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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此計畫擬以三年進行，著眼於四位客籍作家（鍾肇政、李喬、黃娟和莊華堂）
對於「大河小說」文類之演繹，並以「書目註解」的方式，呈現作家訪談資料與
學術研究資料之摘要，以利後進使用。對於客家的學術研究貢獻，在於建構大河
作家的思想系譜，呈現跨文化交錯的影響研究。

貳、執行情形：
一、計畫之執行概況：已按照原訂計畫完成一位作家（鍾肇政）訪談、書目
註解也於所教授之課程「客家與臺灣歷史小說」「客家文學 II：美學觀點」帶領
學生實作，並完成論文初稿一篇。
二、預算支用情形：完成核銷。

參、檢討與建議：
一、成果效益：作家訪談已呈現在論文初稿中，書目註解也於授課中完成。
原編有座談會經費（2 萬元）因下列原因決定取消（見第二點）。
二、與原訂計畫之落差及原因分析：
（１）部分邀請的學者時間無法配合
（２）座談會主題「鍾肇政研究資料分類系統」不易吸引人投稿
（３）上學期授課時數過重（三門課，包括一門英語授課「吳濁流研究」
是「臨危授命」，配合學校國際化政策而開設）。
三、建議事項：
希望申請案的審查結果能夠於二月初通知，以利研究推展。
四、結論：主要的研究成果為論文一篇，擬於寒假後投稿。
肆、研究成果論文全文
我針對何欣〈論鍾肇政〉一文對於《濁流三部曲》的負面評價提出反駁。何欣認
為作家對於主角陸志龍的刻畫並不成功，他說：「和很多小說中的主角一樣，陸
志龍既是行動者，同時也是批判者，而這兩個角色（卻）時常響著不和諧的聲音」。
這樣的評論觀點，是假定「行動」與「批判」是因果關係，亦即因為對於現狀不
滿而更批判，所以繼之以行動企圖改變現狀，終能完成英雄的使命。然而，誠如
何欣提到，陸志龍「曾為羅亭哭過，也曾為巴扎洛夫悵然良久」，他對這個主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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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文學病」很不以為然，認為陸志龍始終沒有真正長大，面對殘酷的現實只會
退縮與逃避。言下之意，這種人怎能代表在歷史洪流掙扎的台灣人氣節？我則認
為，正因為陸志龍（以及鍾肇政自己）受俄國小說影響深遠，所以充分掌握「羅
亭」和「巴扎洛夫」等青年知識份子在帝俄末期的革命前夕的共有特徵，大陸學
者錢理群稱之為「上半身是堂吉訶德、下半身是哈姆雷特」，也就是批判與行動
兩分離的精神分裂狀態。這固然可視為是一種文學病，但這些著名的文學人物其
實都與其被創造的時代息息相關，也就是更真實反映了歷史。更重要的是，這些
文學人物產生了跨文化的效應，影響了全世界的作家。錢理群在其《豐富的痛苦：
堂吉訶德與哈姆雷特的東移》描述了中國的革命知識份子最終如何選擇了堂吉訶
德，以行動（即使帶來荒謬的結果）作為現實批判之後的必然途徑。我認為何欣
是在這樣的思想脈絡下，對鍾肇政的陸志龍有負面評價；但是，如果他具有日治
時期的台灣經驗，應該比較能體會為何多半的台灣大河小說作家會把主角刻畫得
像哈姆雷特類型──猶豫、徬徨、甚至厭世，即使有些以行動見長（如《寒夜三
部曲》的劉阿漢），他們人格中的「哈姆雷特味」不容忽略。

鍾肇政的「行動」與「批判」兩分離的狀態，在作品中時會出現。以《臺灣人三
部曲》來說，在前兩部《沈淪》與《滄溟行》裡，分別以兄弟二人代表：作為兄
長的陸綱崑和陸維棟總是猶豫、因而顯得保守，而弟弟陸綱崙與陸維樑則躁進、
衝動，但行動終歸失敗。到了《插天山之歌》，只有陸志驤一人為主角，情節則
是由行動轉為蟄伏或逃避，頂多與同志一起批判殖民者。三部小說都強調行動失
敗，固然凸顯日本殖民者的殘暴與強大，同時也說明作者鍾肇政對於寫作當時的
國民黨統治，倍感壓力與威脅。這種高壓統治的時代氛圍，在鍾肇政的成長歲月
與寫作高峰期間，造成了他筆下的「哈姆雷特型」臺灣英雄。何謂「哈姆雷特型
英雄」？哈姆雷特是莎士比亞戲劇最有名的人物之一，其特徵是精神痛苦，以及
有此造成的頭腦錯亂。如果說健全發展的人格是可以做到思想與感覺平衡，在「想
像的世界」與「真實的世界」之間、「內在世界」與「外在世界」之間、「幻想」
與「實質」之間，得以保持區分與連結的恰當成分，那麼在哈姆雷特身上，這種
平衡就被擾亂了，形成了一種病態。他的思想和幻想，比他真實的知覺要活潑得
多，甚至會引發他對於「真實行動」的反感。他那失去健康關係的頭腦，永遠被
內在世界佔據著，用幻想來代替實質，最終變成只會沈思默想的生物，失去了行
動的自然力量。哈姆雷特行動延宕的原因，在 18、19 世紀的英法俄知識份子的
3

討論中，顯然都帶有濃厚的知識份子自省性質，而鍾肇政也以其代表 20 世紀歷
經殖民與威權政府統治下的臺灣知識份子。

相較之下，堂吉訶德代表「行動是存在的主要目的」。在鍾肇政的小說中以弟弟
擔綱這個角色。 堂吉訶德的想像力和純粹的理性都太強了，感覺所證明的結論
如果不符合他的想像和理性，他就把自己的感覺撇開不顧。在陸綱崙與陸維樑身
上，我們都可以看出這個特性，前者看阿熊師、後者對待玉燕，就是這樣的方式。
如果說，在哈姆雷特那裡，理性、想像和感覺，內在世界與外在世界…之間失去
了平衡，造成二者的分裂，堂吉訶德則將二者混同，以理性、想像代替感覺，內
部世界代替外部世界，把幻想當作實質，形成了思想的混亂。在這個意義上，這
兩位著名的文學典型人物都是表現了「想像力和純粹理性都太強了」的知識份子，
具有某種精神的不健全。換言之，哈姆雷特缺乏行動造成行動與思想分離，他充
滿目的，但缺乏達到目的的思想品質； 而堂吉訶德則因為混同主客體而造成行
動的盲目性。 縱使盲目，但「行動」似乎沿襲 18 世紀浪漫主義以來，歷經 19
世紀革命狂潮，而臺灣則在是 20 世紀上半業才跟上的一種時代的哲學主題，那
是「行動是存在主要的目的」。

這類理性、想像與感覺，內部世界與外部世界、思想與行動…的精神矛盾，歸根
到底，是屬於人類本性的，我稱之為「人類的命運」。鍾肇政的長篇小說除了記
錄臺灣庶民生活與反抗殖民之外，他最關注的──也就是他之所以被歸類於「現
代主義作家」之因──就是人的心理。因此，他的角色安排，除了呈現知識份子
的氣質，更是探討了共同人性的問題。也正是出於對於永恆人性的人性健全發展
的關注，鍾肇政的「堂吉訶德」們必須有個「僕從桑丘」形成人性上的互補關係。
若堂吉訶德象徵沒有辨別力的理性與道德觀念，桑丘恰恰相反，他象徵沒有理性、
沒有想像的常識，兩人合在一起，就是完整的智慧。鍾肇政總是以一名女性作為
「桑丘」，例如陸綱崑的秋菊、陸維樑的玉燕、陸志驤的奔妹，也就是鍾肇政在
《歌德激情書》稱為「永恆的女性」，表面上看似自然的男女關係，事實上呈現
的是堂吉訶德與桑丘之間內在精神的聯繫。

鍾肇政對於歌德的迷戀，使得我也去探索歌德對於哈姆雷特的看法。青年歌德深
受哈姆雷特的憂鬱氣質所吸引，而他的《少年維特的煩惱》也有著那種「不能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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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的熱情和虛擬似的苦惱」。歌德的維特可說是莎士比亞的丹麥王子的精神兄弟
了。然而，歌德到了中年以後，於 1795 年 46 歲時，在《威廉‧麥斯特的學習時
代》這部作品中寫下了他對哈姆雷特更加成熟的觀察與思考。他發現哈姆雷特「天
性不是悲哀的，不是沈思的」，「他這個人本性是平靜的」，「品行是單純的」，這
是一個本應帶給世人快了的王子，悲哀和沈思對他來說實在是一個沈重的負擔。
歌德從哈姆雷特的感嘆──「時代整個脫節了；啊，真糟，老天偏要我把它整理
好」──看出了「一件偉大的是業擔負在一個不能勝任的人身上」的悲劇。這裡
所說的豈只是哈姆雷特，我們看出那位揚言「天叫我生在這個鐵的時代，是要我
恢復金子的時代，我是有使命的」西班牙騎士堂吉訶德。這種神聖的天賦使命感
長期以來被認為是知識份子天生具有的必要標誌，並且一直令人稱頌。而現在，
歌德卻提出質疑，他發現偏於內心世界的知識份子根本無力，或者說他們的氣質、
稟賦根本不適合擔負改造外部世界（把脫節的世界整理好）的歷史重任。被要求
去做不可能的事，這正是知識份子的一個歷史性的矛盾。歌德的這一個認識，顯
然經過自我審視，它反映了對於建立一個和諧的外部世界的絕望，進而轉向追求
內心世界的和諧。這種轉向主觀內心世界的趨向，正好說明了「我們這個時代是
一個倒退的時代」，因此，知識份子總是不能擺脫行動的誘惑，前述「以行動為
存在的主要目的」的哲學依然多少影響著歌德和他的同代人，我認為也影響了鍾
肇政。

鍾肇政最喜歡的自畫像是低頭沈思的神情，但他的公共形象卻是鬥士、勇者，似
乎集哈姆雷特與堂吉訶德於一身，但我認為他作品中的主角之所以「缺乏行動力」，
反映的是歌德定義的「知識份子」典型：在一個倒退的時代裡，追求理想的外部
世界終歸徒勞，內心世界的經營才是本事。而對於他在 78 歲那年出版的《歌德
激情書》，當評論家尷尬到不知如何與其他作品相提並論時，我們不妨以他引用
歌德的名言「永遠的女性/才能提升我們到更高的境界」
，詮釋為他主張以愛的行
動追求「完整的智慧」，知性男子與單純女人、堂吉訶德與桑丘，而哈姆雷特不
再憂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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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項計畫群 A：客家文化研究資料的發掘、應用與典藏
子計畫二：產業與族群:製腦與茶葉

執行單位：國立交通大學客家文化學院人文社會學系
計畫主持人：黃紹恆
聯絡人：黃紹恆
電話：
E-MAIL：
日期：102 年 11 月 18 日

6

壹、 前言：
本子計畫在參加張維安院長主持之天弓計畫之前，原為向客委會申請專題研
究計畫《產業與族群》，所預定的第 3 年計畫。在前二年度，有關臺灣歷史上的
樟腦業與客家人的關係，分別就清代、日治時代進行研究，本子計畫則以戰後臺
灣樟腦業的消失與客家人為主題進行研究。

貳、執行情形：

一、計畫之執行概況：已依照進度完成研究計畫。
二、預算支用情形：已依照預算執行完畢。
參、檢討與建議：

一、成果效益：對戰後臺灣製腦業衰退之原因及與客家族群之關係，已釐
清其原因，同時已對參與本計畫之學生給予相關方面的訓練並獲得一定的成效。

二、與原訂計畫之落差及原因分析：無
三、建議事項：無
四、結論： 臺灣歷史上的產業興衰，若加入族群因素去思考與研究，所描
繪出來的臺灣歷史圖像與一般所認知之臺灣歷史極為不同，爾後應有更多這類觀
點之研究。
肆、研究成果論文全文
前言
遠自荷蘭東印度公司以臺灣為貿易據點，對中國及日本進行貿易伊始，從《熱
蘭遮城日記》即可看到樟腦已經是國際貿易的商品之一。進入清代臺灣時期之後，
如《東瀛識略》對樟腦有「乃老樟根株煎取汁液為之。本草註，言出韶州、漳州，
故一名韶腦。今漳、韶均無，獨出彰化、淡水」之記載。不過，如伊能嘉矩依《臺
灣外記》所見，臺灣製腦技術的出現，可能早在明代中葉鄭芝龍於東亞海域活動
之時期1，而且極可能傳自韶州、漳州，只是進入清代之後，臺灣成為中國重要
的樟腦產地。
從 1860 年代臺灣門戶開放，對外展開國際貿易，樟腦便是重要商品，臺灣
的製腦業自此開始有興衰起伏的變遷，直到戰後 1960 年代臺灣當局關閉樟腦廠，
1

伊能嘉矩《臺灣文化志》中卷(東京：刀江書院，1965 年 10 月)685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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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止公營製腦業，前後也有一世紀以上的歷史。如今，曾經為世界最重要的臺灣
製腦業，幾乎已然無法在可見的歷史遺跡或是人們共通的歷史記憶留下蛛絲馬跡，
遑論此一世紀以上的臺灣製腦業在臺灣史所具有意義以及臺灣客家族群於其間
所扮演的歷史性角色。

第一節 二戰結束前的台灣樟腦製造與客家群

清代臺灣的製腦技術根據《噶瑪蘭廳志》
（1852、咸豐 2 年）可知 「其法以
樟木切片，井水浸三日夜入鍋煎之。用柳木頻攪，待汁減柳上有霜，濾其滓，傾
之入盆，經宿成塊，仍以清水浸之，方不縮化」，所言內容尚與《本草綱目》大
致相同。
《淡水廳志》 （1871、同治 10 年）所記載 「樟木擇其堅實，削小片置
鐵鍋中，以甑囊盛水其中，用瓷缸蓋上，火蒸一晝夜，氣升如粉」，顯然進一步
的發展。然而近 100 年的臺灣製腦技術除了來自對岸中國系統的技術外，還有日
本江戶時代開展的土佐系統的技術。實際上，日治時期進入臺灣的土佐系統技術，
可說逐漸取代清代臺灣原有的製腦技術，特別是在熬製方面的效率，因日系技術
的引進而有所提升。
自清代已降至戰後的臺灣樟腦產業，可說是因應海外市場的需求而發展，然
後就臺灣歷史的觀點而言，尚牽涉到原漢、閩客等族群關係，以及國家權力的介
入與宰制等問題。因此，原住民、客家人、隘勇、隘線、專賣等詞，成為臺灣樟
腦業史的重要關鍵字。
如果從海關報告書看清末臺灣開埠之後的樟腦產銷情形，可說 1873 年銷往
香港的數量開始超過銷往廈門的數量。此意味著經由香港連結的西歐市場，成為
支持臺灣樟腦生產的主要力量。西歐各國對樟腦的需求增加，又與無煙火藥、賽
璐珞的發明有關。亦可知道臺灣樟腦在香港的行情，不僅受到日本樟腦競爭而有
所起伏，島內樟腦的生產情形，更為不可忽視的決定性因素。1881-1885 年的五
年之間的產量驟減，就是起因於原住民激烈的抵抗2。
製造樟腦從確保樟林開始，日治初期臺灣總督府官員所見的情形，是業者先
委託通曉原住民語言的客家人前往樟樹繁殖之處，查定確切地點位置與數量，然

2

海關報告歷年年版 Tamsui 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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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向當地原住民首長進行採樟之報酬。所謂的報酬，多為鹽、布、豬、火藥、鉛
等物3。
日治初期臺灣重要的樟腦產製，受洋商資金的控制，1896 年左右臺灣中部，
如林杞埔、埔里地區的全部，以及苗栗地區的大半腦灶，由總部設於臺北的魯麟
洋行、公泰洋行所掌握4。甚至霧峰林家亦有曾皆受洋行預付金的記錄5。臺灣總
督府為取得樟腦的利益，驅逐洋商勢在必行。
《臺灣樟腦專賣志》說明樟腦被列為專賣的理由，首先是價格，在投機者的
炒作下，價格不穩定。其次是原料，主要是記取明治建政以後開始濫伐樟樹的教
訓。其三是外商，臺灣總督府執意回收不屬外商權益。其四是品質，係鑒於業者
有摻合異物增加重量等情事6。
臺灣總督府的專賣制度主要對象為粗製樟腦，以「賠償金」收購山區產製的
樟腦，至於實際的製腦過程，未有進一步的干涉或規範。洋商的勢力雖明顯被驅
逐在樟腦的產銷之外，然而製腦方面，山場的製造者的利益則未必受到立即的影
響，而此亦給予日本樟腦業者介入的空間。
根據辻隆道《土佐の林業年表》（1996 年）可知土佐藩於 1752 年開始製造
樟腦， 自 1854 年以降時期開始，製腦業在土佐各地普及。1866 年土佐藩的後
藤象二郎、九反田東端創設開成館製造樟腦再販售到長崎，以資軍艦的購入。三
菱創始人岩崎彌太郎最初經營開成館的前身－土佐商會，即是出售樟腦到長崎7。
甲午戰後來到臺灣從事製腦業之日本人，有許多即為土佐出身，如小松楠彌。
臺灣樟腦專賣制度的最後確立，必須等到 1903 年 6 月日本政府公告法律第
5 號「粗製樟腦樟腦油專賣法」，將台灣產與日本產的樟腦全部納入管制範圍內
後才算完成。根據該法的規定，業者必須將製品全部繳納給政府（第 2 條），再
取得相應的賠償金（第 3 條），而且產製過程受政府的監督（第 6 條）8。

3

臺灣總督府民政局殖產部《臺灣產業調查錄》(1896 年 3 月)143 頁。不過，南庄地區尚有「山工銀」的項目(伊能嘉矩
《臺灣蕃政志》臺北：臺灣總督府民政部殖產局，1904 年 3 月，467 頁)。
4
《殖產報文》第一卷第二冊(臺北：臺灣總督府，1896 年)56-67 頁。
5
臺灣總督府史料編纂委員會《臺灣樟腦專賣志》(臺北：臺灣總督府，1924 年 12 月)9 頁。
6
臺灣總督府史料編纂委員會《臺灣樟腦專賣志》(臺北：臺灣總督府，1924 年 12 月)47-48 頁。
7
辻隆道《土佐の林業年表》（高知：作者自行發行出版，1996 年 9 月）32 頁。
8
臺灣總督府史料編纂委員會《臺灣樟腦專賣志》(臺北：臺灣總督府，1924 年 12 月)72-76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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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的樟腦業者很早即進入臺灣，尋求新的商機，其背後存在著日本樟腦業
因樟樹採伐將盡，面臨無腦可製的現實問題。在眾多日本樟腦商人當中，值得一
提的是鈴木商店9。
鈴木商店的創始人為鈴木岩治郎，出生於 1841（天保 12）年，為武州川越
藩下級武士鈴木德治郎之次子。幼年家中一貧如洗，依其兄長建議，前往長崎當
「和菓子」學徒，學成返鄉途中，落腳於 1867（慶應 3）年開埠的神戶港，成為
貿易商「辰巳屋」在神戶的辦事處雇員。「辰巳屋」除皮件之外，亦與中國人交
易砂糖、鱉甲、象牙、珊瑚類的商品。鈴木顯然是以其對砂糖了解，受到「辰巳
屋」老闆松原恆七的青睞，1874 年更升任為神戶辦事處的經理職。然而也是在
同一年，松原因中風決定從生意退出，將位於大阪的總店讓給自己的女婿藤田助
七，神戶辦事處則讓給鈴木。於是鈴木以「辰巳屋」為名義，另組鈴木商店，開
始其個人的創業時代。
日本幕末開港之後，除來自歐美的工業製品外，來自亞洲的砂糖亦為重要進
口品，這些砂糖或來自香港的怡和洋行、太古洋行的「車糖」或來自臺灣、菲律
賓、爪哇等地區的粗糖，臺灣砂糖的品名則有「好上斗」、「上斗」。總的來說，
甲午戰前的日本砂糖市場，因無關稅的保護，除了「和三盆」的國產砂糖外，尚
有上述亞洲粗糖外，又有歐洲的甜菜糖。就在各國砂糖積極分割日本國內消費市
場的當口，鈴木岩治郎於 1894（明治 27）年甲午戰爭爆發前去世。
鈴木岩治郎去世後，其妻よね在其兄長西田仲衛門及同為「辰巳屋」的大阪
藤田助七協助下，繼承岩治郎所遺留下來的事業。よね時代的重要幹部有負責砂
糖部門的柳田富士松，以及樟腦部門的金子直吉，此時期的經營方式是柳田、金
子二人被委以全權推動商務，よね只在重要的問題作最後決定。其中，金子直吉
可說是將鈴木商店推向一流綜合商社的功臣，同時也因為他大膽的投資，替鈴木
商店招致敗亡的命運。
鈴木商店於 1907 年的《樟腦ニ關スル履歷書》說明該商店「自明治 29 年（1896
－引用者）起，在臺灣臺北大稻埕建昌街 2 丁目的小松組腦行名義下，從事樟腦
及樟腦油的收購。由於當時臺灣尚不了解樟腦油的價值，因此製腦的時候，取腦

9

以下有關鈴木商店、金子直吉之論述，其資料主要引自白石友治《金子直吉傳》(金子柳田兩翁頌德會，1950 年)、城
山三郎《鼠—鈴木商店燒打ち事件》(東京：文藝春秋社，1975 年)、桂芳男《幻の總合商社—鈴木商社》(東京：社會思
想社，1989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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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取油。小松組店員於是多方派遣，向臺灣人說明樟腦油的用處及其價值，於是
市場開始出現樟腦油的商品」。
不過，鈴木商店在臺灣樟腦業的發展，必須等到 1898 年第 4 任總督兒玉源
太郎及其民政長官後藤新平上任之後。金子是透過鈴木岩治郎的友人後藤勝造
（後藤回漕店）與後藤新平的關係，才得以接近後藤新平。
後藤新平掌理臺政後，推動鴉片、食鹽及樟腦等的三大專賣政策，此三項專
賣政策與改善臺灣總督府財政收入有直接關係。然而，樟腦是引起涉外事件最多
的產業，其最主要的原因係以英、德洋商為主的外國商人自 1860 年代臺灣開港
起，便進入臺灣樟腦的產銷過程。其資本勢力不僅掌握樟腦製品的運銷，更深及
內山的製腦現場，即從生產製造到集散販售，皆由洋行一手包攬。臺灣總督府的
專賣政策以防止樟腦投機及販賣者利益壟斷為由，藉由公權力介入島內的集散運
銷過程，而此正好砍斷洋行樟腦貿易最大的利益來源，引起外商抗議及外交壓力，
也就不難想像。
日本樟腦資本的進入臺灣，必須等到 1895 年領有台灣之後，因此算是臺灣
樟腦業的新加入者，在既存的英、德樟腦資本勢力之前，所能發展的空間相當有
限。金子對臺灣總督府樟腦專賣政策明白表示支持之意，顯然在於政府專賣可得
驅逐洋商的效果。然而，當 1899 年臺灣樟腦專賣法通過並付諸實行時，鈴木商
店卻無法繳出 190 萬圓的保證金，因此由總社亦設於神戶的三美路洋行（Samuel
Smauel & Co.）獲得樟腦的獨家販賣權。於是，鈴木商店將重點放在樟腦油。
根據《臺灣樟腦專賣志》的記載，樟腦專賣制施行之後，從 1899 年 9 月至
1900 年 9 月為止的期間，臺灣產樟腦油全部賣給神戶的業者小松楠彌及臺灣貿
易株式會社（由橫濱商人大谷嘉兵衛、增田增藏、安部幸兵衛集資組成）再製成
樟腦。
然而 1900 年臺灣總督府認為由樟腦油製成的樟腦，已影響到臺灣產樟腦的
市場行情，因此將樟腦油再製樟腦的業務收回官營，但是實際的再製仍委託民間
業者。鈴木商店與池田商店（店主池田貫兵衛）因而取得再製權，兩商店以獲得
再製時的副產品及臺灣總督府規定數量外的樟腦為代價。兩商店取得此特許的同
時，在臺灣總督府的要求下，放棄原有日本產樟腦及樟腦油的販賣權，並將此權
利轉讓給三井物產合名會社。鈴木商店這項承包業務，一直延續到 1915 年。19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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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則以上述承包制度有違背日本政府會計法規定，因此改為樟腦油賣給民間業者，
而所製樟腦全數由政府買回的作法。
鈴木商店則於 1919 年完成新式的高溫揮發成份精餾設備，以節省成本並增
加產量。同年日本再製業者又共同組織「再製樟腦株式會社」，在臺灣及日本的
專賣局許可之下，開始混合臺灣與日本產的樟腦油精煉樟腦。鈴木商店除為上述
再製會社的大股東之外，並獨佔再製過程副產品的販賣權。
不過，鈴木商店有關樟腦的事業，當然並不侷限於樟腦油的精煉而已。如前
所述，鈴木商店因資金問題，雖無法承攬台灣製樟腦的販賣，但是已開始涉足樟
腦精製事業。日本的樟腦精製產業大致於 1914 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時，與賽
璐珞產業同時發展，大阪、神戶地區大小不同的工廠紛紛成立，連帶對臺、日專
賣局所提供的樟腦需求，相對 1904 年度的 64 萬 9000 斤，成長到 1915 年度的
440 萬斤以上。
1918 年 2 月，這些精製業者為避免彼此競爭，集中產製能力，同時爭取臺、
日兩專賣局對國內精製業者原料樟腦（粗製樟腦）需求的重視，於是在海外販賣
業者加入的情況下，共組資本金 600 萬圓的「日本樟腦株式會社」。此會社實為
三井系會社（三井物產株式會社、朝日樟腦株式會社、藤澤樟腦製造所）及鈴木
系會社（株式會社日本商業會社、葺合樟腦精製所、大日本鹽業株式會社、神戶
樟腦精製所）的合併。
整體而言，樟腦只是鈴木商店眾多商務的其中一項，到明治末年，其觸手已
擴及製糖、製鐵、魚油、菸草、酒類、皮革、賽璐珞、麵粉、啤酒、龍腦、製鹽
等部門。其中，當時被認為是鈴木商店能在日後發展到媲美三井物產的綜合商社
之出發點為鈴木商店於 1909 年以 650 萬圓的代價，將 1903 年於九州設立的大里
製糖所轉讓給大日本製糖株式會社，因為鈴木商店所投入的資金不過 150 餘萬圓
而已。
不過，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後，金子直吉憑著膽識及運氣，開始囤積鋼鐵之
類戰爭物資，然後進一步延伸到海運業及造船業，可說才是將鈴木商店推舉成為
一流綜合商社的主要原因。
鈴木商店在日治臺灣史的重要性，並非全然在於樟腦業，而是在第一次世界
大戰後逐漸被暴露出來其與臺灣銀行之間的不良債權關係，由於雙方無法及時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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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問題解決，日本經濟又遭逢 1923 年 9 月 1 日關東大地震的打擊，結果引發 1927
年昭和金融恐慌，其影響所及不僅陷臺灣銀行瀕臨關閉的危機，更重創日本經濟
而使日本更加速度邁向對外侵略的軍國主義路線。，由上述說明，可清楚看出臺
灣樟腦於此之間扮演不可或缺之角色。
從統計數據來看，日治時代臺灣樟腦生產的腦灶數與產量，大致可說到 1919
年左右達到頂點，進入 1920 年代中葉（昭和期）之後，可說是一路下滑10。造
成的原因，最主要是人造樟腦的發明。
人造樟腦於 1803 年由一位德國科學家運用松節油與鹽酸瓦斯混合，所得到
氣味類似樟腦的無色結晶體，被認為是最早的人造樟腦。早期研製出來的人造樟
腦品質遠遜於天然樟腦，不足為後者之競爭對手。但是歐戰爆發使得天然樟腦運
銷德國受阻，反而促成相關技術的發展。1920 年德國人造樟腦出口量雖僅 21 萬
磅，1928 年卻已高達 423 萬磅之譜11。
20 世紀之後的樟腦主要用途為賽璐珞的製造，1899 年臺灣樟腦專賣時，日
本國內並無此項產業，因此臺灣樟腦未經認何加工，直接以粗製品出口。1909、
1910 年日本賽璐珞產業興起，開始對臺灣樟腦有需求。1919 年成立的大日本賽
璐珞會社，一年可消費 100 萬斤的粗製樟腦，1929 年已經超過 200 萬斤。然而，
日本產的賽璐珞製品不具國際競爭力，抑制了對臺灣樟腦需求的成長。

10
11

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統計室《臺灣省五十一年來統計提要》(臺北：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1945 年 12 月)1027 頁。
池田鐵作〈天然樟腦と合成樟腦〉(《臺灣時報》1932 年 3 月號，1-5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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終日治專賣制度下的臺灣樟腦生產情形，可從圖 1 看出梗概。
圖 1 日治時期臺灣樟腦生產情形(1899-19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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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出處：《臺灣省五十一年來統計提要》(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統計室，1945 年 12 月)。
說

明：1940 年度以前之數據取自臺灣總督府歷年統計書，1940 年度以後則依據臺灣總督府專賣局提報之資料。1927

年度以後之數據，不包含臺灣總督府製腦試驗所之製造數量。1913 年度之生產量 2984 萬 7235 斤過於突兀，權衡前、後
年之數據，姑且調整為 298 萬 4723 斤。1943 年度之腦灶數過於突兀，恐出於抄錄上之錯誤，姑且錄之。1926 年無資料。

即到 1910 年代為止，臺灣樟腦的生產量可說呈現成長的趨勢，爾後不僅一
路衰退，1930 年代以降戰爭所帶來打擊，使得減產的頹勢無法遏止直至戰後。
至於臺灣客家族群與樟腦製造的關係，眾所皆知，於清代即已開始。成書於
日治初期 1898 年的《樹杞林志》，所採擷的〈製樟栳竹枝詞〉，即「百樣艱難百
樣人，但為製栳最艱辛。只貪利藪如山大，不怕生番不顧身。可惜營財不顧家，
偏將嫖賭債來賒。朝朝力費千千萬，只博娛歡一夜花。人說腦丁敢使錢，都無長
物在身邊。若教為著身家計，意馬心猿亦可捨。愛民如子地方官，漫把腦丁作匪
看。縱是無家身浪蕩，也遵國法安相守」12，對當時社會一般對腦丁的觀感，有
比較負面的描述。不過可說卻也持平地指出腦丁面對工作條件惡劣、生命安全受

12

林百川、林學源《樹杞林志》(臺灣銀行文獻叢刊第 63 種，臺北：臺灣銀行，1960 年)122 頁。

14

到威脅，難免有「今朝有酒須盡歡」的浪蕩行為，但是卻不可視之為匪。臺灣客
家人在近百年的樟腦業史所扮演的角色，當然不會僅止於生產最前線的腦丁而已，
從生產到銷售都有客家人的活躍。
另一方面，就日治時代樟腦生產與客家人而言，隨著樟腦製造的重心由北向
南移動，有部分的客家人亦向臺灣中南部沿山地帶南下，即所謂臺灣客家族群島
內的「二次移民」。今日高雄市杉林、甲仙等地的客家人，大都是在此背景下由
北而南遷。
與此繼續參與製腦的現象相反，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臺灣經濟受日本
經濟的影響，呈現熱絡景氣的樣貌，山下的物價及工資水準大幅上漲，結果引發
客家腦丁為求更好的經濟收入與改善生活，紛紛放棄製腦而下山轉業，使得內山
的製腦業者有互相爭奪腦丁，因而被迫增加經營費用之情形13。客家腦丁的下山
轉業顯然對於海外銷售狀況惡化的台灣樟腦業而言，成為「雪上加霜」的打擊，
戰後台灣樟腦製造的衰微，也可說自此已開始浮現出輪廓。

第二節 戰後臺灣官方樟腦製造的結束
日治末期，日軍為防禦工程曾在臺灣有相當程度的砍伐樟樹，使得原本已趨
減少的樟樹資源更見枯竭。臺灣行政長官公署接收製腦設備之時點，全臺經調查
僅剩腦灶 370 座、從業腦丁 1290 人14。
1945 年 8 月 15 日日本宣布投降之後，臺灣總督府專賣局改組為臺灣省專賣
局，原轄之總局 7 課、附屬工廠 8 處分別改組，樟腦業務則由總局 7 科的樟腦科
管理，1946 年 11 月接收時，有成品 40 萬 2709 噸。不過，為求「專賣品生產的
加強及管理」，省府同時將菸、酒、火柴、樟腦分別獨立成立公司。樟腦科改組
成樟腦公司後，專賣局以股東身分繼續管理15。
此時的樟腦公司在業務的推廣上，雖曾積極與國府「蘇浙皖區敵偽財產處理
局」洽商，希望能接管位於上海的「中華樟腦株式會社」，但是似乎無任何具體

13

吉岡荒造〈臺灣樟腦專賣と其の將來〉(久保天麗編《臺灣經濟政策論》，臺灣經濟社，1920 年 11 月)。
《臺灣省通志稿 經濟志工業篇》(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54 年 11 月)168 頁。
15
〈由臺灣省專賣局工作報(1946 年 4 月-1946 年 12 月)〉(陳鳴鐘、陳興唐編《臺灣光復和光復後五年省情(下)》(南京出
版社，1989 年 12 月)。
14

15

成果。該企業原主要由臺灣總督府專賣局所屬樟腦精製及芳油精製企業各出資
30%，加上樟腦副產品加工企業出資 10%所創立之企業16。
日治末期臺灣的樟腦生產受到戰爭影響受到相當的損壞，接收臺灣總督府專
賣局之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最初也只能致力於生產能力的復舊，從 1945 年 11
月至 1946 年 3 月共生產 400 噸左右的樟腦17。然而由於樟樹歸屬不清，導致山林
局禁止部分樟樹砍伐，加上二二八事件的干擾、霪雨暴風、臺中原料採伐的糾紛、
不斷的樟樹走私等因素，使得已趨枯竭的樟樹資源更見嚴重18。
樟腦公司接著於 1948 年 3 月再改組為樟腦局，隸屬省建設廳。1949 年 10
月臺灣省政府明令廢除臺灣總督府施行之粗製樟腦、樟腦油專賣等相關法規，改
以「臺灣省樟腦製造及銷售管理規則」與同施行辦法，日治時期的樟腦專賣之度
可說因此延續下來。然而，樟腦局的經營仍遭遇許多難題，由當時報載「省產樟
腦外銷業務，因受人造樟腦競爭及國際局勢之影響，市價步步下跌，迄無起色，
根據樟腦局的看法，尚須半年後始能好轉，而目前該局之財政收支已漸失去平衡，
日形入不敷出」可知，主要係延續 1920 年代即已出現的人造樟腦競爭。樟腦局
為挽救危機，向生管會提出 2 項解決辦法之建議，即（1）保留原有機構，但是
裁員 100 人，其中包括職員 25 人、技工 75 人。現存樟腦由物資局收購，以周轉
生產資金。
（2）現有機關裁撤，各樟腦廠改隸公賣局19。
1952 年 3 月臺灣區生產事業管理委員會通過裁撤樟腦局，在同年 11 月最終
決定裁撤。1953 年 7 月再廢「臺灣省樟腦製造及銷售管理規則」與同施行辦法，
臺灣歷史上的樟腦專賣制度才告正式結束。此後，臺灣的樟腦生產可說分成官方
的公賣局樟腦精煉廠（以下簡稱樟腦廠）與民間的粗製樟腦的生產。
公賣局於是奉命接收樟腦局在臺北的財產，林產管理局則承接製腦部門的財
產及樟樹保護林。於此同時，開放民間得遵照林政法令自由煉製粗樟腦，由公賣
局按國際價格收購精煉。換言之，臺灣樟腦的產製程序，至此可說區分成原料供
給的林產局與原料精製與銷售的樟腦廠。

16

〈二 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 1946 年度工作報告(專賣部分)〉(陳鳴鐘、陳興唐編《臺灣光復和光復後五年省情(下)》南
京：南京出版社，1989 年 12 月)。
17
〈由臺灣省專賣局工作報(1946 年 4 月-1946 年 12 月)〉(陳鳴鐘、陳興唐編《臺灣光復和光復後五年省情(下)》(南京出
版社，1989 年 12 月)。
18
林清許〈一年來的樟腦生產〉
（《臺樟通訊》創刊號，臺灣省樟腦局編輯委員會，1948 年 5 月 31 日）。
19
〈樟腦局決定裁撤 所有業務及屬各廠 劃歸公賣局接管經營〉（《聯合報》1952 年 3 月 10 日，第 3 版）。

16

公賣局奉令接管樟腦局業務，並成立樟腦煉製廠，該廠在下設總務、業務、
工務及主計四課。業務課專負樟腦外銷，工務課則負責製造。樟腦煉製廠基本仍
為省屬單位之一，僅由公賣局負責指揮監督。樟腦廠成立後，當面的課題則是將
儘量設法減低生產成本，期能與人造樟腦競爭20。
然而如同當時報載「以目前樟腦外銷，約虧損百分之三○至五○，如予補貼
為數甚為可觀…由公賣局…委託林產管理局代為收購粗製樟腦，以便煉製，因自
樟樹林劃歸林管理局接管以後，腦工出售粗製樟腦，林管局均以本身不製樟腦為
辭，拒絕收購，而公賣局自接收樟腦局以後，在各山上又無專設收購粗製樟腦之
機構，以致影響樟腦生產工作甚大」21。首先可知，樟腦的外銷並未替當時短缺
外匯的臺灣有所貢獻，反而靠省府補助才得以出口。其次，上述樟腦產製一貫生
產體制的破壞，已經成為樟腦廠營運的障礙，此舉甚至可說是促使臺灣樟腦官製
結束的最後一記重擊。
1953 年 4 月對外宣稱樟腦廠當面的經營方針是「維持外銷市場，同時擴大
內銷的供應範圍，靜待外銷有利時機時再圖發展」，除積極研發樟腦的新用途，
諸如製造新的合成品和加工品外，更致力於設法增加原料樟腦（粗樟腦）的供應
量22。同年月新任的樟腦廠長饒潤昌即直言製腦原料由林管局代為收購後，原料
供應不繼，無法維持正常生產。因此考慮直接向腦長收購原料，以期達到月產
50 噸之計劃23。1955 年 3 月樟腦廠曾與游腦丁組成的「粗製樟腦生產協會」簽訂
原料採購之合約24。然而到了 1957 年底，原料的穩定且足夠供應的問題仍未獲
得解決，致使生產量銳減，同年下半期僅開工 2 次，每次僅有 100 餘噸的生產，
無法與正常每月產量在 100 餘噸以上相比較25。
樟腦廠撥歸公賣局的用意之一，很明顯是欲藉由公賣局的盈餘去填補該廠始
終無法跳脫的虧損狀態。1958 年省政府即從公賣局盈餘撥新臺幣 2000 萬元，對

20

〈公賣局定明天 接樟腦局業務 降低成本爭取市場〉（《聯合報》1952 年 11 月 30 日，第 5 版）。

21

〈補貼樟腦外銷 尚待省府最後決定 因虧損數字太大〉（《聯合報》1953 年 2 月 22 日，第 5 版）。

22

〈樟腦廠業務 將改變方針〉（《聯合報》1953 年 4 月 3 日，第 5 版）。
〈饒潤昌接長樟腦廠 將直接收購原腦 並儘量減少虧損〉
（《聯合報》1953 年 4 月 16 日，第 5 版）。
24
臺灣銀行〈臺灣經濟日誌〉
（《臺灣銀行季刊》歷年版）
、
〈樟腦產業面臨歧路 應予扶持呢,還是聽任其自然發展〉（《聯
合報》1956 年 4 月 28 日，第 4 版）
。
25
〈樟腦廠 半年開工兩次〉
（《聯合報》1957 年 11 月 17 日，第 2 版）。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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樟腦廠進行轉投資，以謀求產量的增加26。要解決產量不足的問題，從報載當務
之急，即「一、必須走向產製運銷一元化，並統籌辦理原木供應，山地製腦與成
品銷售及生產計劃等業務。二、為促進生產，滅低成本，應訂定樟腦產銷管理辦
法，加強對樟樹之處分及造林計劃與粗腦生產者之管理，並合理降低原木代金計
算標準，鼓勵粗腦增產」27，可說原料問題依然如故，未見根本解決。對公賣局
而言，樟腦廠已然變成亟待解決的棘手問題，翌（1959）年底公賣局發表包括人
員裁減、固定費用減少、發展副產品業務發展等項目的「樟腦事業改革方案」28。
臺灣省府政府所核可的樟腦廠改革計畫，在其所謂自給自足的原則下，推動
「林業工業化」，即除製腦及提煉香料外，增加三夾板，軟木等副產品之增產，
但是實際上所需支付產品加工技術仍然無著29。由此已可清楚看出樟腦廠的經營
無法再靠本業的製腦，而必須以新產品的開發來維持營運。樟腦廠停閉的命運及
製腦民營的歸結，在 1960 年預算因列有新臺幣 300 萬元虧損，被臺灣省議會退
回要求重編時，即被議會告知准予試辦一年，如有虧損即開放民營30。
值得留意的是，臺灣省議會很早就有精製樟腦民營的聲音，只是臺灣省政府
方面尚未有如此打算，1959 年 12 月省主席周至柔在議會答辯時，仍以製腦事業
尚未獲利為由而拒絕。不過，精製樟腦民營的意見不絕於後，1962 年 9 月臺灣
省議會第二屆第五次臨時大會，基於其內部所設專案小組調查認為「該廠年年虧
損，業務無法擴展，薄荷事業又不可靠，且與民爭利，該廠理應從事樟腦及薄荷
兩者以外之高級香料方面謀求出路，以改進該廠業務，否則即無經營之價值」之
結論，議決要求政府當局將樟腦廠轉為民營，以減少政府虧損31。
不過，樟腦廠停閉的命運要到 1967 年初才正式到來，台灣省政府第 908 次
省府會議終於決定在一年之內關閉，樟腦精製開放民間經營，70 餘年樟腦官製
可說至此終焉32。
1967 年樟腦廠的裁撤顯然對與此產業有密切關聯的客家族群帶來相當程度
的影響，不過客家族群離開樟腦製造並非從此開始，如前所述，1920 年代即見
26

〈省撥兩千萬 投資增產樟腦 預計年產五百噸〉（《聯合報》1958 年 8 月 15 日，第 5 版）
。
〈樟腦業復甦 產銷均將大增〉（《聯合報》1958 年 8 月 24 日，第 4 版）。
28
〈七年來工農投資額 本省超過一五五億 周主席昨在省議會宣布 公賣局將整頓樟腦工廠〉（《聯合報》1959 年 12 月
9 日，第 3 版）
。
29
〈省府通過計畫 改革樟腦廠 增加副產品為原則〉（《聯合報》1960 年 8 月 17 日，第 5 版）。
30
〈樟腦廠預算 被退回重編〉（《聯合報》1960 年 10 月 6 日，第 2 版）。
31
〈省議會昨閉幕 通過動議反對匪入聯國 促將樟腦廠轉移給民營 請劃分公民營保險業務〉（《聯合報》1962 年 9 月
27 日，第 2 版）。
32
〈樟腦廠沒生意 年內結束 如民間願意經營 公賣局決予協助〉
（《聯合報》1967 年 1 月 10 日，第 5 版）。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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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客家腦丁下山另尋謀生之途。戰後，這種情形依舊持續，其原因可舉出幾點，
首先是腦丁的待遇未因統治者的更迭而有明顯改善。
戰後初期，樟腦製造現場的生產仍延續日治時期腦長與腦丁的組織，腦長居
樟腦局（收購者）與腦丁（腦丁）之間，負有招募腦丁、協助調查原料、修築腦
寮及腦灶道路、管理製腦設備、集中併上繳樟腦製品、供應腦丁生活用品、指導
腦丁生產等任務33。腦丁為實際的生產產者，其將所生產的樟腦及其他相關產品
經由腦長交給樟腦局，以獲得「收購價格」的代償。表 1 為戰後初期「收購價格」
的計算方式。
表 1 戰後初期樟腦局對腦丁支付「收購價格」之計算方式
1 基本價格 a+b=436.92+137.97≒575
a 標準腦灶 1 個當米每公斤臺幣 1 元時。
腦丁(男女各 1 人及小孩 3 人)所需生活費為臺幣 568 元(200 元為購米費用、368 元為日常生活費用)，每灶平均月
產量 130 公斤→(568 130)

436.92（ 腦丁實際所得）

B 腦長佣金：平均占收購價格之 24 →（436.92
2 收購價格之基本價格 575 [

增加率(

)

）

(米價

137.97
)]

C 增加率：米價每公斤漲 1 元時，收購單價增加部分與基本價格的比率。
米價每公斤漲 1 元時，米的費用由 200 元增為 400 元，而米價與其他必需用品費用漲率為 1：0.676，因而此部分
將增加費用為 368
米價每公斤上漲 1 元時的增加率為（

）

（

）⁄

資料出處：章錦之〈粗製樟腦品收購單價計算方法〉（《臺樟通訊》第 1 卷第 2 期，臺灣省樟腦局編輯委員會，1948
年 6 月 30 日）。

雖然其計算方式仍有許多不明之處，留待今後更進一步的研究，不過仍可看
出樟腦局的收購價格係以價為基準，再配合其所謂的增加率而算定。樟腦局當局
以米價等同腦丁的生活費，因此即使遇到物價波動，仍具有穩定腦丁生活之功能。
而且此基本單價以各監督所林木區為單位，非全省統一，因而每區各灶收入應很
均等。屬於同辦事處的各監督所由於相距不遠，因而物價亦不致差異懸殊34。然

33

楊選堂《臺灣之樟腦》
（臺北：臺灣銀行，1952 年 6 月）60 頁。
此時樟腦局設有新竹、臺中、嘉義及花蓮等四個製腦辦事處（楊選堂《臺灣之樟腦》
，臺北：臺灣銀行，1952 年 6 月，
25 頁）。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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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這種算法是否能夠抵擋戰後臺灣惡性通貨膨漲的衝擊，仍有必需再深入究明之
必要。
不過，即便在當時，對上述的算式已有不僅無法使腦丁的生活安定，亦無法
使之脫離貧困的境遇之批評。亦即樟腦局以 1 公斤配 1 臺斤（0.6 公斤）給一家
5 口人的腦丁，僅能維持不致飢餓的程度而已。加上所設定標準腦灶每月產量為
130 公斤，由於各山場的生產條件不盡理想，事實上很難達成此標準。因此，從
起算基本價格開始，腦丁的收入便已被打折扣，腦丁實際上無法獲得上表所列收
入。再加上腦長的佣金併入樟腦的收購價格，已對腦丁造成不利，腦長因居於仲
介的位置，亦見暗扣腦丁工資，在正當佣金之外，向腦丁索取報酬或擅自提高佣
金比例之情事35。
若以今日之觀點而論，這種論件計酬的作法未能考慮到腦丁製腦時所付出的
勞動密度與強度，只能說是齊頭式的平等。加上一家五口的腦丁每月生活費為新
臺幣 586 元，實際卻只獲得新臺幣 436.92 元。換言之，在此計算方式之下，無
論其增加率有多大的變化，其家計先天上的不足很難有根本性的改變。再加上腦
長一手包辦從樟腦製造到腦丁日常生活之所需，腦長與腦丁之間除上述的盤剝關
係外，極有可能尚存在金錢借貸關係，顯然是腦丁不易離開山場放棄製腦的原因
之一，唯此點仍需今後更多的實證研究才能掌握其實情。
不過，戰後初期腦丁的勞動條件，應可說有相當程度是延續日治時代的作法，
其性質不改國家權力經由其代理人（腦長）對腦丁進行多重「不等價交換」，以
此壓低臺灣樟腦的生產成本，而得以在國際市場上競爭。此體制雖然維繫了臺灣
樟腦的生產，位於底層的腦丁卻被迫強忍生存邊緣的窮困貧乏，因此當腦丁的家
計無法維持或有收益更好的工作機會出現時，臺灣的樟腦生產隨時會因腦丁的廢
業而停頓。換言之，這種生產體制始終存在著腦丁廢業的推力。實際上，1949
年樟腦政策性減產後，為數甚多的腦丁永久性放棄製腦另尋其他謀生之道36。當
然，不可或忘的是戰後臺灣的工業化發展，亦形成腦丁日漸稀少、後繼無人的重
要拉力。

35

楊選堂《臺灣之樟腦》
（臺北：臺灣銀行，1952 年 6 月）57-60 頁。
戰後初期，山場的「製腦組合」改組為「製腦事業改進社」
，政府以貸款方式予以扶持，然而僅允許腦長成為該社之
社員，因此在性質上，充其量只是在維護腦長的實力，以供作其與腦丁之間的中介者而已，楊選堂《臺灣之樟腦》（臺
北：臺灣銀行，1952 年 6 月）57 頁。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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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如前所述，由於 1953 年 7 月「臺灣省樟腦製造及銷售管理規則」與
同施行辦法之廢除，民間粗製樟腦的生產成為可能，開始在客家地區出現這類的
業者。根據《新竹縣志續修（民國 41 年至 80 年）》之記載，「民國 40（1951：
引用者）年代至民國 56 年樟腦開放民營以前，其時本縣約有腦丁 40 餘人，此等
腦丁相當於林班領班，大約每 2-3 個工人合作管理 1 個樟腦蒸餾灶，大約每個樟
腦蒸灶每月可生產粗樟腦 1500 公斤，當時全縣約可生產粗樟腦 60 萬斤之譜。每
年收入大約有新臺幣 6、700 萬元之譜」。另外，在 1967 年精製樟腦公營制度消
滅之前，新竹縣從事粗製樟腦之民間業者，多係熟識此行業之腦丁經營。例如橫
山鄉內灣村中正路 42 號的「楠本製油廠」（經營者楊盛泉，1958 年 7 月 1 日獲
准營利事業登記，資本額新臺幣 3 萬元）
、關西鎮北斗里博愛路 98 之 1 號的「芳
成製腦工廠」
（經營者黃晃秀）、關西鎮南雄里中正路 30 號的「建泰樟葉油店」
（經營者李綱聰，1961 年 1 月 13 日核准營利事業登記，資本額新臺幣 1000 元）、
關西鎮「泰一粗腦行」（經營者張奕鳳）、關西鎮北斗里正義路 36 之 3 號的「林
樟腦加工廠」
（經營者林元金，於 1965 年 1 月 14 日核准營利事業登記，資本額
新臺幣 2 萬元）
。其中，
「楠本製油廠」規模較大，產量多且經營時間較久，其訂
約收購之對象為樟腦廠37。

結論
在前二年度，有關臺灣歷史上的樟腦業與客家人的關係，分別就清代、日治
時代進行研究，本子計畫則以戰後臺灣樟腦業的消失與客家人為主題進行研究。
以下，為本子計劃目前所得到的結論。
1、 臺灣歷史中的樟腦業與客家人有密切關聯，但是並非客家人獨有所謂的「族
群經濟」的一部分。應該可說樟樹分布的地區與客家人居住地區有重疊或鄰
接之情形，所以樟腦製造才與客家人有所關連。而客家人在臺灣的分布情形，
則須以另外的歷史脈絡思考及論述之。另外，若仔細爬梳各種相關資料，並
將焦點置放於族群一點上，可知臺灣的樟腦業一如其他產業一樣，族群間的
分工合作才是維繫臺灣樟腦產銷鏈得以建立的主要因素。
2、 臺灣樟腦的生產發生很早，姑且以 1860 年代門戶開放到 1960 年代公賣局樟
腦廠停閉論此 1 世紀的的興衰變遷，可清楚看出自 1860 年至 1910 年代為發

37

《新竹縣志續修（民國 41 年至 80 年）》
（竹北：新竹縣政府，2008 年 10 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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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階段，到 1920 年左右產量達到高峰之後，開始走下坡，直至 1967 年官樟
腦官製結束。
3、 臺灣樟腦業終至衰亡的原因，可舉出如下幾點。
(1) 原料問題：臺灣自有樟腦的商業性生產開始，即為資源掠奪性質的經濟活
動。砍伐完畢的原樟樹林之區域，並非設法復育重植，而是繼續開墾為田
園，因而造成原始樟樹林資源的不斷消失。日治到戰後雖有所植林復育，
但是顯然成效不足以遏止樟樹資源減少之趨勢。
(2) 產品問題：由於此一世紀臺灣的化工(或可言生科)技術落後，因此長期以
來，只能以原料生產為主。其結果不僅無法敵擋人造樟腦乃至塑膠等新生
化工產品的競爭，亦無法對樟腦、腦油及其他副產品有更技術密集的加值
運用，以求轉型，致使整個產業的發展受到極度限制。
(3) 勞力問題：山場的粗樟腦生產，對勞動者腦丁而言，亦為資源掠奪性質的
經濟活動，腦丁必須忍受惡劣且危險的工作條件與環境。因此對山場的粗
樟腦生產勞動者而言，始終存在一股「離腦下山」的推力，當外界的拉力
足夠時，這股推力就會相對變得巨大。1910 年代客家腦丁的「離腦下山」，
或許為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臺灣經濟活絡的短期現象，但是戰後整個臺灣
社會、經濟等各方面的結構性變化，山下的拉力大過山上的推力時，樟腦
製造與台灣其他產業(如煤礦業)一般，不僅既有的勞動者紛紛廢業，亦無
新的勞動者填補此空缺，既有的勞動者則趨於老齡乃至凋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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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家委員會補助大學校院發展客家學術機構計畫
成果報告書

