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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前言： 

客家文化不僅在於語言、音樂、傳統的保存，更深一層的涵意，在於「客

家人」自我理解、自我認同、自我發掘、延伸更多元化的發展。前文所述「客

家人」係依客家基本法，指具有「客家血緣」或「客家淵源」，『且』自我認同

為客家人者。本校位處苗栗客家山城，青年學子因求學地緣關係與客家建立了

淵源。 

鑒此，本計畫設立在國立聯合大學的「HAKKA Young」客家青年社團，以

「從校園出發，進入客家實踐」為理念，結合在地客家社區、產業，與服務客

家社團學習與執行、協力合作之精神，招募來自本校跨院系所「認同客家」之

青年學子，他們有著不同的專業背景，透過本身所學知能在地轉化為客家文化

創新與堆積，以客家文化為基礎元素，從中尋找文創亮點，作為客家青年學子

從事創產及創業之參考。 

 

貳、執行情形： 

一、計畫之執行概況：依核定計畫書執行，完成計畫成果報告書。 

二、預算支用情形：計畫通過經費為新臺幣10萬元整，已全數執行完畢，執

行率100%。 

 

參、檢討與建議： 

一、成果效益： 

本計畫客家青年社團成立第二年度，以國立聯合大學客家研究學院兩系大

學部學生(文化觀光產業學系、文化創意數位行銷學系)與一研究所(客家語言與

傳播研究所)的學生為創新與擴散的核心，向全校各學院(理工、電資、管理、

人社與設計)所屬的19個教學單位的學生進行客家文化的擴散，尤其以客家基本

法的精神，舉凡擁有客家血緣者，抑或客家淵源者，只要是認同客家文化的學

生加入社團，皆可以客家文化的新銳而自居。客家青年社團以永續經營的理念

擴散在校園，散發出新客家人的生命智慧的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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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國家積極推廣觀光休閒與文化創意產業的同時，客家委員會、各客家

地方機關(官)與客家文化民間團體(產)成立了許多組織與協會，但對於產、官內

不同的組織與協會彼此間缺少整體供給與需求聯繫，各組織與協會則較多專注

於各自的產業上。然而各部會與協會他們是有所絕對關聯性的存在，如果能將

產、官內各組織的關聯性顯示出來，再進一步的整體佈局並做知識統整，想必

對客家文化創意產業有很大的幫助。 

針對要如何將產官內的客家組織管理並凝聚起來，必須仰賴管理的程序性，

藉由客家青年社團領導的溝通、協調特性將跨領域專才、團隊的彼此認知差異

降至低點，結合外部資源，擴充創新社團活動歷程的深度與廣度，提升學生的

學習主導權，增強學生學習客家文化意願，並透過客家文化產業應用場域實習

課程達到學以致用之成效，完成推展客家文化為共同目標。 

再者，對於客家文化跨組織的整合，溝通、協調、統整各種人力、物力、

財力、時間的有限資源之整合能力是很重要的，因為不同客家文化組織成員專

業背景複雜不易管理，且具有不確定性，無法達成的機率高。其需要工作流程、

角色責任、溝通才能做好績效標準的非例行性任務。 

在知識經濟時代，為組織創造競爭優勢的資產不再是土地、資金、設備等

實體資本；反之，以客家文化為本所創造的客家知識技術等無形資產。不過，

隨著時代持續邁入客家文化創新績效導向新知識經濟時代之後，創造客家文化

競爭優勢不再侷限於客家人才培訓或是技術研發所創造的客家文化資產，更需

在管理與營運流程做持續創新與改善。因此，本計畫學生社團以知識管理程序

做一客家文化創意暨觀光休閒的整合、分享、擴散、移轉，唯因在有限的時間、

資源、人力下創造新組織知識，將每一個人的專業背景、專業素養、以及專業

領域的碰撞在相異場域下所形成的客家文化產物。在跨組織領域的專業人才其

理論都是相通的，重要的是解決問題能力、過程予以積累保存應用，將以提昇

客家文化學習、知識資產，累積文 化、創新、溝通操作能力。 

綜合上述所言，並據以相關資料數據顯示，近幾年來國內、外對於客家文

化創意與觀光休閒產業成為帶領國家經濟前進的動能，相對的客家文化創意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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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光休閒產業專業人才的需求急劇上昇。客家社團學習與活動內容以客庄常民

