以此行受到印尼梅州會館創會會長黃德

新主席熱誠接待，黃主席也是本屆世界客屬懇親大會籌備會的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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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雅加達由黃主席的助理黃俊霖先生全程陪同。  

(3) 另外還拜會了當地華人代表，如「國際日報」董事長熊德龍先生，以

及客屬聯誼總會葉聯禮主席。「國際日報」是印尼發行量最大的華文報

紙，透過網路及平面媒體行銷，傳播效果非常大；客屬聯誼總會則為

印尼最大的民間社團，有43個分會分佈在全印尼各省，由於印尼華人

客家社團互動非常頻繁密切，所以能發揮極大的社會力量，每個分會

都是當地的企業主。拜會葉聯禮主席時，臺灣駐印尼商會副代表葉菲

比女士也特地前來致意，顯見葉主席在當地華人社會的影響力。  

(4) 參觀行程方面主要包括印尼客家博物館、雅加達崇德三語學校以及萬

隆崇仁三語學校。印尼客家博物館座落於「印尼縮影公園」內的印尼

華人文化公園裏，占地四千平方米，仿照永定振成樓圓樓造型，打造

成三層樓高的客家圓形土樓建築。主持興建工程的熊德怡將軍及建館

工作委員會主席李世鐮先生，談到客家博物館完全是由民間捐資，目

前最大問題是軟體部份，由於印尼排華近三十年，許多華文文物都被

燒光了，加上人才斷層，未來如何永續經營是最大的問題。  

(5) 雅加達崇德三語學校是雅加達客屬公會出資成立的學校，該校有幼稚

園、小學、初中、高中，教授印尼語、華語、英語，當天幼稚園開學

，小朋友載歌載舞非常可愛。辦公室校舍都是由民間捐資，出錢的都

是六、七十歲的老者，老人家覺得看到後代子孫會講華文會講客家話

，感到非常值得。萬隆崇仁三語學校，與崇德差不多都是由民間出資

辦學，所面臨共同的問題是師資不足，沒有好的華文老師。  

(6) 邦加產錫礦，客家人最早到當地工作，所以參觀了華工上岸時暫時居

留所，另外還參拜當地的伯公廟、關帝廟，他們將伯公和土神分開來

拜，這和臺灣比較不一樣。其實邦加和巨港都有豐富的文化資產，只

是沒有被重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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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臺灣知識庫陳瑪琍經理及黃佩玲顧問之感想及建議 

(1) 出發前：本次行程規劃重點是依據臺灣大學客家研究中心提供之主軸

：印尼客家華社發展與客家文化調查。安排客家華社拜訪、客家博物

館、華人文化參訪等活動。預計共有5天停留在雅加達、3天邦加島、2

天巨港，共計10天9夜的調查活動。並協助與各華社接洽安排行程。其

中預計前往拜訪的客家華社有：梅州會館、客屬聯誼總會、邦加客屬

公會、蘇南客家同鄉會等。重要參訪行程則為：雅加達的客家博物館

、錫礦博物館、瑪腰古宅等地。因為印尼華僑都很熱情，到當地後，

會為我們安排更適合的調查地點，所以我們的行程不會全部排滿。 

(2) 回臺後成果： 

本次在印尼的收穫豐碩，每一位華僑都提供很多資訊，口述以前的真

實故事，協助安排行程與交通，讓我們在這趟調查活動更順利。 

‧雅加達：梅州會館創辦人，黃德新主席，在第一天就安排人員接機

，協調客家博物館參訪、萬隆客屬拜訪，國際日報參訪，還帶我們

參加巴中晚會結識客家華僑等等。並從梅州會館找尋適合的史料書

籍，贈送臺灣大學與師範大學，帶回臺灣。這次的印尼訪查，黃主

席幫忙很多。印尼客屬聯誼總會表示希望在印尼可以推廣小朋友學

習客家話，因為現在的小孩多數都沒有學習客語，在語言的傳承上

有斷層。 

‧邦加島：邦加客屬公會鄒霖財會長帶著我們在邦加島上，訪問了客

家華人印尼的拓殖史與參訪客家文化廟宇，並訴說早期華人到邦加

島開墾的故事。 

‧巨港：蘇南客家同鄉會曹裕光主席，與大家分享了排華時的暴動歷

史，讓大家對於當年的歷史有更多的了解。曹主席一家也很熱情的

招待，提供巨港具有華人歷史參考價值的行程，蒐集到很多寶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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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與照片帶回臺灣。 

(3) 對這次印尼參訪的感想及建議：印尼華人都有共同創傷就是印尼排華

，對他們而言長期被壓抑，所以現在印尼改革開放後，華人非常團結

，而中國的崛起給他們強大的依靠，他們提到祖先是從中國移民過來

，臺灣客家情同手足，他們不可能因親共而打壓臺灣，但在政治上印

尼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形勢比人強，但私底下對他們來說是平行交

往。有關教育方面，大陸幾所大學及政府對印尼華教投入很多，例如

孔子學校，以及大陸遠距教學從學士到博士，不用到大陸在印尼看電

腦看電視就可得到學位，用很短的時間付出很低的代價，就可以迅速

填補華文的空缺。反觀臺灣方面限制太多，薪資太低使得臺灣人不願

去當地擔任華文教師。其實人才的培養是必須的，臺灣高等教育對他

們的華人文化或華人教育有所幫助，應該會是一個強項。  

 

五、印尼客家研究現況分析 

印尼客家研究為國際客家研究之重要組成部分，也是整個國際客家研究中特

別重要的一環。有關客家研究，除了早期有許多華人多所探討外，後來也有不少

外國人關心客家，重視客家文化，進而從事客家研究。 

(一) 有關東南亞華僑華人之相關研究文獻 

A. 有關海外華僑華人研究：主要有巴素、吳澤、王賡武、朱杰勤等。 

B. 有關印尼的華僑華人研究：廖建裕、鄺耀章、黃昆章等。 

(二) 有關東南亞客家之相關研究文獻 

A. 有關國際客家研究：羅香林、戴國煇、徐正光、房學嘉、陳錫超(Clement 

Chan)等 

B. 有關東南亞史與東南亞客家研究：蕭新煌、張維安、范振乾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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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有關印尼客家之相關研究文獻 

A. 印尼的客家：羅英祥、黃昆章、袁霓、吳美蘭、陳欣慧等 

B. 臺灣的印尼客家：葉欣玟、劉振臺等 

綜觀前述相關文獻，研究者多半以東南亞地區如泰國、馬來西亞、新加坡等

地之華人社會為主軸，闡述客屬華人在當地發展的情形以及華人會館的樣貌，針

對印尼客屬華人會館及相關社團組織來探討的文獻，資料反而闕如，而論文方面

大部份以印尼華僑來台之生活為論述的重點，事實上以印尼華僑華人之人數在全

球所佔極大之比例，而華僑華人又歷經印尼排華事件及暴亂，從華人整體經濟社

會文化觀點及維繫華人命脈的立場而言，亟需更多資料印證客籍華人在印尼的影

響力及重要性。 

 

(四) 楊聰榮對於印尼客家研究之論點64
 

本研究計畫曾邀請楊聰榮參加有關印尼客家研究座談會，他在座談會上曾訴

說他對於有關印尼客家研究現況之論點，特節錄其重點如下： 

1. 從事印尼客家研究的單點突破，最好到加里曼丹的山口洋。臺灣和山口洋

有特殊淵源，剛才講到外籍配偶早年都是從山口洋來的。因為客家話保存

的很好所以很容易嫁到臺灣來。所以山口洋有特別的條件。現在山口洋又

和楊梅市締結姐妹市所以被注意到。嫁到臺灣來的仲介大部份是坤甸人，

坤甸扮演不同的角色除非做不同的研究可以去坤甸。但要做原汁原味的客

家首選是山口洋。 

2. 臺灣若要從事印尼客家研究，最好的方式是跟印尼當地學術機構合作，鼓

勵那邊的研究生來臺灣唸書，做那邊研究，這比較有可能。印尼是一個大

國，在其國家意識裡哪有客家研究的位置，連當地華人的研究都很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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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沒適當的鼓勵，一個當地的學生為何要做客家研究？沒有誘因啊。印

尼這個國家經濟蒸蒸日上，他研究印尼社會關心的題目都來不及了，連華

人的研究都很少人作了。 

3. 對東南亞地區的外交關係而言，印尼是最謹慎的。當時印尼禁華文老一輩

的人都記憶猶新，而老一輩的人已凋零，換了一批新人對歷史背景沒有感

情，代間差距很大。臺灣也發生同樣問題，知識沒有累積。 

    上述為楊聰榮總體對客家華人歷史及華人分佈的概括說明，且對於印尼總體

的發展及臺灣跟印尼的關係也舉了很多例子來說明過去的歷史。這是很重要很根

本的，讓我們對印尼客家人歷史跟現況有大概的了解。過去從事國際客家研究，

東南亞地區新加坡、馬來西亞還有，印尼這麼重要的客家研究反而沒有人做，此

點實在有待補強。 

 