分項計畫群 A：客家文化研究資料的發掘、應用與典藏
子計畫三：竹苗地區古文書資料整理中程計畫

執行單位：國立交通大學客家文化學院
計畫主持人：羅烈師
聯絡人：鍾旻秀
聯絡電話：
傳真：
E-MAIL：
日
期： 102 年 11 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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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本計畫係竹苗區古文書 66 種整理計畫之第二年，依計畫完成第 28-47 種出
版前之整理工作，本年度除依去年的模式，分別依圖片及文字檔整理文書外，同
時與本校圖書館合作，進行數位化工作，目前已建立檢索平臺及網站，正式測試
中。
在論文寫作方面，本年度針對北埔廣仁社與廣濟社之慶讚中元普施收支簿資
料，解讀 1903-138 年間的中元祭典始未，藉以探討理性管理態度與民間信仰之
關係。
貳、執行情形：
一、計畫之執行概況
整體工作由計畫主持人統籌，依分季進度，由長期參與本計畫之兼任助理徐
仁清協助執行，訓練新進大學部與研究生參與本計畫。六月之後，本校圖書館副
館長黃明居率圖書館團隊加入本計畫，每雙週進行一次工作會議。除計畫主持人
撰寫研究專文外，團隊並合作撰寫並發一會議論文〈研究資料庋用：以新竹竹北
六張犁問禮堂林國寶生平考為例〉。
二、預算支用情形：
依規定支用完畢

參、檢討與建議：
一、成果效益：
本計畫目前已完成 47 種竹苗區古文書處理工作，建立合作團隊及數位平臺，
並撰寫論文兩篇。未來隨平臺及網站之成熟，將開放其他研究者使用。

二、與原訂計畫之落差及原因分析：
原訂之正式出版進度，面臨授權問題，難以達成，目前將暫時以館內院內限
定使用為原則，但仍會尋求克服授權之問題。

三、建議事項：
計畫進行中，其他資料之蒐集整理過程亦持續進行，未來將新增古文書資料
之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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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研究成果全文：

北埔廣濟社與廣仁社中元祭典收支簿初步解讀
羅烈師
交大客院
2013.11.9

摘要
臺灣中元習俗因清代移墾社會之特性而特別醒目，同時這一習俗也傳襲至今，
並未稍減。先前之研究通常聚焦於所謂厲鬼信仰，已在信仰心理、神格特質及其
轉化，獲致可觀成果。
然而，中元祭典對竹塹地區地方社會之構成，具有重要意義。舉其犖犖大者
如新埔枋寮義民廟、芎林福廣宮及楊梅集義祠等；這與本區信仰範圍最廣的三官
大帝，在神格特性上，形成頗大的落差。
筆者與高志彬整理《北埔庄廣濟社暨廣仁社中元祭典開支簿》時，一方面發
現在信仰心理上之「濟眾」與「施仁」迥異於所謂厲鬼之說；同時也發現儀式組
織的高度理性化。緣此本文依大正六年至昭和 13 年（1917-1938）之中元開支簿
冊，初步解讀祭典始未，俾便未來持續從理性化經營模式之論點，進一步剖析中
元習俗對竹塹地方社會變遷之影響。
關鍵字
金廣福、北埔、中元、收支簿、地方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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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臺灣中元習俗因清代移墾社會之特性而特別醒目，同時這一習俗也沿襲至今，
並未稍減。先前之研究通常聚焦於所謂厲鬼信仰，已在信仰心理、神格特質及其
轉化、宗教哲學等觀點，獲致可觀成果。
然而，中元祭典對竹塹地區地方社會之構成，具有重要意義。舉其犖犖大者
如新埔枋寮義民廟、芎林福廣宮及楊梅集義祠等。
本文乃以新竹縣北埔鄉之兩項史料《北埔庄廣仁社慶讚中元普施收支簿》，
解讀其中元祭典之始未，俾便未來進一步討論此一祭典與大隘三鄉北埔、寶山與
峨眉地方社會之關係。38

二、中元
在臺灣的本土民間信仰中，厲鬼信仰為其最主要的特色之一。 簡單來說，
所謂的「厲鬼」是一些沒有後代子嗣供養，或者是一些橫死、冤死的靈魂；同時，
「厲」也蘊含有「疾病」
、
「罪惡」等意思，甚至於有時可以寫成「癘」
（康豹 1997）。
這種厲鬼信仰背後的心理基礎，就是我們多次提及的「無主的恐慌」，而中元祭
典正是面對這一無主恐慌下的厲鬼。有清一代臺灣中元相關文獻俯拾皆是，早在
施琅渡海當年，便立即在中元開祭陣亡官兵：
奮先登以賈勇，誓焚艦而搴旗。遂乃觸轟燄于飛隕，罹鋒鏑而傷彝。痛形
體之淪喪，冀魂魄之來茲。風雲悽其悲惋，波濤咽其流澌。余忝軍麾于率
領，肅紀律以控持。屆中元之令節，值蘭盆之會期。念將士之殫力，悼幽
冥之凶危。羅肴蒸以奠享，陳酏醴于盈卮。持耑員而虔祭，抒誠愫于水涓。
靈之遊兮仿佛，惟歆飫兮攸宜。尚饗。39
又依陳朝龍十九世紀末的觀察，粵庄的中元普渡的盛況如下：
七月做普度，皆與土著略同，惟祭用豬羊，較土著為常。凡村社祈安建醮，
先期禁屠宰，齋戒備極虔誠，延僧道建道場，或二朝、三朝，間或有五朝
者。閩莊皆茹素連日，祭品亦皆用素。至尾日普度，大開屠宰，各首事及
各村莊多出全副豬羊，豬以極大為尚，間有豬一頭重五百餘觔至六百觔者，
羊以角長而正為尚，間有角長一尺一、二寸至一尺三、四寸者，皆數年前
預蓄於家，極意飼養以備臨時應用。40
陳朝龍所看到的是一普遍現象，相關碑文甚多，例如，土著（閩人）中元祭
38

本收支簿之整理係毋高志彬於執行四溪計畫總辦公室之古文書整理計畫時，所協助進行，特
此致謝。
39
參見施琅康熙二十三年七月十五日〈中元祭陣亡官兵文〉
，收錄於《靖海紀事》
，臺灣叢刊第
十三種。
40
參見陳朝龍，1894，《合足本新竹縣采訪冊》
，頁 387。南投：省文獻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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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亦屬隆重，竹塹城士紳即曾為了確保祭典有所依憑，將充公之財產列為南壇大
眾廟之廟產，以作為中元祀孤費用：
竹塹城南壇有同知楊廷理於嘉慶十六年立大眾廟中元祀業碑，竹塹南門外
大眾神廟創建已久，每值中元佳節，向有蘭盆勝會，以祀孤魂。近因捐題
維難，廢而莫舉。賢等用是捐銀九百三十員，買過潘文助北莊崙仔尾水田
四甲七分，帶園四坵，並厝五間，充入大眾廟，付首事輪流掌管，佃耕種，
按年收租。據此，查該生等公捐置產，助入大眾廟以為中元祀孤用費，洵
屬善舉堪嘉，合行給示勒石。41
緣同治六年間，有本城恆義號（即麥悔官）生理倒罷，積欠和等眾郊戶銀
貨賬項，核算數千元，……爰是和等邀集眾鋪戶人等酌議，愿將此瓦店四
座充入南壇為祀業，以備歷年中元費用之需。聚鋪戶等俱各心悅誠服，從
茲勒石以垂久遠。店契稟官存案。
竹北二堡的大溪墘、大崙、白墩、紅毛港及大湖口四庄也曾舉辦過聯合建醮
的儀式，雖然這一醮儀並未明指中元祭典，但是所祭祀的對象與中元相同的是無
主亡魂：
……今者大溪墘及大崙、白沙墩、紅毛港、大湖口，上達崑崙靈址，下臨
鳳鼻之美，左關長崗之峽，右連南海慈流。四庄聯合，人心無二，僉議秋
冬之交，幸際耕耘之隙同，脩無量之陰功，祈安建醮……或為西州大賈，
執佛無親；或為南陽行商，穹碑未記；或沙場無定，依然夢入深閨；或青
塚徒存，猶是心期月鏡……勸涓與勸施，同功集腋成裘。共建一醮，使大
溪墘等四莊，永為布金之地，家報平安之竹，庭開富貴之花。是為序。42
序中大溪墘在今新屋，大崙在中壢，白沙墩在今觀音鄉，紅毛港與大湖口分
別在今新竹縣新豐鄉與湖口鄉。這四庄正跨越了桃園新竹兩縣的五個鄉鎮市：觀
音、新屋、中壢、新豐與湖口，規模相當龐大。
值得注意的是，中元祭典對於地方公廟的重要性絕不亞於主神祭典，芎林鄉
廣福宮的廟史是最好的例證。廣福宮興建於道光元年（1831），當時的經理人有
黃克昌、何俊享、徐元華、劉嵩山、林賢德、鄭家賢、劉維翰、葉林恩、劉珍亮
等，主神為三山國王。此後，依廣福宮廟碑上的〈九芎林莊誌〉的記載，整個廟
史幾乎就是一部關於九芎林中元祭典的紀錄，相關文句條列如下：

41
42

同前註，頁 242-244。
參見筆者收藏「新竹縣湖口鄉羅景輝古文書」，未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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咸豐五年有黃克昌、劉維翰、劉嵩山開設中元，施主姜義豐、鄭振元施柯
仔田租谷，每年以增中元之光榮也。
至明治廿八年乙未舊六月十六日被值兵焚之後，至明治卅一年間，有經理
人林學源、劉如棟、劉仕確、林貴進、林文勝、劉仁超、徐春、劉朝品、
姜紹清、劉仕祥等不辭跋涉，辛苦外出捐圖，重建國王宮廟宇，指揮督造
人劉仕兼，後因中元落矣，明治卅二年有殷紳劉如棟、彭殿華、林學源、
劉仕確、鄭獻瑞為首，爰請殷戶施出銀元曰為贊元社，生放利息以應中元
之用，乃復中元之盛況也。
至大正八年間中元又至，落何謂矣？只因貨物騰貴，入不敷出，實難料理。
有經理人劉仕確、陳貴進、徐宏春、林玉來等妥請各位樂施銀元，共同交
中元社經理人立業外，生放利息，以為中元長存之計，曰為重振中元祀典
也。即日援請十七庄殷紳公同議定，就將中元於大正九年度起輪流各庄。
九年列明為一序，王爺坑、石壁潭聯庄一年；倒別牛、五股林聯庄一年；
中坑、赤柯寮聯庄一年；水坑、沙坑聯庄一年；赤柯林、高梘頭聯庄一年；
芎林上街一年；芎林下街一年；上山、崁下聯庄一年，下山、五座屋聯庄
一年。自輪中元祭典之後，庄庄茂盛，戶戶安康，日昌日盛，福祿壽全。
九芎林廣福宮的歷史顯示，十七庄鄉民所組合而成、九年一輪的九芎林廣福
宮祭祀圈，實際上並非主神三山國王的神力展現，反而是關連於無主亡魂的恐慌
與悲憫。枋寮義民廟的歷史與廣福宮如出一轍，1802 年四姓規約規劃「中元外
庄當調」後，正因為中元是所有竹塹居民的共同心理基礎，所以一旦策略上決定
了外庄當調後，它必定具有擴張的趨勢。
關於無主心理恐慌最真實的例子，莫過於光緒十六年（1890）金協和股夥、
金惠成墾戶與姜義豐公號三方所定的〈杜賣盡斷根水田山園契字〉。金協成股夥
向金惠成墾戶承墾五指山等處，墾成之後，必須瓜分，使各安其業。然而，眾股
夥卻碰到難題：
但念人安必依神安，切自開墾以來，在此界內凡遭斃命者不計其數，若非
修齋超度，則落魄何以超生？所以欲分此業，必先超度。43
契約中所謂「欲分此業，必先超度」，充分表達了對亡魂的恐慌心情。而既
要超渡，就必須有經費，偏偏眾股夥苦無資金，於是股夥與金惠成商量的結果，
便將一部份土地以三百大元賣給姜義豐，這樣超度經費就有著落了。
43

參見〈杜賣盡斷根水田山園契字〉
，北埔姜家史料，轉引自吳學明，1998，
《頭前溪中上游開
墾史暨史料彙編》
。頁 222-223。新竹：縣文化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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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義豐思補記，即備出業價佛銀三百大員正色，現經中及眾股金惠成及金
協和提收足訖，以為超度及修塚用費之資，俾鬼神得以憑依，庶眾股可以
樂土矣。44
這一契約明白地告訴我們，人們對於無主亡魂的心理恐慌，絕不只是心理恐
慌而已，實際上，這種恐慌明明白白地要求人們必須正式地面對它，以實際的作
為安頓無主亡魂。正因如此，所有的村落每年中元必定舉辦中元祭典，而且這種
中元祭典往往就在地方公廟舉行「公普」，亦即跨村落的共同中元普渡儀式。

三、帳簿與理性化管理
目前關於祭祀儀與與帳簿之研究成果，集中於新竹枋寮義民廟。前期研究者，
針對廟產管理制度的演變分期，大致上已依據史料將廟史經理制度區分成首事、
業戶經理與輪庄經理等階段，描述了義民廟產之經理從少數首事或業戶，擴大至
由四大庄士紳輪流管理（羅烈師 2001、2012，賴玉玲 2005，林桂玲 2005）
。隨
後，研究者藉以歸納十九世紀物價（黃瓊儀 2010）
；或者追蹤單筆土地之買賣過
程及歷年收益（羅烈師 2009，張毓真 2011）；更進而以更完整地解讀帳簿，以
資勾勒廟產經理的實際過程及影響（羅烈師 2012）。
同時，金廣福大隘之相關帳簿，亦早有研究者解讀出領導家族姜家在逐步納
入世界經濟體系的過程中，其土地與產業投資概況與家族經營的策略（莊英章、
連瑞枝 1998）。
此一系列的研究成果顯示經濟理性行為與儀式組織運作之間具有密切關係，
而這對於民間信仰之變遷，有其不要忽視的重要性。

四、廣濟與廣仁
北埔廣濟社與廣仁社成立於明治 36 年（1903）
，其收支紀錄則包含大正六年
至昭和 13 年（1917-1938）前後 22 年。
廣仁社帳簿共 53 頁祭典收支資料，所記錄年代從 1917 至 1938 前後共 22
年，簿之前有會員名冊及簡短的序言，共 9 頁，每年的支出紀錄皆為兩頁，故全
冊共 53 頁。廣濟社帳簿與廣仁社幾乎相同，只是廣濟社帳簿採取同頁接續書寫
的方式，並未如廣仁社新年度即另起新頁的寫法，因此廣濟社帳簿比廣仁社少了
一頁，為 52 頁，因此二者的篇幅並無差異。

成立
兩社帳簿前九頁皆為序言，內容包含事由、時間、地點、經理人、會員清單、
分組輪值順序以及入會費收入等項。說明如下：
首頁是公告值45年祀主姓名之樣式，年份及姓名未定，乃以「某」字代替；
祭祀時間為七月十四日；祭祀緣由為慶讚中元普施；祭祀組織為廣仁社（或廣濟
社）；並由本社之經理（姜義豐）署名。原文如下：
44
45

同前註，
原文作「直」年，一般寫為「值」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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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年七月十四日為北埔庄
慶讚中元普施廣仁社直年祀主 某姓名
廣仁社經理啟
其次說明成社之年月，並由一位經理人與四位副經理聯合具名，並且表
明開列名單。其字樣如下：
明治三十六年癸卯十一月穀旦立
經理人姜義豐副經理黃石喜、黃娘保、梁金德、宋德香46
會份芳名開列於左
接下來逐筆題列會份名單，同時這些名單係分為「天、地、人」三組，
每組 55 人，共 165 人。其中天字號的輪值年份為寅巳申亥，亦即在天干地
支紀年的方式下，每逢地支為寅、巳、辛、或亥之年份，即由天字號會員輪
值例如 1917 是丁巳年。同理，地字號為子卯午酉，例如 1918 戊午年；人字
號則為丑辰未戌，例如 1919 己未年。因此，序文隨即說明這一三年一輪的
制度。
謹將廣仁社編為天地人三年輪流理辦，週而復始，是為序。

明治三十六年癸卯歲十一月一日市
一收會心來龍銀壹佰陸拾五元
明治三十七年甲辰歲十一月十六日市
一收加津會心來龍銀壹佰陸拾五元
兩年合共銀參佰參拾元
序文之後之空白處，則增列了幾行文字，註明明治三十六年與三十七年，
兩年各收會心銀（會份費）每人龍銀一元，各合計 165 元，兩年合計 330 元。
兩本收支簿相較，除兩社社名及會員名單不同之外，其餘內容完全相同。此
外，廣濟社的三個分組，字號則定為富貴春，其輪值方式亦依干支紀年三年一輪。

經理人與會員
經理與副經理共五人，兩社皆同，經理人為姜義豐，即姜秀鑾宗族；副經理
黃石喜、黃娘保、梁金德、宋德香。
相異於經理與副經理領導階層，兩社會員重覆不多，大致包含北埔各大宗族，
46

根據｢西元 1916 年北埔到月眉道路修建寄附情形｣記載：宋德香捐款 140 元居所有捐款人之
冠（轉引自張素芬 2006），可能是峨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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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會員除極少數持有二或三股外，以持有一股為多。
會員股份方面，計有 15 筆異動資料，集中於大正六年至十年間，參見附錄。

空白的 14 年
1903-1916 期間，沒有帳務資料，最直接的聯想為這 14 年間亦無祭典；然而，
既已成立祭祀組織，卻於創立後十餘年未辦理祭典，實在太不合乎常情。基於幾
條線索，本文認為 1903 與 1904 連續兩年募集會費後，1905 年即開始辦理祭典，
只是當時並未將收入資料謄寫於專用帳簿罷了。說明如下：
首先依輪值順序推算，帳簿顯示，大正六年（1917）兩社分別由天字號與富
字號輪值，大正七年為地字號與貴字號，大正八年則為人字號與春字號。三年一
輪，直到最後一年所記帳務為第八次天字號與富字號輪值，毫無差池。如果以此
向前逆推，則 1914、1911、1908、1905 之輪值成員亦可能分別為天字號與富字
號，至正式建立帳簿時，兩社已四度輪值。1903 年係於十一月方議定成立組織，
中元已過，自然不會有祭典。1904 年理應辦理祭典，然而，很可能所募經費不
足，所以當年仍未舉行祭典。延至十一月，經理人等再度向會員「加津」（即加
收）龍銀一元，才於隔年正式舉辦中元祭典。
同時，光緒三年（1877）大隘三鄉首次參與義民廟中元祭典，成為第十四大
庄，1905 年正好是大隘第三度輪值。本文推測大隘因此在 1905 年，同時辦理這
兩項祭典。

祭典
儘管我們目前無從得知百餘年前的祭祀過程，不過，透過帳簿之支出明細，
仍然可以略窺梗概。
以 1917 年為例，廣仁社由經理人支付一百元作為辦理祭祀儀式之費用。這
一百元一分不差地用罄於祭典，共有 46 個品項（參見附錄）。本文將這 46 個品
項區分成祭品、祭儀、人事與雜支等四類，其中祭品費用幾佔七成，人事接近二
成，所餘一成中，雜支與祭儀各佔六四，分別說明如下。
首先，祭品為支出之最大宗，計 27 項，69.555 元，亦即 70%的費用。其中
食物類的支出又居絕大部份，包含 236 斤的大豬一隻、39 斤的大羊一隻、雞一
隻、鴨一隻、白米、蔬菜、米粉、魷魚、豆腐干、糖、茶葉等等；其他則為香、
燭、巾衣、紙旗、紅布彩、炮竹等，合計不足三元（參見表 1）。
表 1 1917 年北埔庄慶讚中元「祭品類」支出統計表
摘要
又大豬一只 236 斤

金額

摘要
45 又靈煙半合

單位：元
金額
0.475

又大羊一只 39 斤

6 又大小燭一斤 4 兩

0.45

又白米 4 斗

4 又甲紙印巾衣大紅一刀

0.43

又菜料六件 12 斤
又糯米 2 斗

2.4 又紅布彩一條
2 又糊紙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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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85
0.31

又五牲豬肉

1.5 又連炮二封

0.24

又雞一只

1.1 又好香三包

0.18

又唐透 30 支

1.05 開買桃名片 20 枚

又鴨一只

1 又燈排用紙

又米粉

1 又上黃香 10 包

又唐 3.6 金 15 支

0.15
0.12
0.1

0.525 又寸羔 10 包

又生糖參斤

0.42

又尤魚半斤

0.15

又茶米半斤

0.15

又付干 20 片

0.12

又白酒貳□

0.2
合計

0.1

69.555

資料來源：依《北埔庄廣仁社慶讚中元普施收支簿》分類統計。
簡言之，祭品費用佔整體費用之最大宗，而其中又幾乎全為食物類開支。同
時，其中又以大豬 45 元幾乎佔去整體經費之一半，莫怪乎民間往往以「刣大豬」
或「刣豬公」稱呼中元祭典。
其次，46 支出品項中，五項屬於人事費用，合計 19 元，約佔祭典費用二成。
這些費用用於支付包含祭典的工作人員，包含殺豬宰羊的屠夫、布置並移動豬羊
的扛工、主要執行行政事務的「首事」等（參見表 2）
。47這三項費用合計六元，
屬於直接辦理祭典所必須支出。
表 2 1917 年北埔庄慶讚中元「人事類」支出統計表
摘要
又振隆店豬肉會份
又豬羊扛工

元

摘要
13 又殺豬羊及會份豬肉
2 又首事人員
合計

單位：元
元
2
2
19.4

資料來源：依《北埔庄廣仁社慶讚中元普施收支簿》分類統計。
然而，另有一筆多達 13 元的「振隆店豬肉會份」支出，則係支付街上的豬
肉舖戶「振隆店」，本文亦列入人事類費用。筆者認為這係祭典之後，輪值字號
之會友切分豬肉時，分量不足，因此便向振隆店額外購買豬肉。因此，這等於是
輪值祭祭之會員的酬勞金。
這一推論之證據亦見於這一年（1917）支出最後的附註說明，其註文為「即
日批明，每份分豬肉參斤重的價八角七糸也，時值價照市場每圓重參斤八兩為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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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事一詞目前在臺灣諸多客家庄仍然通行使用，用以指稱協助爐主的人員；臺灣的閩南語則
稱之為「頭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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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段文字的文意並不流暢，筆者如此解讀：如依當時市場豬肉價格，三斤豬肉的
價格是 0.87 元，為補足會費一元的差額，每位會員再多補半斤（八兩）。48
又其次，46 支出品項中，有 12 項費用合計 6.845 元，筆者列為雜支。這些
費用包含熟煮祭品所需之燃料、佐料、額外食材，尚有工作人員所需文具及草鞋
以及布置豬羊之木架的租賃費用等。至於最大筆的豬羊稅 2.65 元，則係支付政
府的牲畜屠宰稅（參見表 3）。
表 3 1917 年北埔庄慶讚中元「雜支類」支出統計表
摘要
又豬羊稅

元

摘要

單位：元
元

2.65 又水油二斤

又火柴

0.28

1 又小菜

0.2

又竹筍 40 斤

0.8 又火炭

0.2

又草鞋 10 雙

0.5 又筆仔一支

0.1

又豬羊枷紅儀

0.4 又甲紙拾張

0.025

又黃蔗二斤 0.2165□羗皮 5 斤
又鹽及豆油

0.39
0.3
合計

6.845

資料來源：依《北埔庄廣仁社慶讚中元普施收支簿》分類統計。
最後則為儀典本身的費用，包含鑼鼓的租借費用四元，鼓手及彩旗手的工資
0.4 元，以及普施（普度）儀式時不詳用途的大小兩個紅包共 0.2 元（參見表 4）。
表 4 1917 年北埔庄慶讚中元「儀典類」支出統計表
摘要

元

摘要

又普施大小紅儀

0.2 又鑼鼓稅

又夯彩及起鼓

0.4
合計

單位：元
元
4
4.2

資料來源：依《北埔庄廣仁社慶讚中元普施收支簿》分類統計。
從整體支出的分類比例觀察，北埔庄慶讚中元祭典的絕大部份經費用準備祭
品及酬謝輪值會友。其中未見執行儀式之專業人員的費用，可以得知僧尼或道士
等佛道儀式並未用於北埔中元祭典。筆者因此推論，北埔庄慶讚中元祭典應係由
庄內不支酬勞的非專業人士主持，這類人士通常為在地知識菁英，他們被稱為「先
生」，往往也是宗族內部的領導階層。

尾聲
兩社帳簿的最後支出昭和 13 年（1938），天字號，富字號，前後 22 年，第
48

計算如右：0.87/3=0.29，0.29*3.5=1.015，相當接近一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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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輪伊始。此後即無資料，推測應該是戰時體制影響了祭祀。
此前一年（1937）八月十九日（即舊曆七月十四日），廣仁社中元召開會議，依
其廣仁社會議紀錄49，決議下列事項：
 昭和十三年度開始年付利息額八分
 昭和十三年起設置公積金，以支付臨時費及竹東神社之負擔金
 將昭和十二年度的本金找還金作為支付今年度帳簿整理費及代書費
之用
 昭和十一年度的本金找還金，作為公積金
 昭和十年度祭典費餘款交管理人保管
 昭和十二年會員五十五人，祭肉分配取六十份
 本會管理人由原五人變50成八名，祭肉分配取八名

這些決議係針對當年會員繳付之 330 元本金，經理人支付之年息訂為八分；
並且取消每年結餘分配本金利息的慣例，改成作為公積金；至於近幾年之結餘則
作為行政費用。

五、討論
（一）從社群到地域組織
依目前研究成果，北埔慈天宮創建於道光二十六年（1846）
，咸豐三年（1853）
重建於今址，同治三年（1864）形成以慈天宮為中心，包含北埔、南埔、草山、
峨眉、富興等地的中元普渡祭祀組織。此一中元普渡是採各庄輪流方式，由姜義
豐家擔任總爐主，每年爐主則固定由姜義豐、何合昌、彭捷和、莊榮基、黃義和、
黃榮和、曾協春等七個家族輪流擔任（吳學明 1986: 282）
。這七個家族都是參與
拓墾大小業戶所形成的家族，他們佔總人口的絕大多數，也幾乎擁有所有的土地，
透過這個輪祀組織，成為一個整體。換言之，這種因無主亡魂之恐慌而產生的中
元祭典可以視為地方社會的共同信仰語言，往往成為公廟主神之外的統合力量。
儘管如此，關於大隘中元祭典始於同治三年戴潮春事件之後，目前我們並未
看到第一手資料，目前可知的反而是廣仁社與廣濟社兩個祭祀組織。
換言之，始於二十世紀初之廣仁社與廣濟社這兩個祭祀社群，與目前大隘三
鄉六年一輪的地域組織之間，究竟是如何及何時轉換的？當前的研究成果未予重
視，應該詳加考察。
49
50

引自中研院民族所數位典藏資料庫，感謝曾寶貞翻譯。
原文”扁”判斷可能是別字,對照後面的祭肉分配取八名，推敲應為管理人由五人增為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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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會員身份之普查
承前，330 份會員之身份如能予以詳查，比對其與北埔家戶之相關係，再輔
予當前中元祭祀組織沿革之田野調查，則前述問題應該大致解決。

（三）帳簿支出之全面分析
初步觀察帳簿之收支，大致呈現收支平衡的態勢，唯昭和 10 年起，略有盈
餘；而昭和 12 年之會議紀錄亦顯示已討論盈餘處理之方式。這期間正好也是政
府要求負擔神社費用之時，應該考查政府對祭祀組織之管理態度，或地方社會因
應此一態度的作法。
然而，這一面向研究之意義，最關鍵處在於觀察金廣福之傳統近山商品經濟
與管理大批佃戶之理性態度，與其中元祭典組織之理性經營之間的關係；而且這
一傳統經濟理性與日治之後的政府統治力之深入，產生何種遞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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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1.廣仁主與廣濟社開支簿首頁書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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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2.北埔庄慶讚中元普施廣仁社直年祀主名冊（1903；明治 36 年）
天字號

地字號

人字號

壹

姜義豐

壹

姜宣餘

壹

姜振驤

貳

姜吉茂

貳

姜清漢

貳

姜振義

參

姜紹猷

參

姜振乾

參

姜娘送

四

黃娘保

四

黃娘保

四

黃娘保

五

梁金德

五

梁金德

五

張德安

六

梁金元

六

黃石喜

六

陳新沐

七

黃石喜

七

宋德香

七

張玉燕

八

陳振隆

八

彭春耀

八

林番古

九

姜振壎

九

郭娘保

九

劉姜松51

十

林天送

十

姜水源

十

彭林福

十一

姜順利

十一

李世華

十一

古阿添

十二

黃捷基

十二

劉貴興

十二

盧阿盛

十三

黃捷勝

十三

彭阿忠

十三

邱阿珍

十四

劉德勝

十四

彭阿益

十四

邱阿愛

十五

謝阿生

十五

張阿旺

十五

邱阿清

十六

謝阿通

十六

彭阿喜

十六

劉占鰲

十七

梁阿油

十七

彭阿勝

十七

劉新居

十八

梁阿油

十八

彭石生

十八

胡來興

十九

吳明亮

十九

彭阿等

十九

胡來興

貳十

吳明亮

貳十

彭阿見

貳十

胡春龍

貳一

邱記妹

貳一

彭傳興

貳一

曾阿立

貳二

梁阿油

貳二

彭阿爐

貳二

曾阿祥52

貳三

范娘春

貳三

邱阿尾

貳三

古阿養

貳四

彭阿堅

貳四

范阿輝

貳五

姜義豐

貳五

貳四

劉加壽

53

貳五

彭阿烈

54

彭阿古

貳六

姜義豐

貳六

林阿石

貳六

張朝來

貳七

劉萬生

貳七

彭日華

貳七

陳新興

貳八

梁玉武

貳八

彭利良

參十

邱菊妹

范阿桃

鍾琳傳

參十

參十

56

邱細發

葉阿雲

貳九

貳九

彭天水

劉石賢

貳九

貳八
55

51
52
53
54
55
56

北埔庄
相續人曾阿旺
大正七年十二月廿四日戊午年十一月廿二日將此會份退與姜清漢承頂
八份寮
大正七年八月十日戊午年七月四日將此會份退與宋德香承頂
大正六年十月三日丁巳年八月十八日將此會份退與陳阿咸承頂
38

參一

鍾阿乾

參一

邱菊妹57

參一

范阿生

參二

陳阿業

參二

邱阿添

參二

賴石秀

參三

邱胡龍

參三

陳阿石

參四

曾阿旺

參四

參三

范石松

58

參四

范石恩

59

彭阿發

參五

曾阿安

參五

賴阿有

參五

賴長富

參六

古有發

參六

賴阿丁

參六

范石松

參七

古有富

參七

彭雙娘

參七

范有娘

參八

鄒阿祿

參八

彭阿福

參八

林阿富60

參九

鄒阿壽

參九

黃源鳳

參九

黃源鳳

61

四十

鄒來勝

四十

林阿富

四十

張阿俊

四一

鄒阿松

四一

張阿富

四一

張阿沐

四二

鄒阿發

四二

楊阿番

四二

傳林河

四三

童阿盛

四三

田阿乾

四三

胡雙水

四四

胡阿尾

四四

田阿房

四四

范林祥

四五

謝阿對

四五

田阿傳

四五

游娘寶

四六

胡阿水

四六

曾阿安

四六

張秋榮

四七

胡石清

四七

鄒阿和

四七

范阿統

四八

胡阿雲

四八

彭阿連

四八

黃水連

四九

賴立旺

四九

呂阿喜

四九

范福壽

五十

莊鼎輝

五十

戴阿春

五十

巫阿成

五一

黃梅盛

五一

田雲祥

五一

陳阿亮

五二

彭阿仁

五二

姜水源

五二

賴阿德

62

五三

陳來頓

五三

龍阿祿

五三

胡阿田

五四

賴阿勝

五四

胡田成

五四

胡和清

五五

彭阿見

五五

胡阿興

五五

邱阿富63

57
58
59
60
61
62
63

大正八年十一月廿九日戊午年十二月廿八日將此會份退與姜娘送承頂
大正七年十二月廿四日戊午年十一月廿二日將此會份退與姜清漢承頂
大正六年九月十五日丁巳年七月廿九日將此會份退與陳阿俾承頂
尾隘仔
石仔林
相續人陳龍房
相續妻邱莊氏阿妹大正七年十月一日戊午年八月十七日此會退與梁德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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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3.北埔庄慶讚中元普施廣濟社直年祀主名冊（1903；明治 36 年）
富字號

貴字號

春字號

壹

姜義豐

壹

姜宣餘

壹

姜振義

貳

姜紹猷

貳

姜倬雲

貳

姜振驤

參

黃娘保

參

姜健初

參

黃娘保

四

梁金德

四

黃娘保

四

黃瓊秀

五

黃瓊通

五

梁金德

五

彭春耀

六

宋德香

六

梁金元

六

鄒進石

七

郭娘保

七

黃瓊松

七

賴和日

八

姜水源

八

陳逢金

八

賴和添

九

陳新沐

九

范娘春

九

李禎開

十

張玉燕

十

張德安

十

林天送

十一

姜葉水

十一

黃阿祥

十一

姜順利

十二

姜葉旺

十二

彭欽清

十二

姜細乾

十三

姜石元

十三

梁阿成

十三

陳阿東

十四

梁阿成

十四

梁阿有

十四

陳阿勇

十五

梁阿錢
65

64

十五

劉月水

十五

溫阿盛

十六

姜煥奎

十六

姜葉德

十六

邱阿鳳

十七

陳細滿

十七

姜石成

十七

范雙茂、富

十八

范姜阿振

十八

姜石坤

十八

彭河招

十九

范姜阿船

十九

邱阿元

十九

莊阿喜

貳十

梁阿德

貳十

張阿和

貳十

梁阿通

貳一

范姜來發

貳一

張阿煌

貳一

鄭昆山

貳二

范姜阿維

貳二

賴和日

貳二

鄭昆亮

貳三

梁阿錢

貳三

賴和添

貳三

吳阿順

66

貳四

鄒阿吉

貳四

林阿勝

貳四

何義雲

貳五

張連珠

貳五

林阿華

貳五

彭承傳

貳六

梁阿朋

貳六

林阿海

貳六

李進乾

貳七

梁阿蘭

貳七

張阿乾

貳七

朱阿登

貳八

周阿萬

貳八

鄒阿富

貳八

張阿石

貳九

陳進福

貳九

許阿萬

貳九

甘琳生、傳

參十

周木通

參十

陳阿添

參十

劉錦秀

參一

姜阿溪

參一

林阿勝68

參一
64
65
66
67
68

周阿創

67

此等份茲大正十年甲子年七月十四日整理將此等份退與黃阿勝承頂
大正九年四月十一日庚申年二月廿三日此會份退與姜娘送承頂
即係林保之男
大正七年八月十日戊午年七月四日將此會份退與宋德標承頂
即梁德之繼子為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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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二

周阿來

參二

姜阿統

參二

陳阿壽

參三

彭火坤

參三

余阿旺

參三

陳阿富

參四

彭阿藤

參四

彭阿德69

參四

陳阿山

參五

劉阿文

參五

黃英石

參五

林阿石

參六

劉阿添

參六

黃瓊堂

參六

彭阿早

參七

劉娘火

參七

黃瓊海

參七

黎阿秀

70

參八

梁阿雲

參八

許阿勝

參八

宋王連

參九

劉阿德

參九

邱阿艷

參九

劉阿富

四十

劉阿富

四十

邱水祥

四十

陳細滿

四一

劉琳妹

四一

梁金標

四一

梁阿有

四二

林阿井

四二

葉石勝

四二

劉阿枝

四三

張阿味

四三

李阿才

四三

陳進福

四四

彭阿習

四四

陳水生

四四

鍾阿奀

四五

洪阿喜

四五

陳阿開

四五

鍾阿灶

71

四六

宋阿禮

四六

陳立發

四六

莊阿澄

四七

賴和日

四七

梁阿德

四七

彭新吉

四八

賴和添

四八

劉錦進

四八

彭衍全

四九

邱阿賢

四九

梁張弓

四九

鄧阿武

五十

劉錦文

五十

陳恩古

五十

劉石乾

五一

謝元發

五一

陳立生

五一

劉阿漢

五二

陳細乾

72

五二

陳石生

五二

彭阿妹

五三

陳阿福73

五三

彭阿妹

五三

邱廷珍

五四

陳阿城

五四

龍阿傳

五四

鄒阿富

五五

陳阿立

五五

彭阿妹

五五

陳阿來

69
70
71
72
73

大正拾年舊辛酉年十二月十七日即將此等份退與姜統承頂
大正七年八月十日戊午年七月四日將此會份退與北埔庄劉阿松承頂
即係陳來之父
記大正七年五月廿九日差戊午年四月廿日此會份退與梁阿德承頂
大正七年五月廿九日戊午年四月廿日此會份退與梁阿德承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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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4.北埔廣仁社大正六年（1917）支出明細
編號

年份

摘要

元

類別

17_01

1917 開買桃名片 20 枚

0.15 祭品

17_02

1917 又大豬一只 236 斤

17_03

1917 又豬羊扛工

2 人事

17_04

1917 又大羊一只 39 斤

6 祭品

17_05

1917 又豬羊稅

2.65 雜支

17_06

1917 又雞一只

1.1 祭品

17_07

1917 又鴨一只

1 祭品

17_08

1917 又五牲豬肉

1.5 祭品

17_09

1917 又尤魚半斤

0.15 祭品

17_10

1917 又付干 20 片

0.12 祭品

17_11

1917 又白酒貳□

0.2 祭品

17_12

1917 又白米 4 斗

4 祭品

17_13

1917 又糯米 2 斗

2 祭品

17_14

1917 又生糖參斤

0.42 祭品

17_15

1917 又米粉

17_16

1917 又唐透 30 支

17_17

1917 又唐 3.6 金 15 支

17_18

1917 又甲紙印巾衣大紅一刀

0.43 祭品

17_19

1917 又糊紙旗

0.31 祭品

17_20

1917 又連炮二封

0.24 祭品

17_21

1917 又普施大小紅儀

0.2 祭儀

17_22

1917 又大小燭一斤 4 兩

0.45 祭品

17_23

1917 又上黃香 10 包

17_24

1917 又好香三包

0.18 祭品

17_25

1917 又寸羔 10 包

0.1 祭品

17_26

1917 又菜料六件 12 斤

2.4 祭品

17_27

1917 又紅布彩一條

17_28

1917 又鑼鼓稅

4 祭儀

17_29

1917 又火柴

1 雜支

17_30

1917 又鹽及豆油

0.3 雜支

17_31

1917 又茶米半斤

0.15 祭品

17_32

1917 又靈煙半合

0.475 祭品

17_33

1917 又水油二斤

0.28 雜支

17_34

1917 又燈排用紙

0.12 祭品

17_35

1917 又殺豬羊及會份豬肉

45 祭品

1 祭品
1.05 祭品
0.525 祭品

0.1 祭品

0.385 祭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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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人事

17_36

1917 又首事人員

2 人事

17_37

1917 又草鞋 10 雙

0.5 雜支

17_38

1917 又夯彩及起鼓

0.4 人事

17_39

1917 又甲紙拾張

17_40

1917 又竹筍 40 斤

0.8 雜支

17_41

1917 又筆仔一支

0.1 雜支

17_42

1917 又豬羊枷紅儀

0.4 人事

17_43

1917 又振隆店豬肉會份

13 人事

17_44

1917 又小菜

0.2 雜支

17_45

1917 又火炭

0.2 雜支

17_46

1917 又黃蔗二斤 0.2165□羗皮 5 斤

0.025 雜支

合計

0.39 雜支
100

說明：編號欄第一碼為年代，第二欄為序號；編號及分類為本文所加。
資料來源：本文依《北埔廣仁庄慶讚中元收支簿》繕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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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5.廣仁社昭和 12 年會議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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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家委員會補助大學校院發展客家學術機構計畫
成果報告書

分項計畫群 A：客家文化研究資料的發掘、應用與典藏
子計畫四：地方、史料與方法: 客家社區歷史與地方寫作的
實作與探討

執行單位：國立交通大學客家文化學院人文社會學系
計畫主持人：連瑞枝
聯絡人：連瑞枝
電話：
日期：102 年 11 月 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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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執行情形：

一、計畫之執行概況
計劃執行分為二部份，一是民間文獻與田野考察。主要以族譜分析以及透過族
譜作為社實踐的文類來觀察宗祠與祖先對常民生活的影響。另一是帶引學生前往
作實地考察，並且學習用自已的眼光來撰寫地方的歷史。前者本人將民間收集來
的族譜文獻結合竹北六家地區公廳儀式的考察來説明民間文獻背後的社會實踐
性。撰寫了一篇文章〈儀式與族譜〉發表於期末研討會之中。再者也透過教學帶
引學生到田野實地考察，並親自實作學習操演如何利用民間文獻或檔案來重新建
構老百姓的歷史。

二、預算支用情形
經費主要使用於文獻收集、田野考察交通費、助理經費。助理除架設網頁外，
也協助並輔導學生搜集民間文獻撰寫地方歷史。
貳、檢討與建議：

一、成果效益：
此一研究計劃主要是結合歷史學檔案分析和民間社會儀式的活動來討論民間
如何動員社會建立社會秩序，以及如何透過族譜與民間檔案來強化此一社會行動
的後果。此一研究方法不僅是跨學科的，也是試圖建立從基層社會的運作來討論
其歷史觀以及社會歷史性的研究。在學術是仍是一個新的領域。本研究計劃預期
完成對臺灣客家社會之族譜進行歷史與歷史性的分析，其重要性是建立具有社會
基礎的歷史敘事。此一研究在客家社會，也可以從中可以釐清客家社會的歷史性
是如何產生的，或是用來更清楚地説明客家社會如何將歷史轉化成為文化資源的
生存策略。

二、與原訂計畫之落差及原因分析：
惟因與教學結合，九月份開學後，又因計劃即將結束，是以經費使用未盡
理想。又由於課程是大學部之社區歷史與地方寫作課，必須貼近學生既有的生活
經驗，是以，主要的重點在培養學生對民間文獻態度以及基礎地方史寫作的初步
嘗試。若此門課是在研究所，其研究的學術價值會有不一樣的效果。

三、建議事項：
民間文獻的搜集無法單靠個人之力量。建議客委會成立一族譜典藏與研究中心，
以保留民間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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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研究成果論文全文
摘要
這篇文章想要從族譜和儀式的角度來建構老百姓的社會生活。族譜往往被視
為是一種民間文獻，將之放在歷史的研究的角度時，第一個產生的問題便是：它
如何被使用？這篇文章中主要從「檔案」的角度重新建立地方歷史知識的可能性，
不僅必須還回檔案的社會脈絡，同時也討論地方社會如何透過儀式性活動來維持
其社會的歷史性。
文章內容主要以族譜為討論的對象，來討論族譜的敘事結構以及社會脈絡。
族譜的敘事架構包括了：
（一）
、作為人群建立我類、區辨異己的區域性意義，
（二）
、
祭祖儀式合理性的基礎。文中以新竹六家的林家族譜以及祭祖所用之公廳設置來
討論族譜中民間社會倫理的實踐。
一、前言
長期以來，歷史學的寫作是由上而下的方式來書寫歷史；近二十年以來，受
到社會學與人類學的影響，歷史研究與書寫與教學也面對了一個反思性的議題，
即：誰的歷史？誰在書寫以及研究方法的重新檢證與反思的過程。杜贊琦（Duara
Prasenjit）
《從國族拯救歷史》一書中，便指出了單向線性的歷史觀以及國族中心
的歷史論述方式脫離歷史事實，過去對不同族群、階層以及性別而言，其表現與
展演的方式不同，歷史不應只是為國家的目的而書寫。相關理論的反思，不僅反
應在歷史主體的思考，也重新將史料的屬性加以檢證，從民間收集各種不同文類
的檔案，也成為重構歷史重要的依據。
從民間出發的歷史學研究在國內外已有許多大型計劃正在進行，其不僅重視
田野實地考察、新的文獻的搜集與採錄，碑刻資料的整理，重新在村落、宗親會、
會館、家裡、學校、公家機構翻出各式各樣的古文書，像是契約、帳簿、族群、
老照片、善書、宗教科儀等等各式的文件，這些民間文獻皆成為史學研究上的重
要檔案文類，也成為我們從社會底層的脈動來對歷史進行理解的重要依據。其中，
中研院歷史人口中心，在八十年代便陸續對日治時期之戶籍資料進行數位化的資
料庫建置工作，為台灣日治時期之家庭、婚姻與認養關係等等建立完整的資料庫，
提供後人在研究台灣家庭歷史時的第一手史料。法國遠東學院與之勞格文教授
（John Lagerwey）早在中國南方對客家村落進行普查，收集並整理為數相當多的
基本調查資料與文件（勞格主，《客家傳統社會叢書》）。廣州中山大學與科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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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的華南研究中心則在因為地處商業港口，則大量搜集沿海與東南亞會館之商業
文書與村落碑銘。
（馬木池，
《北海貞泰號：商業往來文書》
；蔡志祥，
《乾泰隆商
業文書》）並且逐漸從沿海港口溯河而上深入到少數民族地區，發現少數民族山
區仍保留了大量木材交易的古文書（張應強，《清水江古文書》桂林：廣西師範
大學出版）。換句話說，大量的田野考察與民間文獻的出土，使得建立地方社會
視野上的歷史學研究變得具有多樣性、可能性以及挑戰性。
族譜是一種相當普遍的民間文獻，但如何針對族譜此一文類進行分析以及放
在社會的脈絡賦予其意義是這篇文章要討論主軸。

族譜作為一種檔案
「祖先的追溯」以及「祖先的記憶」是一段從口傳到文字化的過程。在沒有
文字的社會中，儀式中對祖先姓名以及人群來源的誦唱往往是維持人群核心的價
值，也是儀式的高潮與重心之所在，在其社會，祭司或是部酋領袖往往是為其人
群重要的領袖。然而，族譜這個文類的出現，不僅說明了口傳社會到文字社會的
轉變，書寫者本身也取代了傳統無文字社會中的祭司與部酋的地位。此時，祖先
記憶文字化的背後，也意味著權力與社會結構的改變。
族譜不只是史料，更應被視為檔案之一種。「檔案」和「史料」是二種不同
對待文獻的態度。
「史料」指的是歷史的材料，可以作為追溯與論證過去的依據，
「檔案」則更進一步地需要檢證它被創造出來的知識和權力的架構，我們無法輕
易地視其記載之內容為「真實」
，而是將之放在書寫者的權力架構來評估「歷史」
被創造出來的過程。74換句話說，民間檔案之所以出現，是特定身份作者，必須
考慮其識字、作文能力、社會地位以及他所能動員的資源有那些等等層面來考
量。
早期客家研究多奠基「族譜」此文類。從羅香林所建構的客家移民論述，到
後來客家人始閩粵贛山區土著等等新的研究討論可知，族譜此一文類的使用用來
建構人群過去歷史的重要性。然而，如果從檔案被創造的過程來看，它不只是反
應歷史真實性的文本，族譜的出現是民間社會會用來應付政治的一種文化創造，
這種文化創造是透過編纂歷史來形成。最為明顯是有關「起源」與「遷徙」敘事，
它是老百姓面對抽象時間觀念時，所建構起來的一套知識系譜，背後具有強制的

74

有關這方面的討論與專著可參考 Paul A. Cohen, History in Three Keys: The Boxers as Event,
Experience, and Myth. (New York: Columbia Univ. Press, 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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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識型態。但真正攸關老百姓日常生活的，則是族譜作為一份檔案，在關鍵時刻
將扮演的重要檔案的功能。這種創作，就像是一種合法的檔案，在漫無秩序日常
生活中，確定了我群社會的形成、秩序以及界線的維持。族譜這方面的文類，必
須和老百姓怎麼「實踐」儀式有關係。
這方面的研究可以參考科大衛與劉志偉等在珠江三角洲一帶的研究。他們的
研究是面對人類學宗族理論所提出的問題，即 Freeman 的理論在討論宗族的形成
背後是共同財產這種功能性解釋之時，David Faure 則將宗族放在歷史脈絡來討論，
認為宗族是一連串歷史事件以及社會行動者主動選擇的後果，明中葉以來民間社
會從禮儀的層面建構一套符合社會利益的經濟體。宗族的形構主要是依循著族譜
此一文本的內容來實踐的，換句話說，族譜內容說明了社會結群基層運作邏輯，
它不僅是經濟的，更具有禮儀性的意義。是以，撰寫族譜、修譜等等的時機，往
往是說明了撰／修譜者當時的「現代性」面臨了改變，同時也說明了撰譜／修譜
者處心機慮的安排與構思。這些由具有基本文字能力，或者有功名的族人來撰寫，
而他們本身的企圖以及其當代性正是我們解讀族譜的核心切入點。
伴隨著這種當代性，此一族譜往往規範了權力與義務：即承役當差與土地分
配與繼承；再者就是決定了作為一個人在宗教儀禮上的身份。族譜所羅列的姓名，
說明一個人合理／合法性的存在，不僅是在整個組織之中具有財產繼承的關係，
更有儀式上的意義，也就是人在祖先祭祀的過程中，有其一席之地。
首先，來看族譜的體例。此一文類既有的書寫架構，也規範了其人群來源必
須被「編織」到既有的大歷史書寫架構中，成為民間知識系譜攀附到大歷史建構
的一部份。以下將台灣可以發現的族譜類型作一個粗略的介紹，僅先分為三類來
說明。
一種是最簡單的世系譜，內容包括了祖籍、世系、渡臺祖世系派下、名冊以
及祭田所在地。這種簡易家譜主要的功能是祭祖上墳之用，若有祭田則祭田羅列
其中，也將祭祀之議事內容條列其中。（見圖一、二）是以此簡易之家譜世系，
是建立在儀式需求，並將其儀式所需之經濟社會公約的內容。其內容或有刪減，
各有不同，但主要目的是祖先日忌日以及維繫祭祀活動持續進行。這種祖先世系
忌日的記載，一直到日本統治台灣，民間社會仍然因為祭祀之所繫，部份精英家
庭仍然保有相當完整的記載，如苗栗林為恭家族家譜。由此基本的祭祖活動出發，
此類之世系記載，還會附帶著祭田所在地以及祭儀議例。隨著日治時期針對祭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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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舊慣調查，令此祭田成立祭祀公業，並令其造冊立簿。是以，這方面的嘗會
簿也成為附屬於儀式活動下之重要檔案。這類的文字記載，牽涉到的是民間社會
的經濟社會與倫理生活的建立，也是民間社會運作的核心基礎。
第二種是族譜。其內容往往包括了古老的世系，以及在各地開枝散葉的內容。
可以視之為族譜的功能已經建立在聯宗的意義上建立起來的，這類的族譜大多是
由渡臺後的族裔返鄉後，為了加強社會網絡所採取的策略，他們往往透過強化歷
史根源來強化同宗之間的聯合結盟關係。所以往往透過同姓間流傳的手稿進行傳
抄，以尋求彼此現實人群之間結盟的合理性依據。這些傳抄的內容往往怪誔，但
無意間卻透露出許多地方歷史記憶中的歷史事件。包括了區域間人群互動以及區
域歷史集體記憶的呈現。
第三種是宗譜。這類之造譜活動，在日治時期也持續在進行，因為研究闕如，
故仍有待進一步研究。惟國民政府遷臺後，為了爭取文化正統，成立中華文化復
興總會，鼓勵民間同宗聯合造譜，此時期之造譜活動具有強烈的以文化正統作為
中華民國政治正統的企圖。這種同宗同盟不僅在台灣各地形成宗親會，政府也股
勵建立全華人之宗親會組織，尤在戰後成為華人之風潮，其造譜的內容也更加與
中華文化正統之歷史意識更為緊密。此一宗親會以及造宗譜的活動，在二次世界
大戰後，成為中華民國用來鞏固文化正統的一種具有強烈政治意義的民間造史運
動。
世系、族譜到宗譜的書寫結構說明了不斷擴大人群認同的過程，與政治社會
情境密切相關。族譜中的流源大都是在不同時期為了特定理由而攀附進大歷史的
過程，除了遠古傳說中的人物，如彭氏所祭拜的始祖如彭祖，林姓所祭拜的比干
始祖等等，許多族譜也都描寫了一段遷徒的故事作為開端。學者曾經從地名、官
府以及相關制度的考釋來說明民間從口傳到筆傳的書寫過程中，產生了許多的訛
誤。75除了記載不符歷史真實以外，也有學者也已經指出了攀附歷史中重要人物
為書寫的架構。如果杜撰是民間有意的塑造，那麼，我們更應該去問什麼是民間
歷史的本質，或是說，在什麼樣的地方脈絡下民間創造了「杜撰源流」作示其人
群的合法性依據的來源。換句話說，族譜是民間基礎血緣組織相當政治性的文字
表態的工具。

75

葛劍雄，〈在歷史與社會中認識家譜〉
，上海圖書館編，
《中國譜牒研究》
（上海：上海古籍出
版社，19990）頁 42－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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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百姓在創造族譜時，並不是個孤立又隨意的文字創作。它是社會行動的後
果，舉個例子來說，契約文書本身便意味著地權的法律基礎，而族譜則意味著人
與群體之間合法性的基礎。如果我們將族譜的內容配合祠堂內部的運作，我們可
以進一步釐清並說明族譜此一文類並非老百姓的空想杜撰，而是一系列社會行動
的安排。
族譜在不同時期被政治賦以的意義是不盡相同的。除了最核心祭祖儀式上的
意義外，祭祖儀典的人群是不斷地和鄰近之「他者」進行從不間斷的競爭、整合
與協調，並且創造出他們可以共享的區域歷史記憶，也隨著政治局勢的變化，族
譜本身的製作無法脫離出不同層級的政治正統的脈絡而獨立存在。對普通老百姓
而言，儀式、集體歷史記憶以及政治正統三者之間並不是取代性的，而是重疊性
的併存於整個儀典與文本的創造過程之中的。
以下內容將試著從幾台灣收來的族譜來分析其歷史敘事架構，以及試著從民
間實踐歷史的角度，像是興建祠堂、祭祖等儀式與經濟層面來談老百姓如何在寫
歷史之時，其實是為作為其實踐與創造社會秩序的一種表述方式。筆者搜集了一
些族譜，本文則僅以苗栗西山陳家收集而來的《梅州派橫流開基陳姓族譜》以及
由莊英章教授向林保祺典藏之《竹北林家族譜》二份，來討論族譜的敘事結構以
及和儀式實踐的關係。