文化之生活、體驗、及創意產業經濟交流與接軌於苗栗客家特色產業為主，課

程教學與學習以苗栗客家文化創新服習場域，結合社區服務聯結外部（產：18

鄉鎮地方產業；官：客家委員會；學：國立聯合大學與客家研究學院資源），

提升學生學習客家文化意願，並且同時強化客家文化與在地聯結，讓學生能夠

從參與客家公眾事務與服務行動中，切身體驗「以客家為本」的服務精神和智

慧生活發展的重要方向，更進而拓展學生「從做客家中學習」的學習經驗與機

會，讓學生透過實際解決問題的過程中，獲得知識整合、問題解決及行動抉擇

的能力，其中更重要的是，透過客家活動反思促進學生自我認識，進而推己及

人思考社會需求層面，同時兼顧客家文化認知與情意知識的學習，達到真正的

「學客致用」。以及將產、官相關組織與學、研的能量搭配與整合在學生社團

實務應用能力與專長培育的造就上，並帶領客家社團生探討影響跨領域專業人

才知識能力的行為因素。以下為客家青年社團活動參與情況剪影說明： 

1.客家青年社團協助苗栗茶陶產業聯盟共識啟動儀式 

 

106年5月22日貴賓簽到 

 

106年5月22日苗栗縣長蒞臨指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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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年5月22日大碗泡茶儀式-象徵茶陶產業復甦 

  

106年5月22日產業聯盟跨域合作簽署 

 

2.客家青年社團協助苗栗茶陶產業共識會議召開 

 

106年7月10日業者簽到 

 

106年7月10日縣府長官致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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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年7月10日小組討論 

 

106年 7月10日業者意見交流 

 

106年8月11日會議開場 

 

106年8月11日議題討論 

 

106年8月11日議題綜合討論 

 

106年8月11日業者意見發表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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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年9月1日議題討論與交流 

 

106年9月1日綜合討論 

 

3.客家青年社團協助苗栗市農會紅茶評鑑競賽 

 

106年10月27日貓裏紅茶評鑑 

 

106年10月27日貓裏紅茶評鑑 

 

4.客家青年社團協助客語薪傳社團成果展 

 

客語薪傳社團成果展示 

 

客語薪傳社團成果影音教材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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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客家青年社團協助辦理客庄時令餐桌及農夫的帽子「笠麻」飛行競賽 

 
106年10月27日 

農夫的帽子「笠麻」飛行競賽 

 
106年10月27日 

客庄時令餐桌 

 

6.客家青年社團協助辦理 LINE大師數位貼圖競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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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年11月28日 

LINE大師數位貼圖競賽頒獎 

 
 

第一名 學生作品 

 
第二名 學生作品 

 
第二名 學生作品 

 
第三名 學生作品 

 
第三名 學生作品 

 
優選佳作 學生作品 

 
入選佳作 學生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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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與原訂計畫之落差及原因分析：無落差。 

三、建議事項： 

希望能持續經營客家青年社團，以青年創意行銷客家。培養客家青年解

決問題能力、過程予以積累保存應用，提昇客家文化學習、知識資產，累積

文化、創新、溝通操作能力。 

 

四、結論： 

今年度計畫客家青年社團投入於地方產業活動，引導客家青年多元專業

進入社區服務，規劃多樣面向的活動，展現青年創意，加值客家文化和產業，

學生從協助活動舉辦的挑戰中，學到了課本以外的知識，獲得自信與成就感，

找到人生的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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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貳、執行情形： 

一、計畫之執行概況： 

已全部執行完畢。 

二、預算支用情形： 

已全部核銷完畢。 

參、檢討與建議： 

一、成果效益： 

（一）網路廣告類型 

電視廣告的黃金秒數標準是30秒，該秒數最能吸引消費者目光，以及完整展示廣告主的

品牌特色與訴求，但是網路影音廣告的平均觀看秒數統計結果顯示，80%的消費者停留觀看

網路廣告的平均秒數是13秒（數位媒體新趨勢，2017）。Google 公司資料顯示，75%民眾看

不完30秒廣告，一般民眾在智慧型手機上的平均注意集中長度只有8秒時，能6秒內說完的品

牌訊息，何須浪費30秒（葉閔宏，2017）。本研究約九成受訪者在瀏覽網頁超過15秒，而且

第一次的點擊即是進入產品選項網頁，這現象說明網頁上的橫幅廣告、文字廣告較不能吸引

讀者的注意力。這現象與近年內民眾逐漸習慣手機小螢幕、內容碎片化、注意力不集中的生

活方式，以及觀看網路廣告在6秒與13秒的時間之內的現象；似乎和本研究大多數受訪者聚

焦於影音廣告的現象相互呼應。 

（二）客家情境傳遞 

本研究結果顯示，受訪者知覺網頁美學所呈現整體美感正向影響廣告態度。網頁美學能

在短時間內將產品、服務呈現相關訊息，利用視覺傳達效果讓消費者感受到美學的魅力，產

而直接正向影響個人對廣告的態度。因此，本研究證實客家情境傳遞之網頁美學會顯著影響

廣告態度。 

（三）廣告態度 

本研究結果顯示，受訪者對廣告的態度會正向影響購買意願。受訪者接觸到網頁客家情

境所傳遞的訊息之後，對產品產生好印象或態度，進而產生購買意願。因此，本研究證實廣

告態度會顯著影響購買意願。 

二、與原訂計畫之落差及原因分析：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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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建議事項： 