(五) 曾建元對於印尼客家研究之論點65
 

    本研究計畫曾邀請曾建元參加有關印尼客家研究座談會，他在座談會上曾訴

說他對於有關印尼客家研究現況之論點，特節錄其重點如下： 

1. 臺灣客家學者蕭新煌、張維安、范振乾、李美賢、林開忠、謝偉倫等，曾

於2004年整理〈東南亞客家研究相關書目〉發表在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

學研究中心出版的《亞太研究論壇》第二十三期，對於東南亞客家研究提

供了迄今為止最為完整的參考文獻。該書目將東南亞客家研究文獻，就期

刊論文、會議論文、專書與專書論文，以歷史、文化、社會、教育、政治、

人物、文學幾類分別羅列，從中可以見到，馬來西亞和新加坡之客家研究

為主流，海外客家人最多的國家印尼的客家研究則不成比例，且主要集中

在印尼民主化之後，可見印尼排華政策也影響到印尼客家研究的開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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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研究印尼客家，應先由東南亞華人和印尼華人的歷史與社會脈絡著手。關

於東南亞華人史，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李恩涵於臺北出版的《東南

亞華人史》是最佳的入門書，印尼華人史則可見中國大陸印尼歸僑學者前

暨南大學歷史系教授李學民與同為印尼歸僑的同校前華僑華人研究所所

長黃昆章合著，而於1987年由廣州廣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之《印尼華僑

史：古代至1949年》，前國立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教授鄭學稼1976年的《印

度尼西亞史》，以及當代國立暨南國際大學東南亞研究所李美賢教授的《印

尼史：異中求同的海上神鷹》，都提供了研究印尼華人史的重要框架和線

索。新加坡國立大學政治學系教授廖建裕原為印尼華人，他有幾本在新加

坡出版的重要中文著作，《東南亞與華人族群硏究》涵蓋整個東南亞華人，

以印尼華人為主題者，則有《印尼華人文化與社會》、《現階段的印尼華

人族群》、《印尼原住民、華人與中國》等。澳大利亞墨爾本大學歷史學

系副教授柯培爾（Charles A. Coppel），是當代英語世界研究印尼華人的

權威學者，他的蒙納許大學（Monash University）政治學博士論文《危機

中的印尼華人》（Indonesian Chinese in Crisis）出版於1983年，2002年則

於新加坡出版了論文集《印度尼西亞華人族群研究》（Studying Ethnic 

Chinese in Indonesia）。討論印尼民主轉型後的印尼華人政治與社會者，

有中國社會科學院亞洲太平洋研究所副研究員賈都強2006年於該所《當代

亞太》發表〈轉型進程中的印尼華人社會：現狀、問題與前景〉，國立臺

灣師範大學應用華語文學系副教授楊聰榮2007年臺北出版專書《新秩序下

的混亂──從印尼暴動看華人的政治社會關係》，全面並歷時性地深入檢

視華人在印尼的政治社會關係，新加坡管理大學社會科學學院助理教授雲

景耀則於2012年在臺灣出版《當代印尼華人的認同：文化、政略與媒體》

（Chinese Identity in Post-Suharto Indonesia: Culture, Politics and Media）之

中譯本。國立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員孫采薇2004年發表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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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太研究論壇》的〈政策、制度與族群關係：印尼與馬來西亞對境內華

人族群政策的比較研究〉一文，則處理了印尼的華人族群政策。 

3. 華東師範大學歷史系教授王東有〈客家人向東南亞的早期遷移：關於其背

景及特點的初步分析〉，收錄於2002年香港嶺南大學族群與海外華人經濟

研究部主任鄭赤琰主編之《客家與東南亞》一書於香港出版。作為華人的

一支民系，客家人的族群認同和文化保存，除了受僑居國族群政策的影響，

也受到其他強勢華人族群如閩南人、廣東人、潮州人和華語族群的影響，

中研院社會學研究所研究員、現任所長蕭新煌在客家於整個東南亞的認同

問題研究上扮演著重要的領導角色，2005年他與張維安、范振乾、林開忠、

李美賢、張翰璧等共同發表〈東南亞的客家會館：歷史與功能的探討〉於

《亞太研究論壇》，再於次年和暨大東南亞所副教授林開忠發表會議論文

〈東南亞客家認同的形成與侷限〉，同一年林開忠亦與李美賢於國立交通

大學客家文化學院和國立中央大學客家學院合辦之《客家研究》發表〈東

南亞客家人的「認同」層次〉，蕭新煌則於2010年發表其具有理論總結性

的會議論文〈東南亞客家的變貌：族群認同與在地化的辯證〉。 

4. 以印尼客家人整體為對象的研究，黃昆章於1996年有〈印尼客家人的地位

與作用〉一文發表於廣西華僑歷史學會發行之《八桂僑史》，中共廣東省

委黨校教授丘立才1996年於新加坡南洋客屬總會主辦之第二屆國際客家

學研討會發表〈客家人與印度尼西亞〉，1998年有吳美蘭〈客家人在印度

尼西亞的共生與認同〉一文收錄於梅州市市志辦公室主任黃鈺釗主編、廣

東經濟出版社出版之《客從何來》一書。2010年臺灣旅美客家獨立研究者

湯錦台於臺北出版《千年客家》一書，當中有相當篇幅介紹印尼客家歷史

和土生客家華人的文化。同一年亦有模里西斯客家獨立研究者陳錫超

（Clement Chan）在模里西斯出版《客家大世界》（Hakkas Worldwide）

一書，以專門章節介紹印尼客家的歷史與現狀。該書將由臺北的南天書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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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中譯本。在研究客家海外移民的著作中，湯錦台和陳錫超著作的適時

出現，使我們對於客家在全球的發展與分布歷時性與共時性的認識和了

解。 

5. 關於印尼各地客家社群的研究，客家移工在西加里曼丹的開發史上的貢獻

功不可沒。曾任東印度公司駐西加里曼丹中文翻譯官並且通曉客家話和閩

南語的荷蘭萊頓大學（Universiteit Leiden）中國語言與文學教授高延（Jan 

Jakob Maria de Groot），1885年依末代蘭芳公司總長劉阿生女婿葉湘雲交

付的《蘭芳公司歷代年冊》手抄副本所出版的《婆羅洲華人公司制度》（Het 

kongsiwezen van Borneo）一書，是經典的奠基之作。該書由福州大學歷史

系教授袁冰凌中譯，已於1996年由臺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出版，在其之

後，1929年國立暨南大學歷史學教授溫雄飛於上海出版的《南洋華僑通史：

羅芳伯傳》、暨大南洋文化事業部主任李長傅的《南洋華僑史》、客家研

究先驅羅香林1941年出版的《羅芳伯所建婆羅洲坤甸蘭芳大總制考》等書，

均得力於高延的研究。當代研究如袁冰凌2000年在荷蘭出版之萊頓大學歷

史學博士論文《華人民主──西婆羅洲公司研究（1776-1884）》（Chinese 

Democracies: A Study of the Kongsis of West Borneo (1776-1884).）、2004年

國立成功大學歷史學系曾恕梅之碩士論文《十八，十九世紀東南亞「華人

公司」型態之研究：以西婆羅洲與新馬地區為例》、2009年東海大學歷史

學系鄭元昇碩士論文《十八、十九世紀婆羅洲客家華人研究》，亦受到高

延的啟發。2005年閩西歸僑作家張永和、張開源合著的《羅芳伯傳》由印

尼和平書局出版，是印尼華人重整自我認同的心靈工程，在當地引起重大

迴響。2007年苗栗客家作家李喬參照羅香林研究與張永和、張開源《羅芳

伯傳》創作的客家大戲劇本《羅芳伯傳奇》，在行政院客委會的資助下，

由榮興客家採茶劇團演出，將羅芳伯故事帶進臺灣客家的視野，2009年國

立清華大學社會學研究所教授張維安與其博士班研究生張容嘉追蹤考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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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芳伯史事，則發表有〈客家人的大伯公：蘭芳共和國的羅芳伯及其事業〉

一文。 

6. 行政院客委會成立後，於2003年曾經委託中央研究院亞太區域研究專題中

心承辦第一期《海外客家基本資料調查》，對象即包括西加里曼丹，該計

畫有關印尼其他地區的客家調查還有待後續，但2006年國立政治大學民族

學研究所陳欣慧碩士論文《印尼亞齊客家人之研究》、2011年客委會補助

之國立臺灣大學人類學系助理教授羅素玫之研究《千島之國中的「他者」：

印尼峇里島的客家社群與族群現象》，已有部份成果。 

7. 關於印尼客家語言的演化，亦已有一定的研究成績。現任日本國立東京大

學總合文化研究科准教授吉川雅之於1996年南洋客屬總會主辦之第二屆

國際客家學研討會上即發表有〈印尼勿里洞島客家語音系〉一文，現任南

台科技大學應用英語系講座教授鍾榮富也在同一研討會上發表了〈由西爪

哇的客家話看客家文化在南洋地區的保存與變遷〉，厦門大學海外教育学

院教授李如龍1999年有〈印尼蘇門達臘北部客家話記略〉收錄於其主編《東

南亞華人語言研究》一書在北京出版。臺灣有新一代的研究者投入，2007

年天主教輔仁大學語言學研究所有梁心俞之碩士論文《印尼西加地區海陸

客語接觸研究》，2008年有國立中央大學客家語文研究所黃惠珍之碩士論

文《印尼山口洋客家話研究》。 

8. 受印尼排華影響，早年印尼客家移民來臺者頗多，近年因臺灣推動南向政

策，也吸引了經濟性的印尼客家新移民來臺。這些臺灣印尼客僑為臺灣和

印尼客家和華人社會建立起緊密的連帶關係，有關他們的研究，可以作為

臺灣印尼客家研究的特殊視角。2005年劉振台在國立雲林科技大學文化資

產維護系的碩士論文《一個消失中的田野：長治鄉印尼客僑的族群構成》

即以此為主題。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客家文化研究所副教授利亮時和新加坡

國立大學中文系博士研究生賴郁如2012年也以屏東縣長治鄉印尼客僑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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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象，於暨大出版之《臺灣東南亞學刊》發表〈臺灣印尼客僑的歸屬經驗〉。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客家文化研究所葉欣玟2010年碩士論文《蟄伏於歷史的