二、源流與知識系譜
（一）、神農氏
老百姓族譜中攀附歷史的書寫模式大量的出現，隨著區域歷史境遇之不同，
而出現的時間以及形式也不同。一個極端的例子是越南歷史敘事，十四世紀之時
越南正史內容已出現其越南始祖世系來自於神農氏的說法，可知神農起源論在中
國南方書寫系統中至少在十四世紀已發揮了正統性的力量。神農氏也出現在中國
南方族譜的歷史敘事架構中。筆者在臺灣苗栗大湖地區採集了一份陳姓族譜
名為《梅州派橫流開基陳姓族譜》，其族譜內容是自族人返回梅州時抄傳，後來
便在台灣保留下來，成為其族之家族文件。這份族譜與陳家關係如何不可知，惟
其族譜敘事內容中記載了明初收編天下諸山，當時其山之頭目十一人到京師受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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陞賞為十一巡檢的情形。這些內容大抵指出了這份族譜是一個由當地土著人群被
編入官僚體系時，一部份保留了地方歷史記憶，一部份又將之攀附於大歷史敘事
架構的過程。76這份族譜有意思的還在於其源流的敘事內容。內容指出了神農如
何被編排在陳姓始祖的論述架構中：
昔傳譜係混沌之初未分天地，無君臣父子，有盤古氏出焉，分天地，別
人物，曰天開於子，天皇氏出，地闢於丑，有地皇氏出焉，人生於寅，
有人皇氏出焉。始有君臣父子，迨後有伏羲神農皇帝黃帝堯舜湯文武周
公制禮作樂備姻婚之禮，人道始全。凡為子孫者，須念祖宗之勤勞，追
遡先祖之根本，士農工商各成其業，則承先啟後可無愧矣。祖宗者亦可
垂於後世，豈不美哉。
昔曰尹氏夫人山西冀州路城縣明德鄉歸仁里人氏，有女媧氏之女名
為安登少典妃，其時宣啟陽殿前，夫人感神靈而生神農之女陽降陰升祥
華（葉？）翫月孤星落地，徘徊縱步翻變金色，當時有孕將十月足，降
生男。左手指東，右手指阜，一個號曰阜上東，呼為陳氏始姓，穎川郡
徵音屬火赤帝之子孫陳作旭字旭續入州住，傳下子孫眾陳啟公之北住。
這一段文字化的內容，分為三個部份，一是倫理建立以前有盤古、天皇、地皇人
皇氏之別；再者，是有君臣父子之倫理一旦建立後，是大歷史皇帝堯舜等歷史系
譜，象徵著父系的世系；第三，尹氏夫人到陳姓之起始以女性的歷史來談姓氏之
起源。可以看出女性生男育下陳氏始祖的事。
天皇、地皇與人皇氏的說法，到神農氏的敘事架構和當地土著人群畬族圖
譜的敘事結構是相當類似的，只不過畬族族譜是以圖卷的方式記錄其世系，這一
份客家陳氏族則是用文字記錄。從廣東潮安縣一帶民間保存的畬族圖譜中可知，
在開卷之處出現的是天皇氏、地皇氏、人皇氏、盤古氏以及神農氏。這些開天闢
地的世系起源，很明顯和上述的文字分享共同的敘事結構。接下來，女姓祖先的
部份則有女媧氏，雖不知女媧氏與神農氏的關係，但從上述的《陳氏族譜》的文
字敘事可知，女媧氏「夫人感神靈而生神農之女」。從陳氏族譜文字配合畬族圖
卷來看，則指的是女媧氏和神農氏生下一女，而後此女又復生下一位陳氏的祖先。
從以下的畬族圖譜中可知女媧氏的角色是隱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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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州派橫流開基陳姓族譜》
。「秀甫公將自家妻妾大小二十二口隨任赴京，家財果窮，在途
莆思，怕京途遙遠自縊而亡，後蒙朝庭寛事，例將天下諸山起取十一頭目到京受勅陞賞十一巡檢
都職事，在縣附近衙門任事，畏忌者家小俱回福建汀州府上杭縣居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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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處：潮安縣文祠鎮李工坑村雷氏圖騰畫卷（1894）

女媧氏的角色在其它畬族圖卷中看來並沒有放在神農氏之旁，或又顯得不太重要，
以致於被省略，很可能是在傳說結構上由大耳婆的角色所取代了。

廣東潮安縣鳳南鎮犁村雷氏
圖騰畫卷（1841）引自朱洪、
李攸文編，
《廣東畬族古籍資
料滙編》
（廣州：中山大學出
版社，2001）

53

神農氏和女媧氏的配對結構關係，偶或在其它圖譜文類中形成大耳婆與狗王之間
的母子關係，其圖譜文字更強調了狗王的身份，其描寫如下：
護王原東海蒼龍出世，生於大耳婆左耳。請醫，醫取出耳卵，放於殿角，
百鳥具朝，取與醫生剖之，出一狗子。
我們無法在這裡「考證」是二份族譜敘事內容是如何流動傳抄，因為民間文獻無
法提供有效的證據，供我們討論一些文本「傳播」的過程。在歷史考證論證中，
我們也無法論證是否是畬族圖譜文字化後來演變成了客家族譜，因為也有可能是
由文字化的族譜影響並創造了畬族圖譜的文本。但從十四世紀越南神農氏敘事內
容判斷，整個攀附在正統歷史上古神話的方式早在十四世紀時便已經出現。「源
流」是此文類既有的格局，是書寫的套路，是與當地老百姓個人興趣沒有直接相
關，但卻說明了在中國南方相當大的區域社會中曾經在文字上享有共同的歷史記
憶。
雖然這種書寫套路和百姓沒有直接的關係，但卻攸關更大的古老人群認同的
區域脈絡。這一方面和地方性文化有關，越南有一種傳說，也是和神農有關，但
神農和女媧的關係一樣不復存在，取而代之的是神農的二個兒子，其中一個兒子
繁衍了南方人群，成為南方人群的遠祖。
《大越史記全書》
〈外紀〉對於越南文化
起源的記載中可知〈貉龍君傳說〉內容是這樣的：神農氏三世孫有帝宜與涇陽王
二兄弟，前者封北方，後者封在南方，治赤鬼國。77正史記載著越南人也是神農
氏的裔孫！
我們大致可以看到族譜在源流的書寫，有其既定的基本套路。這種套路是既
定權力系統，當人群開始書寫／繪畫的同時，透過一種既定敘事架構在面對他者
和我者之間的關係。從遠古的傳說一者走向文字化，一者走向圖卷化，可知其重
要並不在於敘事的內容，而是表達的型式也成為一種區分人群分類的方式。這種
人我的界線，一方面說明的是競爭關係，但在表現的型態上卻是共謀，換句話說，
對於撰寫者來說，文字使用是指採取相對等的權力模式來宣稱「我類」。我們無
意在此討論客家與畬族的來源性問題，越南神農的傳說說明了這是一個區域性的
特色。
神農或許不是很重要，重要是後來的人如何將他們安置在神話系統中，並以
此作為人群合理化的來源。撰譜者往往更在乎的是「現在」，以致他們採取「過
去」的符號來合理化其「現在」行動的正當性。於是我們在畬族圖譜中看到，他
77

吳士連，《大越史紀全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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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真正關心的祭狗王墳此一儀典進行。同樣地，文字化的世系描寫，如族譜此一
文類，它本身的行動依據也是祭儀，不同的是，他們可能更重視的是宗祠裡的祖
先。
（二）比干
之所以需要重覆傳抄這些古老的神話祖先，或許可以從竹北林家的家譜可
窺其一二。這種遠古神話記憶看起來是虛擬的，但對於日治時期的臺灣人而言，
卻被視為是「傳家至寶」。竹北六家林家有一份族譜，撰修於昭和十八年。當時
之主編林壽田和族兄商議，將他父輩返回廣東潮州饒河故樓翻抄的一份族譜重新
加以編修，這份從故鄉帶回台灣的這份族譜被視為林家重要的鎮族之寶，林壽田
將臺灣林家的歷史編入了這份舊譜之上，成了現今我們看到的西河林家族譜的面
貌。
這份「傳家至寶」記載了林家自唐宋以來在中央任官的歷史，其始祖追溯到
遠古商紂時期的一位忠臣比干開始說起。比干是上古時期傳說高辛氏的後代，因
為向殘暴的紂王進言救百姓而直諫犯顏。紂王恨其直言，剖其心，比干死於忠臣，
是以其族以忠孝稱之。比干之說虛無飄渺，傳說在宋仁宗（1061）時，一位閩籍
林姓御史，入朝任官。宋仁宗詢其始祖，他便以比干苗裔自居，宋仁宗以其自比
比干盡忠而龍心大悅，故御筆「忠孝」銘其族，並入京供職。78
從敘事內容看來，十二世紀之閩籍林姓御史攀附比干，是以獲得「忠孝」御
寶。這段故事原來和竹北林家沒有太大的直接關係，但對日本時期竹北林家的境
遇看來，自清乾隆年間的饒平林家親族來竹塹拓墾，經歷了林爽文事件，林家協
助清廷平定林爽文之亂，二十年後復又助清平定台灣中部之戴潮春事件。這些一
系列的民間武裝動員，被清廷親賜之「褒忠」親字聖旨御筆，建立褒忠亭等事，
強烈地加以肯定，也因為如此，林家在成為淡水廳城外重要之縉紳家族。十九世
紀末到二十世紀初，台灣經歷日本統治，林家亦以一方富戶任新竹縣之重要地方
精英，當其往返鄉見此舊譜，比干這段故事和宋朝入閩林姓御史忠孝族銜此一套
之歷史敘事，便成為強化台灣竹北林家正當性的歷史敘事。也就是說，比干故事
看來渺遠，但從昭和十八年編纂族譜的時空脈絡來看，它已經脫離了商紂比干及
十二世紀宋仁宗林御史的歷史脈絡，它成為一個「受到皇帝封賜」的歷史事件，
也用來成為當事人表白其二十世紀初之家族情感認同之媒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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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可能是林壽田在回原以身份更顯顯要，所以他們很可能還傳抄了當時唐貞觀年間、宋淳祐
年間以及明永樂年間的譜序，以及歷來皇帝封賜比干的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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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比干，還有一位重要的女性祖先也引起注意。族譜中向來以父系世系為
主要記載對象，較少列入女性祖先，在林家族譜中則將在東南沿海廣為崇奉的天
后媽祖林默娘視其為祖先。林默娘的歷史以及成為天后已有許多學者討論。
（James Watson 1981）然因為林默娘在族譜是以祖先的身份出現，而不是女神，
所以族譜記載其為林默姑，是為姑婆。從歷史的角度來看，林默娘被列入族譜，
是撰譜者為了擴大聯盟來拉攏不同來源的林姓族人，而將之列入族譜之中，以期
林姓能在地方合作與競爭過程中享有更多歷史象徵資本。除了林默姑以外，在族
譜中也將歷代封賜天后的誥文列入族譜之中，可見這份族譜的正統性。
換句話說，族譜內容中所記載的「比干」與「林默姑」，對所有的撰譜者而
言，是民間用來表達地方正統性的一種符號和語言，這種符號往往和中央王朝的
政治力量有關，比干和林默姑接受中央王朝朝的封賜，這種封賜可以用來滿足其
地方現實的需求，包括了聯盟不同的人群，以及宣稱他們的「我類性」。這是一
種在地緣上擴大聯盟的血緣團體。
古代人物的歷史敘事內容不斷地被傳抄，在不同的族譜製作過程中，用來強
化特有人群的歷史性。對撰譜者而言，他們有其盤算。六張犁林家在昭和年間的
修譜過程中，將上古比干的歷史傳抄進族譜中，很可能有複雜的意思，一方面表
達了日本統治下竹北林家作為漢人歷史意識的符號，更積極地也以此整合日本時
期竹北地區林家各宗派的勢力。此外，林默姑則不僅只是一位用來建立跨地域血
緣組織的符號而已，竹北林家的女性內部也有非常清楚的結會組織，天后林默姑
具有合理化林家女性角色，以及其所組織姑婆會的功能。簡而言之，愈往前追溯
能夠蓋括的對象愈遠，聯宗意味更強烈。

三、儀式實踐與現代性
如果，從這個角度來分析族譜，我們能夠透過這一份檔案來釐清行動者在不
同的時間點如何因應於外來的環境變化，而採取的策略，也因此而看到行動者的
價值與認同。由於我們必須建立在既有建置來觀察儀式和文字的關係，比較具體
地可以從竹北六家林家的歷史可知，尤其和林家祠和新瓦屋忠孝堂的建立以及後
續的運作情形可知。
竹北六家林家，主要由廣東饒平縣祖居地遷移而來，在來臺祖歷史文這一部
份很清楚可以說明家族來台的歷史：「廣東省潮州府饒平縣元高都水口社石頭鄉
老屋裡人，居住之樓名曰安石樓」
。林家祖先林孫彰和族親一起渡臺，自浦沙（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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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上岸，再到竹塹地方墾成東興社圓寶庄（六張犁）的情形。由於其在祖居地
便有開饒始祖林五十九派下林姓聚居於饒平縣，當地有上六屋與下六屋二派，是
以他們自原鄉遷居竹塹以後，便以林五十九公為其認同之範疇，建立了五十九水
圳，成為維繫竹北林家重要的水利設施。六張犁後來也稱為六家。
六張犁林家最重要的二支是林先坤以及林象明家族，其為表兄弟族人。然因
為先後發跡略有不同，先後添購土地，建立家業，後來利用各式各樣之祖嘗來建
立他們的地方勢力，而公廳與家祠的興建則是用來鞏固其人群以及社會秩序的重
要場合。族譜的撰寫則是建立在上述移墾、競爭以及合作過程中，用來確定其我
類界線以及認同的表述方式。以下分別從家祠的建置脈絡來觀察。
（一）林家祠的興建：
儀式、祠堂和族譜是一整套的塑造社會的過程。以六張犁的林家為例，林家
自饒平來到台灣時，十五世祖林衡山（孫彰，1694－1766）是和遠房六世祖派下）
親房兄弟叔姪人等聚集住在六張犁。其中，乾隆十四年時林衡山便已到台灣從彰
化上岸，三年後，乾隆十七年始到竹塹耕墾六張水田之中的半張水田。他生有三
個兒子，便將所得之半張水田（二甲五分）分為四份，他和三個兒子各別均分，
他的一份便成後來十六世三個兒子祭掃儀式之費用。林衡山派下由半張水田起家，
但很快在第二代就在竹塹致富起來，據其族譜記載林先坤（1725－1806）「英傑
能幹，財發賜十餘萬，食著不華，勤儉治家」。林家在這個戲劇性的掘起後，曾
返鄉捐監生銜。又適值淡水廳築城，復於塹城捐貲，加封功名。他不僅在官府建
立相當友好的關係，也在六張犁開始興建一座「祖祠」是為「善慶堂」，供奉著
林衡山（孫彰公）的牌位，時間在乾隆三十五年。林先坤算是林家重要的奠基者。
後來，林先坤的六個兒子中，又有二個兒子林國寶、林特魁分別獲得功名。所以，
在林家祠之祖祠本龕則成為以林衡山派為主向下向上延展出來祭儀中心。並在道
光元年設置蒸嘗，令其六子輪流祭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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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忠孝堂的興建：
林家另有一座公廳是忠孝堂，又稱之為新瓦屋。忠孝堂的興建是林孫檀派下
的林象賢所興建的。林孫檀（康熙 51－64 歲）是林孫樟叔叔的第二個兒子，他
隨著姪子林衡山來到台灣。林孫檀（忠孝堂稱之為孫檀公）初來台灣，留下長子
與次子在原鄉，帶著三子四子象賢、象明二子在台灣。乾隆二十三年（1758），
林衡山帶著林象賢來台之時，當時六張犁已有許多林氏族親叔侄先來起家建屋者，
所以他便附居族人之屋裡。但其境遇不似姪子林先坤如此順利，林孫檀晚年才生
下了林象賢與林象明三子、四子，他初移居臺灣時，適值林爽文事件，其妻為避
難山中，為生番所害。其家貧，令其四子林象明過繼給也在六張犁定居的堂叔林
孫克。父老子幼，復又因為其妻死於山中，林孫檀與象賢生活極為困苦。十六歲
時，林孫檀逝，象賢自立，
「勤苦粒積贌田耕作」
。起初靠租田作活起。後來重要
的契機來自於林象賢到淡水廳「城內主協順生理」而漸漸成家，累積日多，並且
娶妻徐氏，便開始「置薄業」累積財富。協順生理，看來是林家在塹城商號，然
因史料不足，未知其從事何種貿易買賣。後來，他又向曾家買得六張犁附近芒頭
埔的田地，興建屋宇，在嘉慶十年建造了一廳堂一門樓左右兩護屋。又請了堪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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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曾雲崖為之立屋。同治二年徐氏媽百歲生日之時，六代同堂，派下丁口繁衍。
極盛一時，並於同治年間又於前左右擴大此廳堂。並設置蒸嘗由六子輪流祭祀。
（光緒十四年成子歲第五房林錦華識，見《開饒始祖世系》）
林先坤和林象賢二位表兄弟分別在淡水廳初設置之時，獲得相當重要的地
方領導人的地位，尤其前者捐建城貲，後者則在城內作生理。道光年間淡水廳城
的興建陸續帶動了許多重要的資源以及機會。使得林家在來台第二代便開始成為
地方重要的縉紳。79約在此時乾隆到道光年間對林家而言，是一段拓墾建立家業
黃金時期。他們不僅立下了許多的血食嘗，也透過遠祖的名義建立了合股性合約
嘗。
在此公廳建立之時，林氏族人已經建立了合作運作模式：鳩資與輪流祭祀。
林先坤和林象賢二支派下以外，當時竹北地區還有許多林姓族人，分別從原鄉一
起來台，他們又稱為上六屋與下六屋。來台後為了拓墾集資，族人紛紛鳩資合股
成立嘗會，最早成立的是乾隆十四年（1749）成立五十九公嘗、乾隆十七年（1752）
成立了衡山公嘗、乾隆四十七年（1782）成立拱寰公嘗、乾隆五十五年組織次聖
公嘗。孫檀公嘗則成立於嘉慶十年。這些嘗會有的是合股性嘗，是由當時之籌備
者透過「遠祖」來進行聯盟與合作，愈遠的祖先則表示了想要包括的林氏族人對
象範圍是愈大的，表示不同的林姓族人要往前追溯一個更古老的共同祖先作為他
們現在合股的公分母。換句話說，嘗會的名稱雖是人名，但早已作古，是古老的
祖先。以林家為例，林九牧是唐朝時之林家九支共系之稱。五十九公是開饒祖，
次聖公則為八世祖。
以次聖公嘗來說，其成立自乾隆年間，在其會份簿中記載著當時初渡台之時，
還沒有蒸嘗祭祖，所以「邀集族內同志者津資創立田業數處為先祖八世祖次聖公
妣張氏媽為蒸嘗」，並且在每年正月十五日為其舉行祭典，奉獻豚羊牲醴。會份
簿開宗名義地記載了當時是為了祭祖購買祭田而設，但實際上應該反過來說，此
組織基本上是經濟型的合股公司模式，但必須以祖先與祭祖作為確認彼此關係的
信用基礎，是以二者併行，此後嘗會還透過既有的資金增股，並添購土地，並且
有「租穀分配」之事。
再者，以五十九公嘗為例，其成立亦在乾隆十四年，當時是饒州來台三屋
來台，族紳林先坤、林㩗聲、林岳盛三人邀集眾族內同志者成立 39 股半的會員，

79林先坤在乾隆年間便建建祠是重要行為，背後則有大量的土地購買。土地的部份已有學者進行

研究，可參考林桂玲之《家族與寺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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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股二十元，得七百九十大圓。在乾隆 38 年買十張犁田業，計有 50 甲之地，費
495 元。當時也是以此作為開饒大始祖林根德五十九公及妣黃氏媽之蒸嘗，每年
十一冬至日祭典。每在祭祖之時「股內派下人等躋躋蹌蹌衣冠林列到」。這種鳩
資活動雖以祭祖為名，實則伴隨著強烈的經濟功能。以林根德嘗為例，其章程至
道光十八年始成立，立有會簿，「每年收租納課以及祭祀一切費用及股內分租谷
多寡悉登簿內」，每年首事「按作班輪流豚羊，祚肉亦作三十九股半均分，歷年
無異。」這是一段重要的敘述。指出此蒸嘗不僅是一個納課的單位，也是分租谷
的單位。不只是純經濟性的，因為分食「祚肉」則又使其成為一個親族集團。
除了作為一個合法性的單位以外，這些派下成員有輪流的權利與義務。以次
聖公嘗為例，其 39 股半分為四班輪流首事。負責相關收租納課、收租分配租谷
以及儀式之進行等等。80四班輪流是次聖公嘗下的第二層單位，每年輪值者不同，
週而復始。然四班下之各股各有買賣、轉讓與繼承，這些活動成為林姓族人在特
定的經濟活動中得以交換各種關係的場域。這可以說是以次聖公祭典活動下的祖
公會，不僅具有祭祀意義，更多的是經濟與族親關係再確認的機制。換句話說，
轉讓買賣繼承皆在特定成員間形成明顯的社會界線，「輪流」則成為此一嘗會運
作的精神。從這些合約字嘗會織看到老百姓的現實需求是透過「歷史」語言來鞏
固他們「現實的」合理關係。這和族譜中宣稱古老的歷史源流一樣，不僅是用來
搭建人群關係，也是一種合理性基礎。
再者，血祀嘗和合股嘗是類似的組織，但是其經濟運作的邏輯是正好相反的。
合股嘗是把不一定有直接關係的人群儘可能地聯合在一起，以便於從事共同土地
投資的社會活動。而血祀嘗則是設置一份公共財產，以便於將其它的財產分化出
去。參與者的成員也是不一樣的，前者是可以擴大參與的同姓基礎。而後者是封
閉性的且具有強烈的排它性，往往是直接血緣的子嗣，或是「與生俱來」的關係
才得以繼承。前者的功能是經濟性導向，後者的祭祖與儀式性質則更具有強制性。
二者關係亦非絕然無涉，血食嘗很可能會用來作為進一步投資合股嘗之基金。而
合股嘗持分也會因為分家析財而將之化為血食嘗的一部份。但這並不意味著合股
嘗是不需要透過儀式來確定關係的，相對地，也因為相互持份，以致於合股嘗會
與血食嘗同樣逐漸具有儀式性的角色，只不過這儀式是透過經濟性的行為來維繫
的。
六家有二座公廳一家祠，分別是林衡山的善慶堂大夫弟；林象賢、象明派下
80

見林祺熾提供《林次聖公嘗》
，莊英章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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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忠孝堂。這些都是具有血食嘗下設置的公廳，只有直接裔孫派下成員有份參與
的儀式場合。林家祠的建立尤其特別，其源自一份合約性嘗會次聖公嘗。
林先坤曾為了鳩集族人合股買了東興庄番子寮土地成立次聖公嘗，當時主要
的目的是為了鳩集資金用來添購產業而成立嘗會，後來由於此一機制運作相當成
功，以致其股份不斷增加，以致先後在芒頭埔、鹿場與九芎林地區添購更多的共
同土地。當時除了林次聖公嘗營運成功以外，林姓族人也紛紛成立了其它公嘗，
如九牧公嘗、五十九公嘗、百一公嘗、觀吾公嘗以及拱寰公嘗等等。據林保萱主
編之族譜指出，直到光緒八年（1882）次聖公嘗建立小祖祠，將其它公嘗之牌位
領於小祖祠之中祭祀，是以成為今天之林家祠之面貌。換句話說，如果今日到林
家祠中，在其中廳便供奉著當時林家其它合股嘗會的嘗會祖先名字進駐林家祠。
（見圖）

家祠牌位像是一個靜態的符號，成為一組供人解讀的結構關係，包括了時間
的倫理性，其主客地位也從空間安排中得知其脈絡。林家祠正廳中間主要以次聖
公嘗為主要的祭祀對象。最上端則遠古始祖，包括中間的太始祖比干、林氏始祖
林堅、入閩始祖林祿、九牧公、開饒五十九公。以及維繫六屋始祖百一公、千六
公等等。如前已述，家祠興建於光緒八年，其架構以次聖公嘗為主，依次將其它
嘗會納入家祠，以致成就了一幅自比干而下的世系牌位。這些牌位象徵了光緒八
年以前林家結夥成就合股公司的集合體。換句話說，林家族人經濟合股的行為創
造了林家祠祖先的規模：自古至今的世系排列由高而低，自有其倫理與秩序，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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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間供奉最核心的次聖公牌位則一目了然、主客分明。顯然一幅充滿能動性的社
會運作在此靜態的祖先結構中可窺見其歷史的理路。林家從合股的經濟活動中建
立起一套遠近親疏的祖先關係，進而延展出祭祖儀式的過程。
這些祖先牌位或仍存在著其自主性與獨立性，如九牧公。九牧公嘗是具有個
別會員、股份以及公共土地產業的嘗會組織。
（見林桂玲）五十九公嘗亦復如斯。
民國三十四年以來，在宗親會的推動下，各派下組織共同完成許多重要的修復工
作。
（見林保萱，頁 35）近二十年來，竹北高鐵特區之土地徵收，其土地不斷淪
為徵收，現在文興路上之九龍世第，便為嘗會之公樓。
再者，忠孝堂是孫檀公派下象賢、象明十子派下之公廳。性質和林家祠不一
樣。忠孝堂堂內分為幾個部份，一祖先，分為牌位、畫像以及照片。前面中間供
奉著林孫檀，最頂端供奉著遠祖，分別是太始祖比干、林氏始祖林堅、入閩始祖
林祿、九牧公、開饒五十九公外，其餘中間則是派下員，也就是象賢、象明二派
十房裔孫。二是來台祖先的男女畫像。左邊牆上掛著女性祖先，包括了孫檀公之
妻子鄭氏、象賢公之妻子、象明公之妻子；右邊牆上則則掛著孫檀、象賢、象明
以及其私塾老師的畫象。右邊還掛著許多照片，包括了族人由莆田迎請林默姑之
神象分香而來的照片以及派下十房祖先之黑白照片；三、政治符號，牆上之匾額
是政治網絡。從最早同治年間林汝梅與林文察為徐大夫人祝壽的匾額，可以看到
當時林家在城外的重要性；再者蔣經國到六家與林家族人相見並參訪忠孝堂之照
片，說明了林家在政治舞台上的地位。四、掛燈。其派下每育有新生子女，便到
祖祠掛燈以示祈福佑子。五、教育。九牧公學田的建置，說明林家固定支持族人
接受教育，而忠孝堂的文風極盛，其匾額有博士學位者皆立於其上。由仕而官，
官而仕的家族性格非常明顯。六、儀式祭祀。由於孫檀公派下有象賢六房、象明
四房，是以每年有固定祭祖活動，分為二房各派輪流主辦以及二房各派輪流共同
協辦。
（見儀式輪流表）是以每十年便形成一輪，其祭祖已有二百六十年的歷史。
如果仔細來看，二派十房是一個重要的單位，不僅是輪流舉行儀式的單位，也是
出貲的單位。
新瓦屋有二座碑，分別一座是公廳改建志，一是門樓碑記。從這二份碑記中
可以用來剖析其社會架構以及流動的機制。公廳的設置前已述，始於嘉慶十年林
象賢在淡水協理生意始，後來同治以及民國十一年皆略有增修，又在民國六十三
年又因公廳頹圯，是以重修。民國七十二年之時，又因各房興旺不一，以增建門
樓以培風水，各房又捐貲請風水師來堪定門樓，族人各房又捐經費修建。從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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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可以看到結構性組織。從二份名單中可以看到十房作為一個穩定的架構，其排
序由象明長房到象明滿房是依照傳統倫理排序而成。但捐貲經費多寡往往不會依
據傳統倫理之宗系來規劃，而是各派下社會經濟條件較好者。也就是說，在此孫
檀公的血緣團體仍然是以二派十房作為一個支撐其族人的架構，而其十房相互共
享著輪流祭儀的義務，而建廳興修門樓的捐貲活動，使得十房派下因為經濟條件
各別不同，經濟能力與政經地位的優勢實際上成為血緣團體重要領導人物。
首先在公廳改建誌捐貲名單中看到清德（象賢）與富有（象明）二房十派有
慶認公、慶論公、慶算、慶請、慶謹、慶譬、慶猛、慶扣、慶答、慶納公十派各
捐了固定金額一萬元。其派下各支系則自由捐，從萬元到數百元不等。其捐貲分
二類，一是採固定，一是自由捐。採固定制者，可知其十房另已組織嘗會或祭祀
公業性質的財業，捐貲名單仍依循長房二房之順序行文，可見其宗法仍是行事倫
理。這是十房之基本結構。然而，自由捐者則是實際仍在從事儀式的族人家裡出
錢的單位。其排列方式則以出貲高低排序，說明了各房並不是依照長幼倫理原則
排序，而是在內部開放了一種社會流動以及社會聲望的競爭的管道，往往也是族
中佼佼者，能夠在官商社交上取得優勢的地位，這也是與社會運作最基層、為貼
近其現實運作息息相關的政治生態。從民國六十三年林礽時、礽宜各捐十二萬、
一萬五千元相當極端的經費來看，可知德清（象明）五房在主導新瓦屋興建時的
優勢地位。
再者，此捐貲名單中還有二項值得注意，一是祿位牌位收入，一是嫁出女收
入二項，前者祿位指的是將牌位放在公廳中的經費，五萬五千八百元，指新瓦屋
所有供奉的每一位「祖先」，都必須捐出固定的金額作為建公廳經費。嫁出女收
入部份則需要進一步深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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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結論：族譜的結構與老百姓的意志
族譜是一份政治性的檔案，其體例決定了人群的來源必須建立在整個國家歷
史的敘事架構之中。華夏文明的邊陲地區如西南地區少數民族有自稱為孟獲之裔
的說法；苗族則稱他們是蚩尤後裔；這些邊陲少數民族，甚或具有跨國人群之，
但也不免在起源上將自己標誌在歷史知識系譜的非正統／正統角色中。這種知識
系譜的建立，並不是僅只出現在清末民初而已，早在明清時期帝國擴張的過程中
便已經出現了邊境人群依附在華夏上古歷史系譜結構之中的趨勢。
族譜有其體例，內容往往包括了序言、族規、源流、世系。然此一文類必須放在
現實社會實踐的架構下來觀察。雖然我們已經無法得知數百年前之社會如何運作，
但透過文類分析以及不同文類之間的比對，這裡不同的文類指的是族譜以及家祠
或公廳祭儀的空間結構，可以得知族譜此一文類是民間社會透過各種不同的文字
書寫來鞏固地方秩序，並且面對外來的他者，不論是強勢的鄰居或是外來的執政
者。
在這篇文章中，指出族譜之「流源」部份，雖然荒誔，甚或從學術的角度來
看顯得無稽，但民間社會以此用來擴大認同，甚至標榜歷史正統性的手段。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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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號成為民間用來操弄象徵資本的工具性意義是不證自明的。但民間也絕非謹從
功能性的角度建構他們的譜系，這些符號的使用，像神農、比干、林默姑等這些
古老符號曾經經歷了長時期的政治與社會互動的後果，十二世紀南方的李朝開始
想要撰寫歷史之時，便將神農放在其神話世系之中；十二世紀南宋便已封賜林默
娘為天妃，其身世已輩受注目。南方社會在整合的過程中，是不斷地透過一套歷
史符號建構起來的，而這些歷史符號背後的系譜關係則反應社會本身創造出他們
對自己／異己的認識。
族譜本身是一個動態社會形塑的文化創造，在整個被創造的過程中，其具體
的成果是宗族，在整個被創造的過程中經濟基礎是非常核心的。Freedman 重要的
研究便指出了宗族是一個重要的經濟單位。而科大衛則更進一步將宗族放在歷史
脈絡來討論，指出朝中葉的禮儀改革創造了此血緣經濟體系。如果將此二者放在
理論架構來思考，那便是：是儀式創造了濟的韋伯式議題，還是馬克思功能論取
向的解釋：是經濟物質基礎支撐了宗族社會。無疑地，族譜是宗族運作的重要合
法性檔案。
本文有興趣的是，台灣基層社會運作的核心價值以及秩序之來源如何形成以
及變化。從竹北林家族譜與公廳建置相互結構的關係，可以看社會本身從最基礎
的物質出發到儀式以及譜系建置的幾個階段：（1）、十八世紀末適值竹塹建城以
及大量土地商品化過程，林家家族透過原鄉之親族集團為基礎，創建了具有經濟
合股性質的資金共同開發土地，使得其林姓在竹塹地區擴展了其經濟基礎。此一
大型工程最為具體的表徵即籌募五十九公嘗對水利工程的修築，並成立五十九圳。
（2）林先坤和林象賢堂兄弟各建家屋祭父始，便開始延展出血食嘗，這與上述
整個商品化致富的大歷史脈動有關，也因此形成了以血食嘗為中心的儀式集團。
林衡山的善慶堂以及林孫檀的忠孝堂第二代便開始形成致仕成為地方縉紳地位。
尤其在十九世紀中葉，在中國各地紛亂不已的時代，台灣地方社會透過鄉勇團練
的合法氛圍，地方網絡也逐步形成。
（3）約此時已經出現「族縉」聯宗的政治網
絡，如林象明之妻子徐氏百歲壽誔，
「族紳」林汝梅稟報。
「補浙江道林占梅」又
賞匾。林家也透過林汝梅向另一位「欽命福建水陸提督林文察大人」請匾，以增
林氏門風。這種「族縉」的概念也成為縉紳之間相互聯盟的重要網絡平台。（4）
光緒八年林家祠的興建是一個重要的突破，林家將歷來重要合股嘗會之的祖先集
合在此共同祭祀，此不僅強化林家整體的血緣意識，也強化了林先坤派下政治地
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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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個過程中，人的合理性基礎在於鳩資入股，「鳩資」是有份沒份的開始，
也是派下成員合理性的開始。鳩資之後，便形成了共享的機制，而「輪流」便成
為其社會運作時的核心精神。不論是次聖公嘗四班輪流到孫檀公派下的十房輪流，
使得社會在既有的結構中產生秩序。然而，這種秩序感是來自於儀式本身，尤其
在祭典之時創造出一種相對對等的、平等的社會關係，而不是階序關係，更不是
階級的關係。這也是台灣社會運作的結構關係。但此一結構的運作是建立在「祖
先」此一親屬架構之下來實踐的。這些行為背後需要有一套歷史意識型態，或是
說宗教意識，而族譜則形塑了這樣的歷史感與宗教感。

圖一二為竹塹社廖姓族譜（明治四十二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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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王氏族譜（王晨屹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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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前言：

在探索客家特性與客家知識的傳統建構與當代再現的議題上，親屬與性別的
經驗現象及其間的經驗與理論關聯是不可忽略的重要部分。華南地區與北臺灣的
婚姻、家庭型態與女性角色的關聯，是人類學、歷史人口學與地方社會史學者多
年來共同關切的核心議題，也提出不同理論觀點來解釋。延續 2004 年起至今，
筆者在粵東與北臺灣所展開的客家親屬與性別的研究，本計畫擬聚焦在 19 世紀
晚期至大戰後期，並經由跨區域與客語方言群的比較視野，有系統的蒐集與整理
粵東、閩西與北臺灣竹苗客家地區的口述史與文書資料，希冀作為探索客家親屬
與性別文化之傳統重構與當代變遷的基礎。
貳、執行情形：
一、計畫之執行概況：
本研究已完成《閩台族譜匯刊》共五十卷的分析，其中本研究以永定、南靖、
上杭等閩西客家地區為主，以此選出幾部有關客家親屬與性別之細節的族譜如下：
第 12 冊華安箕湖林陳氏家譜、第 13 冊螺江陳氏家譜(一)、第 14 冊螺江陳氏家譜
(二)、第 21 冊平和何氏族譜(一)、第 22 冊平和何氏族譜(二)、第 32 冊上杭白砂
傅氏宗譜(一)、第 33 冊上杭白砂傅氏宗譜(二)、第 48 冊平和甜竹子劉氏族譜、
第 48 冊南靖潁川郡賴氏族譜、第 48 冊南靖南坑葛竹賴氏家譜、第 48 冊臺灣潁
川賴氏族譜。此外，我們還就閩西與粵東兩個地區客家相關論文期刊，有關親屬
與性別的文獻進行分析；以及完成三位新竹地區客家年長婦女的生命史訪談，記
錄其有關親屬、祭祀的口述材料。
在這次的研究首度跨越筆者之前對於北臺灣與粵東客家的有關親屬與性別
的研究範疇，將研究重點延伸至閩西地區，並以南靖、上杭、永定三地的客家地
區為主，通過家譜資料的解讀，探究在閩西地方社會所展現在親屬與性別場域的
客家屬性。本研究將在此材料的基礎下，未來針對閩西地區的客家、親屬與性別
進行書寫，並預期能在計畫後續的研究中，從區域比較的研究路徑，嘗試開展閩
西、粵東及臺灣地區的客家、親屬與性別的比較研究。

二、預算支用情形：
經費執行情形，人事費與業務費皆依計畫預訂情形辦理，執行率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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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檢討與建議：
一、成果效益：
本研究預計於三年研究期間依序完成北臺灣竹苗、粵東、閩西客家家族史、
親屬稱謂、婚姻、女性生命口述史等口說與文書資料的發掘、蒐集、整理與分類。
目前已完成閩西地區的家譜，進行客家相關親屬與性別整理，也完成部分華南、
北臺灣客家期刊的初步分析，還有三位新竹地區客家女性生命口述史的訪談。另，
南靖、永定、上杭的資料將以跨區域的比較視野進行彙整，以期作為未來可望推
動之交通大學客家文化研究資料庫中<親屬與性別及亞洲南方區域性>等專題項
目之建置的基礎內容。在前述的研究過程中，筆者預定可以完成 2 至 3 篇客家親
屬與性別相關論文的書寫與出版，日後並朝向專書的著述與出版。
二、建議事項：
本研究最後結果將對客家文化知識體系的建構、研究以及教育(學院學生的
培養與大眾)，能有具體的貢獻。再者，這個子計畫與其所屬的整合型分項計畫，
也將延續過去 2008-2010 已執行完畢四溪研究計畫(<臺灣客家族群的聚落、歷史
與社會變遷：以鳳山、頭前、中港、後龍四溪流域為範圍之跨學科研究計畫>)
相關資料，並經由持續有系統的分析、書寫、出版與數位化典藏，以此再現跨區
域、時間等不同面項下的客家特性。以期完備我們對客家知識體系之傳統建構與
當代再現的理解。以此為基礎，將可望對「客家文化復興運動、整體社會多元文
化的建構」具有重要的意義。在此深盼學界及客委會持續支持。
三、結論：
本計畫擬依三年期，依序完成閩西、粵東、北臺灣相關親屬婚姻家族史文獻
以及女性生命史口述資料的蒐集與整理，第一年的執行十分順利，已完成閩西地
區族譜的蒐集與主要家譜的閱讀與分析、華南與北臺灣客家文獻的回顧與整理、
部分客家年長女性生命史訪談，以及完成一篇由北台灣兩家客家菁英家族的女性
敘事與祖先、家族之想像的論文初稿。此文的意義在於由親屬與性別，以及口說
與書寫敘事的對話性，來反思客家知識體系的構成。在未來兩年，本研究將希望
有機會持續推動，以及書寫與出版相關作品，以其對客家知識體系的研究與著力
有進一步的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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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研究成果論文全文

一、 前言
針對華南與北臺灣跨區域的親屬、性別與客家相關資料之發掘與研究的目的，
本研究首先著手搜羅臺灣清華大學和交通大學圖書館館藏客家相關學術文獻。在
清華與交大圖書館，本研究翻閱了客家相關期刊，並在這些文獻中，依本研究目
標，我們最後在《客家研究輯刊》裡揀選多篇論文，並針對這些論文做進一步的
分析。但除了《客家研究輯刊》之外，在各資料庫與其他期刊，客家研究還是相
對少於其他領域的研究，在一番考量下，本研究決定先以華南閩西地區的客家族
譜研究為第一年的主要工作內容。
其中，
《閩台族譜匯刊》一直是本研究的研究重點，因為此套書共收納福建、
臺灣族譜一〇八種，分為五十冊出版，且其收納以涉及「閩臺關係」為主，而其
中閩西地區客家族譜約佔四分之一的數量。本研究以地區(南靖、永定、上杭)作
為篩檢標準，本研究先將閩西地區的客家族譜挑出，並在計畫推動過程中深入閱
讀，希望能在這批龐大的族譜裡，歸結出客家人如何描寫我群，及其社會文化特
點等。
在本計畫第一年的成果中，將主要展現我們對閩西地區之族譜的分析結果，以及
有關粵東與閩西兩塊地區的客家、親屬與性別之相關文獻的分析。這個以閩西族
譜來討論家族、地方社會、親屬與性別的研究成果，預期在未來將能與筆者自
2004 年開始持續進行粵東與北臺灣客家研究，進行區域的比較與闡述。
二、閩西地區客家族譜研究
（一）、華安箕湖林陳氏族譜
在陳氏族譜中，幾代族譜編修者，不斷溯其遠祖，並寫下關於他們如何編修
族譜方式與過程，並收錄各舊譜的序文，如「僅將本族並古墘既芹菜洋十甲墘諸
譜所載互異登附」
、 「振歡所著凡例」
、
「興脩所著批例」
、
「前代既敘今並附錄」、
「照鈔古墘家譜序」等等，判斷先祖、血脈的是以可考據的年份或可信之遠祖來
修寫，但卻不盡然相同，共有二遠祖的書寫，較晚期以陳氏太宗序以東漢太丘公
為遠祖，陳鴻文編修時則換另一個宣稱：「家乘序」以受封之始益因武王邑商封
舜之後胡公為開宗遠祖，謹記支流派系與兄弟功名，其餘緣由或細節未考。此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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譜立基於漳州府編纂，但從編纂者口中所述遷徙史，多以「閩」稱之：如「隨父
陳政入閩……被謫入閩……」
、
「陳族甲吾閩代有傳人在宋則了齊默堂二先生尤為
著心」、「始祖雍公適閩越而家於南劍以沙陽」，但「閩」只是地名的宣稱，無從
判斷他們是否就此宣稱自己是閩人或是閩南人，有沒有可能為粵東、福建之客家
人，在譜傳中，也主要以個人事蹟或家族功名為主，序所言也頂多提及簡單的德
行期許作為族譜之重要，如家譜序「家以忠孝為訓以耕讀為業或仕而建功或隱而
修德」，並無具體的聚會、儀式、遵從思想或重要節日等等描述。族譜的記載方
式，大多為男性子孫，記載男性生平、功德與名祿，並特地收錄一些匾額賀詞或
勵志句，例如第 44 頁收錄之「堂口橫匾進士」對聯，如：
「半壁宮花春燕羅，滿
床牙笏早朝歸」
、
「宗祠居貢水，子姓衍閩邦」
，對女性除了妻子提及姓氏與葬位，
其他不提，女兒亦不提，無相關德性表彰或記載。
在華安箕湖林陳氏族譜找不出任何關於客家的跡象，也鮮少提及習俗、思想
或儀式等，就有限資料與不足知識，無法判斷其自稱族群或為其分族，或可從相
關陳氏派系推斷。
（二）、螺江陳氏家譜
現譜于民國年間修纂。螺江陳氏家族為福州重要的家族之一，此族人于清代
為官者甚多（21 個進士、94 個舉人與不計其數的武舉人、附舉人、貢生、廩生、
附生、武生）。有部分族人在清代移居臺灣。
此譜在其序交代陳氏家族的淵源（相當神話性的描述，裡頭描述此族人遇神
祇的故事，以及族人因神保佑而昌旺的過程）
、以及其奉祀的神祇（某徐姓仙人）；
接著將族居地作詳實的記述，交代陳氏家族的所有地與建築，並且將族人依長幼
分房。因為陳氏家譜資料浩繁，於清代乾隆年間開始有許多為官的子孫修譜，如：
乾隆年間進士出身擔任山東青平縣知縣十二世孫的陳芳楷、乾隆年間進士出身擔
任文安縣知縣的十二代孫陳依德、嘉慶年間進士出身擔任眾多官職的十四世孫陳
若霖等人皆有修譜。
陳氏家譜有一點較為特殊之處，為其將子孫任官上呈的奏摺與皇帝的回覆、
聖旨、皇帝的贈禮等詳細的記載在族譜裡，並在乾隆年間大量地為過往的先人做
傳。另一特別之處，即是此譜特別為族中節孝婦女獨立出一個篇章，頌揚近 20
位婦女守節盡孝的事跡。最後，此譜記述人物、事件皆相當的仔細，並且在譜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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皆可見著此族與官方有相當良好的互動。
（三）、漳州平和 何氏族譜
何氏族人在其譜裡詳載其家族的遷徙過程，強調萬物有序的概念、傳家的重
要。在家族遷徙過程之後，撰述祭禮與家訓。
在祭禮中有三項祭典特別被提出：春冬祭儀、端午、立秋，而此三祭似乎也
是客家人非常重視的祭禮。在家訓裡，除了強調家廟祭祀的重要性，還提及家族
要團結，在祭祀時一定要聚在一起，才「不比別姓離居，易犯難曉」。其家訓反
覆強調子孫要克苦耐勞，讀聖賢書，且非常不鼓勵做生意。
從何氏的譜裡，還有一點特別之處，即「惜字」概念，譜裡這樣寫道：「書
經□不還或胡批亂點禍摺裂或揉曲汙濁甚者轉借損失此是學人第一大惡兒輩戒
此」
、
「經書言語非天地神明則聖賢父母僧道於經典尊敬奉持秀才於經史輕賤拋擲
甚者字紙雜於糞穢略不愛惜嗚呼尊經重道更賴何人士細思之當如此是否」。從此
可略見何氏族人對學問、文字的重視，以致其將之撰至譜內。
除了祭祀禮與家訓外，何氏族譜還刊載了一些禮教，如：事生禮、女子禮、
侍疾禮、修墓禮、婦女禮等。從這些禮中，都可感受何氏族人對禮教的看重，以
及與孔孟的遵從。詳載土地的資訊，並繪製地圖。從這些資訊裡，可發現何氏族
人傳家的方式是以土地為根本，長子移出（多至粵東），族譜與家業傳于次子或
小子。在記載裡，也發現有大量族人於順治年間移往臺灣。
（四）、上杭白砂傅氏宗譜
在封面背後作者已經註明：
「主要為閩西上杭客家傅氏宗族譜牒」
，但「部分
為浙江龍游傅氏宗譜」。 此譜自稱「始祖傅巖漢晉以下有代」，非從夏商周開始
塑組，但以漢晉為源亦不算晚，傅氏一族為唐代間遷徙「迨唐僖宗間威武軍節度
招任使將遷入閩杭川白沙三世而後派衍之繁」
、
「唐書在河南光州傅竇自唐僖宗時
由地入閩是為閩省傅氏之祖其遷上杭者則為百一郎其居白沙者則為念九郎」，類
似說法在前部分有差異或是更細節的書寫：「唐代南安公避地入閩為南來始祖及
後宋是南渡其一世祖百一郎肇遷上杭」，略為不同之處，在後來的序中以唐代為
南遷的時間，宋代為傅家真正居上杭之地的時期，這部份可能與羅香林提及客家
在歷史上唐代的遷移潮流相關，但族譜序並未詳述原因，只載過程，或可與羅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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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的文獻互映照。與孔子有關的部分：「迨清道光間創制族譜是而白砂傅式有譜
之始□□□兮迄東續輯而寅夏」
、
「此郭公夏五春秋所以有闕文之例也」
、
「士人稱
四民之首而培養之術先……誌儒田」
，有一例須特別提出來看，
「且傅氏以百一郎
為始祖墳墓在閩也百一以前疑不著錄有孔子刪書歸自唐虞之遺意邁與臺」，不確
定此臺等不等於臺灣或另有所指，在後續的族譜內並未看到有遷臺或葬臺的痕跡，
也未看到在臺的相關功勛、記事，可能已出譜，或是真的只在內岸流動。此外，
傅家一族也以中華之族自稱：「氏族之制吾中華立國之大本也」、「宗法為吾中華
民族立國之基礎」，不確定是否與其宣稱漢人正統相關，但在族譜中並未看到特
別強調其漢人身分或正統的部分。
在家族德性的方面，記人傳時著重書學、孝悌信實、慈心濟世、勤學的性格，
傅家特別強調「孝」
，甚至有皇詔可以佐證，而非家族成員自稱：
「扶揚名顯親孝
子之職也我國家以孝治天下……誥命載之於首知祖德宗功積善餘慶則今日為人
子孫者當思繼美於前為人祖殳者當思垂休於後」，另據皇詔「皇帝制曰作忠以孝
國家……儒林郎……」。這一部分特地列出來，是為與親族團結相對應，參照族
譜透露對親疏的訊息：「有螟蛉另載外譜示有區別」、「一螟蛉……公共財產不得
享有如遇祭祀分」
、
「堅守團體保其秩序聯絡宗支捍禦突患國其庶有豸乎」
、
「以相
維繫晉宋之世屢遭外族之蹂躪國家傾危而未墜社會凝固而不渙者端賴宗法之存
固宗法之功效非僅敬宗收族已也實足以保種姓禦外侮徵諸往事而既驗」，相當看
重血緣入族譜，孝道可能與儒家思想有關，恐有混雜異族，外族不確定是異姓還
是邊境部族，這部分可能與宗族遷徙過程與傅家分裡外的方式有關，沒看到更多
的訊息。
在女性的記載，有成例規定以及嚴格的格式典範，「誌節烈」的部分，特別
提及女子之德的記載之必要性：「全貞……盡職保生撫遺孤……秉坤柔之德……
芳嶶足式請共揚彤管之休」
，
「凡婦之外族女之夫家蓋不記載間有女未嫁而歿尚歸
父母同祭者亦附錄焉……一妻有原繼嫡庶……一妻有未娶而歿者……」
、
「一烈女
節婦不論身受……一□報明詳載」，在皇詔中也標明許多女性「嫡母袁氏……母
德之載……生母馬氏壺範宜家……」
(在陸續後來的皇詔中對諸多女性也有讚揚，
多因皇帝讚臣子表現而推及母親的壺範、母儀、淑德)，在「節孝」部分中記載
多名女子為家族貢獻，或節孝祠、照顧子孫、良好婦德等。
在族譜中，則不多提女性，只標註娶○氏(或有名，但不多)，偶有墳位記述，
74

如「娶袁氏 葬祖堂對門昆山丁末分金」
、
「娶陳四娘 墳在羅曰埧溪左小乾坑昆山
坤向」。但在道光年以降，開始首標妻子為誰之女，如：「娶邱氏 雙木尖邱□聰
次女」，另首記女兒，但未像兒子一般以名字大寫於族譜，多標註女到哪、嫁哪
一姓，偶有生終年記錄，如：
「長女 道光…生 道光廿九年」
、
「女長適馬府 源□
經魁 次適溪口 溪西溫州儒學正堂邱聖祥」，
在信仰與儀式方面，以堪輿與祖墳風水等作為子孫之長計，並詳述福地的淵
源故事：「子孫長久計是時有以堪輿各世者曰