無 

四、結論： 

企業從事網路行銷時，針對網頁的「美感」、「產品故事」與「消費者相關經驗」相關的

內容要多花時間進行構思。網頁的美感儘量邀請專業視覺傳達人員協助設計，產品故事的撰

寫要能感動消費者，試著將產品的屬性結合消費者過往美好記憶，藉著移情作用正向提升消

費者的廣告態度與購買意願。 

本研究建構的客家情境傳遞主要應用於客家米食與客家文創商品，建議未來研究可將此

架構應用於不同產品、或服務等。其次，建議未來後續研究可以嘗試質性研究，試著找出客

家情境傳遞其他潛在影響因素，或者透過量化實驗設計進行更完整的驗證。 

本研究探討消費者之客家情境傳遞、廣告態度與購買意願之間的關係，亦討論廣告態度

的中介影響效果。研究結果提醒客庄業者善加利用影音廣告正向傳遞優質客家文化與價值，

有助於提升消費者的廣告態度，進而提高消費者的購買意願，達成「榮耀客家 藏富客庄」

之願景。 

 

肆、研究成果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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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家情境傳遞、網路廣告類型、廣告態度對購買意願的影響 

An Empirical Study of  

Hakka Scenario Delivery, Internet Ad Type, Ad Attitude and Purchase Intention 

 