記憶：龍潭鄉內的印尼客僑》，則研究桃園縣龍潭鄉之印尼客僑。 

 

六、結論與建議 

(一) 成果效益 

    印尼客家研究為國際客家研究之重要組成部分，也是整個國際客家研究中特

別重要的一環。有關客家研究，除了早期有許多華人多所探討外，後來也有不少

外國人關心客家，重視客家文化，進而從事客家研究。印尼華僑華人特別多，而

印尼客家人也比海外其他國家的客家人多很多，故探討印尼客家人與客家文化，

蒐集與整理有關客家研究之重要參考文獻，將有助於海外華僑華人研究、國際客

家研究及國際客家學術交流與合作。本研究計畫之成果效益至少有三： 

1. 從事印尼客家研究，可對印尼的客家人、客家文化及客家社團、會館、基金

會等，能有一整體性的、較有系統的全面性瞭解 。 

2. 蒐集與整理有關印尼客家研究之重要參考文獻，將有助於海外華僑華人研究

與繼續推進印尼客家研究。 

3. 從事印尼客家研究，將有助於充實整體的國際客家研究，並將有助於國際客

家學術文化之交流與合作。 

(二) 結論 

1. 印尼為東南亞特別具有發展前景之國家，且該國對華人與華文已逐漸重視，

印尼客家研究有其重要性與代表性 

    「世界客屬懇親大會」，至今已舉辦了 26 屆，第 17 屆（2002 年）及本次第

26 屆（2013 年）皆在印尼首都雅加達舉行，由此可知，印尼客家在國際客家中

的重要性與代表性，而印尼客家研究亦有其重要性與代表性，值得再持續推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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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印尼客家人特別多，分布廣，且極具特色，頗值得深入探討 

    臺灣與印尼之關係可多加強化，客委會應繼續支持印尼客家研究，鼓勵籌組

專案研究團隊，持續分期、分地區進行探究；另應加強支持臺灣與印尼之間的客

家學術文化交流與合作。 

3. 印尼的客家社團、會館及基金會種類較多且相當活躍 

    印尼由於客家人不少，因而有許多客家社團、會館及基金會，印尼客屬聯誼

總會於 2008 年 5 月 3 日正式宣佈成立，是印尼唯一的全國統一客屬社團，目前

共有 37 個分會。印尼客屬聯誼總會自成立以來，努力推進中印友好和經貿合作，

也在臺灣有相當程度的往來，且日趨活絡，而在印尼現階段各地也正加強發展華

文教育，對中華文化與多元文化之發展頗有助益，為讓客家文化在「千島之國」

百世流芳，印尼客屬聯誼總會還在雅加達興建客家博物館。2013 年 9 月在印尼

雅加達舉辦世界客屬懇親大會（第 26 屆），及國際客家文化學術研討會。 

4. 確認印尼客家研究是國際客家研究中特別重要的一環 

    有關海外華僑華人之研究較多，而對於海外華僑華人中之客家研究則較少。

目前關於東南亞華僑華人中之客家研究，仍然不多，且印尼客家研究成果較新加

坡客家研究、馬來西亞客家研究等少很多。分布在世界各國的海外客家人，屬印

尼的客家人最多，印尼客家在國際客家中確實佔有重要性與代表性，且世界客屬

懇親大會曾在印尼舉辦過二次，此次經本團隊研究後，確認印尼客家研究是國際

客家研究中特別重要的一環。 

5. 此次推動印尼客家研究所遭遇之困難 

    此次推動印尼客家研究，至少遭遇了下列三個困難：1. 研究資料相當欠缺：

有關印尼客家研究之相關資料相當欠缺，蒐集困難。2. 研究經費嚴重不足：本

研究計畫之經費補助太少，前往印尼路途遙遠，而本研究計畫未能給予較充足的

經費補助，致使研究團隊成員進行實地訪查極為艱辛。研究期限太短：本研究計

畫只有 11 個月的研究期限，而印尼又稱「千島之國」，實難以兼顧高度、廣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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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深度之全面性探討，在印尼的參訪時間短促，加上有些訪談對象經商忙碌或舟

車勞頓，不易配合計畫期程進行訪談。 

(三) 建議 

A. 對客家學界之建議事項 

1. 印尼客家研究與東南亞客家研究宜繼續共同推進 

    研究印尼客家，應先由東南亞華人和印尼華人的歷史與社會脈絡著手。臺灣

客家學者蕭新煌、張維安、范振乾、李美賢、林開忠、謝偉倫等，曾於2004年整

理〈東南亞客家研究相關書目〉及相關論著，對於東南亞客家研究提供了較為完

整的參考文獻、並打下了重要基礎，且已有一定的研究成果，惟質與量方面，仍

有待有志者繼續共同推進。客委會成立後，2003年曾經委託中央研究院亞太區域

研究專題中心承辦《海外客家基本資料調查》，及各相關大學對印尼地區的客家

研究，客委會應繼續多支持。受印尼排華影響，早年印尼客家移民來臺者頗多，

有關臺灣印尼客僑為臺灣和印尼客家和華人社會建立起緊密的連帶關係，有關他

們的研究，可以作為臺灣印尼客家研究的特殊視角。印尼客家人數多且極具特色

，在國際客家研究中極為重要且具代表性，確實值得再深入研究。 

2. 國際客家研究應從事長期研究且多培養青年學子與年輕學者 

    國際客家研究應從事長期研究且多培養青年學子與年輕學者，在國際研究中

印尼華人研究與客家研究有其重要性，應多培養年輕研究者。 

B. 對中央政府(客委會)之建議事項 

1. 客委會應多支持印尼客家研究計畫或相關客家田調團隊 

有關印尼華僑華人研究成果相對而言較少，而印尼客家成果更是少之又少。

有關印尼客家研究的相關資料與研究成果，臺灣相當欠缺，蒐集困難，若要加強

臺灣與印尼之關係，或加強國際客家研究，實應多加強對現今印尼的總體研究及

印尼客家研究。 

2. 客委會應多組織客家研究團隊前往印尼，多方共同合作進行田野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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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尼客家人特別多但相關的印尼客家研究相對而言少很多，應多組織客家研

究團隊前往印尼，與當地大專院校和華人社團（特別是客家社團），共同推進客

家學術文化交流與合作，並進行客家田野調查。 

3. 客委會應多支持從事國際客家研究之相關客家學術計畫，並給予經費補助 

國際客家研究是客委會研製與執行客家政策的重點工作之一，且是推廣客家

文化與進行國際文化交流之重要關鍵，因而必須長期有計畫、有系統地培養與支

持有志於從事國際客家研究之相關客家研究團隊。因本次研究經費補助太少，且

前往印尼路途遙遠，本研究計畫未能獲得客委會給予較充足的經費補助，致使研

究團隊成員進行實地訪查極為艱辛。 

4. 客委會應多協助多年期的國際客家研究計畫，以利完成較完整、較有系統且

較深入的客家研究成果 

    印尼素有「千島之國」之稱，印尼華人約有 2000 萬人，而客家人約有 600

多萬人。印尼客家人分布的地區很廣，主要居住地為爪哇的雅加達、三寶壟、泗

水、萬隆，蘇門答臘的占碑、巨港、棉蘭，婆羅洲的坤甸、山口洋，蘇拉威西的

孟加錫和安汶、邦加，勿里洞以及帝汶島。 

今年我們所進行的印尼客家研究期限太短，本研究計畫只有11個月的研究期限，

實難以兼顧高度、廣度及深度之全面性探討，在印尼的參訪時間短促，加上有些

訪談對象經商忙碌或舟車勞頓，不易配合計畫期程進行訪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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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計畫三 

國際客家研究：日本客家研究 

 (論文精要) 

計畫主持人：許介鱗 

共同主持人：劉碧蓉 

協同主持人：姚巧梅 

一、研究目的 

    臺灣大學客家研究中心，為加強推動國際客家學術文化交流與合作，結合臺

灣海峽兩岸與國際客家及客家之友的力量，共同推動國際客家研究，以利擴大客

家研究之高度、廣度及深度。近年來，更將重點放置在國際客家研究議題上，尤

其是對日本客家研究之瞭解與發展。 

    戰前日本就有客家研究的論文出現，但主要是用在軍情需要，提供作為日本政

府政策執行的參考工具。日治時期，臺灣的客家人也隨著日本殖民統治來到日本，

戰後的日本更吸引不少臺灣客屬鄉親來此發展。其後，在日本的客屬鄉親，為了

凝聚客家意識，相繼在日本各地成立「崇正公會」等客家社團。除此之外，客家鄉

親在各自專業領域上，取得不少的成就與殊榮，也引起日本學術界對客家的關注，

進而投入研究。本論文的研究目的，可從以下兩方面來論述： 

 