袁先生光……師愕然曰福地流與

福人開年翁何幸而得此」，拜祖先、關帝聖像，在「神祀」特附關帝廟與各祠、
神壇的記錄，標註座位、捐助者與家族的祭祀及福祉，尤於第 70 頁的龍游溪口
傅巖公祀序中，特揚天后神靈：「天后宮之建設不僅為祭典之輝煌兼以答維桑梓
之恭敬也……春秋祭典歲有成規」，祭祀日於載「每屆清明冬至節購辦豬羊各一
菜菓酒肉致奠成思堂追祭一次繼子孫勿得推諉」
，另附「生終祭掃概循常例」
，這
部分就不再多舉。
除了編纂者序外，族譜中還收錄許多可能為外族但權重人士的序，如科拔貢、
湯谿匈道人、龍游縣教育局長、中一院、浙江財政廳秘書、清進士等等，可見此
傅氏宗族譜應為大世家或是在地有名望的家族，並在族譜中標註為民眾資膏之精
神，如誌儒田、置廷橋、置工業等，因此在資料方面可能較好蒐全、齊整，具有
一定的公信力。
此譜開頭就提及此為客家人的譜，但從族譜的撰寫中，卻未曾看到傅家人以
客家人自稱，或明顯的客家族群的風俗、道德或傳統的書寫，此外，族譜只寫自
家事，因此也不確定幾個問題，第一、其居住地社群是否也是客家人；第二、傅
家是否有與客家族群互動；第三、此種客家族群的宣稱，是從什麼時間點存在；
第四、客家若是作者判斷。
（五）、平和甜竹子劉氏族譜
此族譜的主要修撰於嘉慶年間。在族譜序裡，強調無論何世、何人修族譜，
皆要詳其祖宗淵源血脈流傳代數與分支，在此可看出其根本與傳家的脈絡。也特
別指出在「每年正月二十日合族齊到，開七公墳前午時行禮祭祀」。正月二十為
今日天穿日，過去為年節後的最後一日休假，多會在此日舉行祭祀相關活動。另
外在八世祖（嘉慶年間）時，標明「春秋享祀」，也是祭祖的時節。在序裡撰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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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四散廣東廣西，為此必須重新追溯族的根本，以聯繫族人。
在此譜裡，標示女性的方式只有簡單記載她們的生卒年，與死後所葬之處，
但其中又有大量女性的名字為「不知」
，只留其夫婿之名號。記載生年的例子如：
「妣諡慎恭吳氏孺人生於乾隆丙辰年四月初十辰時卒于嘉慶乙亥年二月十八日寅
時，葬於楓樹窠」。
（六）、南靖潁川郡賴氏族譜
民國十六年抄本。族譜序中指出「帝王之貴尚重展親況于士庶之人乎」，彰
顯記譜的重要性。從七世祖的記載裡，可見族源的重要性：
「水之零祖德源長」，
並從此處強調葬位風水形號，還會會指出其人之墓穴名，如：「葬田東玉芝山形
號黃龍戲水」
。
記載女性的方式，主要都來自描述男性多與妻合葬，而且只註妻的姓氏，沒
有留名。記載族人的科考官名與將軍功勳，以及在任官期間所做之事，如：「榮
公字忱甫宋神宗壬子癸丑科連捷殿試榜眼因直諫忤旨不願居歸鄉里人稱其地謂
之秘書里既有忠於國難」。
從乾隆年間（記西元年 1743）
，詳載其族人遷徙至臺灣的事跡與居所從本譜
記載遷居臺灣族人的來信，信裡記載族人在台娶妻生子，並強調其婦的德行。到
臺灣後，有族人沒有後嗣傳家，於是認養小孩，但並不被本譜承認為賴氏族人，
如：「絕嗣螟蛉二子……終是魚目混珠審郡當異視焉」
（七）、南靖南坑葛竹賴氏家譜
在譜的開始強調樹木的重要性，如：「蓋宗乃後代子孫根本樹木為鄉社祖域
護衛，本文推測此部分的記載與臺灣客家的龍神或伯公信仰有相當程度的關係。
此譜也強調儒家的重要性，如：
「孔子行夏之時乃為人統之鄭」
。譜中另還記載功
勳事跡與兄弟合葬等事。
（八）、結論
在第一年對於閩西家譜的研究，我們主要的成果是在 108 部家譜中，經逐部
閱讀後，選定閩西地區的家譜，進行閱讀與分析。在本結案報告書，我們以其中
的七部做為例子，說明族譜結構與文本內容。並以各部族譜內重要的引述為基礎，
提出初步的分析觀察。本研究所關注的客家地方社會、家族、族群關係、我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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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寫、親屬與性別等現象，如何通過族譜的書寫而展現其中，是筆者在未來的研
究與書寫，將繼續努力完成的。這批出現在閩西地區的家譜，所記載的細節相當
豐富，如我們在本結案書前述的引述與初步分析，可讓我們討論十九世紀至二十
世紀初，華南地區客家家族特性，及其與地方社會的關聯。這對於我們討論清代
至民國期間，閩西地區的家族、親屬、性別與客家的現象，如何通過文本的建構
與再現，提供重要的線索與具體的論述。
以前述七部在閩西地區可能為客家家族所記錄、保存及流通的族譜中，筆者
認為我們不僅要面對這些家譜何以著重在祖籍、風水、官名、儒家思想等處琢磨；
也還應進一步的從家譜的文本分析來探討在性別的論述上，如何的多記載男性，
鮮少記錄女性，有記載之處，為何多是該女性有「婦德」
、
「褒貶」或是其夫任官
有「黃誥」加封才得以記錄。但除了前述的現象外，這些家譜裡是否還有其他細
節指向親屬與性別的現象，這些閩西地區的家譜之間，還有哪些細節值得提出，
都還需要更仔細通過書寫進一步的分析與闡述。筆者所擬提出的一個角度是從語
言人類學的角度，我們可以分析女性的身分如何的通過留姓與生卒年於家譜的形
式及意涵，此現象從語言的觀察，可以如何的重新予以描述與闡述，而與客家或
此區域的特性，又有何關連。除此，在這些家譜中，所書寫的儀式(如客家龍神、
伯公)及惜字的理念與細節，也都可以進一步作為儀式與族群之關聯的討論重點。
本研究未來將在今年對於這批閩西地區家譜的個別解讀的基礎上，就前述幾個議
題提的主軸，來討論由閩西家族的族譜書寫所再現的親屬、性別、地方社會與客
家知識體系的構成。

三、區域的比較：閩西與粵東客家社會的幾點對照與觀察
今年的研究成果還包括我們從福建與廣東地區的客家研究資料—特別是與客家
家族親屬與性別現象相關的論文，進行文獻整理與討論。這部分的工作對於我們
要持續展開華南與北台灣的區域性比較的客家研究，是一個基礎且必要的工作。
對於此部分的研究成果，筆者接下來就客家研究與其區域性及知識體系相關的幾
個議題為例，初步呈現我們對於閩西家譜與粵東材料之間的對照與觀察。
(一) 、移動、敘事與粵東的客家與地方社會
根據梅縣桃堯鎮大美村宗族社會與神明崇拜的研究(宋德劍 2001) 在桃堯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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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客家族群 一方面面臨土地貧脊的問題，一方面，仍維持著傳統的耕種產業型
態，因此，造成大量人民向外移出，成為「僑鄉」。但族群的外遷，並不等於移
民或是空城，多數人最後回到自己的故鄉，並帶給故鄉新的改變。在桃堯鎮上，
許多最顯彰客家族群的建物，幾乎都改建為「洋派建築」。此粵東地區的客家社
會，如同我們在閩西家譜的研究，
「村中主要是張、盧兩姓」
。華南地區客家族群
的社會，大多以家族或一個地域大姓為結群的基礎。而對於一個地方社會的社會
性建構，故事傳說等言說的流通，在粵東地區的客家社會也十分重要。桃堯鎮大
美村的敘事材料可當作一個具體的例子。我們從材料裡看到在一個家族與地方社
會被論述的細節裡， 凸顯了宗族歷史和遷徙的過程、路徑、地景、建物與空間
的物質性及其配置，以及空間與風水的宇宙觀與知識相關的布局。
張姓尊上杭化孫公為本族的大始祖……大美張氏一派來自大埔的神前，後由
高祖張大四郎妣李氏二娘攜家帶口輾轉來到程鄉，先是在松口落居，後因不
堪重賦，來到饒塘，由於當時十分貧困，只得寄籍於同姓，此後經過幾代的
辛勤經營，才算安定下來……張姓第一次修撰族譜是在明代嘉靖年間……祠
為三面大門，中門進入極為天井、大廳，小天井，上廳有神案、神龕，神龕
左邊為觀音掛像，像前有約三階之木梯，香燭需登梯才能插進香爐，左右兩
橫屋有兩排房間可住人，中門外有實施一對，一般房姓祠堂無，祠堂前面有
半月型水塘，水塘左有石旗桿四桿，華表一對，地面上有被 1911 年辛亥大
颱風吹倒之旗桿不少，祠堂中堂大樑上排列進食面牌匾，中最大一面為張金
榜的……金榜生於 1937 年，武官，在臺灣與倭寇打仗有功……重建華堂。
值地脈之振興，請明師以改作……左宜規，右宜矩。此昌彼合，出震向离方，
心於焉而使，則應乎帝……後媲陶朱之積……祠堂的創建時間當在 1663 年
之前。(宋德劍 2001)
(二)、祭祀與禮教化及儒家化的華南地方社會
祭祀與儒家化這個議題，在我們對閩西家譜的研究，及粵東客家的文獻研究，
都是重要的關注點。如同我們在前述閩西家譜的研究已指出，儒家化在這批族譜
裡，是一個重要且值得分析與討論的現象。在粵東的客家地方家族的材料，也凸
顯如祭祀裡的祭祀日期、儀式過程、對象和形式，與儒家化、禮儀化的關聯。
集體祭祀……"春祭祠，秋祭墓"……張姓春季在祠堂祭祖的時間是每年正月廿，而盧姓氏在正月十五。
秋季墓則兩姓都是在農曆八月初一清明前後。張姓每年正月二十要到兩個地方祭拜祖先。一是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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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張姓的開基祠堂，一是在五戶祠。盧姓正月十五也要到兩個地方祭拜祖先，一是在顯朝的七氏祖
開基祠堂，一是在松林的盧家祠。張姓除了在本地祭拜祖先外，每隔 10 年還要到福建上杭、永定拜
祭大始祖化孫公妣墳墓，充分表現了客家人慎終追遠的祖先崇拜觀念……張姓對祖先崇拜的重視還
表現在宗族中有人考取功名或是通過捐納獲取功名，都把它歸功於祖先對族人的庇護，要到祠堂裡
舉行感謝祖先的謝祖儀式。儀式中很重要的一個環節就是要對著祖先牌位宣讀祝文，表示對祖先的
感激之情……整個儀式的儒家化程度相當的高。(宋德劍 2001)
廣東珠江三角洲，或韓江流域地區的土著，如何在明代，受到來自北方的國家與儀禮的影響， 而創造出一
個新的禮儀社會--已是在當代以社會史與歷史人類學角度，來描述與解讀華南區域社會的重要理論。客家家
族與地方社會所再現的知識體系，與儒家化與禮儀化之脈絡間的關聯，是本研究將持續關注的重點。
(三)、知識與經濟

如同閩西地區的家譜，梅縣東郊張氏宗族發展史與祭祖習俗的研究 (李小燕
2003)，也顯示出知識與經濟之理想與宗族之發展的關連。梅縣張氏宗族的材料
指出「張氏裔孫向圍外發展時，十分重視風水的選擇……張氏宗族的發展，一靠
讀書入世，二賴經商創業」
。在這部分，講究比較實際的部分，即是功名和金錢，
這與前述閩西地區的族譜可以相互進行對照比較，或許其中的差異，是值得進一
步探究的。如在漳州平和何氏族譜裡所提及的家訓裡，強調家廟祭祀的重要性，
提及家族要團結，在祭祀時一定要聚在一起，才「不比別姓離居，易犯難曉」。
尤其在家訓反覆強調子孫要刻苦耐勞，讀聖賢書，且非常不鼓勵做生意。筆者認
為知識與經濟之間的關係，對於討論客家家族的特性及其與家族發展的關連，族
群特性，以及家族與地方社會乃至與區域之間的關聯，應也是一個值得關切與深
入的議題。
四、親屬與性別：對客家知識體系的構成與反思--(女性)敘事與北臺灣客家的祖
先與家族為例
本研究今年度的最後一項研究成果還包含重新整理與論述以北臺灣的客家敘事
材料，來反思客家知識體系的構成--這在理論的概念上，始終是本研究推動的主
要關懷。以下是此篇論文初稿的重點，茲呈現如下。
本文對於客家文化研究資料的發掘，以及對於客家知識體系的呈現與討論，主要
以民族誌的口述訪談，來討論女性敘事裡所再現的客家家族的內涵、意象與歷史。
並進而對於客家知識體系的建構，進行對話。這個主軸一直從我在四溪的研究持
79

續到天弓計畫。在後者我嘗試進入閩西、粵東與北臺灣的區域比較。但因為所涉
及的範圍及區域較為寬廣，我在天弓計畫第一年，主要以閩西地區族譜的蒐集、
閱讀整理與分析，來面對親屬與性別在客家家族的內涵及意義。而在今天這個研
討會裡，本文主要以北臺灣客家家族的女性口述材料來進行討論。有關閩西的家
譜材料對於客家家族與性別之間的關係與對話性，希望能在本文基礎裡未來另文
書寫與討論。
記憶、想像與家族
雖然這篇文章將盡量呈現女性聲音所再現的客家社會—“家族”，但本文書寫的底
層，仍建立在記憶與家族作為一個想像共同體的理論基礎--因為性別之文化與意
義的描述與書寫，仍攸關社會整體理想與屬性的書寫與理解。記憶是一種社會建
構的概念，個人的記憶是建立在群體基礎與參與，因此不同群體即產生了不同的
記憶。Maurice Halbwachs (1992)以家庭、宗教群體與社會階級等，來闡述不同群
體其記憶背後的社會框架。但他也指出個人會用自己的方式來回憶家庭，透過個
人的記憶與想像，將可能連結家庭或家族等個人所歸屬之群體。這個記憶與想像
的過程，是一個歷史的經驗與歷程。這有如“民族”是一種「想像的政治共同體」。
要區分不同共同體的基礎與關鍵，就要從漫長歷史變遷中，找出他們各自「被想
像的方式」( Anderson 1983)。本文以北臺灣兩個從 19 世紀以來，在經濟與知識
上，逐步累積、發展為該地方社會的客家菁英家族為例，描述與討論除了透過“血
緣”和婚姻關係的聯繫，家族在逐漸開枝散葉後，如何被不同支系的族人“共同”
想像；而不同支系的家族又如何以不同的實踐方式，使家族成為一個可想像的共
同體。

口述歷史、日常生活與女性敘事
在以家族作為一個可記憶之想像共同體為基底的理論觀點裡，本文的推動還包含
女性、口說與日常三條軸線，並進而嘗試由此對前者所可能形成的論述或知識體
系進行反省與對話。傳統史學通常反映社會上層以年長男性為主的史觀，而口述
歷史則企圖廣納社會中下階層與非年長男性的多元敘事。延續筆者前一階段對於
北臺灣客家年長男性的訪問，本文主要針對頭份陳家與新埔陳家年紀在六七十歲
以上的年長女性，進行口述史收集。在訪談內容的設計上，從女性在不同生活階
段所進行的日常生活著手，以及日常經驗與女性對於家族事務、祖先想像之間的
關聯。日常生活所具有之日復一日與無從察覺的特質，正是它最為特殊之處。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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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日常生活此一特殊性的過程，將可逐步揭露身處於其中的主體性，如何在無意
識的日常行動中展現。而這樣的實踐又如何反身地形成反抗動能，重組或再生產
出新的文化意義。根據此一觀點，本文針對兩個陳家家族年長女性的訪談，以與
其身體、情感經驗最為貼近的提問切入，試圖聆聽女性在不同生命階段裡，日復
一日、無從察覺的日常生活行進中的主體性與某種自成體系的實踐邏輯與文化。

性別界線
新埔陳家與頭份陳家年長女性的敘事，大部分以「說故事」形式講述其過往生活
經驗。她們的故事大多不涉及大歷史事件的細節描述--例如陳朝綱在政治與經濟
領域裡所建立的豐功偉業。而是講述自身的受教、家務、農事、工作與養育子女
的經驗。這些年長客家女性的敘事並也反映一種集體的時代氛圍：臺灣日治末期
至戰後初期戰亂頻繁的現實，以及戰後臺灣社會結構由農業轉型為工業的過渡時
期。不少女性在講述時，是與丈夫、親戚、受訪者共同進行「對話」，也有極少
數是「由他人代答」
（多為高齡女性陪伴一旁的子女）
。但也有部分女性，如新埔
陳家媳婦詹明玉、女兒陳晴美，頭份陳家媳婦黃春枝，能以長篇敘述的故事形式
與訪問者單獨互動；或是丈夫在場，卻能以競爭的對話形式，開展其故事敘述。
除了說故事與多元的敘述形式，受訪女性都能針對其生活經驗進行歸納與評論，
有時會出現與父系對話或對抗的觀點。有些也展現過去與現在參照、個體與社會
互動的敘事結構。我們的訪談也發現，談論到家族與祖先，男性的言說較為活躍。
而談論婚姻、生活經驗、家庭內部的變化，或是一些曾影響家庭的重大事故等「具
體」經驗，則容易聽到女性說話空間的展現。不管嫁進或嫁出的女性，當我們問
及家族與祖先時，女性敘事者都不直接連接家族中“重要祖先”，而是「眼見為憑」
的描述共同生活過的公婆、父母及其他長輩。
男性與女性對於家族描述的差異，最大的特點是男性從字面資料上的家族故
事去述說“我們是什麼樣的家族”，女性則從生活經驗來敘述她與家族的關係。以
新埔陳家余秀妹與陳英耀母子的訪談為例，在討論祖先形象時，陳英耀即刻說出
一長串關於陳朝綱的事蹟。這些內容可能來自他兒時聽來的記憶，但也發現大部
分是和一般談論陳朝綱的文字紀錄相近(如陳家的家譜或地方出版品)。陳英耀的
描述也和他參與祭祀公會與族譜編撰有大的關聯。而我們問余秀妹為什麼東西或
建築可以代表陳家，她說女人是不管這種「大的事情」，而要煩惱的是「厝內」
事務，並暗示這才是女人最重要的責任。她感覺人生較「快活」的時刻，即是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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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子女長大成婚，另組一個家庭。此外如「以前真的很辛苦」
、
「以前真的很可憐」、
「以前真的很吃苦」--這些屬於身體情感面相的評論，也不斷出現在頭份與新埔
陳家年長女性回憶婚後之勞動經驗，以及身為媳婦之辛勞的敘事中。這一方面反
映女性主體的身體與情感經驗，並也突顯婦女承擔繁重的家務，從夫居的父系結
構，以及 1960-70 年間臺灣從農業社會轉型至工業社會的勞動與工作經驗。

口語及文字
無論新埔或頭份客家家族，男性往往從文字與歷史時間的概念來想像家族，且相
對女性之於家庭事務的熟悉，男性更習於對外人談論自己的家族。家族想像的形
塑歷程，除了各種實際經驗的體驗與記憶外，家族故事傳播的方式，可能也影響
人對家族的想像。有趣的是，不管男性或女性，對於無法回答的問題，都會試圖
引導我們到書本上的文字，去找答案。我們問新埔陳家余秀妹(1930-)和鄭鳳嬌
(1912-)：「有聽過祖先陳朝綱的故事嗎？」前者回答「沒有」之後，她在旁的兒
子陳英耀接著說：
「假如你要他的資料，我可以借一本書(指陳朝綱家族的族譜)，
給你先看一下。」而鄭鳳嬌則回應：「我那麼老了，我阿祖的代治(事情[臺灣閩
南語])，我不是很知道，有寫啦」。這裡的「有寫啦」說明對於這些敘事者，族
譜上的文字紀錄與家族歷史內容，是瞭解家族“歷史”的根據。文字的作用力與傳
承，在頭份陳家更是明顯。他們因多代多人從事教育的工作，文字對他們來說不
只是工具，更是突顯家族特色的依據。各種紀念冊編撰、族譜多次謄寫與修訂，
頭份陳家過去依賴著文字體系(開書院教漢學、以堪輿為行業)，在地方社會成為
一個獨特的客家菁英家族。
文字與口語的另一層辨證關係是，透過口語傳播的歷史內容，如何成為文字
的內容，以及對一般人來說，文字的真實性是否優於口語？族譜的編撰對兩個家
族來說，都是探索家族歷史的重要過程。除了透過一些舊文件與相關物質證據外，
不斷尋訪年長家族成員聽過的事情，也是重要的來源。我們在陳榮波(1940-)的訪
談中發現，他從祖父或曾祖母那邊聽來關於陳朝綱的故事，許多是文獻上沒有記
載的。他在描述之後會補充，「我是講給你聽而已」或者 (那是)「小事情」。我
們無法確定他對於這些聽說的「小事情」，是否懷疑其真實性。但相對於藉著族
譜或紀念文集上文字描寫家族成員「大功績」的敘事，說者不直接說這是事實，
而會補充「這是誰說的」。家族故事的傳承與想像方式，對不同世代的家族成員
而言有其差異。65 歲以上的受訪者多有經歷大家族群居到分家歷程。許多家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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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先的故事是透過長輩口傳。這些不同層次聽來的記憶，多少會影響他們對家族
的想像。但當家族與家庭關係不必然緊密，家庭成了家族故事傳承的場域。然而
不同家庭對於家族事務熱衷程度不一，父母親也不見得知道或喜歡談論過往的事。
後代子孫當缺少實際接觸經驗時，除了透過長輩的轉述，就是透過文字的閱讀與
想像，如此一來文字對於家族的想像形塑，會不會變得更重要？頭份陳家持續用
族譜與紀念文集的方式，書寫自己的家族史；而新埔陳家女兒陳貴姬提到她對於
祖先故事的理解，多是透過父親對外發表的文章，而不是親口轉述。陳英家(1941-)
也提到兒子通過圖書館的資料來談陳朝綱並與其他家族做比較和評論。

親屬與性別作為一種路徑：反思客家知識體系的構成
親屬與性別的理論視野除了對於客家社會的特性與內涵的描述是觀察與紀錄的
路徑，同時也是溫和卻有其力道，能對客家知識體系的描述，可能開展對話的場
域。本文就是通過敘事，來描述客家家族作為地方知識體系之構成的言說與行動
者。同時也通過口語敘事，口語與書寫相互角力的敘事，男性與女性的敘事，提
供與這套知識體系進行對話或解構的可能。客家族群性及其認同構成，長期以來
攸關文字、話語，及非話語的身體、歷史、政治、文化、日常等諸多經驗間的論
述。性別與親屬的材料本身，不僅是建構客家知識體系裡的檔案，同時也具反思
性。如本文經由敘事的分析，發現二個客家家族對於家族的敘事之間並置差異與
同質，而在家族內又呈現對於祖先與家族之敘事與想像上的性別差異。其一，兩
個客家家族對「家族」想像的差異，是由於他們將「家族」作為一種傳承與教育
之交往空間的殊異性。他們對於「家族」的想像與再現，是各自透過不同層次的
物質文化(祖厝、群居生活、古文物、紀念文集)、語言 (祖訓、祖先故事)、行動
網絡(祭祀公會、族譜的書寫與編撰[也和語言有關]、祭祀活動)，作為媒介。這
些不同的媒介交織成可以被流通、改寫、共同記憶與想像的人文與知識空間。並
共同成為家族成員間交往連結或思想傳承的流動場域。而此兩個客家家族的女性
對於祖先與家族的想像的敘事內容，大多聚焦在日常生活、人際交流、婆媳互動
與小孩教養的實際經驗，這和男性對於家族想像有所差異：男性多從文字資料或
概念性的家族故事，述說「我們是什麼樣的家族」，而女性則從日常經驗與記憶
裡構築對於祖先與家族的想像與觀點。換言之，在論述客家作為一種地方社會的
實際或作為一種知識體系的構成、再現與想像，女性敘事的傾聽及其說話內容與
語境之間的對話性，究竟對於我們探討客家知識體性，是一種有如碎碎唸般過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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尋常的雜音？她們的話語與男性的敘事或書寫所構成對祖先與家族的想像與論
述間，可能有哪些關係？是干擾、對話，或如回音般的複誦？通過民族誌田野裡
的口述訪談材料，本文提供一個敘事語境裡的客家在地知識之構成、再現與想像，
並由此展現親屬與性別參與其中進行對話的過程，以及在言說當下的片刻裡，所
共同創造的過去與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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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項計畫群 A：客家文化研究資料的發掘、應用與典藏
子計畫六：《全球客家研究》期刊出版計劃

執行單位：國立交通大學客家文化學院人文社會學系
計畫主持人：張維安
聯絡人：張維安
電話：
傳真：
E-MAIL：
日期：102 年 11 月 13 日

85

壹、前言：
近年來，台灣客家研究的日漸成熟，除設立學院及相關研究單位外，2004
年開始由中央大學客家學院與交通大學客家文化學院合作籌劃定期發行《客家研
究》，將近十年的經營，是台灣客家研究第一份學術刊物。
隨著客家研究的蓬勃發展，中央大學客家學院為展現「機構特色」，又發行
《客家公共事務學報》，於2010年7月創刊，以公共事務、族群關係、客家研究
等相關領域之人文及社會科學之理論或實證研究為主。
我們還需要一份專業的、國際性、雙語的《全球客家研究》期刊。國內客家
學術研究日漸成熟，海外客家學術研究正在興起，需要一個雙語的、學術的發表
園地，匯集各相關領域之國際客家研究學者，奠定台灣繼續引領客家學研究的優
勢。
藉由發行國際性的客家專業學術性期刊，提高客家研究的國際學術地位，透
過嚴謹的雙匿名審查制，篩選具高水平之學術研究作品，期刊包括研究論文、研
究/田野紀要、評論以及客家社區與研究機構，利用網路宣傳，向海內外各客家
研究單位進行徵稿，建立跨國學術交流平台，朝向具有國際學術權威的研究期刊
邁進。
廣邀學者自由投稿，除一般性常態徵稿外，另規劃特刊向學者邀稿。來稿之
後由編輯委員會負責送外審，並依據雙匿名原則方式辦理審查程序。每篇刊登在
刊物上的文章皆經嚴謹審查。每半年出刊1期。
期刊文章數位化，以 POD 型式出版，期刊將只出版一定數量的紙本刊物，
主要流通方式通過全文下載及電子書下載的方式，打破地理界線，全球流通發行，
吸引更多優秀學者加入，匯集國際相關領域的學者，促進學術交流，在當前的客
家學更上一層樓，建構多元的、全球視野的客家知識體系。

貳、執行情形：
一、計畫之執行概況：
（一）期刊編輯委員組織：
《全球客家研究》期刊由交通大學客家文化學院發行，編輯委員會成員包括
公共行政、社會、人類、歷史、語言、傳播等各方面校內外學者專家，創刊號編
輯委員組織名單如下：
主

編：張維安（國立交通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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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輯 委 員：王甫昌（中央研究院）
、呂欣怡（國立台灣大學）
、張月琴（國立清
華大學）
、陳金貴（國立台北大學）
、黃靜蓉（國立交通大學）、戴
寶村（國立政治大學）、羅烈師（國立交通大學）
執 行 編 輯：許維德（國立交通大學）
副執行編輯：劉堉珊（國立交通大學）
助 理 編 輯：陳璐誼（國立交通大學）
顧

問：江明修（國立政治大學）、孔邁隆（哥倫比亞大學）、王俐容（國
立中央大學）、房學嘉（嘉應大學）、林本炫（國立聯合大學）、
河合洋尚（日本國立民族學博物館）、姜蘭虹（國立台灣大學）、
施正鋒（國立東華大學）、科大衛（香港中文大學）、翁秀琪（世
新大學）、張翰璧（國立中央大學）、莊英章（國立交通大學）、
郭良文（國立交通大學）、陳春聲（廣州中山大學）、馮建三（國
立政治大學）、黃子堅（馬來亞大學）、黃紹恆（國立交通大學）、
黃賢強（新加坡國立大學）、黃麗生（國立台灣海洋大學）、詹素
娟（中央研究院）、劉宏（南洋理工大學）、劉阿榮（元智大學）、
劉鳳錦（國立聯合大學）、蔡石山（國立交通大學）、蕭新煌（中
央研究院）、羅

勇（贛州師範大學）、羅肇錦（國立中央大學）

（二）期刊第一期以主題邀稿為主，收稿情形如下：

1. 稿件類別
類別

研究論文

專題論文

篇數

5

0

研究／田
野紀要
1

評論
2

客家研究介

客家研究

紹性專文

相關書目

1

1
*總計 10 篇稿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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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第一期稿件主題
類別

研究主題
從「客家」到客家（一）: 中國歷史上本貫主義戶籍制度

專題論文

下的「客家」

專題論文

華南客家形塑歷程之探究
日本客家研究的軌跡：從日本時代的臺灣調查到後現代主

專題論文

義視角
範式、概念與方法：中國大陸客家研究的學術歷程與理論

專題論文

反思

專題論文

新加坡客家：研究機構和近年研究綜述

研究/田野紀要

大溪地的客家

評論

王保鍵、邱榮舉：《台灣客家運動—〈客家基本法〉》

評論

王力堅：《新加坡客家會館與文化研究》

客家社區與研究機構 國立交通大學客家文化學院簡介
客家研究相關書目

中英文客家研究相關學位論文書目彙編：2011-2012 年

（三）第二期至第八期之規劃主題及 Guest Editor
第2期

第3期

第4期

第5期

第6期

第7期

第8期

103/4

103/10

104/4

104/10

105/4

105/10

106/4

Guest

連瑞枝

呂欣怡

羅烈師

王甫昌

黃靜蓉

許維德

戴寶村

Editor

教授

教授

教授

教授

教授

教授

教授

客家的

客家與

新竹客

客家認

網路社

客家認

客家研

形成

多元性

家研究

同與族

群與客

同

究到客

群關係

家

期別

主題

別

家學

二、預算支用情形：
人事費使用於計畫主持人工作費、兼任助理工作費（美編、網頁製作與維護、
校稿者等等）。業務費使用於影印費、墨水匣、列印紙、隨身碟等等消耗性器材
與事務性用品、顧問與編輯委員之出席費用、開會之誤餐費、工讀生、英文校稿
費、期刊題字裱框、期刊書評所需之書籍費、文具等等相關費用。詳細預算支用
詳情請參閱總計劃支出明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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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檢討與建議：
一、成果效益：
台灣的客家學研究已經蔚為風氣，吸引許多原來並非從事客家領域的優秀學
者加入，也已經拓展到世界各地的海外客家人移民的新故鄉。客家研究是一門國
際性的、全球性的議題，通過數位期刊的發行，穿透地理的疆界，打破語言的障
礙，有助於將使台灣成為全球客家研究的中心。
預期完成項目為於 102 年 11 月出版創刊號並建置網站出版數位期刊，並規
劃後續徵稿主題。基本上如數完成：
（1）建置初期的期刊網站，第二年除維修外將優化中英版面及內容。
（2）創刊號目錄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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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與原訂計畫之落差及原因分析：
無。
三、建議事項：
建議持續支持。
四、結論：
請參考第一期期刊目錄，電子書、紙本期刊，以及第二期及後的規劃內容
(請參閱 http://ghk.nct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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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項計畫 B：科技與族群文化：傳播科技與客家族群之互動
子計畫一：3D 雷射掃描應用與客家文化虛擬博物館建置計畫

執行單位：國立交通大學
計畫主持人：郭良文
聯絡人：張宏宇
聯絡電話：
傳真：
E-MAIL：
日
期： 102 年 10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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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前言：
數位典藏與典藏資料之加值運用，一直是國家發展政策的重要項目，其目
的在於有效的提升知識的累積、傳承與運用，並建立知識經濟的基礎。本計畫的
目的即在於運用先進的 3D 實景掃描技術建置一個能夠呈現客家建築風貌、客家
研究成果及客家文化作品之「客家文化虛擬博物館」
。 透過虛擬博物館的導覽功
能，讓參訪者能夠搜尋、觀賞與體驗客家建築的特色及各種客家文化研究成果與
作品，達到對客家文物典藏、運用與分享的目的。此計畫之成果可與客委會「客
家傳統建築數位典藏計畫」結合，並對已完成典藏的客家建築雲點資料提出加值
運用的方式。

貳、執行情形：
一、計畫之執行概況：
本計劃的執行分三個階段，三年期執行，執行方式如下:
第一階段為對國立交通大學客家文化學院土樓式建築進行實景雷射掃描，蒐
集相關建築空間之雲點資料，並運用此雲點資料建立建築物之 3D 模型，做為虛
擬博物館的空間基礎。(第一年計劃)。
第二階段為虛擬博物館導覽系統建置 (第二年計劃)。此階段的目標在於運
用完成的客家文化學院土樓建築 3D 建模，加入導覽系統，讓參訪者能夠透過導
覽功能體驗圓形土樓建築的特色，並對模型內的各空間做展示規劃，做為第三階
段計畫陳列展示各種研究成果與作品的基礎。
第三階段為博物館展示內容的建置與呈現 (第三年計畫)。本階段的執行目
標在於蒐集虛擬博物館中將展示的各種研究成果、作品與資料，並設計規劃各種
資料的展示空間與呈現方式，達到對客家文物的最佳典藏、展示與分享的目的。
本年度所提出之執行工作為整體計劃的第一階段；運用 3D 實景雷射掃描技
術建置國立交通大學客家文化學院圓形土樓建築的實體雲點資料，及運用雲點資
料建置建築的 3D 模型。計畫執行已完成建築掃描資料蒐集(如圖一與圖二)及建
立 3D 建築模型(如圖三與圖四)，合於計畫進度與目標要求。

二、預算支用情形：
本計畫核定經費為 28 萬元， (包括人事費 172,000 元、業務費 41,000 元、材
料費 25,000 元、管理費 28,000 元、雜支 14,000 元)，已動支 279,900 元，結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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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元(詳細內容請參考支出明細表)。

參、檢討與建議：
一、成果效益：
本年度計畫執行的成果與效益如下說明
(1) 建置完成國立交通大學客家文化學院土樓式建築之雲點資料，此資
料可提供客委會做為客家建築影像數位典藏計畫中，對當代台灣客
家風格建築之數位典藏資料，此資料透過動畫影片呈現後更可增加
客家學院宣傳上的利益。
(2)本研究所建置之土樓式建築 3D 模型，除可當成後續建置虛擬博物館
的虛擬空間外，也提供客委會對於「客家傳統建築影像數位典藏計
畫」中所典藏的雲點資料後續加值運用方式的參考。
(3)本計劃的執行，訓練與累積了對客家建築數位掃描資料建置的人員與
知識，對於往後相關客家建築空間、客家生活空間的數位典藏資料
建置有很大的助益。本計畫的執行模式，可提供各地方客家文化中
心或客家相關機構做為呈現客家建築空間與文物的參考。
(4)透過虛擬博物館宣導相關客家的研究成果及作品，可達到對客家知識
的傳承與客家精神的宣揚。

(圖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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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

(圖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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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

二、與原訂計畫之落差及原因分析：
本計畫執行結果與原訂目標並無太大落差，唯在雲點資料轉換成 3D 模型時，
考量後續建置導覽系統時網路資料流量的限制，必須大量簡化雲點資料。因此於
建 3D 模型時對於雲點掃描時所呈現較為細節的部分，在不影響整體觀感的情況
下皆被省略，所以 3D 模型看起來比較簡潔，沒有雲點資料的複雜，但也少了細
節的呈現。

三、建議事項：
（１）計畫提案的執行期程與最後審核通過的期程往往有幾個月的差距，
若計畫原本提案從一月開始，十一月結束。通過許可時往往已到三、
四月，不但造成計畫執行與規劃不同，也造成經費上的縮減，若此
為無法避免的行政流程，則應有相關的配合的規範，才不致於造成
研究執行與經費使用上的問題和困難。
（２）計畫核定於 11 月份結束，但期末報告卻需於十月份繳交，讓計畫
執行的期間又更加縮短，且 11 份的經費尚未執行的情況下，需於
結案報告中報告「預算支用情形」，不知該使用情形是否該包含最
後一個月的「預期」執行情況。雖然此情況是常態，但此常態更需
要有合適的解決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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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結論：
數位典藏的目的，在於能夠將典藏的資料加以運用，進而提升知識的累積與
新知識的產生。本計畫從典藏做起，再將典藏的資料加以轉化為可提供更多運用
層面的資料，最後再將轉化後所得資料以虛擬博物館的方式結合其他數位知識，
透過網路達到分享與傳承的目的。本計畫不但合於數位典藏的完整模式，更可達
到數位典藏的目的。
數位典藏中對於建築、重要地形、街景等資訊的典藏有其執行上和規範上的
難度，因此此方面的典藏也較少。但透過 3D 雷射掃描的技術卻能真實的記錄相
關的資訊，以客委會「客家傳統建築影像數位典藏計畫」為例，即是以 3D 雷射
掃描所獲得的雲點資料為典藏的資料，並透過照片或動畫的方式來呈現分享。但
是雲點資料使用的方式卻很有限，因為資料龐大，必須在特殊軟體中使用，所以
除了以照片或動畫方式來呈現外很難直接使用。但雲點資料所記錄的實體資訊確
是很重要的資料，因此最佳運用的方式就是轉化成實體的 3D 模型。3D 模型的運
用就非常的廣泛，不但可以用在影視上，甚至可以透過 3D 列印的方式列印出立
體的模型。本計畫則將模型運用在建立虛擬博物館的空間上，對雲點資料提出一
種加值運用的方式。

肆、研究成果論文全文
摘要
本研究的目的在於運用新的科技技術對數位空間資料提出蒐集、典藏、運用
及分享的完整數位典藏模式。研究執行以 3D 雷射掃描技術對當代客家建築空間
資料進行蒐集，並以加值運用的概念將所獲得的空間資料建置為客家文化虛擬博
物館，透過虛擬博物館的導覽功能，讓參訪者能夠搜尋、觀賞與體驗客家建築的
風格及各種客家文化研究成果與作品，達到對客家文物知識的累積、傳承與運用
的目的。
本研究以國立交通大學客家文化學院土樓式建築做為數位空間資料蒐集的
標的，交大客家文化學院是運用傳統客家土樓建築特色所興建的當代客家建築，
具有客家建築上傳統與現代融合的指標性意義，因此掃描資料將可提供客家建築
在傳統與現代的比較外，更可探討傳統客家建築元素如何運用於具有客家精神與
特色的現代建築中的研究。研究執行除以 3D 雷射技術搜集建築空間資料外，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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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用此資料建置建築的 3D 模型，後續的研究更將運用完成之 3D 模型結合導覽
系統，可深入建築內部，讓參訪者對客家建築特色有更深入的了解，最後研究的
目標在於將相關客家文化學院的各項研究成果與作品融入空間導覽系統中，完成
客家文化虛擬博物館的建置，達到對客家文化知識的累積、傳承與分享的目標。

關鍵字: 3D 雷射掃描技術，數位虛擬博物館、數位典藏

一、研究之目的
（一）、研究背景與目的
「客家傳統建築影像數位典藏計畫」是客委會保存客家文化數位空間資料之
重要計劃，此計劃針對傳統的客家傳統建築做長期與系統化的資料典藏，至今已
執行多年並有豐富的典藏。但如何運用這些資料使其能發揮典藏價值，進而達到
提升知識累積、傳承與創新的目標，則是典藏加值運用的重要工作。

本 計

劃預期對客家建築空間資料在資料典藏方法上及資料加值運用上提出可行的方
案。
於資料典藏的方式上，針對目前使用於「客家傳統建築影像數位典藏計畫」
中的 3D 雷射掃描技術進行實務性的測試與研究，藉以了解相關技術的優缺點及
改進方式。此研究不但可以將客家文化學院所購入最完整的 3D 雷射掃描設備投
入實務的研究中，更可培育相關的技術人才，對於往後相關客家建築資料之建置
與典藏提供更有效之技術與人力支援。
在於典藏加值運用上，本計劃提出以虛擬博物館的構想，作為空間典藏資料
的加值運用方式，虛擬博物館的導覽的功能，可讓使用者深入建築空間內部，體
會建築本身的特點與價值，讓空間資料的呈現更為深動與深入。此外，於虛擬空
間中加入相關的資訊和作品，則更能創造知識性與傳播的效果。本計畫以客家建
築為博物館的外觀，以客家學院的研究成果和作品為博物館的內容，對參訪者而
言將會有深刻的客家文化體驗，對客家文化的傳承和宣揚有重大的意義，也可達
到客家文物典藏與運用的目標。

二、研究之重要性與價值
本研究計劃之執行具有下列幾項價值:
(1)、本計畫可擴展目前客委會對客家傳統建築空間資料的建置，加入對當代客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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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築空間資料的蒐集典藏，計劃所採用的典藏與運用模式，將可推廣到各地的客
家文化館及客家文化研究中心等單位的數位資料典藏與運用。
(2)、提升對 3D 雷射掃描技術的研究及相關人才的培育，3D 雷射掃描的技術為
目前「客家傳統建築影像數位典藏計畫」所使用方式，交通大學傳科系目前已採
購最完整的 3D 雷射掃描設備，透過本計畫不但可對此設備的運用作更深入的研
究外，更可培育相關的使用人才，對於未來客委會相關的計劃可提供更好的技術
諮詢與人才支援。
(3)、透過虛擬博物館的呈現，不但可以展出客家文化學院研究的成果，更可增加
各界對客家文化學院的了解，進而吸引更多對客家文化有興趣的學子投入客家文
化學院，讓學院可以培育更多優秀的客家文化研究工作者，投入對客家文化的保
存、運用、與宣揚。

三、相關文獻說明
本計畫主要為實務製作之研究，文獻將以 3D 掃描技術之說明與虛擬博
物館之運用為主:
（一）、3D 雷射掃描技術
雷射掃描技術是對真實環境中實體空間、物件或建築的特徵作詳盡的空
間與外觀數位化紀錄的方式，主要的運作的方式是透過 3D 雷射掃描儀(3D
scanner)來偵測真實世界中空間與物體的形狀尺寸（幾何構造實際長寬高厚）
與外觀資料（如顏色、表面反照率等性質），並將此等資料換為數位檔案。
所獲得的資料在經過相關後製軟體的編輯之後，可於虛擬世界中建立實
際物體的數位模型。經由此技術所製作的模型巨細靡遺，掃描的物體大者可
到整個建築外觀、洞穴河川山林，小者也可為一般的桌椅、古文物…等，因
此對於真實環境中的物體都可以透過 3D 雷射掃描來建置立體幾何模型，因
此非常適合於對真實環境的紀錄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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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體雷射掃描設備包含硬體掃描設備與後製作的軟體，相關設備說明如下:

FARO Laser Scanner Focus 3D
掃 瞄 儀 FARO Focus3D 雷射掃瞄儀系統 一組
器
Pointools Suite 點雲編輯軟體-動畫、轉檔
後製設
備

Rapid Form XOR3 點雲逆向 3D 建模軟體
高效能筆電(田野掃瞄現地預覽及展示使用)
動畫級工作站桌機(編輯點雲、面化使用)
高容量硬碟 RAID 架構 (處理點雲與備份資料使用)

FARO Focus3D 雷射掃瞄儀
目前客委會所執行的「客家傳統建築影像數位典藏計畫」，部分即是以此設
備為主要蒐集資料的設備。但學術界對此設備的研究和運用很少，本計劃期望能
善用學院所採購的設備，對此設備有更深入的研究，並能提出更好的使用方法和
更廣的運用方式，讓客家學院對客家文化的保存與創新上更有新的發展。
（二）、虛擬博物館的運用
虛擬博物館是世界各國對於其重要的文物，透過網路以數位的和互動的
功能來呈現的一種方式，維基百科對虛擬博物館則有下列的解釋；虛擬博物
館（Virtual museum）或數位博物館（Digital museum），是以博物館為主題，
結合電腦多媒體技術應用的展示平台。虛擬博物館具有自由瀏覽與簡易互動
99

的優點，可收藏任何可被數位化的事物，而資訊可以在網路上不斷地被更新
與提供服務，透過資訊技術設計類似於傳統的博物館型態，並提供全新展現
方式與參觀體驗。
由此定義可看出虛擬博物館，不但可有效的呈現典藏資料，更是傳播知
識的簡易途徑。在國內國立故宮博物館多年來致力於虛擬博物館的建置和展
示，透過網路提供了無與倫比的參訪方式，讓所有的瀏覽者都能瞭解所看到
的文物的重要意義(參考網址: http://www.npm.gov.tw/vrmuseum/guide.html)，而
國際上對 3D 虛擬博物館的運用最著名的應該是「IBM 企業公民」專案，它
將世界級的主題和世界級的技術創新融合在一起，並展示了 IBM 在虛擬世
界和文化保護方面的領導地位。其中，「超越時空的紫禁城」為 IBM 與中國
政府合作的一項龐大計畫，專案的目標是營造儘可能真實可信的體驗，為全
世界的遊客提供讚賞和探索中國歷史文化的途徑。
傳統客家建築空間資料已陸續建置與典藏，而這些珍貴的資料除了以導
覽的方式呈現之外，若能以虛擬博物館的方式建置，將更具價值，本計劃以
此為目標期能建置出國內首座客家文化虛擬博物館，提供一個可以探索、學
習、與展示客家文物的平台。

四、研究方法與步驟
（一）、研究執行方式
本計劃的執行分三個階段，三年期執行， 執行方式如下:
第一階段為對國立交通大學客家文化學院土樓式建築進行實景雷射掃
描，蒐集相關建築空間之雲點資料，並運用此雲點資料建立建築物之 3D 模
型，做為虛擬博物館的空間基礎。(第一年計劃)。
第二階段為虛擬博物館導覽系統建置 (第二年計劃)。此階段的目標在於
運用完成的客家文化學院土樓建築 3D 建模，加入導覽系統，讓參訪者能夠
透過導覽功能體驗圓形土樓建築的特色，並對模型內的各空間做展示規劃，
做為第三階段計畫陳列展示各種研究成果與作品的基礎。
第三階段為博物館的內容建置與呈現 (第三年計畫)。本階段的執行目標
在於蒐集虛擬博物館中將展示的各種研究成果、作品與資料。設計規劃各種
資料的呈現方式與空間，達到對客家文物的最佳典藏、展示與分享的目的。
（二）、研究問題與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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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為創作性之研究，第一階段主要研究的問題在於新技術是否能夠
達到對空間資料典藏的需求，並探討所獲得資料是否具有廣泛加值運用的價
值。本研究以交通大學客家文化學院土樓式建築的空間資料蒐集為例，以雷
射掃描的技術為研究的重點。
雷射掃描對大空間的資料蒐集方式是採取分段及多角度的掃描方式，針
對掃描空間以重覆涵蓋掃描區域的方式接續掃描，再透過軟體以拼貼整合的
方式建立完整的空間資訊。針對此次掃描的執行上發現有幾點是需要克服的
困難，例如高樓樓頂的掃描除非有更高的立足點否則無法獲得掃描資料，欠
缺的部分必須靠事後修補的方式達成。其二，對於掃描角度照成的死角將呈
現破面，對整體的資料造成缺失，此破損的資料也需利用後續的修補工作完
成。其三，掃描時若光線不足雲點資料的材質資訊則無法呈現，補救上較為
困難，因此掃描時應有充分的光源或需人工打光才能獲得較好的資料。除所
需克服的困難外，雷射掃描的最大優點就是能夠快速的建立空間資料，空間
中相關的比例大小皆能真實的記錄，對於空間的研究很有幫助。
本研究的另一個目標是建立空間的 3D 模型，從雲點資料轉換為 3D 模型
是將雲點資料轉換為更為廣泛使用資料的方式。此次的研究中發現雲點的空
間資料可快速建立基礎模型，但模型的材質則需另外建立，才會有較好的效
果。掃描時建立的材質是依據當時的光影建立，但 3D 模型建立時需有自己
光影的系統，因此建模時並無法完全帶入掃描時建立的材質，模型的貼圖材
質需在 3D 軟體中重新設定光源，讓材質產生一致的效果後再貼入模型中才
會有較好的結果。此外，由雲點建立的模型資料龐大，需透過簡化的方式才
能廣為使用。然而簡化的結果也是模型細緻度的關鍵，過於簡化會造成空間
的關係無法呈現，保留過多的空間資訊會造成模型資料龐大難以使用。因此，
簡化的程度也關係到後續使用的目的，以本研究來說，後續研究將透過網路
導覽的方式建立虛擬博物館，因此空間模型資料就不能過於龐大否則無法合
於網路流量的限制要求，造成導覽功能將無法順利運作的情況。
運用掃描技術建立虛擬博物館是本研究最終的目標，研究過程所遇到的
困難和經驗也是將來此方面研究的重要參考依據。本年度研究已完成雲點資
料典藏和 3D 模型建立，後續研究將針對 3D 模型結合導覽系統與導覽系統呈
現虛擬博物館空間和資料做展示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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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研究成果
本年度研究目標在於蒐集交大客家學院土樓建築的空間資料，資料的型態是
以雷射掃描所得的雲點資料為主。此資料的呈現已建立動畫影片，可提供將
來一般大眾觀賞。相關雲點資料照片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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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年度研究需達成的的另一目標即在於將雲點資料轉化為 3D 模型，此 3D
模型將於後續的研究中加入導覽系統，及最終建立客家文化虛擬博物館，達到客
家文化知識分享交流的平台。相關 3D 模型的照片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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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建議與討論
對於本年度研究的結果有下列幾項建議:
（一）、雷射掃描的技術可以快速而且真實的記錄空間資料，但所獲得的資
料，因各公司有其自己的資料格式，並非廣泛通用的格式，因此要達到廣泛
運用的目的尚有一段距離。此外，單就雲點資料的使用來說，似乎僅能用照
片或動畫的方式來呈現，若需要有更多的運用則需轉換成 3D 的模型，因此
雲點資料實質上可算是中繼資料，此資料如何成為廣泛可用的格式，及如何
達到更容易的建模方法將是後續值得研究的方向。
（二）
、雲點資料單獨以照片或動畫影片的方式來看可達到令人滿意的結果，
但對後續運用則需透過建模的過程。以目前 3D 建模的方式來說，主要的流
程就是先建立立體模型再依據模型的需求貼上材質，達到想要的結果。雷射
掃描的雲點資料帶有材質，此材質的來源是現場拍攝的照片，雲點資料運用
這些照片將材質帶入。但於 3D 建模時，這些現場拍攝的照片並無法完全的
使用於模型中需另外建立材質，因此從雲點到建模的過程相較於雲點資料的
蒐集就顯得耗時費事。目前許多新的技術都朝向直接掃描建模的方向發展，
可省去建模的繁瑣工作，是值得留意的研究發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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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成果效益：
本子計畫之部分研究成果已發表於「2013 年傳播與科技研討會」，新竹市國立
交通大學傳播研究所，2013 年 10 月 24 日，2013 年，新竹，交通大學。研究成
果也將發表於「客家知識體系天弓計畫、台灣聯合大學系統客家研究揚帆計畫聯
合發表會暨客家研究網路學術會議」，102 年 11 月 9 日(六)-11 月 10(日)，竹北，
國立交通大學客家文化學院。
貳、與原訂計畫之落差及原因分析：
無。
參、建議事項：
無。
肆、結論：
本計畫已完成研究成果報告並已(將)於學術研討會發表研究成果，未來也將投稿
期刊或專書發表。
伍、研究成果論文全文

摘要
本研究探討客家網路媒體如何再現客家文化意象，並探討其內容產製過程中
所牽涉的因素。具體而言，本研究分析客家影音網路平台（好客ING）中所再現
與產製的客家文化意象，除了以內容分析與文本分析之研究方法檢視其文化意涵，
並藉由訪談多名學者專家，探討客家影音網路平台應如何善用網路之互動性與超
連結的特性，以充分扮演客家數位典藏與公民新聞媒體之雙重角色，並提高閱聽
眾的使用率、互動性、以及參與感。透過分析客家網路媒體之內容及文本再現與
產製因素，本研究成果希冀對於網路虛擬族群（virtual ethnicity）
、網路族群媒體、
以及電腦中介傳播之相關學術研究能量有所貢獻；研究發現也可提供相關政策制
定的參考。

關鍵字：客家文化、媒體再現、內容產製、客家影音網路平台、電腦中介傳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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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在當今新傳播科技與數位匯流的時代趨勢下，網路資訊與網路媒體所建構與
再現的族群意象與族群認同已成為族群傳播的重要研究課題。在台灣的主流大眾
傳播媒體中，包括客家、原住民、新住民等弱勢族群的形象常常被扭曲或忽視。
新興的網路族群媒體實需挺身而出，作為維護弱勢族群本身文化認同及傳承弱勢
族群語言文化的重要媒介。
以客家族群的網路資訊為例，輸入「客家」二字，網路搜尋引擎所產生的資
訊大量而紛雜，可粗略劃分包括政府公營部門與非營利之文化服務類型網站，例
如，「行政院客家委員會網站」、「六堆客家鄉土文化資訊網」、「硬頸暢流客家樂
團」
、以及「客家世界網」等（李美華，2011）
。相較於一般族群媒體（例如，客
家電視台），藉由全球資訊網路做為媒體平台的客家相關網站、部落格以及其他
客家網路媒體資源（例如社群媒體），可以透過數位化、超文本、多媒體、以及
互動性等的特質，讓人們可以跨越時空，體驗虛擬族群的互動交流與資訊擷取，
並藉著網路快速便利的特性、閱聽人的高度涉入，及豐富多元的資訊傳輸與接收，
形成影響力。其傳播效果將可超越傳統的大眾傳播媒體，尤其對於年輕世代而言，
此作用與功能更是重要且急迫。
行政院客家委員會近年來推廣舉辦諸如「客語闖關大挑戰」
、
「哈客網路學院」
等網路活動，的確較為切合客家民眾的客語學習需求。客委會的調查結果顯示，
由於網路使用者多數為較年輕的民眾，因此經由網路提供學習資源應以快速更新、
活潑生動及有趣為導向，以吸引興趣多變的網友使用，藉此吸納年輕一代的族群。
而近年來政府推動成立客家族群媒體，除了在 2003 年成立客家電視台，同時並
積極設立全國性客家廣播電台，此外，也充分運用新傳播科技的技術，在 2009
年開始，結合客家數位典藏系統的資源，規劃屬於客家的影音網站平台《好客 ING》
81

，此作法不僅拓展客家電視與廣播節目的收聽範圍，也可以進一步服務全球的

客家族群，並增加國內、國外的群眾進行客家文化交流（行政院客委會，2009）。
從此例證可知，政府單位藉由新傳播科技的技術，使得客家族群可以充分運用傳
播媒體的管道，享有近用與發聲的權力。在此一過程中，客家人一方面加強對於
客家族群的認同、傳承逐漸流失的客家語言及文化；另一方面，也形塑了客家族
群文化的價值與意義。
根據上述研究背景，本研究從媒體再現客家文化與電腦中介族群傳播的理論
81

http://broadcasting.hakka.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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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野出發，採用內容分析法、文本分析法以及深度訪談法等質量研究方法，分析
客家網路媒體，客家影音網路平台：好客ING的內容再現與文本意涵，並探討其
產製過程，以評估其功能及效果。