摘要 

客家文化重點發展區69個鄉具備人、文、地、景、產等特色 ，依地理位置及產業特色

劃分臺3線、海線、中部、六堆、東部等5大客庄區域。相關單位致力於推動區域特色產業群

聚，採取異業策略聯盟及整合行銷的途徑，提升客庄產業經濟。不論是客家慢活廊道（臺3

線）、客家知識經濟廊道（海線）、客家花果廊道（中部）、客家米香廊道（東部）或客家文

化廊道（六堆）等特色產業發展，均需要透過網際網路的數位行銷傳遞客家文化資產、特色

產業等訊息。網際網路的行銷訊息對客庄業者、消費者等皆很重要，但關鍵因素是消費者要

對客家文化、產品或語言產生興趣、正向認知等態度，才能刺激消費者的購買意願。本研究

經由網路問卷收集354份有效問卷，使用 SEM 方法對模型作驗證分析。研究結果證實，客家

米食與客家文創商品兩個網站的樣本資料顯示，客家情境傳遞之網頁美學均正向影響廣告態

度、廣告態度均正向影響購買意願；同時，廣告態度對客家情境傳遞之網頁美學與購買意願

均具有完全中介效果。其次，客家米食網站的樣本資料顯示，客家情境傳遞之自我相關正向

影響廣告態度，廣告態度對客家情境傳遞之自我相關與購買意願具有部份中介效果。最末，

客家文創商品網站的樣本資料顯示，客家情境傳遞之客家故事行銷正向影響廣告態度，廣告

態度對客家情境傳遞之客家故事行銷與購買意願具有部份中介效果。本研究結合消費者心理、

故事行銷等理論基礎，探討客家情境傳遞因子如何影響消費者廣告態度、購買意願。最後，

擬針對研究成果對客庄業者提出具體建議，並提出對後續研究方向的建議。 

關鍵字：故事行銷、網路行銷、網路廣告類型、廣告態度、購買意願 

壹、緒論 

一、研究背景 

調查數據顯示，92%的消費者會同時使用兩個(含)以上的上網工具，從以往的「電視+手

機」為主要使用搭配，現在已經有超過一半以上的使用者同時使用「電腦+手機」上網，顯

示消費者生活模式將進入全數位載具時代(域動行銷，2016)。身處在「黏網時代」的企業，

必須將「網路平台」、「數位行銷」與「多螢跨屏」視為市場商機的重要活動。2015年調查資

料顯示，消費者最常接觸的網路廣告類型是：橫幅廣告(25%)、蓋版廣告(22%)、影音廣告

(20%)、文字廣告(18%)、互動式廣告(10%)；最受消費者喜愛的網路廣告類型，依序是：互

動式廣告、關聯性廣告、影音廣告、文字廣告、橫幅廣告、蓋版廣告(域動行銷，2016)。從

這項調查結果可以瞭解，消費者喜歡互動性較高的廣告，這類型廣告提供消費者與廣告之間

互動性，更能有效傳遞廣告主想溝通的訊息，增加消費者對特定品牌、產品的好感程度。 

不論是觀光旅遊、文創藝品、農特產品等，客庄業者均希望在產品上傳遞客家文化的特

色與價值。然而，何種客家情境的傳遞能獲得消費者的青睞，是客庄業者引領期待的資訊。

行銷活動經常透過故事行銷方式讓消費者投射到故事情境中，試圖經由情感訴求引導消費者

產生移情作用，影響消費者廣告態度的情況下，進而產生購買意願或行為。電子商務的網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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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物行為已經是成為消費習慣，客庄業者亦紛紛投入網路行銷活動。網頁上客家情境傳遞是

否會影響消費者態度、購買意願等，是一項非常值得投入研究的議題。 

二、研究動機與目的 

中小企業是臺灣產業的主體，根據本2016年度《中小企業白皮書》發布資料顯示，2015

年臺灣中小企業有138萬3,981家，占全體企業97.69%（經濟部中小企業處，2017）。絕大多

數的中小企業都認同網際網路「數位行銷」是行銷活動的利器；然而，多數中小企業的業者

對於數位行銷的整體知識、行銷技巧均處於匱乏窘況。簡言之，中小企業在數位行銷模式之

改變幅度“落後”消費者行為模式改變速度。上述情況，亦發生於相關的客庄業者。客家相

關產品／服務，有著自身的文化與背景，如何透過網際網路數位行銷在產品／服務呈現「客

家情境傳遞」是值得投入的研究議題。 

捷思(Heuristic) 模式指出，人是有限理性，無法確保永遠理性、周詳與完整的分析事實。

因此，人們經常根據個人對既有事物認知或信念(belief)的主觀機率作判斷 (Tversky and 

Kahneman, 1974) 。「捷思式－系統式二元訊息處理途徑模型」(Heuristic-Systematic dual-

processing Model, HSM) 觀點指出，訊息處理方式有二種：(1) 捷思式，係指訊息接收者只用

“少許”努力，判斷訊息的可信度；(2) 系統式，係指訊息指接收者花了“很多”努力，主

動理解與評估訊息的可信度 (Chaiken, 1980) 。因此，數位行銷活動過程中，有關「客家情境

傳遞」適合採用捷思模式探討消費者對「客家情境傳遞」的認知與感受。本研究擬參考捷思

模式三種法則：可得性法則(availability)、代表性法則(representativeness)、定錨與調整法則

(anchoring and adjustment)之相關意涵，探討「客家情境傳遞」構念。 

網路廣告類型相當多元化，諸如互動式廣告、關聯性廣告、影音廣告等，客庄業者如何

在數位行銷環境中掌握網路廣告類型，藉以順利達到客家情境傳遞，將客庄產品／服務之訊

息傳遞予消費者。由於消費者對於廣告的感覺與情境等，會形成廣告態度，進而影響對於廣

告品牌的認知與情感反應(Scott et al., 1990; Brown and Stayman, 1992)。以客庄產品／服務為

例，消費者的廣告態度不一定完全被產品／服務的品牌、屬性等特徵所決定，很有可能是消

費者在接觸廣告時，由廣告所引發的認知、情感等因子影響了消費者的廣告態度，進而影響

了購買意願。 

客家委員會積極協助客家產業創新升級，本研究呼應客委會「牽成客家、繁榮客庄」的

核心思想，擬透過實徵研究深入探討數位行銷環境之「客家情境傳遞」、「網路廣告類型」、

「廣告態度」對「購買意願」的影響。二項研究問題如下所示： 

1. 探討客家情境傳遞的關鍵因子，以及客家情境傳遞、網路廣告類型對消費者廣告態

度的影響。 

2. 探討消費者廣告態度對購買意願的影響。 

貳、文獻探討 

一、客家情境傳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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捷思模式(heuristics)是人們在決策過程中的一些經驗法則或心理思考捷徑的模式(Tversky 