（一）探討日本客家社團之發展 

    不論日本東京或是關西的「崇正會」，都是當地最大的客屬社團，會員間以相互

扶持，親睦聯誼及推廣經濟、文化、學術交流，並維持客家優良傳統為目的。本

研究計畫期望藉此研究多瞭解日本客屬社團的沿革，及其發展過程與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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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解析日本學術界的客家研究 

    日本對客家研究之興趣，雖起源於政府施政之需求，或者二次大戰時軍需佈局而

展開。到了戰後，隨著時代的變遷，臺灣客家族群為了適應社會轉變，開始關心到

自己族群的權利，也參與了社會活動。因此，如何突破客家族群傳統模式，如何超

越傳統客家社團的地緣與血緣關係，以及客家族群認同等問題，藉此瞭解日本學術

界的客家研究。 

 

二、研究方法 

    研究方法也可說是資料的來源，因為有了研究方法，才能掌握資料蒐集的精

確度和便利性，本研究所要討論的是「日本客家研究」，此研究資料以文獻分析

法、深度訪談法為主，二者兼顧，相互運用，互為佐證。 

 

（一）文獻分析法 

    本研究之課題，主要是日本客屬社團和日本客家學術研究二部份。關於日本

客屬社團文獻，主要來自當年客屬社團舉辦聯誼活動等資料，此資料多為社團負

責人或成員所存，因此，勢必透過日本客屬社團負責人或成員提供以及出版的紀

念特刊等，做為文獻的來源。其次，關於客家學術研究資料，主要來自學者在其

論著或報紙、雜誌期刊的研究論述，甚至在網站上出現的報導，都是本研究所要

蒐集的資料範圍。 

 

（二）深度訪談 

    配合上述蒐集到的文獻資料，加以研讀並給予分析。以抽絲撥繭法，對本研

究相關社團如東京崇正公會、關西崇正公會或學術文化團體如日本國際客家文化

協會等負責人進行訪談。針對文獻上所顯示的資料，擬訂訪談議題，從深度訪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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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獲得的資料、資訊或觀點，完成本研究所欲期達成的目標。  

 

三、研究之理論分析架構 

（一）研究之理論 

    近代客家學的研究大致區分為「客家學」（Hakkaology）、「客家的研究」

（Hakkanese Studies）與「客家研究」（Hakka Studies）等三種類型。本文的

日本客家的研究，可分為二部分：一是僑居在日本的客屬社團之發展趨勢與現況

之研究，一是在日本的學者或學界對客家議題所提出的論點。 

    客家民系是歷史移民的產物，客家先祖由北而南遷徙，先後在贛南、閩西、

粵東紮根，進而向海外發展。客家人在日本奮鬥，依附到日本各地生活，這可說

是一種的「離散」。他們不僅要克服異國生存的環境，又要傳承創新本身客家的

傳統與文化，真是一件不容易之事。他們離開自己的家園，這是離散的始源，也

稱為「根」；他們來到日本居留，也就是說離散社群來到賴以依附的居留地，稱

為「路」。因此，他們需要有包容性與生產性的概念與現實。「根」是他過去與記

憶。或許有朝一日可望回歸的地方：「路」則屬於居留地，屬於未來。他們會

離散介於這兩個「中心」擺盪，並在「根」與「路」之間離散，並不時

與上述兩個中心對話。 

     研究近代日本的客家，也可依研究者的出身背景可分為三類。第一類是日

本政府體制下的公務調查員；第二類是在人文與社會科學理論與研究方法訓練下

的學者專家；第三類則是記者與評論家出身的大眾文學作者。本文研究的是探討

日本的學者或學界對客家議題的研究上，屬於第二類研究者重視研究方法與研究

途徑，傾向以民族學、社會經濟史等理論架構進研究。 

 

 

 



447 
 

（二）研究架構 

    研究架構建立的目的，在於使人能清楚地、邏輯地思索該研究的步驟，以利

執行研究的過程。本論文採歷史的研究途徑做為研究之觀點，最主要的內容將討

論日本客屬社團組織以及日本學術界的客家研究二部分。 

    首先為背景描述而陳述研究動機與研究目的，其次，將報章雜誌或紀念特刊

所刊載的客家的文獻、資料之論術，再結合深度訪談所獲得的資訊或觀點，描繪

出日本客家社團組織發展的景象；最後，整裡風響社所出版的客家專著、《客家

與多元文化》雜誌所刊出論文，整理進而分析探討其研究特色。 

 

四、重要發現 

1、海外研究客家議題以日本最為豐碩 

    海外對客家議題進行學術研究者，目前只有「日本國際客家文化協會」屬於

學術研究組織。該協會不僅有組織，還創刊了機關誌《客家與多元文化》，記載

會員的客家研究 的成果。另外，日本國際客家文化協會會員不同於崇正會的成

員，崇正公會之會員主要以臺灣籍的客家人或客家之友為主，但日本客家文化協

會跨越國籍限制，以學術研究為主，所以收錄的文章包含了海峽兩岸、日本甚至

國外學者的客家議題之論文。 

    由於客家人較無明顯外表，客家文化較容易為人所忽略，故較屬於隱性形象，

需要學者不斷的爬梳挖掘客家議題來公布於世。而在日本，不僅有日本籍的學者，

也有客家血緣或客家之友的學者投入客家研究議題，其研究的成果，自然與國內

較易產生不同觀點，因為居住在海外包括有客家血緣的學者來研究，現實的環境

讓自身更有「離散」感受，且加入嚴謹學術訓練的日本學者投入，自然會與本土

有不同的論點。 

2、日本的崇正公會熱心推動客家文化 

   不論是「東京崇正公會」或是「關西崇正公會」，都是日本當地最大的客屬社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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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崇正會」成立以來，每年均召開會員大會及懇親會，還參加世界客屬大會懇親

大會，甚至舉辦雙十國慶，端午、中秋賞月等中國民俗活動，並不定期擧辧演講

會，贊助接待國內表演團體來日本訪演，以及支援各僑團擧辧之各項活動等等。    

   「崇正公會」致力於於東京、關西地區之客家會務，並努力傳承發揚客家文

化，且都能與國內客委會都保持密切聯繫，實是扮演客家與僑界、客家與日本社

會、客家與國際社會之間的交流角色。其所屬成員不僅對當地的政經、文教等貢

獻卓著，在華僑社群中亦享有舉足輕重的地位。 

 

五、結論 

    客家人在日本奮鬥，不僅要克服異國的環境，又要傳承創新本身客家的傳統

與文化，真是一件不容易之事。但旅居日本的客家人，熱愛家鄉，不忘在日本各

地組織客家社團，對客家事務的用心與熱誠，服務鄉親，同時在各自的專業領域

上，也取得不同的成就與殊榮，為客人爭光，成為客家人的驕傲。 

    日本是海外客家學術研究較高的國家，不僅客家社團多，且客家學術研究團

體、學者專家南北分布廣，但本次只能到東京及關西兩地方調查採訪，難免有遺

珠之憾。此外，在研究訪查的過程中，發覺不少客家人在異國生存的難處與困境，

諸如客家話的流失，第二代以後子女都不太會講客家話，這也是一般海外客家人

的煩惱。雖然他們自覺有一份責任，要後代子孫不要忘本，瞭解自己是客家人，

更期望在主流文化的浪潮中，保存客家文化及開拓進取的客家精神，但總是有力

不從心之感。更嚴重的是，這些海外客家社團的主要幹部，呈現高齡化現象，社

團成員年齡的斷層，以及無推動客家事務之後繼者，不得不令人感到憂心忡忡。 

    但可喜的是，此次日本客家研究，發現有不少日本人在研究客家議題上努力，

諸如愛知大學的松岡正子教授，原本是少數民族的研究學者，2013年 8月帶了

17位學生來新竹縣橫山鄉的內灣，加入客家調查採訪。還有《客家與中國革命》

的作者北海道大學藤野彰教授特別前來臺灣，瞭解台灣客家運動。除此之外，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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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現客家的學術期刊，及以客家議題為探討的研討會，希望透過客家研究，來瞭

解社會內部少數族群的重要，以及中國社會的多元性，甚至知曉少數族群確立認

同感的過程。經本次的研究，更加瞭解到要以理性來談客家，才能接近客家的本

質，要持續與日本客家學術團體及學者專家，多多合作交流，才能了解日本人的

客家觀其核心是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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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計畫四 

國際客家研究：海外客家社團的變貌－ 

以新加坡為例 

 (論文精要) 

計畫主持人：邱榮舉 

共同主持人：陳昌宏 

一、研究目的 

    新加坡的客家族群不以人數取勝，但是在影響力方面卻展現了超越人數的限

制，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原因便是這些廣建在各地的會館，因此在研究上特別具有

意義，本研究的動機在於為何在華人群體中一個不算多數的族群卻能發揮超過人

口比例的作用？客家族群與社團在東南亞發展的過程中扮演哪些角色？這些客

家會館在新加坡國家發展過程中展現了什麼樣的變貌？這些客家社團的發展經

驗可以提供台灣發展客家社團什麼樣的參考？ 

 

二、研究方法 

1、深度訪談法（interview in depth） 

    本研究選取的國家是位處東南亞核心地帶的新加坡。新加坡獨立不到半世紀，

有著多元文化、多種族的特色，而且關係十分密切。過去被英國殖民，又曾爭取

獨立並成為馬來亞聯邦的成員。許多華人過去經由海路或陸路來到此區域，遷移

歷史長達兩百年。因此在比較研究上有其特殊性，但是在文獻的蒐集上仍有其不

足之處，必須透過訪談加以補足。目前擬訪談的對象為當地客家會館人員及客家

學者或正從事客家研究的人。由於筆者曾經在新加坡國大東亞研究所進行訪問研

究，所以對新加坡的學界有一定的人脈與資源並且可以透過新加坡的研究資源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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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係先選取新加坡客家學者或研究者作為訪談對象。目前已經訪談的對象包括黃