二、文獻檢閱
（一）

媒體再現客家文化

當論及媒體與社會真實之間存在的關係時，學者曾提出從客觀真實、符號真
實、與主觀真實的三個面向出發，分析媒體如何建構社會現實。其中，客觀真實
意指不容置疑的真理；符號真實指從傳播者（媒體）的角度來看待的真實；主觀
真實則指吾人（閱聽人）對於真實的瞭解與信仰，多半來自媒體的建構。其中，
符號真實建構了客觀真實，或可能是扭曲了客觀真實，故因此往往種族歧視以及
階級偏見與刻板印象也就應運而生（Adoni & Mane, 1984; Berger & Luckman,
1971，翁秀琪，2009)。當今新傳播科技的發展無遠弗屆，已使得傳統大眾媒體
有去個人化的現象，且影響層面深遠而寬廣。一般而言，媒體的內容再現與產製
通常受到一個時代的情境影響，論述經由媒體選擇與操作的機制運作而成為社會
關心的焦點，媒體的內容產製不但受到歷史情境與文化的限制，也創造歷史情境
與文化（臧國仁，1999）。
Baffoe (2012)的研究以批判種族理論(Critical Race Theory)與社會正義典範
(social justice paradigm)檢視加拿大境內的少數族群媒體。研究結果指出，族群媒
體不僅重新建構了社會文化認同，以及族群與族群成員的形象，更重要的是提高
少數族群在加拿大社會中的能見度。而族群媒體的功能之一，是闡述自身族群的
故事與經驗。由於主流媒體對於少數群體報導的忽視或是不正確，族群媒體提供
較主流媒體來得真實的加拿大少數族群形象。Zhao & Postiglione (2010)的研究以
內容分析與論域分析方法探討中國境內的少數族群媒體再現。研究結果指出: 中
國境內校園媒體透過論述實踐來再現族群團體的形象，少數族群是奇特的、潛在
的分離性(potentially separatistic)，引人注目的，反映了多元文化主義的意識形
態。
過去有關媒體再現客家文化的相關研究，曾針對報紙、雜誌、廣播、電視、
電影 (林彥亨，2003；姜如珮，2004；李美華、劉恩綺，2008；李佩芝，2009；
黃如鎂，2010；孫榮光，2010；李美華，2011a；吳偉榤、郭金芳、黃文雅，2012；
黃玉美，2013)中的客家形象或文化意象進行分析。而針對網路新媒體中的客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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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意象研究也見諸文獻中。其中，王雯君(2005)探討網際網路中的客家想像社
群。該研究分析全球客家網站中的客家社群如何被論述及連結，並從中歸納客家
社群建構的想像元素。研究結果發現，藉由過去感、地方感、危機感及宿命感、
光榮感及共時性的想像可拉近客家人彼此的距離，而網際網路提供了一個使得廣
大的客家族群得以共同建構出想像共同體的平台，透過網路的連結，客家人成為
具有凝聚力的虛擬族群。
廖經庭(2007)探討 BBS 站的 PTT “Hakka Dream”版，從客家族群網路社群中
探討其認同的形塑與建構。虛擬族群通常透過想像、建構彼此的親密性，網路上
的客家社群則是藉由過去感、地方感、危機感、宿命感、光榮感等而形構了客家
社群的想像元素。該研究結果發現，BBS 的論述文化特色及傳統習俗有助於凝
聚客家族群的共同記憶，但虛擬空間中的集體記憶對於真實世界的互動的影響層
次則有待探討。
Wang & Luo (2009)探討贛南客家文化資源資料庫如何透過與外部資源的連
結，呈現客家地理歷史資訊。該資料庫的內容包括:客家文化的文章、書籍及照
片；客家文化遺產的資料及照片；原始客家文化，如民俗、語言、飲食、藝術及
觀光資源；以及數位平台的相關科技參考資料。
林果潔 (2013)的研究採用敘事批評方法，分析客委會網站的內容中的客家
形象。早期客家文化形象多為勤儉持家、純樸刻苦，以及好客、好親近等形象。
晚近為增強民眾接近客家族群及文化的意願，並結合環保議題趨勢，故將客家人
過去的節儉轉化為「節能減碳」的意涵。場景分析呈現客家山海人文既公開又熱
鬧的文化宣傳。客委會並積極創造客家形象品牌，結合在地、養生、環保等概念，
推廣客家文化與產業發展。

（二）

電腦中介族群傳播

注重應用理論與實用價值的電腦中介傳播研究，最早出現在心理與管理等領
域的學術期刊，主要分析媒介如何影響團體討論以及團體決策。電腦中介傳播領
域發展至今，仍聚焦在教育或組織當中的虛擬團體的溝通行為。其中，電腦中介
傳播的研究取向注重探討在溝通過程中，如何藉由電腦中介傳播，改善不同團體
或社群之間的衝突關係，包括提升感同身受及降低偏見，以增進彼此的溝通關係
(Walther, 2009)。
在網路媒體新科技潮流趨勢發展下，透過電腦中介進行傳播的「新媒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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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 media）
（Levinson, 2009）包括：部落格（blogging）
、YouTube、維基百科
（Wikipedia）
、Digg、MySpace、臉書(Facebook)、推特(Twitter)、第二人生(Second
Life) 、播客(podcasts)等應運而生。近年來，新媒體的傳播效能早已超越了傳統
媒體。過去相關研究曾針對電腦中介傳播的新媒體內容進行分析，包括: Carpenter
(2010)的研究指出，消息來源、多媒體訊息和互動功能，使公民新聞的內容呈現
多樣化發展。Kerbel & Bloom (2005) 針對2004 年美國總統大選期間的特定網路
部落格“Blog for America”進行框架分析。Bichara (2006)則是探討2004年美國總統
大選候選人的官方網路部落格，分析選舉期間該部落格的時間、空間、文章論調、
主題屬性、結構機制等框架。Woolley, Limperos, & Oliver (2010)採用內容分析法，
針對2008年美國總統歐巴馬競選時，臉書粉絲團的網站內容及歐巴馬與競爭對手
麥肯(John McCain)的形象類似的研究(Fernandes, Giurcanu, Bowers, & Neely,
2010)也針對學生組織的臉書粉絲專頁上的貼文進行內容分析。
在全球化與數位化進展一日千里的今天，族群傳播已不在受限於時間及空間。
地球村的環境在虛擬網路世界裡獲得實現。透過各種網路資源，各族群在虛擬空
間中進行溝通、消費與互動。以客家族群為例，李美華(2011b)針對桃竹苗地區
客家群眾使用客家網站的使用與滿足情況進行分析，研究結果顯示，桃竹苗地區
的閱聽人對於客家網站資訊的使用動機主要是獲取新知，了解客家族群對事務的
看法，喜歡網路資源內容，以及間接與客家族群接觸。
回顧有關網站資源使用的相關研究中，Huizingh (2000) 指出，就網站功能
而言，主要可以分為內容與設計兩個面向。內容指的是網站所提供的資訊、特徵
與服務；而設計則是指網站訪客所能夠獲取資訊的方式。該研究所分析的網站包
含四種操作結構類型：
（1）樹狀結構、
（2）具返回首頁按鈕的樹狀結構、
（3）具
平行連結的樹狀結構、
（4）大規模網絡結構。另一方面，從行銷角度出發分析網
頁瀏覽者，則是可以分為：
（1）消費者、
（2）潛在消費者、
（3）供應者、
（4）競
爭者等四種。該研究針對三種設計感知進行分析：（1）結構品質感知的測量
（quality of the navigation structure）
、
（2）網站的多媒體能力（文字、圖像、動畫），
多媒體的吸引力與資訊（文字內容）需要平衡、
（3）呈現風格（presentation style），
包括版面顏色、字體形式與大小、文字圖像資訊混和形式大小、連結的擺放等。
翁子晴（2005）分析台灣國中美術教師對於數位典藏藝術相關網站之使用經
驗，研究結果指出（轉引自翁秀琪、施伯燁、孫式文、方念萱、李嘉維，2009：
6）
：使用者使用數位典藏相關網站的困難點有以下幾點：資訊呈現太過學術，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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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者使用時必須加以轉換；數位典藏的網站圖片不夠細緻、解析度不夠；許多數
位典藏網站仍未完成；網站連結及下載速度過慢；數位典藏網站蒐尋功能應該加
強，例如使用者期盼能有交叉查詢功能，多欄位的蒐尋，甚至可以列出所有的分
類等…數位典藏的內容應朝向生活化、流行的內容轉變；網站內容資訊分佈過於
零散，導致使用者必須花費許多時間蒐尋，應該提供組織過、具彈性的資訊；網
站運作應具備延續性及完整性。除了上述關於網站可用性與內容結構的影響因素
之外，翁秀琪、施伯燁、孫式文、方念萱、李嘉維（2009）則是補充「網站的可
辨識度」作為影響使用者是否願意使用該網站的主要因素之一。
Song & Zinkhan (2008)根據遠距離臨場感理論（tele-presence theory）與互動
理論（interactivity theory），分析並預測網頁中所呈現的互動性，並分析網頁使
用者在溝通情境中，可以增加感知互動性的因素（determinants）
。研究結果指出：
互動訊息的類型可預測互動感知的程度。此外，訊息的個人化程度越大，互動感
知與網站效率越大。
VerbeekDong & Lee (2008)的研究指出，根據愛德華霍爾（Edward Hall）與
霍夫斯提德（Hofstede）的比較文化理論，不同文化脈絡會引發不同的網頁設計
特色。至於認知理論則認為，網頁設計應考慮到使用者的感知、思考、記憶以及
問題解決形式，繼而提高使用效能。若結合文化與認知的理論取向，則可以分為
整體（holistic）與分析（analytic）等兩種設計形式，並針對兩者對於網頁可用
性的認知效果進行比較研究。
范清詠(2009)分析國內外較具代表性之美術館數位典藏網站檢索介面，進行
功能項目及視覺要素之分析，包括：功能表選單介面（menu-selection interfaces）、
直接操作介面（direct manipulation interfaces）、使用性評估、及使用者互動滿意
量表。研究結果建議，在介面設計上，應重視操作的連續性，且視覺設計上應注
重介面資訊的可讀性。另外，加入資訊過濾的概念可幫助使用者進行有效率的典
藏資料檢索。
翁秀琪、施伯燁、孫式文、方念萱、李嘉維等人(2009)則是從使用者出發的
準社會互動理論視野切入，探討網路使用行為（含一般內容網站、數位典藏網站
使用者）在內容認知、可用認知、情感、體驗、與準社會互動經驗之間的相關性。
該研究結果指出（2009:1）：目前大部分的數位典藏網站普遍著重於內容與認知
面的建構，欠缺情感及體驗面的內容，故一般使用者對數位典藏網站的知曉度較
低，認同度也無法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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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Sobaci (2010)採用內容分析方法檢視TGNA (Turkish Grand National
Assembly)網站對於人民所提供的線上參與(e-participation)機會。該研究針對包括：
（1） 一般資訊（general information）
、選舉系統與政黨團體（electoral system and
party groups）、國會議員（parliamentarians）、國會機構（parliamentary bodies）、
獲得重要法律文本與議會文件（access to important legal texts and parliamentary
documents）、網播與視頻（webcasting and videos）、通信服務（communication
services）
、網上參與服務（online participation services）等線上參與服務主要項目
下的分項，各自進行網站內容的貧瘠或豐富之判定與評估。

三、研究方法
本研究根據媒體再現與產製的理論視野，探討新興網路媒體所再現與建構的
客家文化。本研究選擇「客家影音網路平台：好客 ING」作為分析對象，採用內
容分析法、文本分析法、深度訪談法等兼具量化與質性的研究方法，以針對研究
問題蒐集資料，並進行網路資料的分析、解讀與詮釋。
從「客家影音網路平台：好客 ING」歡迎頁進入，首先映入眼簾的是「影音
館」與「廣播館」兩個選項。點選「影音館」進入首頁，橫幅包括「影音館」、
「廣播館」、「客家 i look」、「客家影片分享」、「最新消息」、「會員中心」、
「歷年活動」等七個欄目。側欄包括：「主題影片」、「電視」82、「紀錄片」
83

、「文宣短片」84、「競賽創作」85、「其他」86等六個選項。從「廣播館」進

入首頁，橫幅與影音館相同，側欄包括：「音樂不斷電」87、「隨選收聽」88、
「即時收聽」89、「典藏廣播」90等四個選項。其中客家影片分享是由行政院客
家委員會的會員上傳其所欲分享之形式不拘的客家文化相關創作，包括動畫、實
拍與數位影像，影片長度不超過 10 分鐘為主。

82

包括：戲劇節目（一）
、戲劇節目（二）
、戲劇節目（三）
、文化報導節目、新聞性節目、教學
節目、教育節目、兒童節目、客家傳統戲曲。
83
包括：人文關懷、歷史巡訪。
84
包括：形象短片、活動宣傳短片。
85
客家音樂 MV 創作大賽。
86
包括：表演藝術、電影、客家文化 CF。
87
好客網路流行館：24 小時客家音樂不打烊，完全體驗抒情、傳統、搖滾、創新的客家音樂。
88
89

擔心錯過精彩節目嗎?在這裡，讓您穿越時空，隨選隨聽，盡在好客 ING。
不論何時何地，連上網，立即收聽客家廣播。包括高屏溪電台、大漢之音電台、新客家電台、

寶島客家電台。
90

用各種語言呈現客家文化、習俗、信仰等，各種客家風情，典藏於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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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介紹本研究所採用的研究方法之內涵。
（一）

內容分析法

Krippendorf （1980）定義內容分析為一種將「資料」推論與複證至「情境」
之用的一種研究技術。又，「內容分析是一種以系統、客觀與量化的方式，來研
究與分析傳播，藉以測量變項的研究方法」（Kerlinger, 1986; 羅文輝，1993）。
王石番（1991）認為內容分析是以訊息的實質內容作為主要的研究對象，也就是
探討「什麼」的問題。事實上自1930年迄今，內容分析已成為傳播學與其他社會
科學的重要研究方法之一（王石番，1991）。本研究的內容分析類目包括：研究
的內容分析類目包括：標題、主題、方向、文化意象、客家人形象、地區、臉書
like按讚次數、評分等。編碼表見附錄一。

（二）

文本分析法

本研究分析網路媒體文本所建構的客家社群與客家文化。媒介通常選擇
性地呈現社會真實的本質，藉由選擇、強調、或排除文字影像等符號所形成
的認知、詮釋、及呈現固定模式（Gitlin, 1980）
。本研究分析網路媒體經選擇、
強調或排除的過程所再現的客家文化意象，以及其再現與建構客家社群文化
形象的背後所隱含的意義體系。

（三）

深度訪談法

深度訪談也稱為質化訪談法（qualitative interview），是訪問者與受訪者之
間對於研究問題的互動，而非一組特定的問題，必須使用一定的字眼和順序詢問，
本質上是由訪問者建立對話的方向，再針對受訪者所提出若干特殊問題，並加以
追問。理想的情況是由受訪者負責大部分的談話。本研究訪談與客家網路傳播相
關的人士，以探討客家影音網路平台的內容結構，並評估其影響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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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研究架構

再現：
內容分析

內容、形式、結構

文本分析
政經、社會、文化脈絡
客家影音網路平台

文化意象與瀏覽感受
產製：深入訪談
運作、功能、角色

本研究的第一階段採用內容分析法，針對客家影音網路平台中的「客家影片
分享」之內容及文本進行分析。內容分析法的分析單位為節目。內容分析類目包
括: 標題、主題、方向、文化意象、客家人形象、歷史年代、節慶、地域、臉書
按讚次數、評分等十個類目。本研究並採用立意抽樣方法選取「客家影片分享」
12個欄目中，富有客家文化與客家認同意涵的樣本，進行文本分析。再者，本研
究使用深度訪談方法，訪談包括台灣客家智庫人員、客家電視台人員、客家籍學
界使用者、客家文化創意行銷學者、行政院客委會人員等總共六名受訪者，請受
訪者針對客家影音網路平台的內容再現與產製，提出專業建議及閱聽眾觀點。訪
談大綱見附錄二、三、四。
（五）

研究問題

本研究針對《好客ING》客家影音網路平台http://broadcasting.hakka.gov.tw/
的內容與文本及產製進行分析，以探討以下之研究問題：

1. 客家影音網路平台所再現的內容、類型、形式為何？
2. 客家影音網路平台所再現的客家文化意象為何？
3. 評估客家影音網路平台的內容產製與功能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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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研究結果
（一）、

信度檢測

本研究四位編碼員針對客家影音網路平台的影片分享內容進行內容分析。根
據研究目的，先擷取客家影片分享的所有節目，再抽取十分之一的節目樣本作複
合信度檢測。四位編碼員在主題類目方面的複合信度為0.98，在方向類目方面的
複合信度是0.98，文化意象方面的複合信度是0.99，在客家人形象方面的複合信
度是0.86，在報導地區方面的複合信度是0.96，平均複合信度為0.97(表一)。

表一 客家影音網路平台內容分析複合信度
A-B

A-C

A-D

B-C

B-D

C-D

各項目

各項目

相互同

複合信

意度

度

主題

13

12

12

12

12

11

0.92

0.98

方向

12

12

11

13

12

12

0.92

0.98

文化意象

13

12.5

12.5

12.5

12.5

12

0.96

0.99

8.33

9

5.67

10

7.83

5.83

0.6

0.86

9

12

12

11

10

12

0.96

0.96

0.89

0.92

0.87

0.93

0.88

0.87

客家人形象
地域
相互同意度
複合信度

0.97

（二）、內容分析結果
本研究針對客家影音網路平台中的「客家影片分享」的12個欄目(大手拉小
手 客庄放暑假、桐慶100 好客攝ING徵選、旅行與景點、美食紀錄、影視紀錄、
新聞與評論、藝術與動畫、音樂、教育學習、其他、桐遊拍拍、客家好愛你)的
內容，總共176個節目樣本進行分析。以下是各分析類目的研究發現。
在主題方面，頻率最高的是觀光休閒，有118則(67.8%)。其次是文化類型(含
藝文、文教)，有46則(26.4%)。在方向類目方面，最高比例是正面，有88則(55.6%)，
其次是中立，有78則(44.8%)。在文化意象方面，最多是客家語言，61次(30%)，
其次是客家桐花，46次(23%)，第三是客家飲食文化，14次(7%)，第四是客家習
俗，11次(5%)，以及客家音樂歌謠，11次(5%)。客家人形象方面，最多的是重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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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統，17次(9%)，其次是飲水思源，5次(3%)，第三是孝順，3次(2%)。在地區方
面，最多的是苗栗縣市，37次(29.4%)，其次是新竹縣市，17次(13.5%)，第三是
台中縣市，16次(12.7%)，第四是桃園縣市，15次(11.9%)，第五是台北市，12次
(9.5%)。

（三）、文本分析結果
本研究以立意抽樣方法選取客家影音網路平台「客家影片分享」的各個欄目
中，包括具有客家文化意象/客家精神，以及對於客家族群形象塑造有影響，或
可提升客家族群認同與復振客家文化，以及與客家或客家族群之認同感有關的相
關影片進行文本分析。本研究以立意抽樣方法選出包括:「內灣遊樂趣」、「桐
季戀歌」、「蓮鄉惜遇—向陽行」、「客家美食」、「我的阿婆」、「【桐慶
100】最真誠」、「細妹妳看」、「客家念謠教學時間-伯公伯婆之二」、「春曉
(客語篇)」、「中秋祭祖-博杯答謝」、「那一年那一天桐花開得美」、「《客家
好愛你》六、以歌傳情」，等共計 12 個由會員自行上傳的客家影片樣本，做為
文本分析的對象。以下是文本分析的樣本及其所再現之客家文化意象的分析結果
(表二)。

表二: 文本分析樣本與分析結果
影片分享欄目

節目名稱

客家文化意象

大手拉小手

客庄 fun 暑假

由會員 matsuli (王筱均)

內灣遊樂趣

在 2011 年 8 月 30 日上傳
的影片(地點:新竹)，以懷
舊及童年角度出發，從兩
個年輕男女手牽手遊內
灣的影片片段，顯現客家
庄景物，及客家飲食與童
玩文化。

桐慶 100

好客攝 ING 徵選

由會員 joes0710 (張卜夫)

桐季戀歌

上傳的影片(使用語言:閩
南語，地點:苗栗)，以韓
劇「冬季戀歌」的配樂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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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代表客家的桐花飄落
時類似雪花的意象。使用
"桐"季戀歌當作標題。文
字說明:「主角用分不清
楚是花是雪的劇情來為
客家桐花祭增添一分趣
味，打出桐花祭的知名
度!!!」
旅行與景點

蓮鄉惜遇—向陽行

由會員 eabc1234 上傳的
影片(語言:國語，拍攝地
點:桃園)。文字說明:
「2011 夏季，向陽農場
的向日葵，迎風搖曳，孩
子的笑聲如同向日葵一
般，給人正面的能量，訴
說著觀音鄉的美，也邀約
著每一個快樂出遊的家
庭。」

美食紀錄

客家美食

食物照片配文字介紹，由
會員 jeff_pineapple (林建
甫)上傳的客家美食，介
紹客家小炒，客家福菜
湯，薑絲炒大腸，客家燜
筍等四道客家料理。介紹
客家菜的特色「鹹、香、
肥」，照片中色香味俱全
的客家菜的美味讓人無
法抗拒。

影視紀錄

我的阿婆

會員 kaapdpq710(王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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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地點:新竹湖口，語
言:客語，陳永淘91的勸世
文) 2007 年的作品，撫養
作者長大的，八十多歲的
阿婆，彎腰佝僂的種田及
居家的畫面，互動自然生
動，祈願阿婆能健康長
壽，子女能多多回家探望
她，作者碩士畢業典禮後
與阿婆及家人在台北 101
的留影，展現對於阿婆的
敬重與孝順孺慕之情。
新聞與評論

【桐慶 100】最真誠

以春天桐花的美麗景緻
與圖片介紹五月份的客
家桐花祭活動，以最真誠
感動作為一系列桐花祭
活動的註腳(語言:國語，
製作地點:苗栗)。

藝術與動畫

細妹妳看

由會員 CHSN(范美華)上
傳的 2007 年交大傳播與
科技系學生陳貞儒作
品。以林生祥的「細妹妳
看」歌曲中以山脈及景物
隱喻女孩對男孩的依賴
及包容，及男孩對女孩的
喜愛與珍惜。

音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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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家念謠教學時間-伯公

由會員 woody(宋樹林)上

陳永淘（阿淘）的音樂可以說是晚近客家流行音樂當中比較不一樣的一種類

型，其中傳統客家音樂的成分並不明顯；歌曲的內涵相當新潮，包含：環保、兒
童及青少年關懷、鄉土意識及族群文化之提倡等新興議題，最難能可貴的是，他
的音樂打破了族群的侷限，獲得許多非客籍人士的欣賞與關注(傅士杰，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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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婆之二

傳的台中東勢家庭客家
念謠教學時間，由爸爸口
述客家歌謠92，四個小孩
子複誦，小孩子清脆牙牙
學語的童音與歡笑聲，交
織和樂溫馨的家庭氣氛。

教育學習

春曉(客語篇)

由會員 jewelry (石繼正)
上傳，以客語發音朗誦孟
浩然的五言絕句「春曉」
(春眠不覺曉 處處聞啼
鳥 夜來風雨聲 花落知
多少)，畫面搭配蟲鳴與
鳥叫聲，並以山水潑墨的
國畫作為影像背景，展現
飄渺空靈的意境。

其他

中秋祭祖-博杯答謝

由會員 nec560819(黃秀
蓮)上傳，人們雙手與帶
領者雙手合十，虔敬祈
求，帶領者鞠躬博杯，歷
經約 5 分鐘的儀式，氣氛
虔敬肅穆。

桐遊拍拍

那一年那一天桐花開得

共 58 個作品，以

美

2012-06-28 由會員
ashin2024@gmail.com
(Rivera Lin)上傳的「那一
年那一天桐花開得美」為
例，由桐花照片為主角，
搭配古典音樂為背景，感
受寧靜而深刻的桐花之

92

客家念謠原文如下:「伯公 伯婆 沒殺雞仔 沒殺鵝仔 殺個鴨仔像蝙蝠 豬肉料像楊桃 愛吃你
就吃 不吃我也沒奈何 請你吃 酒伴田螺 酒沒拿到 回去拿可以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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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語。
客家好愛你

《客家好愛你》六、以歌 以年輕男孩與他的阿婆
傳情

為主角，彼此互動情境的
一系列影片。本集年輕男
孩本來想藉由唱傳統閩
南與客家歌曲向細妹傳
情，結果效果不彰。後由
阿婆引介客家流行歌曲
(鬃髻花)93，果然讓細妹
開心甜笑，優美的客家流
行音樂，讓以歌傳情奏
效。

（四）、

深度訪談結果

針對客家影音網路平台的內容與結構，有六位受訪者各自提出他們的觀點與
建議。以下為受訪者相關資料及研究發現(表三)。

表三:深度訪談受訪者資料

93

編號

單位

性別

時間

A

台灣客家智庫

男

2013.04.21

本短片榮獲 2010 客家音樂 MV 創作大賽-最佳導演獎//

http://www.youtube.com/watch?v=VsbQjzFDHOE
_髻鬃花_
詞:葉子 曲/唱:鄭朝方
在家鄉 開等一蕾白白靚靚介花
一蕾花 看起來就像人擎等一支遮
打早 在田園山崎 暗晡頭又轉到涯介屋下
該蕾花 係阿婆頭林頂介髻鬃花
髻鬃花 唔驚日頭烈烈天公轉風車
哈哈 毋管到奈位 心肝盡在
心頭暖 一支遮
髻鬃花 你看該 迷人花香毋會差
該蕾花 汗水香 囥等親情分麻儕
髻鬃花 係恁樣 勞勞碌碌 朝晨做到 日頭斜斜
髻鬃花 你看該 阿婆越老越開花
該蕾花 白雪雪 青絲變白髮為了家
這蕾花 係恁樣介永永遠遠 日日年年開等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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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客家電視台

女

2013.04.21

C

台灣大學社會系

男

2013.04.21

D

中央大學客家文化學院

女

2013.04.21

E

交通大學客家文化學院

男

2013.10.09

F

行政院客家委員會

男

2013.10.14

１、

內容特色

客家影音網路平台：好客 ING 早先是國科會的數位客家庄的分項計畫之一。
主要包括客委會補助的電視節目或者是相關的影音競賽，包括客家 MV 或宣傳
的形象廣告片，是屬於政府公部門的影音資料典藏，並有民眾自發性上傳的作品。
客家影音網路平台所再現的客家文化意象是包裝過的內容，包含懷舊的、桐花的、
以及農村的文化意象，較少經典的客家影像內容，包括在更早期間(客委會成立
前)，由民間所製播的珍貴影像內容。此外，因為此平台的緣起是客委會所主導
的數位典藏資料庫，故內容較缺乏具爭議性的，以及更為多元的客家文化意象。

影音數位典藏這個概念，除了是當初的數位台灣客家莊的一個分
項計畫之外，客委會當初成立這樣的影音平台的原因，最主要的
功能是讓客家的影像數位化，作內部的資料庫典藏，而不是前台
的，網友的影像分享。（F 先生，訪談記錄）

（好客 ING）影片是非常有特色的，也是應該要做的。對於客委
會會內來說，現在透過計畫變成一影音平台，也就是說，舉凡相
關的影音出版都可以在這邊做彙整，對於有至於客家文化或客家
影音研究的人來說，是一很好的平台（E 先生，訪談記錄）。

好客ＩＮＧ作典藏的部分，包括客委會歷屆的影像會轉換成數位
化，另外一個就是客家電視，也會收錄客家電視的部分影像。這
幾年收錄的標準就是因為前台觀眾的使用，所以大部分收錄的是
可看性比較高的作品，就是一般民眾比較興趣的，比如說戲劇節
目、兒童節目、客語教學三大類。（F 先生，訪談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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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因為他有特別挑選過所以可能相對來說是比較精緻的內容，
可能比大眾媒體他們可能會認為客家是比較沒有包裝，比較傳統
啊，或是比較沒有意思，但這個來說可能是比較有包裝過的。(C
先生，訪談記錄)

我覺得算是滿多元的，就是在媒體這一塊。(D 小姐，訪談記錄)

如果是一個數位典藏的概念的話，包含的面向應該要更廣一點，
特別是說一些特別珍貴難找到的東西，例如台灣第一部客家電影，
還沒有客委會和客家電視台之前的一些影像，一些民間所製播的
珍貴影像。(A 先生，訪談記錄)

現在的這個格局，好像有點像是客委會的影音資料庫，就是他們
把目前有的東西找個地方放。(A 先生，訪談記錄)

我覺得比較像是客委會要給大家的客家文化，他有點像是客委會
傳播客家意象的一個官方媒介，那它其實比較缺乏民主、多元的
客家意涵。(A 先生，訪談記錄)

我覺得客家的東西不只有這些，可能有一些客家運動啊，或是跟
官方立場比較不一樣的，可是都沒有出現在裡面，所以反而客委
會主導的那個性質是更為突顯的。(C先生，訪談記錄)

乍看之下，客家是一致的、懷舊的，或是桐花的，農村的，它也
沒有創造甚麼突破客委會版本的。(A 先生，訪談記錄)

慢慢隨著時代的演進，它有一些分享或是民眾自發性地把自己拍
的一些客庄影音資料加以上傳的功能等，簡單講他希望活絡裡面
的資料，我們說「資料的活化」，我覺得這挺好的。（E 先生，
訪談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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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瀏覽感受

客家影音網路平台的內容結構分類清楚，可提供閱聽人點選客家影音及整理
分析的便利性，但瀏覽後的初步感受，是類似客委會官方或公部門的網站，整體
版面略顯嚴肅與生硬，雖然平台中有「隨意來一客」
、
「好客集字王」等頗有創意
及娛樂性的設計，但仍可增加趣味性與創新性。至於欄目中最主要具有大眾參與
性質的「客家影片分享」，則因為欠缺篩選機制，需要加強其管理與經營機制。

它其實分類得還滿清楚的，可能就是每個人在媒體這塊不同的
方向，可能它針對電影啊或者是電視、紀錄片，哪一塊是它有
議題的，他可以很清楚就可以點選，然後知道他要的是甚麼，
是比較方便大家去做整理啊、分析的。就是他的架構我覺得算
是完整的，然後多元的。(D 小姐，訪談記錄)

客家影片分享是大家自己放的，然後他就不管就讓大家自己傳，
是否沒有評分機制，也沒有去選一些比較優質的，對於大家上傳
的東西，他比較沒有在經營。(C 先生，訪談記錄)

公部門的感覺。(B 小姐，訪談記錄)

官方的感覺。(A 先生，訪談記錄)

就跟客委會的那種風格感覺很像。(B 小姐，訪談記錄)

這個版面太生硬了。(A 先生，訪談記錄)

照理說他是一個網路平台的話，網路的意涵就是在於參與和創造，
還有就是有趣味性，這個網路平台我覺得他只是一個網路但不是
平台。(A 先生，訪談記錄)

３、

結構功能

客家影音網路平台扮演客家影音資料庫的角色功能，除了是客委會數位典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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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資料庫，也放置前台供海內外的使用者使用，具備文化宣傳、結合在地文創，
以及推廣觀光產業的目的與功能。至於影片分享的品質良莠不齊，影響了閱聽人
的參與度與互動性，日後可考慮設立類似公視公民新聞的總編輯機制及提升公民
記者與編輯的培訓及對話，且需要控管上傳影片內容的品質與正確性，而不僅於
數位典藏資料庫的角色及功能。至於在經營管理及擴大民眾參與層次兩方面，皆
需要透過網路媒體電腦中介傳播的力量，使其成效能夠突破現況。

廣播館當初的概念是說希望做一個廣播彙整的平台，讓海外的客
家鄉親當想要收聽台灣的客家廣播的時候，能夠透過客委會的平
台，都可以透過這樣的平台來使用。（F 先生，訪談記錄）

我看到他裡面放了很多文宣短片，然後也做一個客家 iLOOK，可
以結合文創或在地的觀光。是一個影音平台讓我們收看，但互動
性我覺得是少的。(B 小姐，訪談記錄)

一個比較好的做法，應該是把這樣的資料充分授權在大眾、公眾
的平台上，增加影片資料搜尋的可見度，我覺得可見度比互動性
還重要。（E 先生，訪談記錄）。

所以我覺得他應該就是要定位清楚啦，就是他到底要做數位典藏，
還是要做一個公民媒體。不過他數位典藏我不介意他有立場啦，
但是你要告訴我這個夠經典這樣。可是他如果要做為一個公民媒
體的話，現在目前這樣子的編輯，還有參與的廣度顯然是不夠的。
像是 Peopo 他們會從培訓營到培訓之後相關的公民記者的對話，
還有進一步從公民記者變成編輯，然後擴大採訪的面向，創造不
同的參與形式。(A 先生，訪談記錄)

公視 PeoPo 公民新聞網的機制沒有那麼嚴苛，讓一些人直接上傳
一些新聞稿或者是影片，後來造成影片當事者覺得報導不實，就
來抗議。為避免這樣的情況發生，我覺得上傳的人可以用的作品
還是要有人掌控品質或者是報導是否正確，或是避免重複上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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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小姐，訪談記錄)

４、

評估與期待

客家影音網路平台所植基的國科會的打造數位客家庄的分項計畫已於101年
底結案，而由客委會撥款以維護此一深具文化傳承意義的網路平台。但年度預算
（200萬）只能轉換200小時的節目，經費明顯不足，因此僅能就具有著作權，且
能夠吸引閱聽人的節目作數位化轉換與典藏，未來也有可能將之併入客委會網站
來經營。至於在宣傳行銷方面，未來應提升客家影音網路平台的宣傳，朝向引進
客家電視台以及大學客家學院的方向努力，也可以多利用影片轉貼連結、宣傳，
以提高海內外閱聽眾的參與及互動。其次，頗具特色功能的「客家 iLook」則是
可以提供台灣客庄的地圖概念，並使用超連結的方式與地方產業合作，提供前台
使用者更多旅遊觀光的相關資訊。再者，在典藏內容方面，應透過相關領域專家
所組成的審議小組，決定收錄那些民間作品，俾使強化客家影音網路平台資料庫
的多元性、廣度及深度。整體而言，客家影音網路平台HAKKA ING在未來應努
力扮演專業影音資料數位典藏的功能及角色，朝向提供更多元、更完整、且具互
動性與可見度的客家影音內容的目標邁進，且在宣傳方面也應該更為積極。

客委會現在能做的就是盡現有的預算來講，能做的就是把一些現
在擁有著作權的東西盡量把他典藏下來，現在能做的就是這樣。
這個案子就是經營這麼多年來，最大的遺憾就是資料庫內容真的
太少。（F 先生，訪談記錄）

客家事務還是很多人在做，包含客委會的努力，客家學院及客台
也很努力，但是我都還不知道這個網站，表示說沒有人轉貼它，
所以自然而然也不會去接觸到。(A 先生，訪談記錄)

既然有台灣客庄的整個地圖概念(客家 i Look)的話，你點進去每
一個地方其實可以有連結，可以和當地的產業合作，把贊助放上
去，民宿就放上去。(B 小姐，訪談記錄)

但這網站我覺得有一個地方特別值得講，就是客家ilook，我覺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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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很棒的點子，我以前看到location base的定位服務裡面，這比
較少，他把影音節目依照地區去做直覺性的標記及定位，我覺得
這挺好的，這在使用上蠻令人肯定的，這是蠻好的功能，這是數
位典藏資料庫上蠻值得肯定的地方。（E先生，訪談記錄）

我覺得就是他可以用現在這樣子的概念然後重新去設計，再往平
行的方向去延伸，讓他可以變更好，因為我覺得他已經有個基本
的底子了，我覺得可以讓他更有方向。可以加一些文學作品，或
是現在大家很喜歡旅遊觀光嘛，可以加入這些比較多元的議題。
可能是因為版權問題，所以沒有辦法把所有的東西節錄，就是有
點可惜，然後在宣傳方面不足，我是到今天才知道這個網站的，
我覺得還滿可惜的。(B 小姐，訪談記錄)

既然是國家製作的，它的應用就不應該只限在創用cc這方面，它
應該有些更大的。比如說對於重製的使用，比如說學校的老師在
教學上的使用，還有在推廣上，像你把它用到Youtube就是一種重
製，簡單說我要找資料畫面，它要朝向專業的影音資料庫去發展
就比較好用（找資料畫面）。（E先生，訪談記錄）

所以像好客 ING 也是這樣，要不他就是一個數位典藏，可以豐富
他的內容，讓他的經典性可以出來，像大家平常很少看到的，可
以把它挖出來；如果說他是要變成一個客家的公民新聞或公民媒
體的話，例如交大學生的紀錄片作品啊。像公民新聞公民媒體這
樣的 idea 不錯，以加強功能性。可以集體建構一個比較民主，比
較集體的客家這樣子，然後是需要編輯的機制。(A 先生，訪談記
錄)

我們（客委會）曾經組成一個審議小組，包括學者專家、影像處
理專家跟客家文史的專家去做（決定收錄哪些民間作品）這樣的
事情，可是一直沒有得到一個很好的共識。還有那個經費是有一
點龐大。所以有預算的問題以及選項標準的問題。
（F 先生，訪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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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錄）

如果經營一個網站不如併到主網站當一個影音館的時候，我們就
會考慮將好客 ING 放在客委會主網的影音館好好經營。我們就很
精準地只抓住進入客委會主網站的這一千多個真正對客家有興
趣的人，現在先不貪心去抓非客家使用者。（F 先生，訪談記錄）

五、 結論與討論
根據媒體再現客家文化，電腦中介族群傳播的相關理論與文獻，本研究針對
《好客ING》客家影音網路平台的內容與文本進行分析，進而探討客家影音網路
平台所再現的內容結構與形式、文化意象；並透過深度訪談方法，評估客家影音
網路平台影片上傳的內容產製，以提出研究結果與建議。客家影音網路平台中的
「客家影片分享」的12個欄目，共176個節目樣本所進行的內容分析的研究結果
包括：

（一）、

主題類目頻率最高的是觀光休閒(67.8%)；其次是文化類型

(26.4%)。
（二）、

正面方向的比例(55.6%)高於中立及負面。

（三）、

在文化意象方面，再現比例最高的，是客家語言(30%)，其次是客

家桐花(23%)。至於客家飲食文化(7%)與客家習俗(5%)以及客家音樂歌謠
(5%)的文化意象出現的比例也很高。
（四）、

客家人形象再現頻率最高的是重視傳統(9%)，其次是飲水思源(3%)

與孝順(2%)。
（五）、

影片分享地區來源最多的是苗栗縣市(29.4%)，其次是新竹縣市

(13.5%)，第三是台中縣市(12.7%)。

再者，文本分析的結果指出，影片分享中的作品多以古典懷舊以及旅遊紀實
的角度出發，除了透過客庄景象事物的影像再現，隱喻客家文化的傳統感、質感
與美感，也透過桐花及客家美食的攝影作品，再現客家文化所代表的在地感、美
好感及愉悅感。又，作者的阿婆的勤勞節儉，及阿婆對於孫子的細心叨念與貼心
照顧，也透過毫無修飾與自然率真的影片分享方式呈現。而孫子對於阿婆的順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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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孺慕之情，以及中秋祭祖，博杯答謝的禮儀，也多方再現了客家文化中對於孝
順及敬老與傳統習俗的重視。藉由這些影片分享內容，素人作者群們將自家保存
的珍貴客家歌謠與客家語言做了永久保存的動作，並不吝與虛擬客家社群的網民
們分享。

透過深度訪談，有以下之研究發現:

（一）、

客家影音網路平台：好客 ING 是屬於政府公部門的影音資料典藏，

並有民眾自發性上傳的作品。客家影音網路平台所再現的客家文化意象是包
裝過的內容，包含懷舊的、桐花的、以及農村的文化意象，較少經典的客家
影像內容。
（二）、

客家影音網路平台的內容結構分類清楚，但應增加趣味性與創造

性。
（三）、

至於具有大眾參與性質的客家影片分享，則因為並無篩選機制，顯

得欠缺管理與經營機制。客家影音網路平台透過電腦中介傳播建立客家虛擬
社群，其產製內容與一般大眾傳播媒體不同處，在於其互動性與參與性。
（四）、

客家影音網路平台現階段扮演客家影音資料庫的角色功能，日後可

考慮設立類似公視公民新聞的總編輯機制，以建立並提升其公民媒體的功
能。
（五）、

經營管理及擴大民眾參與層次方面，客家影音網路平台需要充分發

揮網路媒體之電腦中介傳播的力量，提升互動性及參與感。
（六）、

客家影音網路平台經費不足，因此僅能就具有著作權，且能夠吸引

閱聽人的節目作數位化轉換與典藏，建議未來可將之併入客委會網站來經
營。
（七）、

客家影音網路平台未來應利用影片轉貼及超連結的方式，提高海內

外閱聽眾的參與及互動。包括「客家 iLook」所納入的地圖概念，可以透過
超連結的方式與地方產業合作，藉以提供前台使用者更多旅遊觀光的資訊。
（八）、

客家影音網路平台應透過專家所組成的審議小組，決定收錄民間作

品的類型與項目，強化資料庫的多元性、廣度及深度。

由於國內對於網路再現客家文化的相關研究並不多，本研究援引媒體再現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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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文化與電腦中介族群傳播的理論架構，蒐集相關文獻與資料，藉由三角測量的
質量研究方法，分析網路媒體中客家文化的再現、產製與評估。本研究透過分析
個案官方網站(客家影音網路平台：好客 ING)，探討台灣網路媒體所建構與再現
之客家文化與客家虛擬社群的生成與建構。本研究初探網路媒體與客家文化的關
係及樣貌，希冀可以拋磚引玉，未來研究可參考本研究發現，進一步從比較多元
文化傳播及電腦中介族群傳播的理論出發，針對網路空間中的客家新聞的再現進
行分析，或比較分析國內外官方與非官方的客家族群網站的內容文本；亦可從閱
聽人接收分析的研究傳統與傳播效果的理論視野出發，分析客家社群網站(例如
臉書、部落格)的使用與滿足及互動性，以及新媒體再現客家語言文化及認同的
關係。未來研究也可從電腦中介傳播與資訊社會的批判角度出發，針對客家虛擬
社群使用者的社會網絡結構與動態性；以及布迪厄的慣習(習癖)與階級的概念進
行網路社會學的深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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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客家影音網路平台中的客家文化再現與產製內容分析編碼表
1. 編碼員：___________
2. 節目名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 節目日期：___年___月____日（上傳日期）（年月日分開）
4. 標題：____（1）大手拉小手（2）桐慶100（3）旅行與景點（4）美食
紀錄（5）影視紀錄（6）新聞與評論 (7) 藝術與動畫 (8) 音樂 (9) 教
育學習 (10) 其他 (11) 桐遊拍拍 (12) 客家好愛你
5. 節目長度：__________（請註明秒數）
6. 主題：___________（1）社會（2）政治（政策）
（3）經濟（4）文化 (含
藝文、文教)（5）環保（6）觀光休閒（7）科學 （8）其他______（請
註明）
7. 方向：___________（1）正面（2）中立（3）負面
8. 文化意象：____________（1）衣服批飾（2）客家精神（3）客家產業 （4）
客家語言（5）客庄（6）客家傳統建築（7）客家戲曲（8）客家習俗（9）
宗教（10）婚姻關係（11）族群互動關係 （12）客家音樂歌謠（13）
客家飲食文化（14）客家節慶（15）婦女形象（16）客家家庭生活 (17)
客家推廣活動 (18) 家族關係 (19) 客家歷史 (20) 客家桐花 (21)客家
童玩 (22)其他（請註明）＿＿＿（最多選三項）
9. 客家人形象：______（1）硬頸（2）勤勞（3）節儉（4）好客（5）飲
水思源 （6）肯吃苦 （7）堅強剛毅 （8）冒險 （9）尚武 （10）頑
強（11）具有理想（12）愛國 （13）具有見地（14）好潔（15）智慧
（16）重視傳統 （17）重視家庭 （18）孝順 (19) 重感情 (20) 環保 (21)
創新 (22) 樂觀 (23) 愛幻想 (24) 其他 _____（請註明）
（最多選三項）
10. 地區：(1) 基隆市 (2) 台北市(3)新北市(4)桃園縣市(5)新竹縣市(6)苗栗
縣市(7)台中縣市(8)彰化縣（9）南投縣(10)雲林（11）嘉義（12）台南
(13)高雄縣市(14)屏東縣(15)台東縣(16)花蓮縣(17)宜蘭（18）廣州 (19)
梅州(20) 潮州 (21) 其他 (請註明)（可複選）
11. 臉書like按讚次數_________
12. 評分：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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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客家影音網路平台的使用與評估深度訪談大綱（學界）
1. 請問您覺得好客 ING 與一般大眾媒體所再現的客家文化有何異同處？有何文
化意象？
2. 請問您瀏覽好客 ING 的內容時有何感受？（例如親切感？光榮感？過去感？）
3. 請問您對於好客 ING 的網站結構與功能有何看法？（美觀程度？易用性？實
用性？）
4. 對於您對於好客 ING 有何評估與期許？
附錄三:客家影音網路平台的使用與評估深度訪談大綱（學界學者）
1. 請評估好客 ING 客家影音網路平台的內容特色。
2. 請評估好客 ING 客家影音網路平台的網站結構。
3. 請問好客 ING 客家影音網路平台如何扮演客家數位典藏與公民新聞的新媒體
角色？
4. 請問如何提高與增進好客 ING 客家影音網路平台之閱聽眾使用率以及互動功
能？
附錄四:客家影音網路平台的使用與評估深度訪談大綱（客委會）
1. 請問客家影音網路平台（好客 ING）的建置緣由、目的、定位為何？
2. 請問客家影音網路平台（好客 ING）的內容特色與文化意象為何？
3. 請評估客家影音網路平台（好客 ING）的網站結構與功能。
4. 請問客家影音網路平台（好客 ING）的未來規劃與願景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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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家委員會補助大學校院發展客家機構計畫
成果報告書

分項計畫群 B：科技與族群文化：傳播科技與客家族群之互動

子計畫三：全球客家網路社群之資源投入與經營績效

執行單位：國立交通大學客家文化學院傳播與科技學系
計畫主持人：黃靜蓉
聯絡人：黃靜蓉
電話：
E-MAI:
日期：102 年 11 月 2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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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前言：

資訊化的社會中，分佈於全球的客家人當然也沒有缺席這場盛宴。根據大陸
「客家風情」網 2007 年的統計，全世界的客家網站約有 630 個，分佈國家以台
灣、大陸居冠，比例超過八成。然而量不等於質，學者發現每一家網站呈現的客
家面貌或樣相多是片面、零碎、甚至是隨興而表面的。此外，根據客委會 2011
年的全國客家人口基礎資料調查也發現，在 0-39 歲的年輕族群中，年紀愈小，
對客家文化的重視程度愈低。換句話說，如何借重傳播科技提升我群認同感成為
客家網路社群首要的課題。網路社群都是透過和使用者互動產生資訊素材，但是
這些素材必須加以規劃管理才能成為吸引使用者的訊息。因此在組織的層次，一
個值得探討的面向便是由媒體策略管理的觀點切入。畢竟網路社群本質上是一個
媒體，既然是媒體就會有管理的考量，尤其現今客家人分佈在世界各地，客家源
流與遷徙歷史眾說紛紜，網路社群該如何對分散於全球的客家人，發揮凝聚的效
果？這個過程須投入的有形無形資源很難計數。因此本計畫認為了解全球客家網
路社群的資源投入現況，和提出可能創造經營績效的管理策略，對於未來客家網
站的經營有指標性作用。
貳、執行情形：
一、計畫之執行概況：
依照客家委員會補助規定，本計畫從 102 年 1 月 1 日起執行至 11 月 30 日止。根
據計畫提案規劃，本計畫的研究問題有二：（一）全球客家網路社群之經營績效
來源何在？關鍵資源為何？（二）關鍵資源的形成是否因為文化背景，市場規模，
或其他因素而有所不同？因此本計畫選擇台灣、大陸和馬來西亞作為研究範圍，
並以民間客家網路社群為研究對象，最後共計有 14 人受訪，代表 17 個客家網路
社群如下表。
受

網站名稱（註冊網址）

網

是否

創立

訪

站

依附

時間

者

類

實體

代

型

社團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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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

A

台灣客家文經協會

網

灣

是

2001

否

2011

否

2003

是

2009

否

2012

否

1997

否

2005

否

2008

否

2011

是

2006

是

2009

站
（http://hi-taiwan.ecserver.com.tw/eip/front/bin/home.phtml）
A

台灣客家電子報

臉
書
粉
絲
頁

B

客家世界網

網
站

（http://www.hakkaworld.com.tw/）
C

高雄市客屬美濃同鄉會

網
站

（http://haka.travelnet.com.tw/webeip/HT00558/）
D

好客棧有閒來寮

臉
書
社
團

大

E

客家風情

論

陸

壇
（http://www.hakkaonline.com/）
F, G

饒平客家網

論
壇

（http://www.sr0768.com/）
H

大客家網

論
壇

（http://www.dahakka.com/）
I

贛州客家網

論
壇

（http://www.jxkjr.com/）
馬

J

斗湖客家公會

網

來

站
（http://www.etawau.com/Organization/Association/Hakka.htm）

西
J

Tawau Hakka Association

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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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

書
粉
絲
頁
K

檳州客屬公會

網

是

2009

是

2010

是

2010

是

2011

是

2010

是

2010

站
（http://www.penanghakkaheritage.com/hakka.asp）
K

Penang Hakka’s

臉
書
個
人
頁

L

巴生客家公會

部
落
格

L

Hakka Assoc Klang

臉
書
個
人
頁

M

Kuantan Hakka

臉
書
個
人
頁

N

隆雪客總

臉
書
個
人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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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預算支用情形：
依照客家委員會補助規定，本計畫預算編列如下表，已如期核銷，餘額為 48 元。

經

費

單

數

總

價

量

價

人事費

小計

198,000
計畫主持人費

10000

11

110,000

兼任助理費

8000

11

88,000

業務費

小計 126,000

專家訪談費

20,000

1式

20,000

國內出差費

6000

1式

6,000

國外出差費

80,000

1式

80,000

耗材、電腦使用、資料檢索、論文發表、郵電
費等

20,000

管理費

20,000

小計 36,000

行政管理費

總預算 360,000

1式

1式

總支出 359,952

36,000

餘額：48

參、檢討與建議：
一、成果效益：
本計畫研究成果包含 1 篇研討會論文和 1 篇期刊論文如下：
黃靜蓉。 (2013 年 11 月) 。全球客家網路社群之資源投入與經營績效：以台灣、
大陸和馬來西亞為例。Paper presented at the 客家研究網絡學術會議。新竹，台灣。
黃靜蓉。 (預計 2016 年) 。
〈全球客家網路社群之資源投入與經營績效：以台灣、
大陸和馬來西亞為例〉。《全球客家研究》。
二、與原訂計畫之落差及原因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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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由於研究者對於申請客委會計劃經驗不足，導致研究範圍規畫過大，
涵蓋台灣、大陸、和馬來西亞，光是約定深度訪談就已經耗費數個月，致
使所有訪談拖延到 10 月中旬才完成，因此在成果報告發表和撰寫上十分
緊迫，所幸所有研究目標均已達成，算是柳暗花明又一村。
（２）原計畫規劃時程為三年，不過評審只核定一年，頗感遺憾。因此第
二、三年的後續研究將會做為下次提案之參考。
三、建議事項：
（１）建議計畫核定日應早於計畫開始日 1 個月以上，因為今年核定日約
莫在 2 月底，訪查日卻是在 9 月底，7 個月的時間很難有具體成果，請客
委會考量研究者的時間壓力。
（２）建議成果報告可以在結案後三個月內提出（約莫寒假期間），此寬
限將有助於報告（尤其是全文）的深入性和完整性。
（３）建議客委會核定多年期研究案，實證研究需要時間和經驗，若以一
年為單位，不僅無法累積研究經驗，對於研究品質也會造成威脅。
四、結論：
本計畫研究結果發現不同地區的客家網路社群具備不同的關鍵資源：台灣以獨特
財產資源見長；大陸擁有較多系統財產資源；馬來西亞則是具備系統知識資源。
此外，本研究也發現各個地區的客家網路社群所受到的外部因素影響也不盡相同，
多元文化社會對台灣客家網路社群的影響甚深；政治不確定或者說網路內容審查
對大陸客家網路社群的衝擊較大；實體社團的經濟挹注則有助於馬來西亞客家網
路社群的發展。正如同資源基礎觀點著名學者 Barney（2002）所說：不同的組織
有不同的資源和能耐，而這些差異將會持續，本研究認為不同地區也具備不同的
資源和能耐，各個地區應該因地制宜，專精於關鍵資源的累積和優化，相信台灣、
大陸和馬來西亞都有機會發展出具備持續競爭優勢的客家網路社群。
儘管如此，本研究也發現幾項隱憂：台灣的「網路原生型」客家網路社群，多為
少數人出錢又出力，隨時可能面臨關門的命運；大陸的「論壇」式客家網路社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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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能善用會員發貼之集體智慧（collective wisdom），但是站長是唯一經濟支柱，
亦有倒閉的風險。本研究看好「依附實體社團型」的客家網路社群，因其由專人
負責且具任期機制，最能永續經營。然而這些網路社群必須自我提升，尤其在內
容提供上應超越社團簡介和歷任理監事名錄等，否則社群成員無法擴大，更無法
肩負推廣客家文化、凝聚客家認同與想像的功能。