賢強及新加坡國立大學中文系若干教授等客家研究學者，例如黃賢強教授等，南

洋客屬總會何僑生、新加坡茶陽（大埔）會館藍正厚、永定胡裕初會長等。不排

除訪談客家會館內部的其他幹部或會員。同時在訪談時也採取滾雪球的名單方式，

接受受訪者的推薦人選，適當增加適合的受訪者。 

 

2、文獻分析法 

    筆者曾經長時間在新加坡國家圖書館（National Library of Singapore）

進行東南亞華人研究，並且在東南亞文獻特藏區找到許多有關東南亞客家族群的

文獻，其中包括許多馬來西亞及新加坡的建國歷史，也包括若干過去在此時期的

研究，許多是當時重要的歷史文獻，筆者利用在這裡的時間將客家族群相關的文

獻資料蒐集，作為日後分析的重要素材，目前已經累積相當的資料庫可供使用。

另外，在新加坡客家會館中比較有規模的，例如茶陽大埔會館，他們有一館藏室

存放了許多南洋客家人南來的歷史資料，其中也有部分關於客家會館的介紹，對

於理解客家會館的演進應有一定的幫助，同時也能跳脫網路資料的格局。此外，

對於新加坡客家社團的變貌，本研究在最初的研究起點假定社團產生變貌適和外

環境的變動有極大的關係，文化固然是風俗民情，但是國家發展的走向會影響境

內的文化發展走向。 

 

三、研究架構 

依據上述的研究構想，本計畫探討客家社團之發展經驗，其中包括客家社團

的內部組織，從最上層的核心領導、中間幹部到一般會員，透過族群網絡的方式

進行各種活動，包括：宗親與祭祀活動、政治動員、祭祀公業與公眾活動等。這

些活動可能是和華人文化有關，也有可能是純粹的慶典活動並結合西方節日，新

加坡西化尤為嚴重，因此相關的活動舉辦可能是中西合璧，台灣的客家社團則多



452 
 

是以傳統文化節日來進行，若是將這些活動的舉辦與參與看成是對政府或社會的

族群意識強化，那麼其極有可能影響族群政策、其他族群認同或這些各種透過族

群網絡動員的活動對客家族群在當地造成某些程度的影響。 

新加坡客家社團的變貌主要也是探討新加坡國家發展的內涵，更反映新加坡

從一個海港城市的到一個花園城市，從一個傳統工業城市變成一個服務業大國。

因此客家會館的變貌必須從新加坡的國家發展脈絡去理解。 

 

四、重要發現 

一、成立基礎與背景差異 

新加坡客家會館的組成基本上是因應時代的需要而設立。在新加坡的客家人

基本上都是祖先在清朝末年或甚至更早從中國遷往東南亞，因此他們對祖國大陸

的想望和台灣的客家族群有所不同。現在新加坡客家族群的祖父輩多是因為當時

中國環境不理想產生了對人民外移的推力，加上東南亞因為貨運交通與歐洲列強

殖民的因素，擁有較佳的環境與工作機會，因此他們大量遷移至此，他們的後代

對於中國、對於家鄉、對於宗族都有一些想像與一定程度的思念，當第一代建立

了會館後，第二代仍有一些使命感要繼續傳承下去，故而，在海外的客家會館是

基於對祖國或家鄉的想念而生，動機未必是因為要保存客家文化，更大程度上是

讓在此的客家人、鄉親能夠有個思鄉慰藉的地方，對中國的想望能夠有個出口。

台灣的客家社團則是近二十年來社會運動蓬勃發展下的產物，他們成立的目的不

外乎保存文化、傳承語言或是藉以向政府建言以爭取資源為客家做點事情。因此

我們可以看到台灣許多客家社團成立宗旨多是從此出發，和新加坡客家會館對祖

國家鄉的想望有很大的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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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經費來源 

客家會館或客屬社團的經費充足與否是是否能夠永續經營的重要關鍵，舉凡

社團運作經費來源不外乎有三： 

（一）捐助款或租金收入 

    新加坡的客屬會館的主要經費多數源自於此，尤其創辦會館的創辦人們通常

十分熱心會館事務，他們也幾乎都是在海外打拼事業有成，從會館創辦之初便捐

出一大筆款項來協助會館初期的運作，當然他們自身也會積極投入並擔任無給職

的負責人，出錢出人又出力，台灣客家社團的經費來源也有一部份是來自捐助款，

和新加坡會館不同的是，台灣客家社團並沒有明確的「根據地」，會館登記地址

通常多屬理事長的住家或其公司，聚會場所可能會租借學校或餐廳，並不像海外

客屬社團會很明確的有個長期或甚至永久的聚會場所，。 

 

（二）會費 

    新加坡的會館並非每年收費，而是在入會時一次繳交大約 2,500元左右新台

幣的入會費，此後則視活動需要繳費，否則就是終身會員，因此，會費並非新加

坡客屬會館的經費主要來源。台灣的客家會館除了入會費外，每年也得固定繳交

會費，不過費用都不高，入會費 1,000 元，常年固定會費則是 500元，會員可以

享受的福利基本上是可以超過其所繳交的金額，除了入會時會有禮物外，每年固

定出遊的活動更在兩次以上，因此，參加的會員均會有物超所值的感覺，每年固

定繳交會費的成員就超過 700多人，加上前面所述幹部所認捐的金額，維持社團

常態運作問題不大。 

 

（三）政府補助 

    新加坡政府並不會有固定的經費可以撥發給客屬會館，這是因為新加坡特殊

的族群組合，政府不希望讓人民覺得在政策上特別獨厚哪一個族群，某種程度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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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言就是為了「公平起見」，也避免因為獨厚造成族群心裡不平或甚至讓某特定

族群坐大，故而除非是政府特意要推動的政策，如講華語運動，可能可以因為推

廣相關事宜而給予補助，否則所有的會館都必須要自己自籌經費，不過因為李光

耀父子都是客家子弟，他們也會特別參與客家會館的活動，因此，經費的支柱雖

然不見得有，但是領導人在行動上的支持仍有一定的作用。 

    台灣的客家團體若需要額外的經費則可以透過計畫申請來取得經費，不過近

年在財政規模縮減的情況下，許多計畫的補助多採取定額補助，有時不論你的計

畫規模大小，一律只補助 10萬元，有些客屬團體禮聘老師來進行客語教學或合

唱活動，場地、師資樣樣都需要經費，但是在客委會只有部分補助的情況下，已

經出現了「巧婦難為」的情況。 

 

（四）財力雄厚的會館補助 

    新加坡有許多會館，而有「會館中的會館」之稱的宗鄉總會則有點像是銀行

中的中央銀行，他們有比較多的經費來自政府，因此他們也較有能力把部分經費

提供給其他需要的客屬團體或會館。宗鄉總會的執行長在受訪時就表示他們每年

都會固定挹注一些小的會館活動經費，大的會館則有時還會回饋部分經費給宗鄉

會館。 

    在台灣因為並沒有財力特別雄厚的會館或社團，而且因為有官方的單位，不

太可能會有大的客家社團補助小的客家社團的情況出現。 

 

五、結論 

（1）新加坡客家會館的變貌其實展現的是新加坡的國家發展變化，同時也反映

和其他族群的相對關係。 

（2）客家會館在新加坡開埠之後的功能從生活協助與適應到對客家文化保存與

發揚，這是其他地區客家社團未必會有的功能轉變，同時早期的老客對於



455 
 

新客在生活方面的適應協助不遺餘力，尤其是成功的老客不吝惜捐出自己

的資源來幫忙同鄉，甚至也有捐出房產作為會館活動的場地，例如永定會

館的胡文虎。 

（3）來自不同地區的客家人會設定必須來自同地區的客家人才能加入客家會館

的限制，因此，各個客家會館之間彼此壁壘分明，但是彼此間並非完全處

於競爭狀態，大的客家會館有時也會捐款給較小的客家會館，共同協助對

客家文化的保存與發揚。 

（4）現在新加坡客家會館的共同現象便是老的走不了，新人不願來。老的因為

對客家文化傳承使命的想法故而努力想辦法推動一些工作，但是在新加坡

的年輕人因為社會競爭的壓力太大而無法有時間參與活動。 

（5）英語教育阻礙了部份年輕人的加入，客家話是一種方言，但新加坡的年輕

人要把華語講好都顯得困難，若是還要花時間學習客家話勢必增加他們的

負擔，因此因為語言的差異可能讓年輕世代不願意加入客家會館的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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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計畫五 

客家地方特色食品的形成與地方發展： 

以公館紅棗為例 

 (論文精要) 

計畫主持人：賴守誠 

壹、研究目的 

帶有族群色彩與地方特色的客家特色食品近三十年來在臺灣崛起風行，自

1990 年代中期起，客家地方特色食品在客族形象與客庄地方意象的塑造上扮演

日益明顯的重要角色，並逐步與地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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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資產與策略工具。在此，作為族群飲食顯著代表的客

家地方特色食品也因此成為新型態飲食文化運動與地方社會發展的基礎。本研究

以一個客家地方特色食品網絡形成的個案──公館紅棗──為例，通過內生性鄉村

發展與特色食品文化經濟運作的新理論視野，對臺灣客家地方特色食品網絡與地

方發展間關係之建構、維繫、發展、與影響的機制提供社會文化層次的瞭解。主

要運用對客家地方特色食品之生產者—消費者—中介者網絡的核心群體進行訪

談，並對主要報紙相關報導進行內容分析與論述分析，以期瞭解主要涉入客家特

色食品的各個網絡群體，在公館紅棗被建構成為客家地方特色食品的基礎上，如

何通過各式勞動的投入對地方發展新模式扮演促進引導的重要角色，並企圖闡明

特色食品網絡如何通過地域意像構連與食物品質建構此兩關鍵層面的聯繫，對客

家地區的新型的經濟、社會文化與環境發展帶來關鍵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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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研究方法 

本研究採取之研究方法主要有兩大類型。第一為內容分析法與論述分析法。

為系統性地辨明、解析客家地方特色食品「公館紅棗」在 1961-2011 年間主要媒

體所呈現的趨勢模式與其間變化呈現的型態，本研究以聯合報電子資料庫內容為

資料搜尋的整體架構，利用「公館紅棗」此關鍵字進行搜尋，並對搜尋得到的報

導內容進行詳細深入的內容分析與論述分析。除將不相關的報導內容刪除外，本

研究的檢視著重在不同時期相關報導所呈顯的主要趨勢，以及內容描述時主要的

著重與特色的強調。 

 

第二為半結構式深度訪談法。本研究將針對(1)公館紅棗的各種不同類型產品

產製的相關業者；(2)提供公館紅棗相關論述提供與活動安排的各種類型不同的

文化中介者；(3)各種不同類型公館紅棗產品採買與食用的消費者或使用者。三

個群體進行共二十二人次的半結構式深度訪談以期有效回答下列問題：對客家地

方食物特色食品，在生產、流通、促銷、消費各方面這三群行動者各自主要的關

切與最為致力之處？因這三個群體所在特定社會位置（即市場的場域、生活風格

的場域、中介的場域），其相應伴隨的結構性社會文化特徵如何引導其建構或推

動公館紅棗此客家地方特色食品網絡之運作，並進而可能影響公館的新形態內生

性地方發展。 

 

參、研究之理論分析架構 

(一) 臺灣客家飲食與地方特色食物網絡 

在臺灣現代消費文化的脈絡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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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地位的同時，臺灣客家飲食近二十年來，逐

步成為兼具獨特文化特質與地方經濟特性的現代飲食運動。賴守誠(2006)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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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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僅「客家飲食」成為臺灣社會大眾對客家族群特質側面最主要的認知意

象，客家地方特色食品也在客族形象與客庄地方意象的塑造上扮演日益明顯的重

要角色，客家地方特色食品網絡更逐步與客家地區的經濟、社會、文化與環境發

展相結合，甚至進一步成為推動新時代客家地方發展的關鍵資產與策略工具。在

新興農食體制與社會發展的架構下，逐步浮現的客家地方特色食品網絡除了是客

家飲食運動發展其核心環節的當代體現外，更愈漸重要地成為客家地方發展其新

型實踐的關鍵機制。 

 

「新」、「另類」或「特色」食物網絡的創造、運作與演化是正在浮現的新

興內生性地方發展模式的關鍵面向之一。內生性地方發展強調以下的幾個面向：

發展選項的地方決定、發展資源的地方組創、發展過程的地方控制、發展利益的

地方保留。Ilbery 與 Kneafsey(1999)提出地方特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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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研究中，我們探索在特色食物網絡與地方發展其更

為寬廣的議題間關係的某些關鍵側面。特色食物網絡已經變成一個使我們更好的

瞭解新地方發展模式（特別是鄉村地區）的關鍵元素，它同樣也潛在地是對於未

來設計影響鄉村發展政策重要的構築磚瓦。為了更為充分的瞭解地方發展中特色

食物網絡的角色，我們有需要掌握正在浮現的特色食物網絡其經驗上的豐富性—

藉著檢視這些是如何跨越時空地被建造、形塑與再製。在臺灣新鄉村發展實踐正

逐漸顯露，該實踐可以代表一個重要的構成模組以作為維持農業與食物生產的新

方式，同時也可被視為正在建構與構連新策略的反抗運動—以抵制更傳統取向的

零售業領導的供給鏈。 

(二) 特色食物網絡的型態與動力：產消關係與品質建構 

在特色食物網絡中之逐漸增長的重要面向是：品質慣例的真實運用以及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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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作如何開始重新塑造食物供給鏈中經濟與政治權力的安排分配。品質慣例使用

的狀況，在食物生產的層次上，會影響鄉村發展的面向，在都市領域則會影響食

物消費面向。因此，品質定義與慣例能夠反映和重新分配經濟與社會權力的諸種

層面。所以我們必須檢視品質的概念如何被建構與如何在特色食物網絡中被不同

的行動者所使用，以及這些概念接著如何同時帶來地方發展與食物消費的影響。

Marsden(2004)提供兩個相互關聯的面向能夠作為特色食物網絡中，生產者與消

費者關係經驗多樣性的有利描述。第一個面向關注特色食物網絡有機的結構及作

為延伸其時間、空間關係的特定機制；第二個面向關注在特色食物網絡的建構與

操作中，對品質的定義與慣例。在第一個面向中必須釐清三個分類，他們與促成

延伸特色食物網絡在時間與空間之距離的不同機制相符。第一個特色食物網絡的

類別主要以面對面的互動為基礎，如同使生產者與消費者網絡更為緊密的機制。

消費者直接從生產者購買物品，可信賴性與信任透過人際間的互動來傳達。特色

食物網絡的第二個類別延伸至超越直接的互動，且本質上以鄰近關係為基礎。特

色食物網絡跨越更長的距離延伸其時間與空間支持了新制度佈局的產生。第三個

類別更擴大延伸了特色食物網絡在時間與空間中的關係。在此產品被銷售到生產

地以外的地區給那些或許沒有當地個人經驗的消費者。 

 

肆、重要發現 

(ㄧ)報紙報導呈現 

本研究以「公館」+「紅棗」爲關鍵字進行聯合報電子資料庫檢索，蒐集範

圍爲 1961 年至 2011 年間聯合知識庫之聯合報、聯合晚報與民生報之報紙全文，

刪除無關內容後得報導共 351 篇。將報紙報導經內容分析後，將報導內文所呈現

與描述之不同面向分類，整理爲 11 種類型，分別是地方特色與發展、自然環境

與氣候時節、產品特徵、種植過程與成果、市場情況、特色加工產品、烹飪與料

理、藥用與功能、觀光與旅遊、協力組織與重要人士，以及客家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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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際與公館紅棗有關之內容於 1980 年代初期開始出現，最早爲 1983 年，稍

後公館紅棗之相關報導維持相對穩定而少量之篇數，單年報導數量維持在 5 篇以

下，在報導內容的呈現上主要集中於地方特色與發展，其次是觀光旅遊面向，多

與觀光採果活動有關之報導。報導數量至 1990 年代中期開始微幅增加，至 2000

年報導數量達到高峰，單年報導數量即達到 45 篇，而在整體呈現上是觀光旅遊

面向最多，其次則是協力組織與重要人士，伴隨著觀光旅遊與地方組織出現的紅

棗種植的自然環境與氣候時節色、特色加工產品、烹飪與料理等面向，此外，2000

年起，客家文化元素也逐漸開始出現在公館紅棗相關報導中。2000 年以後報導

數量開始微降，至 2004 年以後報導數量上呈現每年波動的趨勢，而地方特色與

發展再次是主要被強調的面向。 

(二)特色食品網絡成員訪談 

本次研究經過訪談與部份資料蒐集後，初步整理出公館地區的紅棗相關產品

約有 48 種。我們就紅棗相關產品所可能涉及投入勞動的型態之進行整理，並區

分出四大類型的產品，分別是加工產品、餐飲料理、旅遊節慶與生技產品。加工

產品指的是農業性的勞動通過初級或不同程序的次級加工的工業勞動的投入，將

產品從最初的紅棗轉化為其他相關的加工食品或飲品；餐飲料理與旅遊節慶更多

的是有關服務勞動的投入，包含有餐廳烹飪與消費者服務，或是提供企劃、活動

設計等行銷、宣傳與規劃等服務。而生技產品則涉及通過如生物科技等技術試圖

將紅棗融入如保養品、化妝與美容性相關產品等。 

 

在四類型的產品中，以加工產品的數量最多，約佔全部產品數量的二分之一，

約達 20 項左右，其次則是餐飲料理產品，數量略低於加工產品，約有 18 項，在

加工產品與餐飲料理相關產品之間，由於各類產品可能再經由不同勞動的投入而

進行相互轉換，因此在產品項目的計算上會產生部分重疊的情況。此外，旅遊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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慶產品有 3 項，而生技產品則有 3 項，不過在目前的訪談與相關銷售資料顯示，

生技類產品近來幾已不再生產製造。 

 

在所有紅棗相關產品中，有大多數產品與消費者接觸與建立關係的方式主要

是以鄰近性的尺度進行運作，成為公館紅棗特色食物網絡延伸其時間-空間關係

最主要的特定機制。如公館地方的商店或購物中心，例如農會的購物中心，此外

即是地方上的餐廳業者，主題性遊程與地方節慶也是屬於鄰近型態的接觸管道。

少數的產品，如鮮果、採果體驗、棗乾、棗茶等較為初階的產品則多有面對面的

接觸型態，如自採、路邊或農家自行販售。 

 