肆、研究成果論文全文

資訊化的社會中，分佈於全球的客家人當然也沒有缺席這場盛宴。根
據大陸「客家風情」網 2007 年的統計，全世界的客家網站約有 630 個，分佈
國家以台灣、大陸居冠，比例超過八成。然而量不等於質，學者發現每一家
網站呈現的客家面貌或樣相多是片面、零碎、甚至是隨興而表面。此外，根
據客委會 2011 年的全國客家人口基礎資料調查也發現，在 0-39 歲的年輕族
群中，年紀愈小，對客家文化的重視程度愈低。換句話說，如何借重傳播科
技提升我群認同感成為客家網路社群首要的課題。因此本研究聚焦於經營績
效良好的客家網路社群，深度訪談 14 位居住於大陸、台灣和馬來西亞的網
路社群負責人，以策略管理學中的資源基礎觀點切入，分析所屬的 17 家網
站/論壇/部落格/臉書的經營現況，以期對客家網路社群經營提出具體建議。
本研究結果發現「網路原生型」客家網路社群多是站長獨立經營，長時間既
出錢又出力，風險較高。相較之下，「依附實體社團型」的客家網路社群之
經營模式則可長可久，多數有專人負責，且有輪替制度。然而「依附實體社
團型」網路社群必須自我提升，尤其在內容提供上應超越社團簡介和歷任理
監事名錄等範疇，否則社群成員無法擴大，亦無法肩負凝聚客家認同和推廣
客家文化的功能。
關鍵字：全球客家、網路社群、資源基礎觀點、經營績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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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要了解網路社群的概念或許得從傳統的「社區」與「社會」的關係開始。社
會學者 Tonnies （1957） 認為傳統「社區」存在血緣、地緣、與心靈凝聚的時
空脈絡，侷限在固定地域；「社會」則是在客觀理性與法律規範下運作，強調結
構理性化的模式。因此「社群」的概念，正好是一種超越傳統社區概念的想像空
間，同時又比社會的理性規範更具情感凝聚的元素，可以視為社區與社會的平衡
基礎與構成單位（王雯君, 2005）
。有了這樣的定義就不難理解時空分離的社會結
構如何讓網路社群成為可能，網路社群的特色在於超越社區固定時空領域的關係
和具備營造吸附力的能力。Rheingold（2000） 將「虛擬社群」定義為透過電腦
網路彼此溝通的人們，藉由彼此分享知識與資訊，相互關懷而有某種程度的認識，
進而形成一種友誼關係的團體。因此，虛擬社群成員間不再像傳統社區一般需要
固定的聚會時間或實體的聚會場所，隨時隨地皆可進行資訊的溝通、交流與分享。
然而這種可以穿越時空的特性仍不足以構成社群概念，我群的認同感才是關鍵因
素。黃厚銘（2000） 認為網路空間雖以物質為基礎，主要確是由資訊、位元、
思想、心靈、想像等構成，人們進入網路空間時，身體並不需要跟著移動，卻可
察覺到ㄧ種多維度的心靈空間的存在。然而，網路社群的發展對分散於各地的客
家族群具有何種意義？
客家族群分布於全球 5 大洲、95 個國家，預估全球客家人口約有 8000 萬人
（廖經庭，2007）
。另依據大陸官方的統計數字，全國約有 5000 萬客家人，廣東
省的人口數最多，約有 2000-2200 萬，江西省的客家人主要居住在贛南地區，約
有 1000-1200 萬，居次，廣西壯族自治區有 500-560 萬人，名列第三。至於海外
部分，根據世界客屬總會的統計，台灣約有 460 萬人居首，馬來西亞與印尼各約
120 萬人並列二、三。然而人數不等於認同，臺灣客家委員會 2010 年至 2011 年
的調查，在各大族群單一自我認定的分布上，「福老人」佔 67.5%；
「客家人」佔
13.6%；
「大陸各省市人」佔 7.1%；
「原住民」佔 1.8% （客委會，2011）
。然而在
「客家基本法定義」的條件下的調查，則有所差距。臺灣人口客家人佔 18.1%，
約 419.7 萬人，其中以新竹縣 71.6%和苗栗縣 64.6%是客家人的比例最高，至於人
口數最多的縣市則為桃園縣（78.5 萬人）、新北市（54.9 萬人）及臺中市（43.6
萬人）。換句話說，有些人雖具有客家血緣或客家淵源卻不自我認定為客家人。
客委會的調查也發現年齡越小的客家民眾，尤其是 0-39 歲的年輕族群，對於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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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文化的重視程度也越低。有鑒於年輕族群對於客家文化的陌生感，將影響未來
客家文化的傳承，本研究將針對最受年輕族群喜愛的網路社群進行研究，了解客
家網路社群的現況、種類與分佈，同時分析其資源投入與經營績效之關聯性。
全世界的客家網站究竟有多少個？由於網路興滅速度甚快，網站無預警關閉
現象十分普遍，所以沒有一個正確數字可供紀錄，但是過去客家相關研究多引用
中國《客家風情》嚴修鴻的貼文資料 （王雯君，2005; 范振乾，2005），其 2007
年的版本共蒐集到 630 個客家網站。范振乾依據該份資料發現，有超過半數設在
台灣，將近三成設在中國，其他網站則分別設置在亞洲、澳洲、歐洲、非洲和美
洲。王雯君則將這些客家網站分類如下：官方或學術的綜合性網站、客家社團、
旅遊休閒、客家語言、飲食、教材、建築、文學、戲劇歌謠、媒體傳播等。有鑑
於網際網路的興起，其範圍已經是全球性的，因此任何客家網路社群的目標受眾
應該都是全球客家人，因此本研究選擇台灣、大陸、和馬來西亞作為研究範圍，
且以民間客家網路社群為研究對象。
的確，網路的獨特在於它可以整合各種內容來源，在網路上呈現，台灣的網
路環境讓上網收看電視或是收聽廣播相當便利，網路不但是獨立製作者的天堂，
也是主流媒體得以突破市場壟斷的新興市場。傳播科技的創新對於傳統已具規模
的主流文化是一大挑戰，但對於方興未艾的族群文化則是一大機會 （彭文正，
2009）
。話雖如此，范振乾 （2005） 認為客家網路是全球化時代客家的「轉機」，
但也可能是「危機」
。比方說，
「客家網站的設置者，似乎都野心勃勃，企圖網羅
一切資訊，因此不免有想要面面俱到，卻因此而有點到為止或掛一漏萬的情事出
現。」（頁 93）。其實，網際網路較傳統媒體的優勢在於互動性，能提供讀者量
身訂做的訊息，而這種互動性不是光靠編輯及記者就可以達成，必須在網站的規
劃加上許多設計，讓使用者能很自由地出入並和其他人交換意見，如此慢慢的建
立起來。再者，將客家呈現在全世界面前，任何有意或無意的網路族都可以有機
會接觸、認識、欣賞、檢驗、接納、或拒絕，這些客家網路的資訊接收者可能因
此喜歡上客家，也可能因此對客家留下不好的印象。因此客家團體應積極運用多
元的傳播科技資源，發展其文化與語言，諸如網際網路、電子報、行動通訊等，
以期使客家人，尤其是年輕的客家族群，在新媒體架構裏獲得應有的空間。所以
本研究認為客家人正可藉由網路社群〈online community, virutal community, Internet
communicty, community in the cyberspace〉來復興客家語言及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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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理論探討
過去客家網路社群的研究，多以社會學或人類學為主的族群認同（ethnic
identity）
、想像共同體（imagined communities）作為理論框架，文本分析做為研究
方法，探究客家網路社群如何形塑與建構（王雯君，2005；廖經庭，2007；張維
安、邱淑如，2013）。本研究除了依循客家網路社群建構的軌跡外，更企圖以策
略管理學中的資源基礎觀點切入，與客家網站負責人或管理人面對面，探討客家
網路社群的經營現況與績效，期望對客家網路社群經營提出具體建議。以下就資
源基礎觀點的理論作簡要介紹，並提出本研究之研究問題。
（一）資源基礎觀點
談論資源相關的管理學理論以資源基礎觀點最常被運用，也受到媒介管理學
者的高度重視 （Chan-Olmsted， 2005）
。資源基礎觀點源自企業管理中的策略管
理，80 年代時期，策略管理學的分析重心放在產業結構與競爭位置的關係，著
重在組織外部的環境分析，以調整組織本身的競爭優勢，如 SWOT 分析，以及
Porter 的五力分析〈five forces analysis〉模式。自 90 年代開始，有些策略管理學
者開始將分析重心轉向組織內部，探討組織如何建構核心資源，對抗外在環境的
變化，進而形成長期且持續性的競爭優勢。以下將針對資源的定義，作用，類型，
理論，實證研究等面向，進行探討與描述。
1. 資源定義
如 Wernerfelt（1984） 所說，對組織而言，資源和產品是一個銅板的兩面。
大部分的產品需要資源的運用，而大部分資源在產品中可供使用。Wernerfelt 指
出，明確說明資源的內涵，有助於幫助組織找到最理想的產品市場活動。Wernerfelt
認為資源是組織裡可被認定為優勢或劣勢的任何事物，資源的例子包括︰品牌、
組織內部的技能知識、有經驗員工的運用、交易合約、機械裝置、高效率程序、
資本等等。然而有些學者對資源有較嚴格的定義。Caves （1980）定義資源為「在
一段限定時間內，與組織之間存在非永續性關係的有形和無形資產。」。另外根
據 Barney （1991, 2002） 所定義的組織資源是指「組織所擁有的有助於組織發
展和執行策略的資產、能耐、競爭力、組織程序、組織屬性、資訊及知識等。」
關切這些議題的原因在於我們想知道在何種情形下，資源能在較長的期間內帶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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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高收益。Penrose 在提出關於如何了解組織成長的限制時，主張「應該把組織
視為連節和協調各種不同的個人和群體之活動的管理架構；也應將組織當作是一
組有生產力的資源（a bundle of productive resources）。」。Penrose （1959） 打破
了傳統經濟學家（如 Ricardo）對於資源侷限於「供給無彈性資源」的想法（如
土地），拓寬對資源的定義︰如管理團隊、高階主管、創業家技能等等也算進資
源範疇，同時也具備競爭意涵。
Barney 在過去的研究中，依據策略性資源隨著公司不同，會產生差異性，卻
不會隨時間改變的基本假設，檢視資源和持續性競爭優勢的關聯為何，並指出能
產生持久競爭優勢的公司資源潛力有四個先驗指標，分別是價值性（value）、稀
有性（rareness）
、不可模仿性（imperfect imitability）和不可取代（nonsubstitutability）。
相隔不久，Collis 與 Montagomery（1995）也提出有價值資源的五種特性：無法模
仿、不會貶值、由公司控制、不易取代、和比對手更佳。透過對資源特性的了解，
可觀察某公司是否能持續居領先地位。Barney 認為分析公司內部優勢和內部所需
必須思考的問題包括︰公司資源是否足以回應環境的威脅或機會、某資源是否由
少數公司控制、某公司欲取得或開發該資源時是否會面臨成本劣勢、公司是否已
組織其他政策或程序，做為具備價值性、稀有性和不可模仿性特質資源的支援等
等。
2. 資源作用
Wernerfel （1984） 說明，如果把資源和入口門檻的觀念比較，那應該被稱
為「資源位置門檻（resource location barrier）」
，亦即資源稀有和珍貴的特質讓競
爭者無法一蹴可幾。最早取得資源者擁有資源位置門檻的保護，意即後面其他跟
進者會耗費較多成本取得同樣資源。對於組織而言，他們想創造一個情境讓他們
自己擁有的資源是其他競爭者難以趕上的。
以下是資源運用的不同面向和考量觀點︰顧客忠誠觀點，去拓墾一個位置比
去取代已經有人的位置容易得多，例如較晚的跟進者往往要付出較高成本，相關
的例子如取得政府合約或廉價原料上，第一位都比較佔優勢；生產經驗觀點則指
出，較晚習得產品的生產經驗者要付出較多且回饋較少，但如果經驗從先驅者手
中外洩，那麼競爭者所需付出的成本就減少，例如非專利想法被模仿後，則先驅
者的持續優勢就不存在；科技領先觀點則解釋，如果科技領先為組織帶來較高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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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則組織在一個較具刺激的環境下能留住較好人才，進而使機構能發展比別人
更進步的想法。而跟隨者會發現先驅者想出原創發明比跟隨者重複發明某項想法
還要難，所以組織必須維持科技能力的成長才能保住地位，可行的做法是用高收
益來維持研發部門，就像在一群矮樹叢中，大樹因為能吸收較多陽光因此會長得
較快且維持較高；兼併和獲知觀點則提供一個可以買到不易出售的資源或買賣一
組資源的機會，藉由這個方法組織可以在有固定規範的市場中，別於傳統出售一
個影像或一組技術能力的整合。關於獲知的關鍵要素之一是「一種資源對不同買
者而言有不同價值」，在這些差異頗大的購買者來說，這些資源和他們本身已擁
有的資源往往會產生綜效。
根據 Salter 和 Weinhold （1980）
，應用資源基礎觀點的獲知策略是︰取得補充
性資源（取得更多本來就擁有的資源）、以及互補性資源（取得那些能和既有資
源有效結合的資源）。如果個人想要建立獨特資源性和獨特資源地位，那麼可以
透過把市場不完美（market imperfection）極大化以及便宜採購兩種方式達到，這
樣一來在購買情境時競爭會相對較少，但是目標也會相對較少；如果能成為很多
相同資源的唯一買者是最佳的，而雙頭壟斷情形也會比同時擁有許多相同買家和
賣家好。
3. 資源類型
不同學者對於資源定義有著歧異的看法，如 Wernerfel （1984） 指出有些人
會以是否帶來高利益做為標準劃分資源的種類，而 Chan-Olmsted （2005） 曾列
舉學者們對於資源不同的分類，如 Hofer 和 Schendel （1978） 分成財務性、物
質性、人力性、科技性、組織性資源以及聲望六類；Porter （1980） 則分成活
動、技能或慣例，以及包含聲望或關係此類的外在資產。若以資源內容的觀點分
類，則有 Habann 劃分的能力和策略資產兩類，前者是指組織特有的能力，而策
略資產則指策略重要性的有形及無形資產；若以功用性分類，則 Ahuja （2000）
把資源分成技術資源（technical resource）
、商業資源（commercial resource）
、社會
資源（social resource）三類。
Wernerfelt （1984） 對於資源的觀點偏向物質層面，劃分的三種資源分別是
勞力、資本和土地。而 Barney （1991） 起先把組織資源分成三類︰實體資本資
源（physical capital resources）
、人力資本資源（human capital resources）
、以及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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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資源（organizational resources）。而 Barney （2002） 在之後的研究則又細分為
四種︰財務資源、實體資源、人力資源、組織資源。其中，Black 和 Boal （1994）
提出一種觀點，認為資源應該在網絡形式或群組結構下的觀點討論，因為不同資
源彼此之間具有交互作用之功能，因此他們把資源分成被包含資源（contained
resources）和系統資源（system resources），分類的根據是資源所處位置的網絡複
雜性。而後 Miller and Shamsie（1996）以及 Das and Teng（2000）認為資源分類只
有在能切合某些資源屬性時才具備競爭優勢。Miller & Shamsie 拿出其中的「不可
模仿性」作為發展後續理論依據，並指出不可模仿性可以作為預測表現的重要指
標，
「當某公司的資源無法被模仿時，他們才能得到特殊的收益和回饋。」
（p. 520）
，
因此從模仿門檻的觀點切入，有的資源無法被模仿是因為財產權的保護，例如合
約、擁有權和專利等；有的資源則是被知識門檻保護，競爭者不知道如何模仿某
公司的流程和技術。因此，Miller and Shamsie 把資源分成財產基礎資源
（property-based resources）和知識基礎資源（knowledge-based resources），分別是
依據財產權的不可模仿性和知識門檻，然後結合 Black and Boal 的概念之後，前
述兩種資源又可各自再劃分成獨特性（discrete）和系統性（systematic）兩類。它
們的性質不同之處在於︰獨特性資源可以獨立存在，能從組織脈絡中獨立出來，
包括排外性合約和技術性技能；而系統性資源的價值在於它們的成分是網絡或系
統的一部分；換句話說，財產基礎資源和知識基礎資源有可能獨立存在，也有可
能是一個網絡資源中的一環（Chan-Olmsted, 2005）。
（二）研究問題
為了有效吸引客家族群的目光與認同，本研究企圖從媒體策略管理的角度評
估客家網站的資源投入狀況，使得客家網站的負責人或管理人更加了解可運用資
源的類型與其作用方式。具體而言，本研究提出下列兩個研究問題：
研究問題 1：全球客家網路社群之經營績效來源何在？關鍵資源為何？
研究問題 2：關鍵資源的形成是否因為文化背景，市場規模，或其他因素而
有所不同？
三、研究方法
本研究根據資源基礎觀點，檢視全球客家網路社群，探究其如何將具備不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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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動、不可模仿、及不可替代的有價資源做有效的分配與利用，同時比較不同地
區網路社群之關鍵資源。本研究依據嚴修鴻 2007 年「全球客家網站 630 個大比
拚」（見圖一）所蒐集的資料，選取台灣，大陸，馬來西亞三地經營績效較佳的
客家網站共 14 個，深度訪談〈indepth interview〉其負責人或管理人，並對其資源
投入與利用進行評價。
圖一

全球客家網站之網頁截圖

資料來源：全球客家網站 630 個大比拚. （2007）. 嚴修鴻. Retrieved from
http://www.hakkaonline.com/forum/article-232-1.html
（一）深度訪談法
深度訪談法是一種資料蒐集的方式，也是質性研究中最常被採用的資料蒐集
法 （Marshall & Rossman, 1995; 范麗娟, 2004）
。陳介英 （2005） 論及深度訪談
的研究功能在於探索量化研究無法尋求之與人和意義相關的主觀意義，而能作為
對事實猜測時能獲取明確答案的方法。范麗娟認為質性研究本身就像個動態剖析
的歷程，研究者同時進行收集、整理和分析資料的工作，整個研究過程就是不斷
以資料來測試問題和研究主題的適當性。透過研究者與受訪者做面對面的直接訪
談，能得到較多完整、豐富且多樣的答案。深度訪談法適用於企圖對某種經驗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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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度了解的情境，王仕圖和吳慧敏（2005）提及，大部分的學者把深度訪談當成
一種會話及社會互動，「目的在於取得正確資訊或瞭解訪談對象對其真實世界的
看法、態度與感受。
（頁 98）」
。深度訪談法也深受組織研究的青睞，策略管理學
者 Porter（1980）提出有效的實地訪談過程，儘管相當費時，但對產業研究而言，
卻可從中蒐集到許多關鍵資料和證據。
根據王仕圖和吳慧敏（2005）的觀點，他們把訪談的形式視為結構的延長線，
「在線的一端是結構化訪談，另一端是非結構化的訪談，在這兩極端中間是半結
構訪談或焦點訪談（頁 97）」。根據上述脈絡，訪談分成結構化、半結構化和非
結構化三類。結構化訪談由於問題、回答和進行方式都有固定程序，訪談者對談
話順序和方向有決定權，因此結構化訪談通常被用於蒐集量化資料；非結構化訪
談雖較無固定順序，而採用較日常對話的方式進行以了解受訪者的生活經驗和自
我詮釋，研究者只能大概控制對話重心不偏離研究重點，范麗娟（2004）認為若
要蒐集資料則宜採此法，並使用開放性問題。而半結構訪談同時兼具結構化和非
結構化訪談的優點，「半結構的訪談形式較結構性訪談有彈性，研究者列出感興
趣的主題做為訪談指引，但在用字遣詞、問題的形式、順序較有彈性（王仕圖，
吳慧敏 2005，頁 97）
。」本研究為探求客家網路社群所擁有較不易為人所知之內
部資源，故採用深度訪談中的半結構訪談法，以求在大致的討論範圍內得到深入
且具彈性的回覆。
至於半結構式訪談大綱的設計，本研究以資源基礎理論為架構，根據 Miller
和 Shamsie（1996）所劃分出之獨特性財產基礎資源、系統性財產基礎資源、獨
特性知識基礎資源以及系統性知識基礎資源四種資源結合客家網路社群建構流
程而設計。在系統性財產基礎資源方面，問題包括客家網站之組織架構、人力配
置、預算和設備，以及網路社群的規範或建構流程等；在獨特性財產資源方面，
詢問客家網站所擁有且受到法律保護的資源，如商標、著作權、專利、契約等；
獨特性知識基礎資源方面，詢問關於客家網站負責人和管理人的學經歷和專業技
能，主管的領導風格以及人際網絡，並詢問曾經獲得的補助或獎項；在系統性知
識基礎資源方面，則企圖了解客家網站的人才管理方式和獎懲制度，品牌特色，
以及組織如何帶領員工吸收新知和從事創新活動。
（二）研究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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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瞭解客家網路社群的經營現況，本研究以網站和社群媒體作為研究對象，
分析這些網路社群的經營績效和資源投入。研究對象的產生經過以下幾個步驟：
首先，由於「全球客家網站 630 個大比拚」的網站名單公佈至今已超過 5 年，因
此本研究重新搜尋這 630 個網站，將仍然有效營運的網站，依台灣、大陸、馬來
西亞三地登錄下來，並根據其在 Alexa 的全球排名排序。再者，有鑑於 2010 年
以來，社群網站的到訪人數高居多國第一，本研究將全球最大的社群網站
Facebook 列入搜尋範圍，以客家或Ｈakka 作為關鍵字，搜尋台灣、大陸、馬來西
亞三地粉絲數、社員數、朋友數較多的社群，並按照數量排序。最後，本研究從
以上經營績效最佳的網站／社群開始，進行負責人深度訪談邀約，每個地區以 5
人為限，最後共計有 14 人受訪，代表 17 個客家網路社群（表一），數量上不對
等主要是因為不少網路負責人同時經營網站和社群，這個現象又以馬來西亞最普
遍，如斗湖客家公會的站長同時也負責 Tawau Hakka Association 的臉書粉絲頁。
表一
受

研究對象列表

網站名稱（註冊網址）

網

是否

創立

訪

站

依附

時間

者

類

實體

代

型

社團

台灣客家文經協會

網

是

2001

（http://hi-taiwan.ecserver.com.tw/eip/front/bin/home.phtml）

站

台灣客家電子報

臉

否

2011

否

2003

是

2009

否

2012

號
台

A

灣
A

書
粉
絲
頁
B

C

D

客家世界網

網

（http://www.hakkaworld.com.tw/）

站

高雄市客屬美濃同鄉會

網

（http://haka.travelnet.com.tw/webeip/HT00558/）

站

好客棧有閒來寮

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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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
社
團
大

E

陸
F, G

H

I

馬

J

來
西

J

客家風情

論

（http://www.hakkaonline.com/）

壇

饒平客家網

論

（http://www.sr0768.com/）

壇

大客家網

論

（http://www.dahakka.com/）

壇

贛州客家網

論

（http://www.jxkjr.com/）

壇

斗湖客家公會

網

（http://www.etawau.com/Organization/Association/Hakka.htm）

站

Tawau Hakka Association

臉

亞

否

1997

否

2005

否

2008

否

2011

是

2006

是

2009

是

2009

是

2010

是

2010

是

2011

書
粉
絲
頁
K

K

檳州客屬公會

網

（http://www.penanghakkaheritage.com/hakka.asp）

站

Penang Hakka’s

臉
書
個
人
頁

L

巴生客家公會

部
落
格

L

Hakka Assoc Klang

臉
書
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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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頁
M

Kuantan Hakka

臉

是

2010

是

2010

書
個
人
頁
N

隆雪客總

臉
書
個
人
頁

整體來說，台灣經營績效較佳的客家網路社群以網站、臉書粉絲頁和臉書社
團為主，且網路原生型和依附實體社團型各半；大陸以論壇和網路原生型為主；
馬來西亞則以網站、臉書粉絲頁、臉書個人頁和依附實體社團型為主。相較之下，
台灣的客家網路社群最為多元，且臉書以粉絲頁和社團形式呈現，應用上較為專
業；大陸客家網路社群較為同質，且不像台灣或馬來西亞積極經營社群媒體；馬
來西亞的客家網路社群也屬多元，但臉書以個人頁為主，由於個人頁有朋友數
5000 人和管理員 1 人的限制，顯示對社群媒體的了解尚待加強。
四、結果與分析
透過深度訪談，本研究結果與分析依照研究問題分成兩個部分，一為全球客
家網路社群之經營績效來源何在、關鍵資源為何；二為關鍵資源的形成是否因為
文化背景，市場規模，或其他因素而有所不同。此外，由於本研究企圖探究組織
應該如何進行資源投入和配置才能擁有持續性競爭優勢，因此第一部份的研究結
果會再依據系統財產、系統知識、獨特財產、和獨特知識共 4 項資源，分析客家
網路社群在每個項目上的投入現況。
（一）全球客家網路社群之關鍵資源
1. 系統性財產基礎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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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系統性財產基礎資源方面，本研究關切客家網路社群的有形財產，即器
材設備和財務資源。研究結果發現各地的客家網路社群普遍沒有特別的機器設備，
加上站長或管理人多屬兼任性質，因此使用的有形財產亦屬個人財產。如果要算
的話就是家裡的一台電腦（台灣好客棧有閒來寮，2013/06/03）
。
（你們會用到公
會電腦嗎?）不會，都是個人的，所以連上網費什麼的都是個人給的，馬來西亞
的很多都是自力更生（馬來西亞巴生客家公會/Hakka Assoc Klang，2013/08/24）
。
有 服 務 器 ［ 伺 服 器 ］， 電 腦 的 部 分 就 是 自 己 家 裡 的 （ 大 陸 饒 平 客 家 網 ，
2013/10/16）。
此外，各地的客家網路社群也普遍面臨財務資源拮据的問題，無論在政府
補助、民間捐款、或者會費收入等方面都相當有限，多數是由負責人或站長自己
掏腰包。政府補助完全是 zero，完全是靠我以前的老本（台灣客家世界網，
2013/06/03）。所有的資源所有的一切，都是我們自己出錢，可以說是我自己一
個人出錢（台灣客家文經協會／台灣客家電子報，2013/06/03）。這個網站是理
事自己出資的，所以他［理事］也是免費、義務性的（馬來西亞巴生客家公會/Hakka
Assoc Klang，2013/08/24）
。每年的網站花費由秘書長自費（馬來西亞斗湖客家
公會／Tawau Hakka Association，2013/08/24）。雖然自行架設的網站或論壇可
以出售廣告版位營利，但是多數無法支應所有開銷。
廣告可以做到支出的七八成，剩下的就由我個人負擔。怎麼說呢，一
開始做大家也是想做出一些事業，但是說發展到這樣，我們也是盡力
而為，若做了幾年後沒辦法、放棄掉，其實說發展了那麼多資料，我
相信他的作用還是會有的，如果一夜之間就沒有的話，我會覺得很可
惜。（大陸饒平客家網，2013/10/16）
靠這個網站的收入其實都很微薄，像是廣告之類的，大概是我開銷的
百分之五吧。現在做客家這個不是很容易能拿到經費的。(大陸大客家
網，2013/10/13)
大陸的客家網路社群由於成立時間較早，且基於資料儲存和資料安全的顧
慮，均自行註冊獨立網域。一位不願具名的客家網站站長就表示像是不當的人發
佈不當的帖子，導致我們好幾次被關閉，所幸網站是自己的，所有資料皆存在自
己的伺服器內，只要將問題帖子刪除，即可恢復營運。或許是因為這樣的政治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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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定性，大陸的客家網路社群，相較於台灣和馬來西亞，較具備系統性財產基礎
資源。
我最早的用意是為了要儲存資料，因為網站上面資料很多，如果有一天
大家要討論或運用資料的話，我們這個網站上面就可以永遠保留下來。
不像依附其它網站可能會突然就沒有了。
（大陸客家風情，2013/10/14）

獨立網站是必然存在的，因為像微博、微信在發達地區比如說一些城市
這方面，他會應用的比較多；像我們網站定位本身比較小一點，本身用
的人也比較沒有這麼先進。（大陸饒平客家網，2013/10/16）

大陸這邊的話要轉移到博客不是這麼好轉，因為博客不是自己的，所以
資料儲存不是這麼容易，而且如果他［泛指政府］要關的話，我們就也
不行了。（大陸贛州客家網，2013/10/15）
2. 系統性知識基礎資源
在系統性知識基礎資源方面，本研究關切客家網路社群的無形組織知識。
換句話說，此面向的觀察重點在於了解客家網路社群經營團隊的是否具有組織性
或系統性。研究結果發現台灣和大陸兩地的客家網路社群負責人多沒有任期制或
改選機制，通常負責人就是當時的創辦人。網站沒有組織，我就是主宰嘛（台灣
客家文經協會／台灣客家電子報，2013/06/03）。無管理者改選的問題，我是唯
一的網站管理者（台灣客家世界網，2013/06/03）。沒有任期跟改選制度，現在
大部分都我在做，02 年到現在，有個十多年了吧（大陸客家風情，2013/10/14）。
站長就是我，之前版主的任期是一年制，但是大家都是業餘的，沒有時間持續的
做[投票]（大陸饒平客家網，2013/10/16）。其中有位負責人也意識到傳承的重
要性，語重心長地說，其實他最怕的不是沒錢，而是沒人。
當初我設定就是自己要花錢，但我希望更多的人能加入。目前有個
immediate 危機，萬一我不能動的話，那就垮掉了、就不能繼續了。我
有一個 hope--有一個人能受這網站的影響，用網路推動客家文化，假如
有那個心的話，他就會走這條路，有這個理想的話，就能傳達這個
mission。（台灣客家世界網，2013/06/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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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較之下，馬來西亞的客家網路社群由於依附於實體社團之內，網路的負
責人多是實體社團的特定幹部，這些幹部雖然在位時出錢出力，但都依實體社團
運作具有任期和改選制度，因此這些網路社群的系統性知識資源相對穩固，優於
台灣和大陸。凡上網資料由［公會］秘書處監控（馬來西亞斗湖客家公會／Tawau
Hakka Association，2013/08/24）
。以理事會幾位成員來經營，有資訊組、署理
組 和 客 青組 ，我 們 都有 各 個組 自 己的 po 文 （ 馬來 西 亞 Kuantan Hakka ，
2013/08/24）。
我們有分像這個資訊的東西，我們會分到資訊組裡，母會沒在管網站，
都是青年團在管，目前網站是由青年團理事和資訊組主任在負責。（馬
來西亞巴生客家公會/Hakka Assoc Klang，2013/08/24）
3. 獨特性財產基礎資源
在獨特性財產基礎資源方面，本研究關切客家網路社群的無形和獨家財產。
根據 Chan-Olmsted 和 Chang（2003）所述，傳播產業與其他產業相當不同，媒體
最重要的功能就是內容提供，內容是媒體最重要的財產性資源。此外，原創內容
在本質上又具備獨一無二的特性，因此這個部分關注的焦點是客家網路社群是否
具備原創內容。研究結果發現馬來西亞的客家網路社群以公布社團資料或活動照
片為主，較不具備獨特性財產基礎資源。
我覺得這部分［原創內容］是需要加強，這是價值性的東西，很花時
間，而且還要到海外像是中國、台灣去參考一些資料（馬來西亞隆雪
客總，2013/08/24）
［客家文史資料］通常都意思意思啦，像是世界客家資料、或者一些
客家山歌之類的東西，像是用 youtube 直接連結過去（馬來西亞 Kuantan
Hakka，2013/08/24）。
大陸客家網路社群雖然以論壇形式呈現，內容包羅萬象，如文化、音
樂、新聞、語言、文學藝術、聯誼、影視等版塊，或許因其包山包海的特性，
導致論壇和論壇之間差異性不大。我們這個網站是論壇的風格，我們覺得自
己的網站跟其他人大致上是差不了多少，像是結構、功能之類的（大陸大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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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網，2013/10/14）。
有別於大陸和馬來西亞，台灣客家網路社群最可以引以為傲的應該就
是其獨特性財產資源。這些負責人大多對客家的某個面向有特殊偏好，費盡
心思蒐集、發布資料，因此在內容獨特性上，較其他地區為優。而這樣的獨
特性或許該歸功於台灣多元文化社會的本質，讓人民可以自由追求所愛。
很多人問我說你電子報怎麼會有那麼多消息，那我是有很多這個來源，
我是想盡辦法去蒐集資料，因為蒐集資料是我的專長，所以我每天都
發啊，確確實實的，我們每天，記著的一件事就是電子報一定要做。
（台
灣客家文經協會／台灣客家電子報，2013/06/03）
現在我花最多精神時間就是分類。因為我把客家文化分為四大類，第
一是客家語言，第二是客家歌謠，客家歌謠絕對是很特殊的，像山歌
等。第三類就是客家美食，因為客家美食還是有它的特殊點。第四個
就是比較特殊的客家文物，像藍衫、花布那些。所以［網民］從這四
大分類的話就可以走入客家。我這個就是入口網站，那其他都是專門
的 field。（台灣客家世界網，2013/06/03）
基本上我是學大家說英語或空中英語教室，他們都會結合時事，所以
我有時候都會結合時事新聞，然後就會寫說這裡面的單字，怎麼講怎
麼唸，譬如說那個地震阿，就會跟英語雜誌一樣把單字選出來啊，做
很簡單的［客語］陳述。我們社群有一個中心思想，就是我們要成立
一個客語保護區，實體的、區域性的一個環境（台灣好客棧有閒來寮，
2013/06/03）
4. 獨特性知識基礎資源
在獨特性知識基礎資源方面，本研究關切客家網路社群的無形個人知識。
若說獨特性財產資源關切的是原創內容，那麼獨特性知識基礎資源想探究的則是
一個組織中的獨特個人。訪談的過程中發現，各地的客家網路社群都有些獨特人
物，他們在語言、文化上宣揚客家不遺餘力，皆構成其所屬網路社群重要的獨特
性知識基礎資源。比方說，大陸客家風情的客家話版版主是廣東外語學院的嚴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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鴻教授，對客家語言資料的匯整貢獻甚巨。
客家語言全世界沒有什麼網站可以超得過我們的。因為我們很多語言
學的資訊，只要有什麼新的資訊我們就會立刻放上去。
（大陸客家風情，
2013/10/14）
大陸饒平客家網的饒平客家文化版主要由台灣的資深客語教師許時烺
擔任板主。他同時也是台灣饒平客屬聯誼會會長。
根據本網站成立多年來的經驗，多數饒平文史資料與知識大多由台灣
連絡人許時烺提供，著作權智慧產權原則屬原製作人，透過網站將相
關 文 史 資 料 與 知 識 傳 播 ， 為 饒 平 網 站 獨 有 。（ 大 陸 饒 平 客 家 網 ，
2013/10/16）
台灣客家電子報非常仰賴ㄧ位客家白話文講師廖金明，人稱阿廖伯。他帶
領著將進 20 人在台灣南部跑客家新聞，並致力於推動客家話書寫。
廖金明，他應該是在客家電視非常有名，他有語言的薪傳師，也有文
學的薪傳師，那他在做地方報導是有文必有字，有話必有字啦，有語
言就有文字啦，那他寫的這個東西就是用客家話寫的。
（台灣客家文經
協會／台灣客家電子報，2013/06/03）
馬來西亞檳州客屬公會在會長，同時也是著名時政評論家，拿督謝詩
堅博士的帶領下，不僅公會網站內容豐富，還成立首座馬來西亞客家文物館，
記載著客家人在馬來西亞土地上的奮鬥故事。
文物館的資料大多是我們拿督［謝詩堅］提供的，還有請一些客家學
者幫我們研究，我們會對一些會館、博物館請教一些東西，然後我們
也會給另一位拿督，他是研究客家歷史，給他鑑定一下，民間的資料
比較少。（馬來西亞檳州客屬公會／Penang Hakka’s，2013/08/27）
（二）影響全球客家網路社群之外部因素
本研究將台灣、大陸和馬來西亞三地經營績效較佳的網路社群之關鍵資源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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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如表二。為了進一步理解各地關鍵資源的形成是否因為文化背景，市場規模，
或其他因素而有所不同，本研究歸結可能的外部因素如下：台灣的客家網路社群
因其多元文化的社會本質較具備獨特財產資源、大陸或許在政治不確定的環境中
較善於累積系統財產資源，馬來西亞則因依附實體社團而擁有穩固的系統知識資
源。
表二
生產

全球客家網路社群之關鍵資源

台灣

大陸

馬來西亞

系統

1. 個人的電腦、印表

1. 個人的電腦、印表

1. 主要是個人的電

財產

機、掃描器、傳真

機、掃描器、傳真

腦、印表機、掃描

資源

機等

機等

器、傳真機等

要素

2. 伺服器自行維護或
委外管理

2. 伺服器自行維護或

2. 伺服器委外管理

委外管理
3. 均有註冊網址
4. 成立年代早

系統
知識
資源

1. 負責人均為業餘，
且出錢出力
2. 除了負責人外，協
助者屈指可數

1. 負責人均為業餘，
且出錢出力
2. 除了負責人（站長）
外，還有管理員、

1. 由實體社團的理事
長、秘書處、總務、
青年團等人負責
2. 任期比照實體社團

版主、會員等人力
獨特

1. 網站內容以客家文

1. 論壇內容由各式討

財產

史資料、新聞為主

論區組成，以會員

資源

2. 臉書內容以客語圖

貼文為主

文交流為主
獨特

1. 廖金明

知識

2. 許時烺

1. 網站內容以社團資
料為主
2. 臉書內容為活動照
片、情感交流為主

1. 嚴修鴻

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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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謝詩堅

五、結論與建議
隨著網際網路不斷蓬勃發展，客家族群的認同與想像從「真實世界」大量溢
散到「虛擬世界」，網路中的客家社群正在形塑客家人共同的歷史記憶和文化符
號。換句話說，如何借重傳播科技提升我群認同感成為客家網路社群首要的課題。
因此本研究聚焦於經營績效良好的客家網路社群，深度訪談 14 位居住於大陸、
台灣和馬來西亞的網路社群負責人，以策略管理學中的資源基礎觀點切入，分析
所屬的 17 家網站／論壇／部落格／臉書的經營現況，以期對客家網路社群經營
提出具體建議。研究結果發現，不同地區的客家網路社群具備不同的關鍵資源：
台灣以獨特財產資源見長；大陸擁有較多系統財產資源；馬來西亞則是具備系統
知識資源。此外，本研究也發現各個地區的客家網路社群所受到的外部因素影響
也不盡相同，多元文化社會對台灣客家網路社群的影響甚深；政治不確定或者說
網路內容審查對大陸客家網路社群的衝擊較大；實體社團的經濟挹注則有助於馬
來西亞客家網路社群的發展。正如同資源基礎觀點著名學者 Barney（2002）所說：
不同的組織有不同的資源和能耐，而這些差異將會持續，本研究認為不同地區也
具備不同的資源和能耐，各個地區應該因地制宜，專精於關鍵資源的累積和優化，
相信台灣、大陸和馬來西亞都有機會發展出具備持續競爭優勢的客家網路社群。
儘管如此，本研究也發現幾項隱憂：台灣的「網路原生型」客家網路社群，
多為少數人出錢又出力，隨時可能面臨關門的命運；大陸的「論壇」式客家網路
社群雖能善用會員發貼之集體智慧（collective wisdom），但是站長是唯一經濟支
柱，亦有倒閉的風險。本研究看好「依附實體社團型」的客家網路社群，因其由
專人負責且具任期機制，最能永續經營。然而這些網路社群必須自我提升，尤其
在內容提供上應超越社團簡介和歷任理監事名錄等，否則社群成員無法擴大，更
無法肩負推廣客家文化、凝聚客家認同與想像的功能。
在研究限制部分，過去客家網路社群的相關研究多聚焦於族群認同和想像共
同體，鮮少有研究以管理學理論切入，探討客家網路社群的經營現況與績效，因
此本研究在文獻整理上備受挑戰，主要以爬梳理論脈絡作為起點，以理論邏輯帶
出研究問題，再以研究結果驗證理論的解釋力，日後研究者不妨加入其他網路社
群的文獻爬梳，讓本研究更加豐富。再者，過去研究多採用文本分析，因此在進
行訪談約訪時因線索過於稀少，導致困難重重。許多客家網路社群屬封閉型，若
162

沒有任何人際網絡，很難聯繫上負責人或管理人。因此也建議未來研究者先以參
與式觀察法與客家網路社群互動，等關係建立後，再進行深度訪談或問卷調查等
工作，相信研究進行會更加順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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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馬來西亞出國報告

客家委員會補助研究計畫-出國報告

客家知識體系天弓計畫：
全球客家網路社群之資源投入與經營績效

服務機關：國立交通大學傳播與科技學系
姓名職稱：黃靜蓉副教授
派赴國家：馬來西亞
出國期間：102 年 8 月 22 日至 8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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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摘要
資訊化的社會中，分佈於全球的客家人當然也沒有缺席這場盛宴。根據大
陸「客家風情」網 2007 年的統計，全世界的客家網站約有 630 個，分佈
國家以台灣、大陸居冠，比例超過八成。然而量不等於質，學者發現每一
家網站呈現的客家面貌或樣相多是片面、零碎、甚至是隨興而表面。此外，
根據客委會 2011 年的全國客家人口基礎資料調查也發現，在 0-39 歲的年
輕族群中，年紀愈小，對客家文化的重視程度愈低。換句話說，如何借重
傳播科技提升我群認同感成為客家網路社群首要的課題。
網路社群都是透過和使用者互動產生資訊素材，但是這些素材必須加以規
劃管理才能成為吸引使用者的訊息。因此在組織的層次，一個值得探討的
面向便是由媒體策略管理的觀點切入。畢竟網路社群本質上仍是一個媒體，
既然是媒體就會有管理的考量。尤其現今客家人分佈在世界各地，客家源
流與遷徙歷史眾說紛紜，網路社群該如何對分散於全球的客家人發揮凝聚
的效果？這個過程須投入的有形無形資源很難計數。因此本計畫認為了解
全球客家網路社群的資源投入現況，和提出可能創造經營績效的管理策略，
對於未來客家網站的經營有指標性作用。
二、 目次
甲、目的……………………………………………………………….2
乙、過程……………………………….………………………………3
丙、心得……………………………………………………………….3
丁、建議事項……………………………….…………………………4
戊、檔案照片………………………………………………………….5
三、 本文
甲、
目的
「客家」一旦進入網路媒體時代，以數位的新面貌出現，如何掌握網際網
路時代網路族的特性，將網站設計成吸引他們前來，甚至在同好同儕之間
廣為宣傳，口碑傳播，都是客家網路社群首要的課題。然而過去關於客家
網路社群的研究多聚焦於網站的文本分析 （如王雯君, 2005; 廖經庭,
2007），鮮少有研究與客家網站負責人或管理人面對面，更缺乏量化的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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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模研究，因此本計畫將有助於有心保存或散播客家文化的機構和個人，
深入了解客家網路社群經營的樣貌，有效把握科技帶來的新機會。此外，
有鑑於客家網路的興起，其範圍已經是全球性的，因此任何客家網站負責
人或管理人的目標受眾應該都是全球客家人，倘若本計畫僅侷限於研究台
灣地區的客家網站，則較難一窺國際間其他經營客家網路族群成功的案例，
因此本計畫有必要前往東南亞地區深度訪談客家網站的關鍵人物。
乙、
時間

過程
行程

地點

第一天 搭機

檳城

第二天 馬來西亞客家聯合總會會員代表大會 彭亨文德甲
第三天 馬來西亞客家聯合總會會員代表大會 彭亨文德甲
第四天 馬來西亞客家聯合總會會員代表大會 彭亨文德甲
第五天 檳城客屬公會

檳城

第六天 嘉應會館、增龍會館

檳城

第七天 搭機

台灣

丙、

心得

馬來西亞的客家人是華人遷移南洋的一部分，根據 2004 年統計，馬來
西亞共有華人 600 萬，占總人口的四分之一。華人雖占馬來西亞人口
的第二位，僅次於馬來人，但始終都不是一個同質性的族群，其中有
130 萬人會說客家話，占華人的 22%，僅次於福建人 36%，高於廣東
人 19%和潮州人 12%。不論在哪個歷史階段，馬來西亞華人身份認同
的課題，一直就是政治領導層和華人社會關注的焦點。
自十九世紀以來，華人離鄉背井，前來東南亞謀生，至 1937 年止，馬
來亞（包括馬來西亞半島部分與新加坡）華人達 210 餘萬人，佔總人
口的 41.4%，其中華人佔新加坡人口的 76.5%， 而在馬來半島的 21 個
重要城鎮中，華人人口數超過居民總數 50%的就有 17 個（陳碧笙 1989：
202-205）。由於移民多來自於福建省與珠江三角洲，所以語言的共通
性在凝聚地方社群的過程中，扮演相當重要的角色，同鄉者往往聚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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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起，相互幫忙。當華人脫離祖籍地移民海外，在移居地重建社會
組織，是海外華人所面對的共同問題。由於祖籍背景相似，漸漸形成
「福建幫」、「廣府幫」、「潮州幫」、「客幫」和「瓊幫」等，不同籍貫
的群體，因為使用不同方言，溝通上發生障礙，造成幫派之間的對立。
根據前述的分類，地緣性以及因地緣而有的語言文化特性，也是方言
社團形成的原因（蕭新煌、張維安、范振乾、林開忠、李美賢、張翰
璧，2005）。
目前馬來西亞共有 76 個客屬公會，這還不包含以地域名稱成立的客家
人組織，如嘉應會館、永定會館等。相對於中華文化的意識，客家會
館顯然重地域性和族群性，這些會館的客家文化意識也很清楚。
「1976
年 4 月 4 日，舉行成立 25 週年銀禧紀念慶典，同時召開全馬來西亞客
屬公會代表大會，通過章程草案，議決成立馬來西亞客屬公會聯合會
（簡稱「馬客聯會」）
，1979 年 7 月，馬客聯會在怡保舉行成立大會」。
今年的馬客聯會在彭亨文德甲舉辦，研究者接受馬客聯會署理會長謝
詩堅的邀請，一同前往文德甲參加三天兩夜的年會，之後再返回檳城
進行兩天的田野調查，期間共訪問了五個客屬公會的網站或臉書負責
人，名單如下，照片如附錄。
創立時間

網路社群名稱

社群類型 負責人 訪談時間

網站/
2006/2009 斗湖客家公會/
Tawau Hakka Association 臉書
網站/
2009/2010 檳州客屬公會/
臉書
Penang Hakka’s

江君送 2013.08.24

2010/2011 巴生客家公會/
Hakka Assoc Klang

網站/
臉書

江福錢 2013.08.24

2010

臉書

黃開榮 2013.08.24
曾勁華 2013.08.24

2010
丁、

Kuantan Hakka
隆雪客總

臉書

魏秀娟 2013.08.27

建議事項

研究者在這次的馬來西亞行學習甚多，也推薦未來的研究者可以多參加
由 75 個客家公會聯合舉辦的馬客聯會，對於了解當地的客家鄉親和客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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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織有非常大的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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戊、

檔案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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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中國大陸出國報告

客家委員會補助研究計畫-出國報告

客家知識體系天弓計畫：
全球客家網路社群之資源投入與經營績效

服務機關：國立交通大學傳播與科技學系
姓名職稱：黃靜蓉副教授
派赴國家：中國大陸
出國期間：102 年 10 月 12 日至 10 月 17 日

173

一、 摘要
資訊化的社會中，分佈於全球的客家人當然也沒有缺席這場盛宴。根據大
陸「客家風情」網 2007 年的統計，全世界的客家網站約有 630 個，分佈
國家以台灣、大陸居冠，比例超過八成。然而量不等於質，學者發現每一
家網站呈現的客家面貌或樣相多是片面、零碎、甚至是隨興而表面的。此
外，根據客委會 2011 年的全國客家人口基礎資料調查也發現，在 0-39 歲
的年輕族群中，年紀愈小，對客家文化的重視程度愈低。換句話說，如何
借重傳播科技提升我群認同感成為客家網路社群首要的課題。
網路社群都是透過和使用者互動產生資訊素材，但是這些素材必須加以規
劃管理才能成為吸引使用者的訊息。因此在組織的層次，一個值得探討的
面向便是由媒體策略管理的觀點切入。畢竟網路社群本質上是一個媒體，
既然是媒體就會有管理的考量，尤其現今客家人分佈在世界各地，客家源
流與遷徙歷史眾說紛紜，網路社群該如何對分散於全球的客家人，發揮凝
聚的效果？這個過程須投入的有形無形資源很難計數。因此本計畫認為了
解全球客家網路社群的資源投入現況，和提出可能創造經營績效的管理策
略，對於未來客家網站的經營有指標性作用。
二、

目次

甲、目的……………………………………………………………….2
乙、過程……………………………….………………………………3
丙、心得……………………………………………………………….3
丁、建議事項……………………………….…………………………4
戊、檔案照片………………………………………………………….5
三、

本文

甲、

目的

「客家」一旦進入網路媒體時代，以數位的新面貌出現，如何掌握網際網
路時代網路族的特性，將網站設計成吸引他們前來，甚至在同好同儕之間
廣為宣傳，口碑傳播，都是客家網路社群首要的課題。然而過去關於客家
174

網路社群的研究多聚焦於網站的文本分析 （如王雯君, 2005; 廖經庭,
2007），鮮少有研究與客家網站站長或管理人面對面，更缺乏深度的瞭解
和分析，因此本計畫將有助於有心保存或傳佈客家文化的機構和個人，深
入了解客家網路社群經營的樣貌，有效把握科技帶來的新機會。此外，有
鑑於客家網路的興起，其範圍已經是全球性的，因此任何客家網站站長或
管理人的目標受眾應該都是全球客家人，倘若本計畫僅侷限於研究台灣地
區的客家網站，則較難一窺國際間其他經營客家網路族群成功的案例，因
此本計畫有必要前往客家人的原鄉之一廣東省，深度訪談客家網站的關鍵
人物。
乙、

過程

時間
第一天 10/12 (六)

行程
搭機

地點
深圳

第二天 10/13 (日)

大客家網

梅州

第三天 10/14 (一)

客家風情

廣州

第四天 10/15 (二)

贛州客家網

深圳

第五天 10/16 (三)

饒平客家網

東莞

第六天 10/17 (四)

搭機

台灣

丙、

心得

客家是一個獨特的民系，據傳為了躲避戰亂而從黃河流域逐漸遷徙到
南方，客家人都說著相似的語言，具備相同的生活習俗和心理素質（邱
橫興，1998）
。目前中國大陸客家人主要分布在廣東、福建、江西、廣
西、湖南、四川、貴州等地，其中又集中聚居在廣東的東北部、福建
西部、和江西南部，也就是人們常說的閩粵贛交界地區。
根據統計，大陸的客家人約有 5000 萬，其中廣東是大陸第一大客家省，
客家人口約有 2000-2200 萬。在廣東省，純客家的縣市有：梅州市、
梅縣、大埔、焦嶺、平遠、興寧、五華、紫金、龍川、和平、連平、
陸河、新豐等 13 個。非純客家縣市有：深圳、乳源、樂昌、豐順、博
羅、連南、東昌、惠陽、惠東、揭西、惠來、普寧、陸豐、海豐、連
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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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因為客家人聚集的關係，大陸客家網路社群的站長或管理人也多
居住在廣東省，因此研究者根據嚴修鴻 2007 年提出的全球客家網站
630 個的資料和以客家為關鍵字進行搜尋的結果，輔以 Alexa 的全球
排名順序，找出前十名大陸客家網站，分別為客家風情、大客家網、
饒平客家網、天下客家網、粵東網、客家祖地網、中國客家網、世界
客家、客家人在北京、和贛州客家網。然而很多網站並沒有提供聯繫
方法，或者聯繫對方卻無人回應，因此最後取得客家風情、饒平客家
網、大客家網、和贛州客家網的同意，並親自前往各工作、居住地進
行專家訪談，此行共訪問了 5 個大陸客家網站負責人，名單如下，照
片如附錄。
創立時間 網路社群名稱

社群類型 負責人 訪談時間

1997

客家風情

網站

嚴修鴻 2013.10.14

2005

饒平客家網

網站

2005

饒平客家網（台灣） 網站

詹前昌 2013.10.16
許時烺 2013.10.16

2008

大客家網

網站

2011

贛州客家網

網站

丁、

鐘偉榮 2013.10.13
吳泳朋 2013.10.15

建議事項

由於大陸客家網路社群與實體社團的關聯性不強，不若在馬來西亞般，
多有實體社團對應，導致研究者在尋找網站負責人方面遭遇許多困難，
因此建議未來研究者先以加入個網站論壇的方式了解各網站的主要成
員，待時機成熟再進行面對面訪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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戊、

檔案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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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家委員會補助大學校院發展客家學術機構
成果報告書

分項計畫群 B：科技與族群文化：傳播科技與客家族群之互動

子計畫四：結合眼動追蹤法探討客家文化設計風格與特徵對
觀者偏好之影響

執行單位：國立交通大學客家文化學院傳播與科技學系
計畫主持人：許峻誠
聯絡人：許峻誠
電話：
E-MAI:
日期：102 年 11 月 1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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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前言：
近來年，政府相關客家事務機構大力的推廣客家文化產業以及相關商品開
發與行銷，讓客家文化產業與活動蓬勃發展並更有特色，其重點不外乎在客家
文化保存、創新乃至於發揚光大。客家文化相關研究豐富，但是從造形偏好角
度切入的研究不多，若能從造形偏好角度探討客家商品，有助於瞭解人們對於
客家文化美感經驗形成之因素。
過去從實驗心理學角度探討客家文化美學的相關研究較少，本研究以客家
商品的偏好為主題，結合圖像分析和眼動追蹤法，探討觀者對客家設計的偏好
以及影響偏好的重要設計手法與視覺特徵。
本研究目的主要有兩點：
（1）瞭解客家商品的不同設計特徵與觀者注視重
點之間的關係。
（2）藉由圖像分析和眼動追蹤法所提供的許多生理指標來推論
觀者對客家設計風格的偏好以及影響偏好的重要設計特徵。

貳、 執行情形
一、計畫之執行概況：
本 研 究 計 劃 共 完 成 兩 個 研 究 階 段 ， 第 一 階 段 利 用 cluster analysis 和
Dendrogram 歸納出五種主要的客家風格類型。第二階段利用眼動追蹤法
（eyetracking method）分析觀者對客家商品的注視與停留之重要設計特徵，結
果發現受試者會注意的部分可歸納成四類。計畫執行已達預期進度，之後會將
研究成果在研討會或者期刊上進行發表。
二、預算支用情形：
本計畫總補助額為 21 萬元，已於 11 月 1 日前核銷完畢。
參、 檢討與建議：
一、成果效益：
對於客家學術機構發展、客家學術研究、國家發展及其他應用方面預期之
貢獻如下：
1. 利用生理回饋研究工具研究客家主題：眼動儀能分析人們觀看時的狀況，
找出感興趣和關注的位置，是了解人如何看以及會注意什麼事物的測量工
具，因此本研究藉由眼動儀探討不同客家商品與設計風格所產生的各種眼
動指標的差異。由於眼動數據是行為和生理上的直接證據，所以拿來驗證
理論或提供建議都非常直接有效。本研究以生理回饋儀器的方式，嘗試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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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過去相關以問卷調查法所得的研究結果，可以為客家美學研究注入更為
嚴謹與具說服力的實證結果。

2. 客家文化美學體系之建構：過去從實驗心理學角度探討客家文化美學的
相關研究較少，本研究以客家商品的偏好為主題，藉由眼動追蹤法所提供
的許多生理指標來推論觀者對客家設計的偏好以及影響偏好的重要設計
手法與視覺特徵。結究結果可以提供設計師進行創意商品開發與客家風格
之營造。