從整體可得的資料進行初步推估，地方餐廳的烹飪性料理所能接觸到的消費

者人數最為多數，以其中受訪的棗莊餐廳為例，以去年資料為例，年度所能接觸

到的消費者人數約為 120,000 人，單月所能創造之產值約為 350 萬元以上，年產

值初步估計約有 4,200 萬元。並以棗莊產值估計紅棗食府之年度所接觸到的消費

者人數，初估為 162,000 人，單月產值約為 450 萬元，年度產值約為 5,400 萬元。

其次則是加工性產品，以公館鄉農會的紅棗相關產品為例，其加工產品之單月產

值約為 346,200 元，年度產值約為 415 萬左右，銷售資料顯示產品所接觸之消費

者數量單月為 1,407 人，以此進行估計，年度接觸之消費者人數約為 16,884 人。 

 

不過，不同的加工產品之間所接觸到的消費者數量與管道仍有差異。在旅遊

節慶相關產品，包括觀光採果、地方特色節慶與農業旅遊遊程規劃等。公館紅棗

節年度兩天的活動辦理，可接觸之潛在消費者人數也相當可觀，約為 12,000 人，

農業旅遊產品則由於受到產季季節、活動持續時間的長短，以及旅遊遊程仍處開

發規劃階段之影響，相關產品所接觸之消費者數量亦受到限制。因此整體而言，

公館地區投入紅棗相關產品的開發中，目前顯示是以更為廣泛的飲食產品，包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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烹飪料理、加工食品、飲品、甜品等是地方紅棗發展的主要延伸項目，也在公館

紅棗特色食物網絡的建構與操作中，對品質的定義與慣例有最大的影響力。 

 

在產品的品質面向上，多數產品仍以地區或傳統的品質特質作為面向消費者

的主要訴求，強調以公館地區所生產的紅棗為產品的最主要特色，如農會更為因

應不同地區的紅棗與公館紅棗發生混淆而規範出產地產品標章制度加以進行認

證與辨識。不過公館農會近年來皆將紅棗的生態性或自然性特質作為紅棗產品，

包含農會所收購的紅棗鮮果以及後續加工的棗乾與相關加工產品，最主要且越來

越為重要的品質訴求，包括有安全用藥、無毒、產銷履歷等，並且以此生態自然

性的品質特質要求地方的農業勞動投入者朝向自然與生態的品質面向進行栽

種。 

 

伍、結論 

(一) 「公館紅棗」的報紙呈現與食物品質建構 

在地方意象與飲食品質方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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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烹調文本。也因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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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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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館紅棗在報紙品質呈現除傳統對紅棗藥用功能

的強調外，伴隨著地方觀光與休閒旅遊的愈趨興盛，紅棗種植的自然環境與氣候

時節、紅棗特色加工產品、紅棗烹飪與料理等面向的特質也成為報紙媒體對公館

紅棗最主要品質面向的著重。 

 

(二) 客家特色食品網絡可促進地方經濟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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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家特色食品網絡的建立，重新組構地方農產食品生產與中介的相關網絡

（社會資本），強化客家地方的經濟收益與就業福祉，並促進創建客家地方農食

經濟的新體制。公館紅棗棗農約有 80 人，每年創造約一億元的產值；在紅棗加

工產品、餐飲料理與旅遊活動的提供，約有 150 人的就業投入，可進一步創造每

年約一億五千萬元的產值。公館紅棗特色食物網絡的重新創建與組構是公館新地

方發展實踐浮現的潛在重要機制。對公館紅棗相關產品的生產者來說，其涉入新

型式的食物網絡提供在農業場域與鄉村地區保留更多增加價值的可能性，它們蓄

足潛力得以移動食物生產遷離其「工業化模式」產出，並打破冗長、複雜、及理

性組織化的工業式生產鏈，同時幫助公館地方維護收入及就業程度。 

 

(三) 客家特色食品網絡可強化地方文化資本 

近年浮現的客家特色食品網絡的一個關鍵的特點是該特色食物網絡之再社

會化、或再空間化食物的潛在能力。再空間化意指重塑或縮短食物生產與消費使

用的距離，再社會化意味著創造出介於食物生產及消費間的新交互關係。新特色

食物網絡能夠成為創造農業與社會之間更有效連結的一項重要工具。公館紅棗的

食物網絡帶動消費者更為接近他們食物的源頭，且在許多情況下涉及了公館農友

與他們紅棗產品的終端使用者或消費者更為直接的接觸聯繫。新近浮現之公館紅

棗的特色食物網絡因此能夠讓消費者以他們自身的知識、經驗、或所感受到的意

象為基礎，針對紅棗相關食物產品的可欲特性與品質特徵做出不同的價值判斷。

通過這樣品質建構的過程，公館紅棗所承載的多樣但可能強烈的意義，能使消費

者脫離既有主流食物網絡並與不同型態的公館紅棗特色食物網絡連結。以公館紅

棗而言，其所農業產出或加工產品多由它們生產所在的地域或是特定的傳統（如

客家文化）所界定；且他們提供農家及/或地域的意象作為品質一個來源。在這

裡，在農業生產與鄉村文化、文化地景與地方資源之間，一個更為直接的連結隨

之產生，也強化了地方文化資本的創造、使用以及開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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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客家特色食品網絡其促進生態資本仍有待提升 

以族群文化與地方資源為核心特質的客家特色食品網絡的建立與延續，有更

大的潛力來回應社會公眾對自然保育、景觀維護、物種多樣、環境永續等生態品

質的關注。但這些自然生態資源的品質無法在單一產品的層次上被生產，它們需

要同時從物質與社會兩者角度之區域性尺度的來進行，也因此面臨更龐大且更複

雜的挑戰。以公館紅棗的案例而言，近年來公館農會所收購的紅棗逐漸將生態性

或自然性特質作為紅棗系列產品（含鮮果、棗乾及後續加工的相關產品）最主要

的品質訴求，並且以此品質特質要求地方的農業勞動投入者朝向自然與生態的品

質面向（安全用藥、無毒、產銷履歷等）進行農業生產。但公館地區多數紅棗相

關產品（特別是加工產品）在自然生態與環境保育此品質面向的關注，仍是處於

低度發展的狀態。提升農食產品其自然與生態的品質意味著學習、交換、合作與

協力的過程，因此永續客家特色食品網絡的建構需要地域性的共力協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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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計畫六 

桃竹苗地區客家選票之穩定與變遷研究— 

1985〜2012新竹縣的跨時性分析 

 (論文精要) 

計畫主持人：彭鳳貞 

壹、研究目的 

    選舉為構成民主國家政治運作之基本要件之一，我國政治學界在有關政治態

度、政黨認同、選民投票等研究面向，多將焦點置於「閩南 vs.外省」的族群分

歧，客家人為臺灣社會第二大族群，但以客家族群為主體而進行之選舉研究十分

有限，僅在極少數的研究中被提及或單獨列為變項，一般多籠統地與閩南人被共

同歸類為「本省人」。在閩、客人口數高達 5倍差距的情況下，一旦籠統地放在

「本省」同一類屬中，必然導致整體客家族群的各項研究遭到輕忽，亟需在政治

學領域努力耕耘，逐步對客家地區選民之政治態度與政黨認同等重要政治學術議

題，進行有系統、有計畫的深入探討，進一步了解影響客家族群政治行動的原因

與方向。 

    近十餘年來，全國性選舉經常呈現「北藍南綠」的選票聚集現象；客家選民

對藍綠兩大陣營的支持大致符合整體社會的選票分佈趨勢，桃、竹、苗經常被相

提並論或共同被歸類為泛藍支持地區。本研究以新竹縣為範圍，觀察 1985~2012

年間，歷次重要公職人員選舉的選票變遷趨勢，解析客家族群投票行為背後之考

量因素，釐清「北客」在各項全國性的重要選舉中，其政黨認同與選票移轉的軌

跡及其成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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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研究方法 

    本研究屬建構客家學的一環，主要兼以政治學與客家學取向為途徑；研究方

法採質化方式為主，運用深度訪談法並與既有的量化資料相互比對參照，讓近十

餘年來全臺選票「北藍南綠」的概略印象，獲得更接近真實、具體的描繪與脈絡

分析。 

1.文獻分析法 

收集相關專家學者之研究著作、重要期刊論文、民意調查結果及報紙等次

級資料，加以整理、歸納、分析，分別從全國性、區域性的視角檢視客家族群的

政黨認同、政治支持特性等，與後續之深度訪談資料相互參照、對比，務期發掘、

解釋最接近真實狀況的客家族群選票流動成因。 

2.深度訪談法 

    以立意抽樣方式，受訪對象設定為新竹縣下列幾類意見領袖：(A)客籍政治

菁英，(B)客家社團/宗親會意見領袖，(C) 地方線媒體工作者，(D) 選舉實務參

與者。在內容方面，依事前擬妥之訪談大綱採半結構性訪談，但保留依訪談之實

際情形而調整問題順序之彈性，以掌握實際從事、接觸客家選民的各界菁英意

見。 

3.調查資料分析 

    本研究雖以質性方法為主，但仍選擇政黨和統獨立場兩項變數，檢視客家選

民在歷年重要公職選舉中呈現的族群投票樣貌，與質性方法相互參照；資料來源

採用國立政治大學選舉研究中心自 1996 年至 2012年進行的歷次調查，以族群為

依變數、受訪民眾的政黨支持和統獨立場為自變數，以進一步跨時性的分析不同

族群在政黨認同與統獨問題的偏好和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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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研究之理論分析架構 