二、與原訂計畫之落差及原因分析：
本研究原本預計招募 40 位受試者進行眼動實驗，但由於施測的眼動儀器
放在本系定點（竹北）的實驗室，加上研究經費有限，所以受試者招募不易；
此外，眼動實驗容易會有無效實驗數據，因此最後進行 26 人次之眼動實驗，
而有效受試人數為 20 人。

三、建議事項：
在有限的時間、人力與資源之下，本研究將審美對象物先聚焦在「台灣客
家文化商品」上，並從眼動實驗的角度建構客家文化美感偏好研究之框架，未
來研究建議可以增加眼動實驗的受試者人數，以提高研究結果的信度與效度。

四、結論：
本研究計劃首先利用 cluster analysis 建構出客家商品之風格類型；第二階
段利用眼動追蹤法(eyetracking)分析觀者對客家商品的注視與停留之重要設計
特徵。圖像與眼動實驗結果（注視時間）的交叉分析，可以發現受試者會注意
的部分可歸納成四種：放射狀造形、律動形態、完整幾何形、有圖案的表面。
本研究藉由眼動儀探討不同客家商品與設計風格所產生的各種眼動指標
的差異，驗證過去相關以問卷調查法所得的研究結果，可為客家美學研究注入
更為嚴謹與具說服力的實證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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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研究成果論文全文

摘要

過去從實驗心理學角度探討客家文化美學的相關研究較少，本研究以客家商
品的偏好為主題，結合圖像分析和眼動追蹤法，探討觀者對客家設計的偏好以及
影響偏好的重要設計手法與視覺特徵。
本研究計劃首先利用 cluster analysis 歸納出五種主要的客家風格類型；第二
階段利用眼動追蹤法(eyetracking)分析觀者對客家商品的凝視軌跡圖（Gaze plot）
與停留（熱區圖，Heat map）之重要設計特徵。圖像與眼動實驗結果（注視時間）
的交叉分析，可以發現受試者會注意的部分可歸納成四種重要造形特徵。
藉由客家文化設計要素與觀者偏好的調查與分析，可以對客家美學有更深入
的認識。合理的發開寶貴的客家文化資產，在保有傳統元素的同時，也能經由美
學精神與手法，使商品的品質與深度讓人有深刻的文化體驗，此舉也可提昇國內
外人士對於客家文化之識別與形象。此外，利用生理回饋儀器的研究取徑，也可
以為客家美學研究注入更為嚴謹與具說服力的實證結果。

關鍵詞：眼動追蹤法、客家商品、客家設計風格、偏好

一、研究計畫之目的及重要文獻
（一）、研究動機與目的
近來年，政府相關客家事務機構大力的推廣客家文化產業以及相關商品開發
與行銷，讓客家文化產業與活動蓬勃發展並具有特色，其重點不外乎保存客家文
化、創新乃至於發揚光大。客家文化相關研究豐富，但是從美感經驗角度切入的
研究不多，若能從美感經驗角度探討客家商品，有助於瞭解客家視覺風格之形成
因素。
本研究目的主要有兩點：
（1）瞭解客家商品不同設計的特徵與觀者注視重點
之間的關係。
（2）藉由圖像分析和眼動追蹤法所提供的許多生理指標，以推論觀
者對客家設計的偏好以及影響此偏好的重要設計手法與特徵。
（二）、重要文獻回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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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文獻回顧中，將針對「偏好與美感心理學研究」與「眼球運動之相關研究」
等兩個主題進行文獻整理。

二、偏好與美感心理學研究
關於美感這個議題，心理學家從學科發展的初期就開始探討了。1876 年，
善用心理物理測量法的 Fechner 出版了《Vorschule der Aesthetik》這本探討美感
心理學的書藉，書中 Fechner 闡述了對於心理學和美感的研究和觀點，這本書成
為往後影響經驗及實證心理學研究的重要著作，也被認為是第二古老的實驗心理
學分支。與現今流行的哲學來探討美感方式不同，Fechner 強調可經由片段客觀
經驗來了解美感的產生，他稱作實驗美學。直到今日 Fechner 的想法仍然啟發實
驗心理學許多的觀點，例如產生美感的閥值，當個人的經驗達到某個程度，就會
觸發個人美感的愉悅感或厭惡感，這概念也用在其他實驗心理學上。另外，
Wundt(1874)則使用內省法，來研究藝術作品或相似藝術作品的刺激，對人們心
理活動的變化。近期則有 Jacobsen(2006)提出一個美感心理學（psychology of
aesthetics）架構圖，分別是：心智（mind）、身體（body）、內容（content）、
人物（person）、環境（situation）、時間（diachronia）和跨文化（ipsichronia）。
（一）、利用認知處理模型圖解美感經驗
Leder, Belke, Oeberst, & Augustin (2004)提出了對於現代藝術的「美感經驗的模
型」，用以說明美感是如何生成以及哪些因素會影響美感。如圖 1，首先認知處
理判斷和情緒影響的兩個路徑是分開的，情緒在每個階段都會和認知處理歷程互
相影響，而認知處理歷程中有五個階段：知覺(perception)、內隱記憶(implicit
memory)、外顯分類(explicit classification)、認知控制(cognitive mastering) 和評估階
段(evaluation)，以及兩個輸出：美感情緒(aesthetic emotion)和美感判斷(aesthetic
judgments)。在模型中可以看到知覺美感的影響是在早期的階段，而模型後半開
始受到背景知識和認知判斷，或者文化外在的影響，產生美感的評價。本研究想
要探討的是，審美對象物造成人們產生美感經驗的要素是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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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美感經驗的模型(Leder, et al., 2004)

（二）、從神經生理學角度研究美感
運用各種生理儀器在美感研究上是現今另一趨勢，例如使用腦電波 ERP 的
研究，或者以 fMRI 儀器進行實驗。Jacobsen 等人對於腦電波 ERP 與美感也有一
系列的研究(Jacobsen & Höfel, 2000, 2003)，在此實驗裡，研究者請受試者作兩種
不同的作業，其一為請他判斷圖形漂不漂亮，另一作業請受試者判斷圖形對不對
稱，結果發現在美感判斷的作業中，在圖形出現後的 300~400 毫秒，在前額葉的
部分會有更負向的波出現（如圖 2 左邊）；而在另一判斷圖形是否為對稱的作業
中，則在圖形出現後 600~1100 毫秒之間，而且出現枕葉的部位，此實驗結果有
被成功的被重複驗證(Höfel & Jacobsen, 2007a, 2007b)。此外，這結果還有雙重分離
的現象，說明了判斷美感和判斷對不對稱是大腦不同的區域在運作，如果套用在
認知模型上，這兩功能就是不同的認知處理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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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腦電波 ERP 結果顯示圖(T. Jacobsen, Schubotz, Höfel, & Cramon, 2006)
１、眼球運動之相關研究
Rayner（1998）的文獻中整理了歷年的眼動研究，將其分為四個階段：（1）
1879 年至 1920 年：此為第一階段，發現許多基礎眼球運動；
（2）1921 年至 1970
年代中期：此為第二階段，開始發展眼動的應用研究，例如利用眼動資料推論認
知的過程。（3）1970 年代中期至 1998 年：此為第三階段，改善眼動記錄設備，
提高眼動資料的正確性與測量的容易性，像是眼動資料能夠直接輸出到電腦，進
行同步的分析與統計。
（4）1999 年迄今：此為第四階段，眼動技術應用更廣，像
是人因、心理學、廣告效果等。（伊彬 & 林演慶，2008）
藉由測量受測者的眼球運動，研究人員可以了解受測者注視螢幕的位置、如
何移動注視位置以及掃視瀏覽螢幕畫面的狀況（EyeTracking Inc, 2011；Poole & Ball,
2005）。常用的眼動指標有注視次數（Number of Fixations）與注視時間（Fixation
Duration），及一些透過分析軟體所呈現出來的圖像資料，如熱區圖（Heat map）
及眼動軌跡（Scan paths）。根據以上這些蒐集而來的指標數據或是圖像資料，可
以幫助研究人員得知許多眼球運動的結果。
表 1 注視相關之眼動指標
眼動指標

測量內容

參考文獻

整體的注視量

整體的注視量越多，表示搜尋效率 Goldberg & Kotval

Number of fixations

較低（可能是因為介面的設計不

overall

佳）

每一個興趣區的注視量

在一個特定的興趣區（AOI）有越

Fixations per area of

多注視量，表示這區塊較引人注意 Phillipsl（2004）

interest

或比較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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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

Poole，Ball，&

根據文字數量調整的興

如果興趣區（AOI）的內容只由文

Poole，Ball，&

趣區平均注視次數

字構成，則此區塊注視量的平均值 Phillipsl（2004）

Fixations per area of

應該除以文本的字數平均值。在

interest and adjusted for

此，通常認為有較高的注視次數是

text length

因為該項目較難再認。然而，也可
能因為該區塊為文字資訊，因此需
要較高的注視數量。

注視持續時間

越長的注視持續時間，代表資訊越 Just & Carpenter

Fixation duration

難以理解；或者也可能表示此目標 （1976）
越能吸引使用者。

凝視

特定區塊中全部注視持續時間的

Mello-Thoms，

Gaze

總合。最能夠有效地比較注意力在 Nodine & Kundel
目標物之間的分散情形。同時也可 （2002）；Hauland，
用在情境察覺的期望測量，是否在 Harris，Duffy，Smith
興趣區塊事件發生之前就有較長

& Stephanidis

的凝視時間。

（2003）

注視空間的密度

注視集中在某一小區塊時，代表焦 Cowen，Ball & Delin

Fixation spatial density

點與有效率的搜尋。平均地延展注 （2002）
視代表廣泛且無效率的搜尋。

重複注視（後目標注視） 注視過目標物之後，對目標之外的 Goldberg &
Repeat fixations

部分產生較高的注視量，代表目標 Kotval（1999）

（post-target fixations）

物缺乏意義或可視性（visibility）。

第一次看到目標物所花

第一次注視到目標物或目標區域

的時間

的時間越快，代表目標越有捕捉注 Douglass & Matessa

Time to first fixation

意力的特性。

（1999）

參與者注視興趣區的比

如果參與者對於操作任務中的重

Albert（2002）

例

要區塊給予較低的注視量，則此一

Percentage of participants

重要區塊可能需要被更凸顯或移

fixating an area of interest

動。

目標命中率（所有目標

目標的注視次數除以所有注視次

Byrne，Anderson，

on-targ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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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ldberg & Kotval

注視）

數。較低的比例表示較低搜尋效

On-target（all target

率。

（1999）

fixations）
資料來源：Poole & Ball（2005）；本研究整理。
２、外在訊息影響眼球注視—Salient map 理論
我們的眼睛在觀看訊息時，依據什麼視覺線索而移動？Itti 和 Koch (2000)的
Salient map 理論發現，眼睛會依圖片中物件的醒目性順序移動，順序的影響可能
是來自顏色、形狀、質地、密度或方位和方向。Ehinger 等人(2009)發覺受試者的
注視程度會受圖片中的三種因素所影響，分別是：1.圖片最顯目的地方、2.物體
中具代表性的部件和 3.景色之中對人有意義的內容。例如在雜誌中，若圖片比標
題醒目、標題比內文醒目，那眼動就會依「圖片－標題－內文」，這樣的順序移
動。同樣利用 Salient map 的研究，Ehinger 等人(2009)想了解在觀看自然風景照片
時，眼動指標會受什麼因素影響。結果發現受試者們觀看的位置有很高的一致性，
他們會受圖片中的顯著性（saliency，圖片最顯目的地方，如鮮豔的色彩）、物體
部件（target features，物體中具代表性的部件，如大象的鼻子）
、風景內容（scene
context，景色之中對人們或個人有意義的內容）而影響注視程度，進而引領著視
線的移動。
Yarbus(1967)也有類似發現，在人或動物的臉部，眼睛和嘴巴是注視最多的
地方，這可能是因為眼睛與嘴巴是富含表情功能的部位，這說明了資訊豐富處是
眼睛注意集中的區域（如圖 3）
，Tatler、Wade、Kwan、Findlay 和 Velichkovsky (2010)
使用了新的眼動技術，重覆檢測 Yarbus 的實驗，結果與 Yarbus 的研究一致（如
圖 4）。McDonnell、Larkin、Hernandez、Rudomin 和 O'Sullivan(2009)請受試者觀看
3D 虛擬人物，並使用眼動儀觀看受試者會注意哪些部份，用以幫助往後 3D 虛擬
人物的開發。結果發現，受試者注視比較多的部分是頭部和上半身，且臉部的質
地和特徵也會影響注視時間，顯示 3D 虛擬人物的頭部的確是受試者觀看的重點。
客家風格設計是否也會符合 Salient map 理論？哪些設計特徵有比較多的注視次
數和時間？注視的順序是否會因為不同的設計特徵而有所變化？以上這些問題
都是本研究有興趣探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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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人像的眼動軌跡圖（Yarbus,

圖4

人像的熱區圖（Tatler et al., 2010）

1967）
３、內在處理影響眼動軌跡—Scanpath 理論
Noton 和 Stark(1971)的實驗發現，同一受試者在不同時間觀察相同的圖片，
眼動軌跡的順序是相似的，因此提出 Scanpath 理論，此理論認為當受試者第一次
看圖片時，會用眼睛掃描圖片，形成一個固定的掃描路徑，然後記憶這個掃描路
徑，當下次再看相同圖片時，仍會依照此掃描路徑去看。而在觀看客家風格商品
時，不同的受試者是否會有相似的眼動軌跡？
Brandt 和 Stark(1997)使用字串比對演算法（string-editing methodology）研究
眼動軌跡，檢測受試者彼此之間眼動軌跡的相似性。Josephson 和 Holmes(2002)
同樣也用字串比對演算法研究網頁瀏覽時的眼動軌跡一致性，結果發現不同受試
者在相同網站，但不同時間實驗時，眼動的軌跡還是非常相似。這顯示網頁的設
計元素或版型，的確有某些因素會牽引受試者，反應出相似的眼動軌跡，可能符
合 Scanpath 理論。
４、其他眼動相關研究
資訊量和具代表意義的部分會吸引我們眼球不自主的去看，Mackworth 和
Morandi(1967)為了驗證在圖畫中，最容易辨識(recognizability)的地方，就是會吸引
人眼睛去觀看的地方。Mackworth 和 Morandi 選取了兩張照片，一張為有海岸線
的地圖，另一張則是人帶了紙袋但露出眼睛的照片，把這兩張照片平均分割成
64 格，找了兩組各二十人的受試者，其中一組受試者負責將兩張照片的 64 格，
評比容易辨識程度，而另一組則讓他們自由瀏覽兩張照片各十秒鐘。結果發現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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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辨識程度和注視次數成正比，當照片中某一格被評分為最容易辨識的地方，這
一格所被注視的次數也越多，顯示照片中的明顯部件，就是人們會去依賴與辨識
的特徵。但這兩張照片的類別又讓所得的結果有些微的不同，包含生物類特徵眼
睛的照片，跟只是一張地圖照片，其正相關程度更高，有眼睛部份的格子注視次
數更多，顯示生物類的特徵部件，比起人工物類的特徵部件，相對來說比較重要。
而 Yarbus(1967)利用眼動儀發現生物類的辨識上，人或動物的臉部是我們注
視最多的地方，尤其是在眼睛與嘴巴這兩個富含表情功能的部位，這同樣反映資
訊豐富處正是注意集中的區域。Ehinger 等人(2009)則想了解在觀看自然風景照片
時，究竟是什麼因素使得眼動的注視次數和時間增長，結果發現各受試者視線注
意的區域有很高的一致性，受試者受圖片中的顯著性(saliency，圖片最顯目的地
方，如鮮豔的色彩)、物體部件(target features，物體中所包含的部件有些具代表性，
如大象的鼻子)、風景內容(scene context，景色之中對人們或個人有意義的內容)
而影響注視程度，此實驗支持物體部件及部件特性是我們在觀看自然風景圖片時
的焦點。
在設計上，設計師也會依賴眼動儀所得生理結果執行設計。McDonnell 等人
(2009)想要減少當電腦在執行精緻 3D 虛擬人物所形成的大量負擔，所以請受試
者觀看 3D 虛擬人物，並使用眼動儀觀看受試者注意哪些部份，用來幫助往後 3D
虛擬人物的開發。結果發現，受試者注視比較多的部分是頭部和上半身，且臉部
的質地和特徵也會影響注視時間，顯示 3D 虛擬人物的頭部的確是受試觀看的重
點，如此一來就提供他們在設計虛擬人物時，只需要精緻化人物的頭部，簡化其
餘部位。同時此結果也發現生物類物體辨識的重點，一樣是在具大量資訊的頭部，
但此結果套用在其他生物類物體上是否也是如此。

參、研究方法
過去客家文化意象或美學這方面的研究多以哲學、人類學或者文化社會的
角度探索，本研究則從心理學取徑的眼動追踪法進行討論。將以具客家設計風格
的商品為例，以實證的方式分析影響人們對於客家文化商品的偏好與設計特徵。
本研究計劃首先利用 cluster analysis 對現今客家商品進行分類；第二階段
利用眼動追蹤法（eyetracking）分析觀者對客家商品的凝視軌跡圖（Gaze plot）
與停留（熱區圖，Heat map）之重要設計特徵。
（一）、研究設備與研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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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實驗儀器：眼動追蹤儀－Tobii T120 Eyetracker
本研究主要將利用本系傳播與認知實驗室即將購買的眼動追蹤儀器
Tobii T120 Eyetracker 進行實驗。此眼動追蹤儀器是由 Tobii Technology 公司
製造，取樣率為 120 Hz。眼動追蹤儀器用紅外線定位出觀者瞳孔的中央小窩
（fovea）在視覺空間中的落點，LED 紅外線則藏於攝影鏡頭中。使用瞳孔
中心/角膜反光點法（Pupil-Center/Corneal-Reflection），用角膜外圍的反光點
（glint），與視網膜反射的亮眼（bright-eye），計算其相對位置的改變來檢測
視線。當受試者距離螢幕 60 公分處時，視野範圍為 36 × 22 × 30 公分。
另外此眼動儀可以容忍較大幅度的受試者晃動（頭動補償範圍：30 × 22 ×
30 公分）
。搭配此眼動儀的顯示器為 17 吋 4：3 的標準 LCD 螢幕（如圖 5）。

圖 5 Tobii T120 眼動儀 (Tobii T120 操作手冊, 2008)

２、各種眼動指標
本研究重要的眼動測量指標有以下兩點：
(1) 注視次數（Fixation Count）和注視時間（Fixation Length）
認知處裡過程的複雜度，會藉由平均注視時間以及注視次數反映出來
(Goldberg & Kotval, 1999)。當訊息資訊量越大或越複雜，人們需要越多處裡
時間進行思考，因此注視時間會被拉長(Antes, 1974; Baker & Loeb, 1973;
MackWorth & Morandi, 1967; Salvucci & Anderson, 1998)，當版型設計不利於閱
讀和瀏覽時，平均注視次數和平均注視時間會隨著閱讀或瀏覽的難度而提高。
另外一方面，Nielsen(2009)的研究中發現，人們對網站中有興趣的部分注視
次數較多。使人們產生興趣去看的圖片因素有：1.高對比和高品質的圖片、
2.頁面的內容有高度相關的圖片以及 3.有吸引力的物件等，顯示注視次數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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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視時間也反應出人們內在有興趣或吸引注意的位置。
此外，眼動實驗中將事先設定興趣區域（AOI），可以探討受試者注意
與偏好的設計特徵。

(2) 眼動軌跡（Scanpath）
過去研究發現，人們在閱讀文字時眼球移動有一定規律，依循由左至右、
由上至下的路徑閱讀，並會出現急速跳躍（saccade）及凝視（fixation）等反
應。但瀏覽圖片時的眼球運動卻未被測量到相同慣性，而且觀看圖片時眼球
的跳躍幅度以及注視時間的平均值都大於閱讀文字時的移動軌跡(Henderson
& Hollingworth, 1999; 唐大崙 & 莊賢智, 2005)。利用眼動軌跡的指標可以知
道圖片中較容易被注視或被忽略區域為何。
（二）實驗程序
受試者到達實驗室後，研究者會先簡介實驗，並調整受試者座位距離
與高度至眼動儀可偵測到眼睛的位置。
實驗開始前，會先跟受試者說明指導語：「畫面資訊出現時，請仔細
瀏覽畫面中的訊息，結束後按空白鍵換下一張；眼動瀏覽實驗結束後，請
你針對這些圖片使你產生的美感情緒填寫問卷。」說明完即進行眼動校正
工作，利用 Tobii 軟體內建的五點校正功能，請受試者眼睛隨著小點移動，
完成校正後，實驗正式開始。實驗過程將會有一連串的版型出現，受試者
瀏覽結束後可按空白鍵換下一張圖片，每張圖片出現前會有兩秒的十字型
凝視點，20 件客家商品的刺激材料依照內建程式隨機播放一遍。實驗示
意圖可參考圖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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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 受試者進行眼動實驗示意圖

（三）刺激物與受試者
本研究利用cluster analysis法針對篩選出具代表性的100件客家商品做分
類；接著從中再挑選具代表性的客家創意商品20件進行眼動實驗，眼動實驗
共招募26人次，有效實驗樣本20人，其中包含男性10人與女性10人，受試者
皆具正常或矯正後正常視力。

四、研究結果
（一）、客家商品風格類型分析
首先，我們藉由相 SPSS 的 ALSCAL 運算來建立客家商品的相似性的認知空
間，此空間主要顯示刺激物在認知空間中的分佈情形，並呈現出刺激物在空間中
的分群現象，此外我們也能詮釋圖中客家商品分佈趨勢的意義(圖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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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a) 16 個客家風格商品樣本在 ALSCAL 向度一和向度二相似性認知空間圖中
的分布

圖 7(b) 16 個客家風格商品樣本在 ALSCAL 向度一和向度二相似性認知空間圖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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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分布
從上方認知平面圖中，我們可看出向度 1 與商品所使用的材質有關，越往右上
方，可以發現多為堅硬的材質，如陶瓷玻璃木頭等；而愈往左下方，商品的材質
愈為柔軟，多為布料製的商品。而向度二和色彩因素有很大的關聯，愈往左上方，
色彩鮮豔度愈高；而愈往右下方，色彩愈為黯淡，多屬暗色系商品。
接著利用 Spss 軟體的 cluster analysis 以及 Dendrogram 圖，歸納出五種主要的
客家風格類型（如下圖 8）：鮮豔花布型、藍衫型、裝飾型、桐花圖樣型、日常
生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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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1：鮮豔花布型

S2：藍衫型

S3：裝飾型

S4：桐花圖樣型

S5：日常生活型
圖 8 客家商品的類型分佈圖

接下來針對這五種風格類型做說明：
從風格認知平面圖上可以看到，S1 皆是以花布為設計元素的商品，且大多數商
品的花布色調皆為紅色，色彩鮮豔而喜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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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1：鮮豔花布型

S2 的商品則多以客家藍衫為其風格，且大部分為布質商品。

S2：藍衫型

S3 的商品多為裝飾性質，例如首飾及服飾配件，或者是純粹裝飾性質的擺飾。

S3：裝飾型
S4 的商品大多印有桐花圖樣。

S4：桐花圖樣型

S5 的商品大多是日常生活中的居家用品，例如名片座、茶具、時鐘…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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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5：日常生活型

（二）、客家商品之眼動分析
眼動實驗結果的數據資料為各客家商品的眼動指標（包括注視次數和注視時
間、眼動軌跡與眼動軌跡角度）
，將會利用 SPSS 統計軟體進行敘述性統計、變異
數分析與事後比較等。
完成眼動資料蒐集之後，可以使用 Tobii Studio 1.5 眼動分析專用軟體處理各
項資料。該分析軟體可根據研究需求，事先畫定版型的興趣區域（AOI, Area of
Interest），軟體便可輸出該畫面區域注視次數與注視時間兩項研究依變項，並觀
測其眼動軌跡。同時 Tobii Studio 程式能生成讓人一目瞭然的示意圖，熱區（Heat
map）可以呈現注視次數或注視時間最久的地方，以瞭解視線分佈概況（如圖 9）；
而凝視圖（Gaze plot）則呈現視線的先後順序，可以瞭解視覺動線運作（如圖 10）。
利用眼動工具所蒐集的資料，可以更客觀或者輔助問卷調查所得之結果。

圖 9 客家創意商品熱區圖（Heat m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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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0 客家創意商品凝視軌跡圖（Gaze plot）
利用眼動追蹤法(eyetracking)分析觀者對客家商品的注視與停留之重要設計
特徵。經過圖像與眼動實驗結果（注視時間）的交叉分析，歸納出受試者會注意
的視覺特徵有四種：
1.

「放射狀造形」：從圓心或中心點向外以輻射釋放的方式前進、成長
與延伸的形態，會引導觀者視線移動，造形上也讓人聯想到花朵或煙
火等等，給人正面印象的自然或非自然物造形。

2.

「律動形態」
：將視覺元素規則的或不規則的重覆排列，或以週期性、
漸變性的表現，使視覺產生抑揚變化的運動感，就是律動。律動有持
續前進、延伸、成長的意義，因此也會引導觀者視線移動。

3.

「完整幾何形」
：當我們看到簡單的封閉形狀，例如正方形、三角形...
等幾何形，我們的視線會不自覺地受其吸引，這種視覺特性就符合完
形學說的各法則。

4.

「有圖案的表面」：在一個單純的背景中，具或非具象的圖案容易突
出為視覺的刺激物，能很快的被察覺與辨識。

五、討論與結論
本研究計劃首先利用 cluster analysis 和 Dendrogram 歸納出五種主要的客家
風格類型：鮮豔花布型、藍衫型、裝飾型、桐花圖樣型、日常生活型。第二階段
利用眼動追蹤法(eyetracking)分析觀者對客家商品的注視與停留之重要設計特徵。
圖像與眼動實驗結果（注視時間）的交叉分析，可以發現受試者會注意的部分可
歸納成四種：放射狀造形、律動形態、完整幾何形、有圖案的表面。
本研究藉由眼動儀探討不同客家商品與設計風格所產生的各種眼動指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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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異，嘗試驗證過去相關以問卷調查法所得的研究結果，可以為客家美學研究注
入更為嚴謹與具說服力的實證結果。
過去從實驗心理學角度探討客家文化美學的相關研究較少，本研究以客家商
品的美感為主題，藉由眼動追蹤法推論影響偏好的重要設計手法與視覺特徵。結
究結果可以提供設計師開發創意商品與營造客家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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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前言：
自從 80 年代研究民族認同的經典名著《想像的共同體》﹝The Imagined
Communities﹞出版以來，經由新聞、文學、教科書的大眾印刷出版品所產生的民
族「認同想像」，已經成為探討民族主義的經典理論與方法。而研究族群認同的
社會學家也同意，民族主義的方法也適用於分析族群團體﹝ethic groups﹞的認同
研究上。90 年代末，
「全球化」現象更使得社會學家們意識到民族與族群的想像
認同有著更大範圍的變化，例如，傳播資訊與交通技術的發達，使得民族/族群
的認同想像已經超越了古典的大眾出版印刷想像層次，進一步發展成為一種跨國
離散的全球化景觀層次。
本研究結合上述的古典印刷出版想像與當代全球化的族群景觀想像來考察
客家族群想像的世紀變化。在為期二年的計劃中，本計畫成果寶告書是這個計劃
的第一階段成果報告。主要從個人的生命史傳記等等印刷品出發，結合關於族群
想的理論，來考察關於一種現代性意義上的台灣客家族群想像的形成與發展。

貳、執行情形：
一、計畫之執行概況：
完成與「現代性族群想像」的相關重要理論論述的整理、詮釋以及對比。
完成以族群想像的角度進行五位重要的、跨世代的客家菁英的生命史比
較。
並印證現有的，唯一一本關於《台灣族群想像》一書研究，是一個重要、
但被誤解，並且被過度忽視，值得持續深化與對話的作品。
二、預算支用情形：
經費執行情形因為無法依照原計畫進行口述訪問，業務費轉以購買書籍，
其餘皆依計畫預訂情形辦理，執行率 100%。

參、檢討與建議：
一、成果效益：
目前國內的客家研究主要重點大致都放在歷史學、人類學、傳播、文化產業、
地方文史工作…等等項目之下。以社會學角度的進行客家研究的作品依然偏
於少數。本計畫作為一個族群社會學的客家研究計畫，引進了相當多的社會
學族群理論方面與現有的研究進行對話。除了社會學的族群理論，另一個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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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是採取生命史的角度，進行一個世紀範圍的跨世代生命史比較。預計在這
方面將會能客家研究開闢一個新的研究理論視野，以及分析方法的先鋒性研
究。
二、與原訂計畫之落差及原因分析：
原定安排的有 5-6 位受訪者，但都因為醫療照護健康問題，或者居間聯繫的安
排人的時間配合，以致估計從安排受訪，訪問，乃至到打字稿的出現，可能
要經歷 3-4 個月的過程。並且，從預計可能接受訪問的對象背景中，研究者認
為，如果要達到計畫所預計的能呈現族群認同意識的內心敘述，可能要多進
行幾次的深度訪問，才有可能如實呈現生命史的深度分析。這樣的估計是少
要超過半年以上時程。再加上核發的研究經費，恐不足以負擔五位受訪者多
次與篇幅甚長的逐字稿與交通食宿費用。所以，改採以既有的全集與文字出
版的鑽計分析為主。

三、建議事項：
建議經費能更加充裕。建議關於研究計畫的進程之監督考核，能有更多自由
的研究轉向、研究寫作，以及完成一個研究過程的時間分配上的「自由度」。
畢竟客家研究主要性質上是一種社會科學與人文科學的性質。一個計劃的進
行、問題架構、調查研究的資料收集，與完成計畫的書寫等等。很難像自然
科學或應用科學那樣可以預見一個精確的步驟與程序。自由度因此很重要。

四、結論：
在完成關於傳統客家認同與現代性的客家族群想像的比較後。本計畫事實上
已經大致完成台灣客家族群想像的階段性考察任務。計畫初步設定目標以經完成，
將能順利開展下一階段的全球化客家族群想像的考察與比較。

肆、研究成果論文全文
「事實上，所有比成員之間有著面對面接觸的原始村落更大﹝或許連這種村落也包括在
內﹞的一切共同體都是想像的。區別不同的共同體的基礎，並非它們的虛假/真實性，
而是它們被想像的方式」
。
──﹝《想像的共同體》
，頁 42。重點為筆者所強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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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研究問題意識
在上面一開頭的引言是引自 Benedict Anderson 其著名的民族主義的經典研
究作品《想像的共同體》﹝The Imagined Communities﹞中的一段文字，我們從
這段文字中可以看到這經典作品的一個核心論題就是：所有超越面對面的共同體，
維繫其認同連帶的基礎都是建立在一種想像﹝imaginary﹞的層次上而開展的。
從這個角度來看，規模比家族、氏族，乃至村落或聚落更大的「族群」﹝ethnic
groups﹞，其作為一種人群分類認同的共同體單位，事實上也跟「民族」﹝nation﹞
一樣，它也是建立在某種想像的方式之下而得以被建立。台灣客家作為一個族群，
她的人口規模與居住的地域分布，早就遠遠超越一個面對面的互動層次，因此維
繫一個客家族群的認同，顯然也必須建立在一個想像的層次上才得以開展出來。
因此，正如 B. Anderson 所說的：「區別不同的共同體的基礎，並非它們的虛假/
真實性，而是它們被想像的方式」
，當我們要探索客家族群認同或者族群意識時，
我們可以提出像這樣的問題：客家人作為一個族群單位，她被想像的方式是什
麼？
自從上個世紀 80 年代研究民族認同的經典名著《想像的共同體》出版以來，
經由新聞、文學、教科書的大眾印刷出版品所產生的民族「想像」，已經成為探
討民族主義的經典理論與方法。而研究族群認同的社會學家也同意，民族主義的
方法也適用於分析族群團體﹝ethic groups﹞的認同研究上。然而，令人訝異的是，
在關於客家族群的認同研究，或者是關於客家意識的興起與發展上，以“族群想
像”作為理論或方法的研究作品卻是甚為稀少。本研究主要便是從這個理論視角
作為出發點，試圖探討族群想像一詞與台灣客家研究之間的適用性問題。
就筆者所知，台灣當前在客家研究上與「族群想像」 一詞有關的研究作品
目前僅有兩個，一是《當代台灣社會的族群想像》﹝王甫昌，2003﹞，另一本則
是王甫昌指導的碩士論文：《集體認同的建構：當代台灣客家論述的內容與脈絡
分析（1987-2003）》﹝林詩偉，2005﹞。儘管如此，這兩位作者卻也都沒有對什
麼是「族群想像」的“想像”做一個清楚的界定。以在台灣最知名、最常被引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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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代台灣社會的族群想像》﹝以下簡稱《族群想像》﹞一書而言，作者所謂的
「族群想像」並沒有說明他自援引自哪個理論脈絡，或者是否是已是一個族群研
究的通行概念。由於這本小書是改寫自作者向一群高中生的社會科學營隊的講稿
而來，因此書寫上並沒有濃厚的學術論文的格式。因而我們可以猜測，「族群想
像」是否是來自 Benedict Anderson 的《想像的共同體》中的民族想像的延伸挪
用呢？這也是本研究另一個要探討的主題：當前唯一以“想像”進行台灣客家研
究的作品，究竟其“族群想像”與民族主義研究中的“民族想像”有多大的意涵
異同？ 從閱讀《想像的共同體》一書中對“想像”一詞的理論使用，我們會看
到其實“民族想像”的誕生有著複雜且巨大的文化社會變化過程為基礎。那是否
族群想像與民族想像一樣，必須有著這樣的社會文化過程，從而才成為可以“被
想像”的呢？台灣的客家族群想像是否也需要某種社會文化的背景才才得以誕生
而發展？這也正本研究所試圖要去探討的。
最後，從上述一開頭這段引言中我們也可以看到，民族與族群的想像，不
應被視為一種無中生有或漫無方向的“自由聯想”式的想像，而應該被視為是作
為一種人群認知/分類的思維圖式。認同想像的內容最重要的並不是其虛假與真
實，族群研究要研究的是，在什麼社會文化的背景下為什麼會出現新的族群分類
想像？而族群作為一種新範疇，它們被想像的方式是什麼？作為一個擁有其特定
的族群性﹝ethnicity﹞的客家族群﹝ethnic groups﹞，作為一種新的族群意識，其
如何被 figure out？

二 相關理論探索
在這節，我們首先更細緻與進一步來探討 Anderson 對民族想像這個字的分
析。對 B. Anderson 而言，民族主義的想像有兩個重要的想像層次﹝或模式﹞：
第一個層次是傳統的思考/想像方式瓦解：1.宗教的、語言的神聖共同體、2 傳統
王朝的政治秩序、3 建立在基督教信仰的非線性、非連續性的「同時性」
﹝simultaneity﹞時間意識，這三個要素逐漸衰弱，讓位給一種世俗的、追求主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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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而在時間意識上則是一種“與此同時”﹝meanwhile﹞的時間意識。而民族主
義正是誕生在這種傳統的想像思考方式瓦解之後的一種新想像方式。正是在這個
意義上，我們才可以說民族主義的人群想像是一種「現代性」﹝modernity﹞的
想像。94
但是，光有現代性的想像還無法說明為什麼民族主義會取代或成為一種唯
一的主流的人群分類想像方式？畢竟新的現代性認同想像有需多競爭者，例如最
大的兢爭者便是馬克思主義的階級共同體的政治想像。這因此牽涉到民族想像的
第二層想像。這第二層想像牽涉的是“機器複製”的當代技術因素；小說、報紙、
基礎國民教育、官方統一國語、行政區的劃分、殖民地知識分子的朝聖之旅程、
地圖、博物館、人口普查的分類…等等。正是這第二層次的技術性基礎上，民族
主義得以取代諸多人群劃分與政治共同體的想像，成為一個主流的人群認同想像
不斷地被拷貝與盜版的蔓延出去。這就是 Anderson 在書寫《想像的共同體》的
章節劃分基礎。
接下來我們來看族群想像與民族想像有什麼異同。
「族群﹝ethnic﹞有很多與民族﹝nation﹞相同的涵義，但是卻沒有政治主
權自治實體的含意；如果一個族群希望自己管理自己，她必須開始稱自己為民族。
就像法語加拿大人的表現一樣」
。﹝Steve Fenton, 2009; 58﹞因此，民族與族群的
差別就在於民族具有追求主權的自我管理與國家狀態，其他民族與族群的差別事
實上非常微小。如果族群與民族的內涵主要的差異點在於是否有追求政治主權的
政治意志，那麼，族群意識/族群想像與民族意識/想像一樣，作為一種新的、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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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者認為當我們將 Anderson 的民族想像運用於族群想像時，必須牢記的一點是，這裡所謂
的想像，是一種「現代性」的、具有存有論意義上斷裂的新想像。因此，以下的引言值得再三細
讀：
「基本上，我主張在歷史上直到三個根本的，而且都非常古老的文化概念喪失了對人的心靈如公
理般的控制力之後，並且唯有在這個情況發生的地方，想像民族之可能才終於出現。第一個概念
是認為特定手抄本﹝經典﹞語言之所以提供了通往本體論真理之特權途徑，恰恰因為它本身就是
那個真理的一部分。正是這個理念孕育了像基督教世界、伊斯蘭世界和其他的跨越各大洲的信仰
集團﹝sodalities﹞。第二個概念則相信社會是自然而然地在至高的中心──和其他人類隔絕，
並依某種宇宙論的﹝神意的﹞律則施行統治的君王──的四周與下方組織起來。…第三是一個時
間性的概念，在這概念之中，宇宙論與歷史無法區分……將人類的生命深植於事物本然的性質之
中，對存有的日常宿命性﹝最重要的是死亡、損失和奴役﹞賦予某種意義，並且以各種不同的方
式提供從這些宿命中獲得救贖之道」。﹝《想像的共同體》，頁 7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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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的人群分類方式，是否需要歷經某種傳統或既存的想像認知自身的文化系統瓦
解之後才有可能出現？族群意識/族群想像與民族意識/想像具有甚麼樣的相似
性與差異性？
關於這個問題，筆者認為研究民族主義與族群文化的社會學家 Brubaker 的
「族群認知」理論觀點頗能呼應 Anderson 的想像觀點。Brubaker 在他的 Ethnicity
without Groups﹝2004﹞一書的第三章題為“Ethnicity as Cognition”﹝〈最為一種認
知的族群性〉﹞ 一文中，他認為不要將族群視為一件客觀存在世界中的事物或
實體﹝things or entities in the World﹞而應該將族群視為一種看事情的方式(ways
of seeing)或是對世界的一種觀點(perspective on the world)。
因此對 Brubaker 而言， 族群研究應該看重不是作為一種群體﹝groups﹞而
更應該看重的是「作為一種日常生活意識的族群」﹝everyday ethnicity﹞。
Brubaker 的論述在這裡值得我們參考的是他回顧族群理論後認為，過去族群被
認知的方式是從一種 stereotype﹝例如膚色、種族特徵、特有的生活方式…等等﹞，
發展到被視為是 social categorization﹝例如移民群體、少數民族、特殊宗教文化
群體、特有人文區位的生活者…等等﹞，現在關於族性的定義則走到了必須從族
群認同者的自我認知的角度出發去理解。因此，關於什麼是構成一族群的基本？
Brubaker 認為必須從每個族群認同者內心的一種認知/感受的圖式﹝schema﹞來
加以掌握。
如果我們同意「族群想像」﹝ethnic imagination﹞不是一種自由聯想式的主
觀想像發明，我們因此也可以把族群想像視為是一種族群認知/感受的圖式
﹝schema﹞。因為兩者都是一種關於人群方類方式的「認知圖式」。而這種族群
「認知圖式」並不是單純客觀的族群特徵，正如 Anderson 分析民族想像誕生於
傳統宗教、傳統朝代政治體的崩潰，以及機械複製技術的單生一樣，有其特定的
社會文化史的變化背景。
那麼，族群想像作為一種新的認知圖式，她需要什麼樣的社會文化史的變
化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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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本研究主要並不在族群理論方面的創新與整理，下面，我們簡短以客
家族群為例，來論述為什麼在現有的族群理論之外，我們還需要再以一種族群想
像理論來探討客家族群想像的重要。
Barth﹝1969﹞的族群邊界論﹝Ethnic Groups and Boundaries﹞，其觀點認為
族群性並沒有一定固定的核心本質要素，探討族群性必須從族群互動的過程中所
產生的「邊界」而定，因為族群劃分正是在這個邊界出現的地方才出現。哪裡有
邊界，那裏就有族群性。Barth 的田野研究主要是在社會互動並不頻繁的中東遊
牧民族。但這樣的邊界觀點事實上並無法有效地回答為什麼過去台灣會有「隱形
的客家人」的現象。少數的客家人與主流的福佬人，其互動並不採取畫出邊界的
方式，而是採取隱形化的策略行動。
另外一種主要的觀點是原生論(primordialism)。原生論者認為，諸如語言、
共同的血緣祖先、傳統宗教或文化慣習等等，這些都是構成一個一個民族或族群
的自然要素，它們是最基本的、本質性的，也是原生自然的。原生論者因此被視
為是一種反對族群性純粹是一種「社會建構」的觀點。其實，原生論最初提出的
論點並不是用於與社會建構論的觀點作為對立面。原生論的觀點最初提出來的脈
絡是因為要回答，為什麼美國社會中的「大熔爐」計畫是失敗的，族群性並不消
失於大熔爐的美國社會中？因此，原生論者強調了不同於「公民連帶」﹝civic tie﹞
的原生情感連帶的面向﹝語言、宗教、傳統習慣、祖先血緣…等等﹞，認為這些
傳統情感與文化特質並不是「公民身份」所可以加以替代的，他們甚至是比政治
法律所建構的公民連帶更要基本的(primordial)。可是同樣的，原生論者並無法回
答，為什麼客家族群運動出現時並不是一個全族群性的運動，而且看不出一般人
民日常生活中的族群原生族群意識？更有甚者，台灣的族群運動﹝包含客家運動﹞
是發生於 1980 年代中期的政治民主化的運動中，並結合了公民運動，匯集了一
個多元社會的公民社會的共識想像中。因此，作為族群，客家人既是原生的，也
是公民的。筆者認為，如要回答為什麼客家運動為什麼一方面強調其原生族群性
意涵，又強調是多元公民的一份子，這正是必須從客家族群的「族群想像」誕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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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社會背景加以才得以可能。
另外，族群研究中的情境論(circumstantialism)與處境論(situationalism)則強
調族群意識的誕生與劃分必須放在其社會處境與情境的脈絡下來看。經濟弱勢或
者競爭壓力過大，或者族群動員對其有種種利益都可以看作是族群性被引發出來
的最重要條件。這或許是一種典型的社會建構論觀點。可是情境論與處境論固然
可以回答為什麼在 1987 年發生由知識分子帶領的客家族群運動，然而，卻無法
細緻說明客家運動的內部為什麼有類似“新的客家人”的論述？為什麼客家運動
是誕生在台灣經濟起飛後的 80 年代中？而且在這之前，除了原住民，台灣福佬
與客家並沒明顯的資源分配不公或族群經濟壓迫的現象？
所以，如果我們要回答 80 年代產生的客家族群運動，以及其深刻內涵，我
們應該從族群想像的認知角度再仔細看待客家族群意識的產生與變化。

三. 現有關於台灣客家族群想像的相關研究
王甫昌的《台灣族群想像》﹝2003﹞一書是目前唯一採族群想像的論點討
論客家族群意識的研究作品。有趣的是，10 過去了，至今的客家研究者幾乎很
少採取這樣的理論取向。
王甫昌關於族群想像的論點如下：
「族群是指一群因為擁有共同的來源，或者共同的祖先、共同的文化或語言，
而自認為、或者被其他人認為，構成一個獨特社群的一群人」
。因此，
「族群
相對於其他社會團體的認同，最獨特之處，在於它是以強調成員之間的“共
同來源”或“共同祖先” ，作為區分“我群”與“他群”的標準」
。共同祖先是真是
假並不重要，重要的是，如果一個群體認為自己有這樣的共同來源，就足以
構成他們的族群想像。﹝王甫昌，2003；10-11。﹞

從上述的引言中我們看到，王甫昌指出的族群想像是一種關於祖先、血緣
與語言的原生認知模式。而這種認知圖式顯現：「族群意識使人們認為，這些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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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人與自己屬於同一族群，彼此之間有一種類似家族的血緣或文化連帶關係。這
種親近關係的建立與維持，有相當大的程度其實是“想像”﹝imagination﹞的結
果」。﹝同上﹞
後一段話中，王對於想像一詞運用，容易使人認為血緣與文化連帶感是想
像的，從而不是真實的、是虛構的。這樣的使用容易使想像一詞淪為一種“人為”
的構造，而無法提升想像一詞的認知圖式層次。
除了共同血緣、祖先的認知之外，其實，王甫昌所要強調的重點是：以「族
群」來做為一種人群分類想像是相當近代才有的發明。其特質與過去人類歷史上
諸多人群分類主要的不同在於，現代的族群想像具有「人類都是平等的，只是有
文化或體質的差別，但是沒有高下之別」。這種觀念是「非常新穎且具革命性的
想法」
。古人能夠想像的社會關係包括：鄰里、社區、家庭、親屬、家族、氏族、
領主、君王、甚至民族，但是並不刮“族群”。因此，當代人理所當然的覺得：每
個人都應該有一個族群身分，而我族群與他族群有差別、但是平等，其實是相當
晚近的現象」。 ﹝同上；23。﹞
筆者認為，王甫昌的族群想像所要說的真正核心意義是：每個人都有其族
群身分，每個族群是平等的，而這完全是一種相當新穎的現代現象。由於我們當
代人，特別是台灣社會在 80 年代歷經一連串民主化、反歧視的族群運動之後，
這幾個概念已經成為我們的日常基本常識，因此我們很不容易注意到這三點其實
是一種相當晚近的現象，而且是一種王甫昌所說的「現代性的族群想像」。
這裡，我們可以將王甫昌的族群想像做一個簡短的分類：
1. 族群想像是一種共同的祖先、共同的文化或語言的想像。
2. 每個人都有其族群身分，每個族群都應該是平等的。

有別於 Anderson 將民族想像的源起歸於傳統想像認知的崩解與機器複製技
術的出現，王甫昌將現代性族群想像的出現歸結於弱勢族群的族群運動結果。因
為剛剛說過了，現代的族群想像中，每個族群應當都是「平等的」，而弱勢族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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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不平等的處境特別容易有所感覺：「族群的分類方式，是一個社會中的弱勢
族群，為了反抗或抵抗優勢族群對他們的壓迫，而產生出來的一種新的人群分類
方式」。﹝23﹞
王甫昌這裡的論述相當程度採取了一種「情境論」的觀點，他從情境論的
觀點去看待族群分類的認知圖式，其結果便是他認為，族群分類會因為複雜的族
群關係﹝處境﹞，而在歷史上具有變異性。「台灣社會中的福佬人、閩南人、客
家人…等等劃分，都是具有相對性與時空性的分類建構。最後，族群意識﹝與族
群認同﹞因此必須被視為是「族群運動建構的結果」
。﹝同上；23-25。粗體字為
筆者所強調。﹞
總和來說，王甫昌所要強調的族群想像的現代性是建立在“競爭”與“衝突”
的社會脈絡下所形成的結果：「差異本身並不足以造成有重要社會意義的人群分
類，競爭與衝突才是主要原因」。﹝同上；35﹞因為競爭與衝突，所以才強調“平
等”沒有高下，也因為競爭與衝突，因此每個人都必須其自身的族群身分歸屬。
而這完全是一個相當晚近現代才有個觀念與分類方式。
王甫昌關於族群想像的最後一個論點是：「當代的族群意識受到現代國家
與公民觀念的啟發」。一方面是在個人基本公民權之後有個團體的語言、文化權
之要求，另一方面則是在民主制度的架構下，以議會協商、請願與社會運動的方
式來展現這種團體文化權的訴求。過去的團體衝突例如清朝的械鬥，幾乎不會涉
及語言、文化或歷史記憶這些團體權利的訴求。而且解決的方式也是訴諸武力衝
突。因此面對面的衝突動員之下的社會互動團體連帶感，比起超越面對面的族群
想像更為有用。現代的族群想像在「遠水救不了近火」的時代根本起不了作用。
因此在這種「同類相聚」的社會互助現實需求下所形成的“客庄”、“泉庄”以及“漳
庄”，不能算是一種現代意義上的族群想像之聚集。現代族群想像與傳統的同類
相聚的差別在於，在國家武力壟斷下，「傳統的歸屬性團體漸漸失去其重要性、
成就性團體又無法完全滿足個人最深沉的歸屬性需求的情況下，“族群”就變成很
理想的新興替代單位。在族群的想像下，個人想像自己屬於一個有文化傳承的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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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體」。﹝同上；50﹞
簡單來說，王甫昌的族群想像觀點認為，由處於弱勢地位的族群，在現代
國家公民憲法的架構下，發動了族群平等運動，建構一種“每個人都有其族群身
分，每個族群都應該是平等的”的現代族群想像。他以台灣戰後的發展經驗說明，
台灣客家族群想像是 20 世紀 80 年代中期之後的產物。不只如此，台灣的族群想
像﹝四大族群﹞，最先也是 1980 年代初期才開始發展出來的。依據王甫昌的說
法，戰後，台灣社會的人群劃分主要的是外省人/本省人的劃分方式，這主要表
現在“省籍情結”與“省籍人士”等的詞彙之上，這是由處於政治弱勢的台籍人士所
發動的省籍想像。而在 1970 年代之後，台灣新世代的政治反對運動中，一種過
去不曾存在的新形態人群分類想像方式誕生了。新生代的反對者開始用族群來取
代過去省籍。而到了 80 年代中期，現代意義下的族群則開始出現於客家運動以
及四大族群的分類想像中。因此，王甫昌認為台灣四大族群的分類想像是一種族
群運動的結果。
王甫昌的《台灣族群想像》一書於 2003 年出版之後，儘管廣泛受到客家研
究者的引用與討論。不過從上述本文仔細地將「族群想像」加以清楚釐清之後，
我們將發現現有的客家研究者儘管都會引用王甫昌的論點，然而卻都不會完全同
意王的論點，或者在沒有進入關於「族群想像」的概念理解之下就直接予以否定。
筆者認為主要原因有二：一是王甫昌的族群想像論點主要是一源於社會學式的概
念，並且與 80 年代以來關於民族主義研究中的民族想像有著傳承性的分析取向，
而現有的客家研究者大多是歷史學或者人類學訓練出身，比較不能接受或熟悉社
會學的理念型概念，比較注重史料的說明；第二個原因便是王甫昌在該書中並沒
有特別針對「族群想像」的概念進行細緻的定義說明，尤其是在理論上沒有說明
族群想像與民族想像在概念上的傳承與差異點。後一個原因使得一般讀者淪於從
純粹字面意義上去理解族群想像一詞中的“想像”，認為是一種虛構或人為建構意
義上的想像，從而忽略了使人得以進行族群想像之前所需要具備的社會基礎脈絡
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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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可以從兩篇客家研究的作品來看這個問題。一個是陳麗華﹝2011﹞的
〈談泛臺灣客家認同：1860－1980 年代臺灣「客家」族群的塑造〉
。陳文的主旨
在於不同意王甫昌所說的「當代泛台灣客家認同」是出現於 80 年代中期的產物。
她認為日本時期的客籍教育菁英早在日本時期在民族主義的衝擊與探索下，便已
經具備有「泛台灣客家認同」的出現了。因此此文主要的工作便是收集許多史料
用以說明日本時期與戰後國民政府時期，在中國民族主義脈絡下的客家人論述便
已經在客家菁英中培養了「泛台灣客家認同」。陳文不只誤解了王甫昌的「泛台
灣客家認同」﹝王有區分兩種客家認同：“傳統的泛客家認同”以及 80 年代中出
現的“當代泛客家認同”﹞，更為根本的是，陳忽略了王所要論述的是只有在 80
年代中出現的“當代泛客家認同”才是建立在他所定義的「族群想像」的意涵上。
從王甫昌的觀點來看，80 年代之前的泛客家認同只是傳統的人群分類下的客家
人群意涵而已，而這種傳統的人群分類意涵並沒有超越太多地域性和面對面的社
會互動所產生的人群關係所需。儘管陳文舉了很多史料，說明日治時期長大的一
代曾經存在過以客家人為主的團體，有些則到過中國留學與工作從而知道客家人
這個稱呼，或者日本統治當局與西洋傳教士確實引進了“客家”﹝Hakka﹞這個外
來詞，然而，這些史料的爬梳充其量能說明“客家人”這個外來詞在台灣社會的接
受史，但是“想像”身為一個「弱勢的、有共同祖先的，必須享有平等文化生存權
的族群團體的客家人」
，在 80 年中以前的客家菁英上確實是不存在的。我們不能
把上層菁英基於社會互動或社會資本所需而進行的結社團體等同於一種社會事
實意義上的「族群想像」；同理，我們也不能總督府、國民政府的戶籍分類快速
等同於「族群想像」。
另一個本著作是今年才完成通過的博士論文《台灣客家的形塑歷程：清代
至戰後的追索》﹝林正慧，2013﹞。林文的研究篇幅更大，她的研究包含了清代
時期各種書寫中的“客”、“客人”、“客家”等詞的意義，更擴大到中國嶺南華男客
家原生地區中客家人認同的出現，然後比較日治時期中台灣與華南等地的客家認
同同步發展，乃至戰後與國民政府來台的“外省客家人”所闡發的中原客家論述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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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代台灣客家人意識的影響。與陳文不同的是，林文賦予更多段落來討論王甫昌
的族群想像概念的使用。林文充分意識到清代以來的祖籍分類與現代的族群想像
有很大的差異，她也知道族群一詞完全是 80 年代才在台灣社會中被廣泛使用的
新詞彙，因此她接受王所區分的兩個泛台灣客家認同的實質差異，認為「台灣客
方言人群以過往歷史去動員族群之前，究竟採取怎樣的認同機制」，有必要更進
一步去細緻的釐清﹝林正慧，2013，頁 8﹞。她對王甫昌《台灣族群想像》一書
的批評有四，但主要都是從台灣客家歷史發展的歷史敘述的補充性觀點，例如區
分北客與南客的義民與褒忠亭差別，以及戰後大陸客家對台灣客家的主導性影響
力等等。但是除此之外，林文便將“族群想像”一詞不再提起，整本論文從清代到
當代台灣的“客家形塑”過程與族群想像不再有任何關係。
《族群想像》一書中的族群想像的觀點，類比於民族主義的爭論，我們可
以把它歸為是一種「現代論」而不是「原生論」的觀點。這觀點非常類似 Ernest
Gellner 為主的「現代化理論」。因為 Gellner 認為民族主義的認同正是起源於現
代社會工業化之後，在傳統農業社會文化與政治結構崩解後，離家背景的人群需
要一種新的文化意義來解釋自身經歷的不平等感受。這也很類似 Anderson 在《想
像共同體》一書中所說的「殖民地知識分子的朝聖旅程」所引發的差異與共同命
運感。從這個角度來看，王甫昌所說的基於競爭與衝突的“族群想像”與此有異曲
同工之處。族群想像與民族想像，兩者都源於一種現代社會的衝突與不平等命運
感。
唯一值得進一步討論的是，不論在 Gellner 或是 Anderson 那裡，不平等與
衝突並不是唯一的民族想像出現之因。更為根本的是，千年來的傳統文化與政治
秩序的崩解，不再能提供一套關於個人在社會中所遭遇的不平等與命運多舛的解
釋架構與意義之後，民族認同或民族想像才得以在眾多認同之中脫穎而出，提供
一套完整的意義與整合個人與社會的意義系統。而族群想像是否也是這樣呢？族
群想像的現代性是否與農業社會或千年傳統文化的崩解有關呢？從台灣客家族
群意識的發展來看，我們或許可以進一步追問，為什麼在 80 年代經濟發展爭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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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高峰期，那是一個台灣錢淹腳目的時代，為什麼那時候反而會出現客家族群運
動？是甚麼樣的不平等、經爭與衝突導致需要引發客家人的族群想像？而傳統的、
既有的文化政治秩序有什麼樣的不足以致需要一種「新的人群分類」想像？
正如同兩篇作者對於王甫昌的質疑一樣，筆者認為王甫昌的族群想像事實
上涵蓋了兩種族群想像：建立在原生連帶(primordial tie)的共同祖先、共同血緣
與文化的族群想像，以及建立在公民連帶(civic tie)的族群身分與平等的這兩種想
像。儘管王甫昌所要強調是後者的現代性族群想像的重要，並且認為族群想像是
族群運動的結果，但是他無法為什麼現在族群運動卻是以強調/建構族群的原生
特質而進行的。我們可以問：如果沒有一定程度的原生族群連帶/分類為基礎，
如何進行族群運動？從而產生現代的、公民的族群想像？某種程度我們可以說王
甫昌的研究有一點犯了原生論與建構論的二分觀點。
儘管如此，筆者認為《台灣族群想》一書中隱含的﹝弱勢﹞處境論觀點某
種程度可以解釋為什麼台灣的客家族群想像的誕生涵蓋了原生連帶與公民連帶
這兩種族群想像的特質。而筆者認為這正是現代台灣客家族群想像的一個具特殊
與典範代表性之處。
筆者認為，若將族群想像以一種「認知圖式」的理論角度加以重新使用，
而不必侷限於公民的或者原生的，也不因為強調其公民的而將族群想像視為單純
是一種族群運動的結果，那麼我們將能更進一步細緻看待客家族群想像的認知變
化歷程。儘管社會運動確實對於人們既有的認知方式與意義產生改變，而族群運
動作為一種社會運動當然對於現有人群分類認知會加以改變，但是族群運動對於
族群想像的認知產生多大意義的改變呢？這顯然很難加以客觀測量。在下一節中，
我們將以幾位客家菁英的生命史為考察對象，探討其族群想像的變化歷程，從而
反映客家族群想像在上一個世紀的變化歷程。
在這一節中，我們選擇了丘逢甲、吳濁流、龍瑛宗、鍾理和、鍾肇政。這五
位具代表性的客家菁英作為考察對象。選擇這五位人物作為生命史的分析，有幾
個方法上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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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這五位人物留下了大量的文字書寫可以進行分析。這些書寫文字某
種程度沒有口頭訪問所具有的訪問者所帶來的族群意識的介入干擾。
其次，這些全集式的書寫涵蓋各式文體，很能反映作者具有的多樣的意識。
最後，這五位人物的一生分別跨越了清朝政府──日治時期──國民政府
﹝包含戒嚴與解嚴，以及族群運動與政黨輪替﹞這三個政權形式，不只經歷了巨
大的政權轉換經歷，而且具有從傳統到現代的複雜社會生活史的變遷意涵。這五
位人物也分別代表了三個世代的意識變遷。這足以讓我們進行一個具有代表性的
族群想像分析。
4.1

丘逢甲（1864 年 12 月 26 日－1912 年 2 月 25 日）

丘逢甲是生長在苗栗銅鑼地區的客家人，他是清朝時期的進士，接受的是
典型的傳統漢文學堂教育長大的仕紳。他擔任過書院的主講人，也擔任過地方武
力的團練主持人。可以說是一個典型舊社會價值的集成者。但他也是經歷過政權
轉換，以及新舊文化交替的人，在他的後半生，他有現代的民族意識，也具有創
辦新是學校的經驗。不只是一個生長在台灣客家地域的鄉紳，他也到北京考試，
結識清帝國的外省官員，帶領抗日與組織臨時政府，並且流亡在廣東祖籍地，並
廣泛與孫中山等革命團體有所聯繫。
基本上，從丘逢甲的傳記與作品中我們看不到客家族群意識的重要書寫。
新近被討論是他關於“台人”與“台民”開端性意識。﹝薛雲峰，2008﹞換句話說，
族群分類人群的意識，並不曾表現在丘逢甲這個世代菁英的意識中。儘管歷史研
究者指出，丘逢甲在台灣與東渡到廣東的後半生中，所結交與引以為知己的上層
官員與知識菁英，泰半大多是操客家母語的客家人。但是，這樣的族群親緣性只
能說停留在面對面的社會互助性層面，並沒有超越面對面的族群想像層次。
4.2 吳濁流（1900 年 6 月 2 日─1976 年 10 月 7 日）
作為知名的台灣文學家，其生平應該不用再介紹。值得提的是，吳濁流不
黯福佬語，其具代表性作中《亞細亞的孤兒》
、
《南京雜感》
、
《無花果》以及《台
灣連翹》中我們可以看到大量的日本人、漢人、台灣人、外省人等等的人群分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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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關係描述。但是很少看到﹝幾乎沒有﹞他以族群分類的方式去描述台灣社會的
族群關係。儘管在某些地方會提到他的重要社交對象與朋友是在客家人的圈子內。
例如他在學生時參與「客家青年同鄉會」，以及在遠赴中國南京當記者時因為客
家人之便，能快速打入汪精衛政權中的許多客家高層官員。這些流露出來的客家
親緣，依然也只是停留一中面對面的社會互助或社會互動的層次，並沒達到一種
超越面對面的族群認同想像的分類意識。而且，在他晚年參與台灣文學的香火延
續工作時，他對台灣文學的論述中絲毫不曾表露客家話語福佬話的語言差異對於
台灣文學有何重要的影響。
吳濁流因為經歷的日本與國民政權的兩種外來政權統治經驗，事實上他對
人群差異經驗是非常敏感的。從他主要的著作中可以看到，他的作品主要在描述
各種人的複雜關係：本島的日本人、內地的日本人，日本人裡面又分為軍人、軍
國主義者、具有自由思想的日本老師與校長等等，更別提台灣人與大陸中國人的
差異了。像這樣敏感於人群關係差異的觀察者，令人訝異的是吳濁流的書寫中完
全看不到關於台灣內部閩/客族群差異，或者平地與原住民差異的書寫與描述。
在戰前我們可以看到他關注的是日本人與台灣人的關係與差異，在戰後，他關注
的是來自中國的外省人與本地台灣人的差異。可是完全看不到福佬人與客家人的
族群差異的描述。
4.3 鍾理和（1915 年 12 月 15 日－1960 年 8 月 4 日）
鍾理和比吳濁流年輕幾歲，也與吳濁流一樣具有中國居住的經驗，吳濁流
出身於北部客家人，鍾理和則是出身於南部美濃的客家人。基本上這兩人同屬一
個世代，不同的是，兩人的文學書寫內容不同。吳濁流以政治社會為描述對象，
鍾理和的作品則偏重於客家村落生活的描述。不同於吳濁流熱愛創作古體詩，鍾
理和則偏愛收集客家山歌。他的《原鄉人》作品更體現了台灣與大陸的客家原鄉
關係情節。而且他的作品也更多出現客家厘語或諺語的特色。可是嚴格來說，鍾
理和的作品中也是一樣並沒有流露具有任何族群分類想像的書寫。他的客家村落
生活描述、客家諺語的大量使用，或者客家山歌的採集，純粹只是因為他生活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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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身於一個使用客家語言的客家人而已。
在戰後的文學聯絡活動中，鍾理和曾經向鍾肇政表達過一個族群差異的觀
點，那就是他反對以福佬語作為台灣文學的主體語言。他認為不應該忽視在台灣
事實上存在著使用客家話與福佬話的兩大人群。
鍾理和的作品不願像吳濁流一樣直指政治社會的世界，可能跟他的胞兄鍾
浩東（原名鍾和鳴）參與地下黨而被國民黨槍斃有關。因為從其全集來看，在這
之前，戰後初期他在大陸與歸來台灣的那段時期，他的散文事實上有許多關於時
局的政論文章。但也可能為他的疾病，使他的文學書寫關注在被迫隱居的農村生
活周遭，以及這些農村世界與生命的無奈痛苦等主題上。因此嚴格來說，鍾理和
並不識欠缺政治社會的敏感度，族群意識的缺席並不識他刻意的隱藏。我們只能
說他像同世代的吳濁流一樣，並沒有族群想像的分類認知圖式。
4.4 龍瑛宗（1911 年 8 月 25 日－1999 年 9 月 26 日）
龍瑛宗比吳濁流年輕幾歲，比鍾理和大幾歲，但都是同屬同一世代的知識
份子。龍瑛宗跟前兩者比起來，不同在於他的文學生命在日本時期就已經是一個
知名作家了。但是在戰後，他比前兩者的創作量更少。但是同樣的，吳濁流、龍
瑛宗與鍾理和，這三人均不熟捻福佬語，同樣是生長於典型的客家村落中，並且
經歷日本政權與國民政權轉換的巨大社會文化變遷。並且，同樣的，正如那個世
代的知識份子一樣，龍瑛宗的文學創作中沒有任何台灣族群差異的描述。他早期
習慣用日語的官方分類方式，將客家人與福佬人說成「廣東系」與「福建系」的
不同，偶而，他也用山民部落來形容他的故鄉北埔。在戰後，他則逐漸使用中文
中的客家與福佬人之分。有趣的是，龍瑛宗在日本時期，事實上對於原住民的蕃
社生活進行過許多探討與書寫。因此，也不能說龍瑛宗是一個對族群差異無感的
文學家。可是儘管如此，在日本時期他兩次的環島旅行，以及戰後他幾次的台灣
旅行遊記中，他對於客家與福佬的聚落差異沒有賦予任何的紀錄。
但龍瑛宗與吳濁流、鍾理和其最大的不同是，他活過了 80 年代的客家族群
運動以及 90 年代的李登輝本土化運動。而這些外在的政治社會變化，並不是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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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影響到龍瑛宗的文學書寫。例如，他晚年幾篇對自己的文學作品進行傳記性回
顧評論中，他開始頻繁而零星出現了關於自己出生於北埔客家村落的客家身分的
強調。而且在戰後，龍瑛宗曾投入太平天國以及姜家金廣福的歷史研究。在與台
灣文學的歷史回顧上，幾次關於自己的傳記性回顧中他開始零星地加入客家人身
分﹝而不是早期書寫中的廣東系與山民﹞。這或許可以看作是 87 年族群運動的
影響。但是即使如此，在龍瑛宗晚年與客家認同極為強烈的新世代作家通信中，
龍瑛宗一直不曾流露客家人身分在他的一生與文學書寫中有任何重要性，他也不
曾附和這個客家作家的強烈族群意識。
4.5 鍾肇政 1925 年 1 月 20 日 － ）
鍾肇政比吳濁流年輕 25 歲，幾乎可以說隔了一個世代。但是像前三位一樣，
他也日本─國民政府政權轉移。不只如此，他的創作生活經歷了戰後台灣文學的
組建與發展，鍾肇政更是台灣文學場域中核心組織者與創作者。他更經歷 1980
年代的解嚴與客家族群運動，以及 2000 的政黨輪替，並且也是這些運動的主要
活動參與者。而由於後面這個 80 年代的族群運動經歷，更是使得鍾肇政與其他
四位客家菁英相比之下，具有族群意識想像的比較參考性與代表性。
鍾肇政即使經歷日本教育，但是他最主要的文學活動都是在戰後開始，並
且，一如之前的吳濁流、鍾理和以及龍瑛宗一樣，作為台灣文學的組織者與書寫
者，我們在 1987 年之前也看不到鍾肇政文字作品中的客家族群意識的突出與流
露之處。
然後，在 1987 之後，鍾肇政在文學工作之外最主要的另一個書寫與公共活
動便是參與 1987 年的客家族群運動，以及組織「客家公共事務協會」與宣揚「新
的客家人」的族群想像工作。也正是在「新的客家人」的論述中，我們才看到一
種新的、現代性的客家族群想像的表現。
正如先前王甫昌的族群想像論述重點一樣，鍾肇政的「新的客家人」論述
內涵具有如幾點主要特徵：作為現代公民的族群身分定位不需要羅香林的中原血
脈想像、客家人不是客居的“客人”，而是根著於這塊土地的國家公民的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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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家人要勇敢地爭取平等的尊嚴、不再屈於弱勢而隱形、國家有義務保障客家語
言與文化的族群集體生存權…等等。以上新的客家人的論述內涵，都符合王甫昌
對於族群想像的分析架構。

結論
1.從跨越傳統到現代的三個客家世代菁英的書寫分析中，筆者同意王甫昌
關於客家族群意識的論述：也就是在傳統的/面對面的社會互助下產生的客庄、
閩客對立等，是屬於一種傳統的「泛台灣客家認同」，這種傳統的客家意識基本
上是建立在面對面的社會互助與互動層次上。這個傳統的社會互助族群聚集，基
本上沒有一種超越面對面互動層次，但是成員基本上有限的的「族群共同體」的
族群想像意識。
其次，在這之外，80 年代中的族群運動中則產生了新的「現代性」的客家
族群認同。雖然這兩者有其延續性與相似性，但是「他們的社會意義與性質有重
大的轉變」
。現代客家族群想像典型的表現在鍾肇政對於「新的客家人」的定義：
客家人不是客居的“客人”，而是根著於這塊土地的國家公民的主人、客家人要
勇敢地爭取平等的尊嚴、不再屈於弱勢而隱形、國家有義務保障客家語言與文化
的族群集體生存權…。
2 王甫昌認為客家族群想像純粹是 80 年代中族群運動的結果。然而，筆者
認為應該再進一步重新探討這個因果關係。理由如下：
從 Anderson 的民族想像理論來看，應該是先有民族想像的認知/想像圖式
產生，才導致民族運動。筆者認為這也適用於族群想像。如果民族想像其實是一
種認知機制、有其機器複製一樣的模式可供「盜版」模仿﹝Anderson; 222﹞。因
此有第一波、第二波、第三波以及老舊帝國的官方民族主義運動相繼模仿與盜用。
那是因為 Anderson 認為民族想像其實不是雜亂的想像，而是有其組裝模式的「配
線」﹝wiring﹞。先有這些配線，而後才引發一波波的民族主義運動。﹝Anderson;
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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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像的配線」也呼應了 Brubaker 將族群視為一種看事情方式(ways of
seeing)的認知/感受的圖式﹝schema﹞。
如果族群取代種族分類只是 70 年代才在西方/美國社會展開，那麼 80 年代
台灣社會的族群認知模式/族群想像配線，究竟從何盜版而來？筆者認為作為土
著的原住民運動與作為少數族群的客家運動，分別有其族群想像的配線。只有更
進一步探索這些配線，我們才能進一步分析 80 年代的台灣族群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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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家委員會補助大學校院發展客家學術機構計畫
成果報告書

分項計畫群 B:科技與族群文化：傳播科技與客家族群之互動
子計畫六:看見。橫山！客庄農村雲端數位互動導覽服務系
統建置計畫

執行單位：國立交通大學客家文化學院傳播與科技學系
計畫主持人︰林崇偉
聯絡人：林崇偉
聯絡電話：
E-MAIL：
日期︰102 年 10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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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本計畫選定的場域為新竹縣橫山地區，是新竹科學園區的後花園，更是一
個具有多元風貌客家農村聚落，其中包含深厚人文、自然，以及農產等資源。
近年來隨著有機農業、科技移民與青年返鄉蔚為風潮，橫山地區居民的自覺意
識興起，社區組織蓬勃發展，若能夠經由學術研究與大學課程將創新智慧生活
科技（Smart Living Technology）的應用導入社區，透過服務科學的科文對話機制，
與在地居民攜手形塑農村數位傳播特色發展、價值策略、創意設計，將有機會
能創造新世代的在地特色經濟模式，更具發展橫山地區成為臺灣北部休閒遊憩
與農村再生未來亮點的潛力。
本 計 畫 採 「 穿 領 域 」（ trans-disciplinary ） 視 野 ， 傳 播 不 只 是 「 傳 播 」
（communication）
，更具有「傳動」
（communi-action）
，亦即「傳遞感動，促成行
動」的意義和企圖。計畫內容連結研究人員、科技專家與年輕學生和農村在地
居民，以雲端運算的科技作為核心，研發並推動橫山地區「農村數位傳播服務
一雲多螢智慧系統」
，包含：
（1）數位內容自主建置方法、
（2）內容維運管理雲
端平台與智慧展示導覽服務系統，以及（3）建置移轉永續營運機制，期能為新
竹橫山地區規劃出一個創新的農村數位傳播（數位內容、數位學習與行銷推廣）
的策略與方法，並透過結合服務科學方法、大學傳播課程和科技研發能量，進
行場域實證、資源整合，以及系統導入，打造出服務科學在教育創新和地方整
合的成功案例。
貳、執行情形：
一、計畫之執行概況

本計畫按相關研究期程與規劃，逐步執行，2013年月起迄11月底順利完成各
項計畫工作。

季別

1 月至 3 月

4 月至 6 月

預定工作摘要
1.
2.
3.

智慧導覽的文獻檢討
研究方法與架構設計
操作概念連結與整合

4.

專家諮詢

1.
2.
3.

資訊指標架構的確立
智慧導覽的內容建置
地方單位動員和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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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至 9 月

1.

資料彙整與平台建置

2.

數位內容主題發展 10

1.
2.
10 月至 11 月
3.
4.

資料分析與比對
資料重整與研究
智慧導覽系統架設
成果報告書的編擬

本研究開發「看見。橫山！──客庄農村雲端數位互動導覽服務系統」
，提
供手持行動載具的創新數位內容服務方式，更便於「各年齡層的民眾用手指頭
就可以操作使用或進行觀光導覽服務」
。內容呈現涵蓋：文字、圖片(可在同版面
多張閱覽、細部放大與拖曳旋轉)及多媒體動畫、影片及數位學習之筆記、重點、
標籤、摘錄、互動與測驗等多重功能。第一季所完成進行文獻與科技檢索之清
單請參考報告書後之參考文獻目錄。
「看見。橫山！──客庄農村雲端數位互動導覽服務系統」除可供導覽者
手持使用進行產業介紹、產品展示、觀光導覽服務外，同時還可以配合不同的
使用者場域、地點與族群，建置為可拆卸攜帶，或固定裝設之直立式展示資訊
服務熱點（Information Service Hot Spot）
，可應用於鄉土產業教學展示、園區定點
導覽，DIY步驟影音教學、旅遊服務中心或是客戶休息區供使用者輕鬆瀏覽、深
度體驗、數位學習。更能結合行動展示投影技術功能，成為行動式大型講堂，
讓服務使用層面多元、豐富與充滿想像空間。
如下圖所示，擬開發的「看見。橫山！──客庄農村雲端數位互動導覽服
務系統」包含三大部分：（1）數位內容建置計畫、（2）智慧展示導覽服務系統
以及（3）建置移轉永續營運機制，期為新竹橫山地區規劃一個創新的農村數位
傳播（數位內容、數位學習與行銷推廣）的策略與方法，

圖、「看見。橫山」系統研究重點與規劃方法步驟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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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季則經在地社區訪談後確定開發目標如下：
一、 使用者操作情境
提供在手持行動載具的創新數位內容服務方式便於「各年齡層的民眾用手
指頭就可以操作使用或進行觀光導覽服務」
。內容呈現涵蓋：文字、圖片(可在同
版面多張閱覽、細部放大與拖曳旋轉)以及多媒體動畫、影片以及數位學習必需
之筆記、重點、標籤、摘錄、互動與測驗等多重功能。
二． 使用者應用情境
供導覽者手持使用進行產業介紹│產品展示│觀光導覽服務外，同時還可
以配合不同的使用者場域、地點與族群，建置為可拆卸攜帶，或固定裝設直立
展示資訊服務熱點（Information Service Hot Spot）。
應用於鄉土產業教學展示、園區定點導覽，DIY步驟影音教學、旅遊服務中
心或是客戶休息區供使用者輕鬆瀏覽、深度體驗、數位學習。能結合行動展示
投影技術功能，成為行動式大型講堂，讓服務使用層面多元、豐富與充滿想像
空間。
本季完成「可以應用於三種資訊科技服務情境之數位內容服務」具體設計
便於在地農村社區組織能夠彈性運用三種智慧展示與導覽情境，包含了:「可應
用於輕便可攜進行移動導覽解說之智慧行動載具數位服務內容」、「固定式或可
攜帶架設生態文史景點之公用資訊服務站服務內容」以及「可無線連接大型投
影多媒體團體簡報數位內容」，如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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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第三與第四季則具體完成開發項目，兩大主軸10個主題，本計畫均已確實
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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亮點主軸一：橫山柑橘產業
內容：為在地客庄柑橘業者的種植方式、柑橘的種類、相關農業知識
以及生態環境導覽解說提供深度設計的多媒體互動服務。
五大主題要項：
1. 柑橘基本知識（含互動問答）
2. 柑橘種類區分與圖例
3. 柑橘種植方式與解說
4. 生態有機之栽培解說
5. 柑橘地方產業之發展

亮點主軸二：橫山內灣遊憩
內容：規劃自由行旅客與背包客深度體驗內灣老街的互動導覽解說服
務，增加遊客對於在地遊憩的體驗與地方依附。
五大主題要項：
1. 內灣歷史與散步路線規劃
2. 內灣戲院之歷史回顧展示
3. 老街人文與歷史導覽解說
4. 在地小型特色商家的介紹
5. 在地遊憩景點的互動體驗
二、預算支用情形：
本計畫各項預算項目與支用均按原訂規劃，已於 2013.10.28 完成各項支用核銷。

經

費 項

目

單

價 數

人事費
計畫主持人
林崇偉
兼任助理

量 總

小計

計算方式及說明

114,200
110,000 研究計劃推動、雲端數位導覽服務系統設計，

10,000 11 月*1 人

成果報告與研究論文撰寫，以及各項計畫相關
綜理事務。

4,200 文獻資料蒐集整理、地方聯繫工作（受訪單位

4,200 11 月*1 人

以及文史工作者等），行動服務系統建置經費
單據整理與核銷以及計劃推動行政相關工作。
（自費） 本計畫預計完成 10 項橫山鄉數位互動導覽的
記錄、田野調查工作。將由交大客家文化學院
學生，以兩人一組，分十組學生，共 20 人，
外出田野調查共三次，每次調查工作 6 小時，
行動路線後製約 4 小時，所需工讀津貼費用
為：(20 X 3) X 10 X 100 ＝ 60,000

（支援總計畫）
大學部學生臨時助理
工讀津貼

價

60,000

工讀金
(100/h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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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雜費

小計

學校計畫行政管理費

21,000

95,800
21,000 支付交通大學校內行政管理與網路使用費，按

一批

學校規定為計畫申請補助經費之 10%。

日常業務費
（含研究相關之團隊
聯繫郵寄、電信網路與
交大校方電話費用）

5,000

一批
(11 月)

55,000 本計畫需進行完成 10 項橫山鄉數位互動導覽

19,800 紙張、碳粉、磁碟、印表機、影像輸出、訪談

電腦網路周邊器材與
耗材費

19,800

一批
(11 月)

差旅費／出席費

20,000

一批

衛星定位與軌跡記錄
器材設備

80,000

一批

行動服務開發與測試
智慧手機與平板電腦
設備

200,000

一批

總計

記錄、田野調查，訪談資料蒐集、影印印刷、
郵務往來、電信聯絡、文具相關、專家諮詢，
以及數位網路連線費用等。
國立交通大學總機 03-5712121 分機清單為
58695│58696│58697│58696│
31964│53226
數位網路號碼：（計畫主持人）
錄音以及開發數位導覽系統相關之周邊材
料、展示架、網路連線設備等之費用。

（自費） 研究人員專家座談諮詢之相關交通及車馬差
旅等費用。
（自費） 衛星定位與軌跡記錄器材共 20 台，每台單價
約 4,000，共 80,000 元，本項費用已由計畫主
持人另案向教育部智慧生活人才培育計畫申
請通過。
（自費） 行動服務開發與測試使用之智慧手機與平板
電腦 10 台，每台單價約 20,000，共 200,000 元，
本項費用已由計畫主持人另案向教育部智慧
生活人才培育計畫申請通過。

210,000 元
參、檢討與建議：
一、成果效益：
近年來隨著有機農業、科技移民與青年返鄉蔚為風潮，新竹台三線居民的自
覺意識興起，社區組織蓬勃發展，若能經由學術研究與大學課程將創新智慧生活
科技（Smart Living Technology）應用導入社區，透過服務科學的科文對話機制，
與在地居民攜手形塑出數位傳播的特色發展、價值策略、創意設計，將創造出新
世代的在地特色經濟模式，能做為串連台三線整體觀光發展，更連結新竹內灣支
線一線九驛發展，整體以本計畫教學研究成果做為客家農村創新創業服務潛力亮
點的範例。
本研究在客委會補助下，所建立數位導覽展示科技原型成果已成功建置數位
導覽服務，並完成智慧導覽服務資訊系統（硬體由新東陽股份有限公司贊助，實
體建置於北二高關西服務區二樓，常設性展覽，展期迄2014.12月底止），獲得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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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縣政府與在地民眾的高度肯定。2013.10.30由新竹縣邱鏡淳縣長親自主持開展，
由在地農村婦女親自示範導覽，獲廣大迴響，除受到媒體關注外，更引起地方社
區產業的高度重視與興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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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結論與建議
本計畫除能為拓展後續學術研究、產業應用發展及人類認知的豐富性，帶
來「空間向度」的無限可能外，更探索資訊傳播科技與地方休閒遊憩產業結合
的新著力點。強調人文與科技的對話，探索未來智慧生活與數位文化發展對地
方商圈和文創產業發展的影響，對橫山客家特色農特產與文創產業扮演資訊與
傳播科技推手角色，作為日後客家地區提昇觀光休閒遊憩深度和廣度，以及教
研實務人才培育的重要參考。
下年度計畫「品味。竹東」擬加強跟在地產業的連結，豐富大山背博物館
的服務價值並充實其地方連結數位內容。選定場域在台三大道上由橫山延伸到
竹東，具體內容包括：連結國立交通大學客家文化創意產業課程發展，以竹東
客家湯圓與米食為主軸，結合在地人文、藝術、園區、自然、食材，以及地方
農特產等資源，發展出數位展示科技導覽服務一套以上。由以上詳盡之成果報
告，確實可看見這套智慧服務系統充滿應用價值和發展潛力，能克服農村人事
時地物展示上的困難，更能豐富遊客的體驗，提升農民展示說故事的能力，若
能搭配硬體和資訊架構設計服務，就更能完整包覆農村在地行銷推廣的服務情
境，並融合在地農村居民「生活、生產與生意」的「三生」機制，以深度體驗
為行銷傳播媒介，用數位內容創造溝通平台，推動都市農村互惠、共生、共榮
發展的創新可能。

肆、研究成果論文全文

一、研究問題與目的
近年來以文化為名的商品被大量製造、銷售和消費，顛覆傳統上文化與經
濟向來被視為二元對立的認知。而隨著「文化創意產業」
（cultural creative industry）
逐漸成重要的新興經濟產業與生活模式，當前臺灣在產業轉型、區域發展、弱
勢照顧以及社區營造的重要策略正在強調：如何將「創意」（creativity）與「科
技」
（technology）作為創新因子（innovative factor）
，加入既有的生產（production）、
空間（space）、社區（community）和環境（environment），由此創造附加價值
（value-adds）、擴張市場規模（market capacity）、提升競爭優勢（competitive
advantages）更建立起永續發展（sustainable development）的基礎。也因此，這兩
年來產官學界無不紛紛投入思考，應如何結合我們既有資訊與傳播科技（ICT）
的強項來發展地方文化的特色商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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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竹苗縣市範圍內客家聚落大多為位處山區的小農村，近年來雖然已發展
出許多成功、且具代表性的觀光景點，但在好生興旺的當下，一樣的老街、相
同的飲食、類似的景點、重疊的意象，卻造成地方特色日漸模糊，市場競爭激
烈，缺乏後續發展所需能夠持續吸引年輕／不同族群深入參與之新穎的文化行
銷題材，更亟需創意性的策略規劃。如何才能增加旅遊的深度，還能讓參與者
在休閒遊憩的同時也享受地方特色文化深度探索的樂趣，是極為明顯且強烈的
使用者需求。而這樣的需求其實正呼應了地方文化觀光產業對於「不只是過客！」
的期待，希望觀光熱潮能為地方經濟的發展，帶來新的機會、更久的停留、持
續的認同以及經常性的消費。
因此，本計畫結合文化資產保存、區域發展規劃、文化創意產業、地方商
圈規劃與衛星定位技術，探索結合資訊與傳播科技（ICT）推廣地方商圈文創產
業發展的方式。以國立交通大學客家文化學院（位於竹北）鄰近客家農村聚落
橫山鄉作為田野場域，應用衛星定位技術（GPS）、地理資訊系統（GIS）與雲
端運算數位互動導覽系統（Apple iPublishing），選取橫山深具客家文化特色的產
業、天然地景、商家、歷史文化景點活動進行數位典藏和記錄。目標在將橫山
鄉歷史悠久的特色產業、深具特色的歷史脈絡、別有風情的人文發展進行整合
包裝，製作以推動客家地方文化深度休閒遊憩為主題「雲端數位互動行動導覽
服務」
。藉此，本計畫嘗試連結管理研究領域對「遊憩涉入」
（recreation involvement）
及「地方依附」（place attachment）概念因果關係的探討，經由對於網路社群使
用者需求和互動行為的案例研究，找出地方商圈網路社群資訊內容發展和經營
策略。同時，也回應國內地方觀光和文化創意產業發展的需求。
本計畫回應在全球智慧化管理趨勢與全球知識體系下文化衝擊的挑戰，重
點在探索如何結合臺灣在資通訊科技的優勢，挖掘在地特色以提出創新服務，
追求建立產業與生活交融，農村與居民共同承擔、開創、經營與回饋的創新服
務科學生態系統模式（Eco-system）。並嘗試融合在地農村居民「生活、生產與
生意」的「三生」機制，以深度小旅行為傳播媒介，用數位內容創造溝通平台，
推動都市和農村互惠、共生、共榮發展的創新可能。計畫除能夠為拓展後續學
術研究、產業應用發展及人類認知的豐富性，帶來「空間向度」的無限可能外，
更能探索資訊傳播科技與地方休閒遊憩產業結合的新著力點。強調人文與科技
的對話，探索未來智慧生活與數位文化發展對地方商圈和文創產業發展的影響，
對橫山鄉客家特色農特產與文創產業扮演資訊與傳播科技推手的角色，作為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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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客家地區提昇觀光休閒遊憩深度和廣度，以及教研實務人才培育的重要參
考。

圖、農村創新智慧行動服務與數位傳播的重點目標

二、文獻回顧與探討
智慧科技的應用與產業競爭力與國家競爭力密切相關，而產業更是農村社區
賴以維生主要經濟收入來源，面對近年國內經濟不景氣與失業率之攀升因素，農
村社區面對產業之轉型與未來之發展，已直接牽連到農村社區居民的直接收益與
生活型態。農村地方產業行銷轉型與再造正是現今農村面臨最大困難，農業社區
人口外流影響亦不在話下。居民開始主動思考如何延續在地傳統文化與凝聚社群
共識。
本團隊回應全球智慧管理趨勢與全球知識體系文化衝擊挑戰，重點結合臺灣
在資通訊科技優勢，挖掘在地特色，以提出創新服務，追求建立產業與生活交融，
農村與居民共同承擔、開創、經營與回饋的創新服務科學生態系統模式
（Eco-system）。同時，嘗試融合在地農村居民「生活、生產與生意」的「三生」
機制，以智慧科技為傳播媒介，用數位內容來創造溝通平台，推動都市和農村可
互惠、共生、共榮發展的創新可能。
此外過去農村行銷重點多著重傳統節慶、展示活動、促銷方案，但這些都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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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證明是短期且效果有限的作為。未來農村行銷的重點應擺在「價值與理念的傳
遞」，這也就是說：綠色是一種理念、是一種態度、是一種信仰、是一種生活方
式，而只有透過教育、透過旅行、透過體驗，結合科技的傳播力量，才能創造感
動，催促行動，創造出真正的綠色未來。很明顯，農村行銷的重點在於觀念的創
新、改變與推廣，更勝推出創新的產品和服務。
隨著服務經濟（Service Economics）時代的來臨，加上資通訊科技（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ies, ICT）日新月異發展，對數位化服務成長有顯著
的影響。透過資通訊服務（ICT-enabled Service）支援產業發展新興服務與市場
策略、協助政府規劃科技應用相關政策，為服務經濟時代的競爭壓力提供創新
優質的服務。資訊與科技系統的設計，重點往往並不在系統本身，而在於特定
的應用情境裡，如何能提供對使用者（遊客）最適切的智慧行動導覽服務，又
或者，智慧行動導覽服務如何能夠為地方的休閒遊憩活動在熱鬧的節慶效果外
，還能加強使用者（遊客）對地方的認同，增加對地方的情感，還有加強重遊
的意願？正是本團隊推動農村智慧行銷領域的重點。
（一）、關鍵性新科技
根據美國新媒體聯盟（New Media Consortium, NMC）以及學習創新協會（
EDUCAUSE Learning Initiative, ELI）所提出之關鍵指標性報告—Horizon Report
（地平線報告）以科技前瞻之概念出發，歸納全世界各地相關學者觀點、論文
與研究報告，輔以觀察新興科技運用於教育、研究、創意等領域產生的影響、
發展趨勢與未來挑戰。報告提及六項關鍵技術：行動裝置（Mobiles)、雲端運算
（Cloud Computing）、地理資訊（Geo-Everything）、個人網頁（The Personal Web
）
、語意感知應用（Semantic-Aware Application）
、聰明物件（Smart Objects）等（
林國平，2009）
。而 NMC 在 2010 年的地平線報告（2010 Horizon Report: Museum
Edition）更將：雲端運算、地理定位（Geolocation）
、行動裝置及社群媒體（Social
Media） 列為已立即可應用的科技，近年來也成為熱門的應用關鍵技術。
１、行動裝置
行動裝置能在單一手持通訊設備撥打電話、照相、錄影、錄音、存放資料
、音樂甚至電影及上網等功能，例如智慧型手機、平板電腦等，目前幾乎已經
發展到人手一機的地步。使用手持行動裝置（如iPhone、iPad等），可在軟體市
集購買下載各式功能的微型應用程式（Application，以下簡稱App）。此外情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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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知及姿勢感應技術也都整合在行動裝置上使之更多樣化且適用於學習、創作
和社交網路等。對許多使用者而言，行動裝置已能達成大部分電腦的工作範圍
。
２、雲端運算
雲端運算概念是利用大量互聯的網路伺服器，聯合發展出高品質資料處理
和儲存能力的電腦網路。也就是不光是使用單一電腦，而是透過網路使用互聯
的電腦來執行特定的應用程式。雲端運算服務可分成三大類型：一為應用型（
SaaS, Software as a Service）
，此類是大多數人最熟悉的一型，應用型直接為用戶
提供所需服務，例如 Gmail 等。二為平台型（PaaS, Platform as a Service），平台
型的服務提供應用程式藉以建立並執行基礎設施以及傳遞其運算能力，例如
Google App Engine

讓開發者能夠使用 Google 的基礎設施來產生客製化的程式

並作為其營運的 主機。最後一類為基礎設施型（IaaS, Infrastructure as a Service
）此類型只提供單純的運算資源 而沒有開發平台這一層，使用者需要自行設
定相關任務，例如 GoGrid。

（二）、內涵與創新服務為重點
創新科技採用能帶來競爭優勢或是產生新的商業模式，但也同時加劇競爭
情勢，此趨勢在農村行銷也不例外。面對新科技潮流的衝擊，農村推廣單位所
扮演的角色需要有所變化，不再僅限收藏與展示功能，而是要利用新科技服務
來強化原有的珍貴資產、加強參觀者體驗，主動將知識傳遞給民眾，提升農村
文化面向的競爭力。
相較於其他產業，農村行銷領域要成功使用新科技的重點不在於技術，而
是在於善用豐富的「內容和體驗」。例如將展品結合聲光影音互動科技，打造
新媒體藝術展演，提升觀眾的參觀經驗，將新的客群帶入農村；或是以農村擁
有的豐富體驗活動內容，推動資訊開放加值，建構知識擴散與服務平台，針對
不同族群服務，落實文化推廣以及教育使命，提供服務導向的、創新的以及科
技化的服務。

（三）、農村行銷創新科技化服務經營管理模式
238

如以下「創新科技化服務經營管理模式圖」所示，農村組織、員工與前來
農村消費與遊憩的民眾之間的互動關係和模式，這在科技化服務創新中扮演著
一個很重要的角色。在打造創新服務的同時，農村需更加瞭解組織、居民以及
消費者間的互動關係，並找尋可進行創新服務與價值共同創造的潛在機會處以
獲得必要組織競爭力（Organization’s Competency），達到科技化服務創新之真
正效益。
在外部（Market and Social）環境的影響考量之下，農村的科技化服務會先
從服務概念的創新開始，並將此服務概念，透過協會組織運作，分別傳遞到居
民端。緊接著再透過服務遞交的科技化創新與人力資源管理能力，使居民能有
效遞交服務到消費者端。
換句話說，在創造科技化服務價值的同時，在地居民培力實扮演相當重要
的角色。另一方面，消費者服務介面也同樣可被創新，以便於使消費者端服務
概念的表達與服務本身的遞交能更為順利。此外，透過科技化服務來加強服務
經營模式（Service Model）的創新也是農村行銷應該著手的部分。

圖、創新科技化服務經營管理模式圖（蔡瑞煌等, 2012）
三、研究方法和設計
新竹橫山地區的客家農村資源優質且多元，其中包含深厚人文、自然，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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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農產等資源。若能導入創新行動科技（MOBILE）與適地服務（LBS）規劃操
作的方式，除可透過在地居民從自覺到自主式發掘出自我農村發展方向和特色
外，更可運用其設計、創意進行推廣，發展該地的核心價值，創造當地的特色
經濟。進而促進在地居民對生活環境及產業經濟的認同，吸引青壯年人口回流
投入地方產業營造，創造農村多元發展的機會。
本計畫選定場域為新竹縣橫山地區，是新竹科學園區的後花園，更是一個
具有多元風貌的客家農村聚落，其中包含了深厚人文、自然，以及農產等資源。
近年隨著有機農業、科技移民與青年返鄉蔚為風潮，橫山地區居民的自覺意識
興起，社區組織蓬勃發展，橫山地區客家農村的文化創意產業升級轉型成為在
地居民深切關心的焦點，更是本計畫重要關鍵契機！
經多次與橫山各社區發展協會與在地居民的溝通發現：若能經產學合作將
創新智慧生活科技（Smart Living Technology）應用導入社區，透過服務科學的科
技共裕人文對話機制，與在地居民共同攜手，形塑農村數位傳播特色發展、價
值策略、創意設計，將有機會創造新世代的在地特色經濟模式，更具發展橫山
地區成為臺灣北部休閒遊憩與農村再生亮點的潛力。為了這個研究計畫，我在
2012.10月更結合了橫山論壇、IC之音 竹科廣播、中華大學管理學院、明新科技
大學服務事業學院、工業技術研究院、資訊工業策進會、國科會智慧生活科技
區域整合中心、社團法人智慧生活科技促進協會、教育部顧問室台灣智慧生活
文化創意產業整合創新跨校教學聯盟、國立交通大學傳播與科技學系、國立清
華大學服務科學研究所發起以下先期活動，探索研究場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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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看見。橫山」本研究計畫與在地農村的先期大型討論會議

會議熱烈的討論讓本計畫瞭解到，面對客家農村與傳統產業的轉型發展，
資訊科技導入應採「穿領域」（trans-disciplinary）的研究視野，傳播不只是「傳
播」（communication），更具有「傳動」（communi-action），亦即「傳遞感動，促
成行動」的意義和企圖。因此，本計畫內容在連結研究人員、科技專家與農村
在地居民，以雲端運算服務做為科技核心，推動橫山「看見。橫山！-客庄農村
雲端數位互動導覽服務系統建置計畫」。
過去傳統資訊服務站（KIOSK）、手機APP、網站操作的介面與服務方式已
無法滿足今日民眾對於智慧與適地行動服務的資訊需求。以kiosk為例，內容呈
現非常單一，無法滿足民眾與業者多元的資訊使用情境、行銷推廣需求，以及
創造出更豐富的旅遊經驗、提升旅遊品質、提高消費者的服務滿意度，並建立
起與地方和產業的連結和依附程度。
本研究擬開發「看見。橫山！-客庄農村雲端數位互動導覽服務系統」
，提供
在手持行動載具的創新數位內容服務方式，更便於「各年齡層的民眾用手指頭
就可以操作使用或進行觀光導覽服務」
。其內容呈現涵蓋：文字、圖片(可在同版
面多張閱覽、細部放大與拖曳旋轉)及多媒體動畫、影片以及數位學習必需之筆
記、重點、標籤、摘錄、互動與測驗等多重功能。
「看見。橫山！-客庄農村雲端數位互動導覽服務系統」除可供導覽者手持
使用進行產業介紹│產品展示│觀光導覽服務外，同時還可以配合不同的使用
者場域、地點與族群，建置為可拆卸攜帶，或固定裝設之直立式展示資訊服務
熱點（Information Service Hot Spot）
，可應用於鄉土產業教學展示、園區定點導覽，
DIY步驟影音教學、旅遊服務中心或是客戶休息區供使用者輕鬆瀏覽、深度體驗、
數位學習。更能結合行動展示投影技術功能，成為行動式大型講堂，讓服務使
用層面多元、豐富與充滿想像空間。
如下圖所示，擬開發的「看見。橫山！-客庄農村雲端數位互動導覽服務系
統」包含三大部分：（1）數位內容建置計畫、（2）智慧展示導覽服務系統以及
（3）建置移轉永續營運機制，期能為新竹橫山地區規劃出一個創新的農村數位
傳播（數位內容、數位學習與行銷推廣）的策略與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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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看見。橫山」系統研究重點與規劃方法步驟階段

具體而言，本計畫提出「看見。橫山！-客庄農村雲端數位互動導覽服務系
統」三大部分的科技創新、服務設計與在地融合，主要處理的問題和方法如下：
(一)、數位內容自主建置
現況探討：數位內容建置缺乏在地參與和永續經營方式
過去農村社會多以務農為主，鮮少透過數位內容進行產業輔助，近年雖有
數位相關之設備進駐農村社區，但傳統上多需要靠額外人力維持，缺乏自主性
建置資料及永續經營方式。
計畫重點：本計畫擬以智慧行動服務，例如平板電腦或智慧手機作為載具，以
一套有系統與便利之數位內容建置方法，協助在地農民與社區導覽服務能以便
利操作方式，自主建置農村在地文史保存、加值服務、觀光導覽之數位內容。
(二)、智慧展示導覽服務系統
現況探討：既有農村數位平台無法充分整合，更缺乏維運管理機制。
數位落差發生在農村地區不是新鮮事，但遠比數位落差更嚴重的問題，在
於過去產官學部門在農村的各種數位計畫，其資源投入與在地經濟產出，還有
更重的，與維繫資訊流動維運的在地組織的利益目標和組織模式間往往無法充
分整合，造成所導入的資訊科技大多只有形式上的意義，缺乏實質上運用的價
值。例如許多數位機會中心因缺乏維運管理經費和教育訓練師資而大多無法正
常運作，又或村里上網所建置的網站流於空洞乏人管理等等。
計畫重點：應用雲端運算技術，整合數位內容管理以及行銷資訊推播服務，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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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端技術整合，提出具有高能見度、高市場連結性，且能夠與現有平板電腦，或
是智慧手機作為載具的智慧行動數位內容服務連結的維運管理雲端平台，具體包
含有：「內容建置者（生產端）」、「內容維運者（管理端）」與「內容使用者（消
費端）」三個服務模式的具體建置規劃，是一套在地農村未來能自主維運管理數
位服務的資訊系統設計機制方法，從根本上解決資訊能力不對稱的數位傳播內容
生產問題，以利後續全面推動農村觀光休閒遊憩並開拓環境生態教育服務的市
場。

在智慧展示導覽服務系統設計部分，本計畫將提出三種在地農村社區組織
能彈性運用於三種智慧展示與導覽情境，包含；
「輕便可攜進行移動導覽解說之
智慧行動載具」
、
「固定架設於生態文史景點之公用資訊服務站KIOSK」
，以及「無
線連接之大型投影多媒體簡報連結裝置」
。這是具體的「一雲多螢」概念，可完
整包覆農村數位傳播內容應用的各種實際情境，重點在於強調不以資訊科技取
代「遊客│學習者」與「在地導覽人員│教導者」的互動關係，而是創造出彼
此豐富互動可能，達到傳播不只「傳播」（communication），更具有「傳動」
（communi-action），也就是「傳遞感動，促成行動」。

(三)、永續營運機制規劃
現況探討：過去討論數位資訊服務系統之永續營運機制，大多側重資訊系統保固、
維運、資料備份與安全，是技術層面的思考，但欠缺對永續營運機制最重要的「錢」
與「人」兩個層面的關注、探討和具體的規劃。
計畫重點：本計畫將提出能與既有以平板電腦或智慧手機作為載具的市場上數位
內容主流服務系統（APPLE／ANDROID）的永續營運機制規劃方式，能結合內
容更新管理、數位版權管理、客戶付費機制、數位票券系統、電子教材系統等功
能，讓農村所自主建置完成的數位內容，能夠與社區參訪、校外教學、觀光導覽，
或環境教育的預訂和付費機制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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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看見。橫山」擬設計的雲端智慧行動導覽服務情境模擬

綜上所述，「看見。橫山！-客庄農村雲端數位互動導覽服務系統」三大部
分的科技創新、服務設計與在地融合，主要處理的問題目標在將橫山歷史悠久
的特色產業、深具特色的歷史脈絡、別有風情的人文發展進行整合包裝，建置
以推動客家地方文化深度休閒遊憩為主題的未來農村雲端互動導覽服務系統平
台原型（prototyping）。
四、研究成果與展示
經與在地服務使用者討論，本研究所規劃農村智慧行銷系統的相關資訊架構、
設計要求、軟體設計原則如下，以及行動載具服務互動數位內容相關規格需求如
下表：
所規劃之農村智慧行銷服務系統規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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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軟體設計基本要求
1

符合 iOS6.0 或 Android 4.0 版本以上之作業系統環境

2

運用雲端運算服務系統可遠端控制由中央服務系統中心更新版本功
能

3

具版本管理與資訊推播服務功能

4

檔案加密與資訊流通安全機制設計

資訊軟體設計原則
1

運用在手持式智慧行動載具

2

可親近之人機互動介面與操作方式

3

具無線連結一雲多螢展示操作功能

4

可應用於公共公開資訊服務展示站

5

具離線網路內容擷取服務存取功能

行動互動導覽數位內容基本要求
1

影音多媒體互動功能

2

數位學習與互動功能

3

數位教材與互動功能

4

雲端多螢幕同步展示服務功能

5

大型螢幕之無線操控展示功能

6

運用多點觸控展示與解說功能

7

電子數位白版與體驗遊戲功能
另在服務模式上如下圖所示，自主建置的內容在適用性與可行性評

估方面，由於觸控面板使用，以及極度簡化的使用者內容製作與操作介
面，使得數位的影音互動行銷與導覽服務可以輕易在農村達成，下圖為
使用者操作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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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操作介面上，也同樣設計有如同 OFFICE 相關簡報與製作軟體
POWER POINT 一樣簡單編輯製作工具，便於逐步進行在地使用導入與資
訊能力提升相關教學。下圖為內容編輯工具的範例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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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實際導入橫山場域部分，具體建置內容經與在地居民討論，在農
村產業以橫山柑橘為範例，在農村觀光部分則以橫山內灣老街遊憩做為
原型設計的主題，兩大亮點主軸的設計期能做為日後客庄農村智慧觀光
導覽產業發展的參考。
亮點主軸一：橫山柑橘產業
內容：為在地客庄柑橘業者的種植方式、柑橘的種類、相關農業知識以及生態環境導覽解說提供深度設計
的多媒體互動服務。
五大主題要項：
1. 柑橘基本知識（含互動問答）
2. 柑橘種類區分與圖例
3. 柑橘種植方式與解說
4. 生態有機之栽培解說
5. 柑橘地方產業之發展

亮點主軸二：橫山內灣遊憩

內容：規劃自由行旅客與背包客深度體驗內灣老街的互動導覽解說服務，增加遊客對於在地遊憩的體驗與
地方依附。
五大主題要項：
1. 內灣歷史與散步路線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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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內灣戲院之歷史回顧展示
3. 老街人文與歷史導覽解說
4. 在地小型特色商家的介紹
5. 在地遊憩景點的互動體驗

亮點主軸一：橫山柑橘產業多媒體數位互動導覽例圖

重點：為在地客庄柑橘業者的種植方式、柑橘的種類、相關農業知識以及
生態環境導覽解說提供深度設計的多媒體互動服務。每一個導覽都能夠以手指
頭就可操作使用或進行觀光導覽服務。內容呈現涵蓋：文字、圖片(可在同版面
多張閱覽、細部放大與拖曳旋轉)及多媒體動畫、影片以及數位學習必需之筆記、
重點、標籤、摘錄、互動與測驗等多重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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亮點主軸二：橫山內灣遊憩

重點：規劃自由行旅客與背包客深度體驗內灣老街的互動導覽解說服務，
可以配合不同的使用者場域、地點與族群，建置為可拆卸攜帶，或固定裝設之
直立式展示資訊服務熱點（Information Service Hot Spot）
，可應用於鄉土產業教學
展示、園區定點導覽，DIY步驟影音教學、旅遊服務中心或是客戶休息區供使用
者輕鬆瀏覽、深度體驗、數位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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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研究成果與效益
近年來隨著有機農業、科技移民與青年返鄉蔚為風潮，新竹台三線居民的自覺意識興起，社區組織蓬
勃發展，若能經由學術研究與大學課程將創新智慧生活科技（Smart Living Technology）應用導入社區，透
過服務科學的科文對話機制，與在地居民攜手形塑出數位傳播的特色發展、價值策略、創意設計，將創造
出新世代的在地特色經濟模式，能做為串連台三線整體觀光發展，更連結新竹內灣支線一線九驛發展，整
體以本計畫教學研究成果做為客家農村創新創業服務潛力亮點的範例。

計畫除能夠為拓展後續學術研究、產業應用發展及人類認知的豐富性，帶
來「空間向度」的無限可能外，更探索資訊傳播科技與地方休閒遊憩產業結合
的新著力點。強調人文與科技的對話，探索未來智慧生活與數位文化發展對地
方商圈和文創產業發展的影響，對橫山客家特色農特產與文創產業扮演資訊與
傳播科技推手角色，作為日後客家地區提昇觀光休閒遊憩深度和廣度，以及教
研實務人才培育的重要參考。
本研究在客委會補助下，所建立數位導覽展示科技原型成果已成功建置數位
導覽服務，並完成智慧導覽服務資訊系統（硬體由新東陽股份有限公司贊助，實
體建置於北二高關西服務區二樓，常設性展覽，展期迄2014.12月底止），獲得新
竹縣政府與在地民眾的高度肯定。2013.10.30由新竹縣邱鏡淳縣長親自主持開展，
由在地農村婦女親自示範導覽，獲廣大迴響，除受到媒體關注外，更引起地方社
區產業的高度重視與興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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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年度計畫「品味。竹東」擬加強跟在地產業的連結，豐富大山背博物館的
服務價值並充實其地方連結數位內容。選定場域在台三大道上由橫山延伸到竹東，
具體內容包括：連結國立交通大學客家文化創意產業課程發展，以竹東客家湯圓
與米食為主軸，結合在地人文、藝術、園區、自然、食材，以及地方農特產等資
源，發展出數位展示科技導覽服務一套以上。由以上詳盡之成果報告，確實可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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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這套智慧服務系統充滿應用價值和發展潛力，能克服農村人事時地物展示上的
困難，更能豐富遊客的體驗，提升農民展示說故事的能力，若能搭配硬體和資訊
架構設計服務，就更能完整包覆農村在地行銷推廣的服務情境，並融合在地農村
居民「生活、生產與生意」的「三生」機制，以深度體驗為行銷傳播媒介，用數
位內容創造溝通平台，推動都市農村互惠、共生、共榮發展的創新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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