影響選民投票決定之解釋包括下列三大途徑： 

一、社會學研究途徑(Sociological Approach) 

 1940年代，以 Paul F. Lazarsfeld 和 B. Berelson 為主的哥倫比亞學派學者，

首開以社會學觀點分析選民的投票行為。此學派認為選民的投票行為主要受到其

所處的社會結構因素影響，而產生不同的政治立場與政黨支持傾向，並反映在其

投票顯現出接近群體意見的結果；換言之，強調團體與社會互動對選民投票之影

響力。選民的性別、年齡、教育、職業、族群等屬於社會結構性的個人背景因素，

皆可能影響選民投票行為。 

二、經濟學研究途徑（Economic Approach） 

借用經濟學上認為自利、理性與效用極大化係普遍人性心理之假設，應用在

政治行為的分析。此學派以選民的理性計算衡量投票行為，認為選民在投票時會

從成本和效益的角度考量是否支持某政黨或候選人。除經濟議題外，選民在政治、

社會議題上也同樣會以理性計算方式衡量政黨和候選人。 

三、社會心理學研究途徑（Social-Psychological Approach） 

主張選民心理層次對政治事務的態度與認知，是影響其投票選擇最重要的因

素，亦即著重於探討選民個人的內在心理動機、人格特質、以及政治態度。Angus 

Campbell 等人認為左右選民政治選擇最重要的主因繫於政黨認同、候選人條件

和政治議題，其中又以政黨為關鍵。當然，候選人本身的各項條件，亦足以影響

選民對候選人的情感與評價，形成「選人」或「選黨」的差異。此外，競選過程

中的各種政治議題主張，同樣對選民投票心理產生影響；尤其當某些議題攸關特

定階層或領域選民之利益時，往往能吸引關心該議題者的支持或反對。 

實際上，政黨、候選人以及政見三項因素間，在同一次競選活動的不同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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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或歷次不同的選舉分別來看，三項因素可能發揮的影響效果互有輕重之別，

造成政黨選票移轉、政黨勢力消長。三者分開探討，各自可以對選民行為進行研

究、提供現象解釋；如若擴大範圍、同時納入三項變數，同樣也能進行嚴謹的學

術解析，三者之間並不互斥，甚至具有相互影響之連帶作用。 

    此外，本研究亦採納「投票穩定與變遷」(electoral stability and change)之相

關概念，進行選民投票結果之分析。 

  「投票穩定與變遷」係指選民面對同一種(或類似)公職選舉、在不同時間點

的投票中，是否支持同一政黨的忠誠表現。更進一步可將較長時期的數個時間點

納入研究設計，若選民均將選票投給相同政黨的候選人，是為「穩定投票」；若

選民傾向將選票投給不同政黨的候選人，則屬「變遷投票」，（黃紀，2001：544；

林長志，2010：20） 

    本研究主要採社會心理學研究途徑，觀察新竹地區客家選民在跨時性的歷次

選舉中，如何、為何作出其投票抉擇，候選人條件和政見主張各在不同時間、不

同層級的選舉中，對選民產生何種影響，進而帶動政黨認同之改變，形成明顯的

選票移動現象。在國內藍綠兩大政黨陣營各有其「基本盤」、「死忠支持者」的

情況下，「移轉投票者」影響選舉成敗的關鍵地位不言可喻。 

肆、重要發現 

1.客家選民為「族群性的中間選民」 

    實際上，許多研究顯示，客家族群不論在統獨立場或政黨支持方面，都介於

閩南和外省之間；對泛國民黨或泛民進黨陣營的支持度，兩者比例也都落在中間

位置。進一步與政治大學針對國內歷次重要大選所作的調查資料比對，統計數據

同樣證實客家族群的投票內涵雖呈現明顯的南北分殊現象，但以全國性的角度觀

察，與國內其他三大族群相較，客家人確屬於族群性的中間選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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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理性務實的政治選擇與明顯的「移轉投票」現象 

    新竹縣的選票走勢常表現出「中間」色彩，政黨認同雖較傾向國民黨，但並

非不可捍動的「鐵板一塊」。在總統、立法委員、以及縣市首長的選舉中，新竹

縣選民的「政黨輪替」、「分裂投票」現象在不同層級選舉中經常交互出現，有

明顯的移轉投票現象，與一般社會認知僅概略的以「偏藍」認定頗有出入。以結

果而論，這種因選舉公職人員之層級不同，政黨、候選人和政治訴求因素交互影

響、輕重各有不同，而出現選票在政黨之間「擺盪」、在時序間來回游移的現象，

反映的正是客家選民經過理性計算、展現自主意識的政治態度。 

3.宗親政治活躍 

    重視宗親情感與人際關係的客家人，宗親會早於 1950 年代起，即已是地方

有力的動員系統，特別在 1982年新竹縣市分治之後，以客家人口為主的新竹縣，

宗親力量進一步擴張為選舉動員系統中最重要的人際網絡。宗親社團的凝聚與合

縱連橫情況在新竹縣選舉過程中具有舉足輕重地位，經常是選戰的風向球，對公

職候選人之勝負有至關重要的影響。惟受藍綠對立氛圍影響，宗親會成員的政治

立場較過去明顯分歧，再加上經濟社會的變遷、年輕一代對宗親組織向心力不若

以往、以及非客家人加入宗親會改變其結構等因素，近年來宗親會的政治影響力

有漸趨消退之勢。  

4.客家社會重視人情，候選人特質發揮重要影響力 

    客家人重情份，「人情」的維繫力量常有出人意表的作用，候選人的條件因

而在選舉過程中佔了重要地位。客家選民在候選人取向的指標方面，較重視心理、

情感層面；新竹縣選民對候選人條件優劣的取捨標準，與一般認知的候選人操守、

能力、經驗等條件不盡相同。但在新興地區如竹北市，工商業較發達，外來人口

多、居民年輕化，選民結構與新竹縣境內其他鄉鎮不相同，政治選擇的標準也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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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傳統客家庄有很大差異。 

5. 政黨認同影響深遠，藍大綠小短期內不易有變  

    在新竹縣，選舉的層級愈高，政黨對決的特徵愈明顯，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原

因即在於客家人重視社會穩定，不樂見政治的起伏可能危及穩定的社會秩序與生

活型態。1990 年代以來，國家認同、統獨問題屢次在選舉中成為朝野最激烈的

攻防，一步步墊高政黨因素決勝的態勢，也使得新竹縣選民的政治態度日益傾向

泛藍陣營。尤其 2008 年總統大選前爆發的國務機要費弊案重創民進黨形象，大

大降低客家選民對扁政府的信任；現階段在新竹縣，民進黨的支持度僅能維持基

本盤，短期內恐無力挑戰國民黨的多數。 

伍、結論 

    高達數百萬張的客家選票於 1990 年代開始受到公職候選人的重視，甚至被

視為朝野政黨競逐政治力勝負的「關鍵少數」，但客家選民依舊是國內選舉研究

領域裡的非主流，學界很少以之為主要研究對象。惟其如此，客家人的投票選擇

在長期未受重視的情況下，更有值得一探的必要，以期能對國內人口結構之重要

組成部分的客家族群，更清晰且正確的認知其政治態度與投票背後的行動準據。 

    觀察 1980 年代中期迄今，新竹縣客家選民在總統、立法委員以及縣長的選

舉中，可見許多表現出客家庄選民的特質，其中以活躍的宗親政治最為突顯，但

卻未發展出長時間擁有穩定地方勢力的政治大家族。 

    在影響選民投票的社會心理因素方面，受到十餘年來藍綠對壘的牽引，兩大

政黨對決態勢逐步成型，小黨或第三勢力始終未能有所發揮，政黨因此成為影響

選民投票最重要的因素；惟在重視人情義理的客家庄，候選人因素也經常在選舉

中有超出預期左右選局的能力，新竹縣選民表現出「選黨也選人」的雙變數投票

習慣。較美中不足的是，西方民主國家相當重視的議題因素，在新竹縣反倒是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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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被認真看待的變項；選民普遍認為政見訴求不過是一種政治表態或政治語言，

無需太嚴肅看待，此種認知背後，隱藏的正是對政治人物履行政見的誠意與能力

的不信任。 

    從整體選票的穩定與變遷趨勢來看，新竹縣近年來被歸類為泛藍的政治版圖，

社會大眾印象也出現客家人較保守的評語，選舉結果顯示的卻呈現變遷性大於穩

定性的特質，說明客家選民應屬於「溫和革新派」，在安定中有著不安定的靈魂。

在跨時性的分析中，可以發現相當比例的移轉投票選民，造成新竹縣執政的政黨

輪替效應，也成為總統大選中的關鍵戰場。 

    特別值得注意的是，像竹北市等工商業漸趨發達的新興地區，經濟活動與居

住型態已具都市雛型，外來居民集中的新興社區在人口上結構與傳統偏鄉村型態

的生活圈有明顯差異，該地區選民對民主的認知和投票習慣等，亦與農村客家庄

的觀念頗有出入，這些較年輕的世代未來對新竹縣政治文化的形塑將產生何種影

響，值得後續觀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