and Kahneman, 1974)。網路購物過程中，除非高單價產品，否則網路消費者多會傾向以捷思

模式購買產品、或服務。以網路購物為例，捷思模式的三項法則說明如下： 

1. 可得性法則(availability)，係指消費者對某些議題、事件的印象，例如：對某個歷史事

件的印象深刻情況、某種議題經常被提及頻率等。如果某項產品的故事性較深、較強，

產品／服務呈現令人印象深刻的程度越強。如果善用「可得性法則」，網路消費者會較

快速對產品／服務進行決策，可能比較容易產生購買意願的決策。 

2. 代表性法則(representativeness) ，係指消費者習慣根據某事件、觀念的主觀意識，去評

估某些議題、事件，例如：以貌取人、以包裝判斷品質等。如果某項產品的包裝、設計

呈現其定位的價值越強，產品／服務呈現優質、美感的程度越強。如果善用「代表性法

則」，讓網頁上客家情境能傳遞美感，令產品／服務的樣貌與包裝呈現美感，試著感動

消費者。 

3. 定錨與調整法則(anchoring and adjustment) ，係指消費者對某事件、觀念的第一個評論，

接著若接觸其它參考資訊之後，會針對先前評論進行調整等。針對某項產品的評論，消

費者自我概念(self-concept)的認知與產品選擇之間的關連，會進一步進行相關的評估。

如果某項產品的網路廣告提供的訊息，能夠和消費者內在記憶之間的自我相關(self-

relevant)產生連結，就有機會影響消費者的購買決策。 

根據捷思模式的三項法則(Tversky and Kahneman, 1974)，本研究的「客家情境傳遞」構

念擬以網頁美學（代表性法則）、客家故事行銷（可得性法則）、自我相關（定錨與調整法則）

三項構面定義客家情境傳遞構念。以客家產品為例，網頁廣告呈現美感，提供具備故事張力

的文字內容，內容中標榜懷舊與尋古的訊息，試圖讓消費者對自己相關的記憶產生聯結，即

是「客家情境傳遞」構念的意涵。本研究擬透過實徵研究，深入探討客家情境傳遞構念的三

項構面在網路行銷過程中，對消費者的廣告態度的影響程度。研究結果將協助客庄業者正向

傳遞客家文化與價值，以利正向影響消費者的廣告態度。 

二、網路廣告類型 

Zeff and Aronson(1997)針對網路廣告與傳統廣告比較，提出網路廣告四種優勢的看法，

分 別 是 精 準 性(Targetability)、 追 蹤 性(Tracking)、 互 動 性(Interactivity)、 可 傳 遞 性

(Deliverability)與彈性(Flexibility)。透過這四項優勢，可以理解廣告商在網路廣告的投入金額

逐年成長的理由。2015年台灣地區最受消費者喜愛的網路廣告類型，依序是：互動式廣告、

關聯性廣告、影音廣告、文字廣告、橫幅廣告、蓋版廣告(域動行銷，2016)。針對網路廣告

類型，簡述如下： 

1. 互動式廣告，透過廣告的點選，能與網路消費者直接互動，例如：進行產品購買、玩遊

戲等。互動式廣告比一般廣告較不具侵入性，因為互動式廣告可以讓消費者主動參與訊

息內容，因而讓消費者對產品有較正面的態度。近年來，智慧型手機的互動式廣告，包

含客製化與精準確認設定目標消費者等功能，追蹤目標消費者的能力越來越強。 

2. 關聯性廣告，廣告創意的主題與商品等，與消費者密切相關。商品廣告最重要主旨是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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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商品的有效信息，因此廣告常常需要從產品上找到關聯體，把產品的特徵從關聯體反

映出來，例如：在溫度達到指定的高溫時，網頁自動投播美白的保養品廣告、或冰涼飲

料廣告等。這類型廣告，通常由資訊平台、廣告代理商針對不同消費者的喜好去投播他

們有興趣的廣告。 

3. 影音廣告，利用串流技術、網路傳輸視訊與聲音，提供網路消費者即時聆聽、觀賞產品

的資訊功能。網路上的影音廣告存放在廣告商的伺服器，網路用戶可以在任何時間、地

點觀賞指定的影音廣告。對影音廣告平台而言，可以清楚掌握客戶端的廣告影音使用情

況，進而瞭解潛在消費者對產品態度、或廣告成效，例如：YouTube 全球用戶每天觀看

時數突破 10億小時（楊晨欣，2017），越來越多廣告主製作影音廣告和消費者互動。 

4. 文字廣告，僅以文字方式呈現廣告的內容，這種文章式廣告通常沒有涉及網際網路廣告

製作技術。 

5. 橫幅廣告，橫幅廣告是用繪圖軟體製作，在有限版面內設計圖像或動畫以吸引網路用戶

點選。固定式橫幅廣告，係指在特定網頁固定位置放置橫幅廣告；輪替式橫幅廣告，係

指採隨機、輪替、或按特定條件播送廣告，讓不同訪客在同一網頁上看到不同橫幅廣告，

或同一橫幅廣告在多個網頁上呈現。 

6. 蓋版廣告，經常是在網頁內文未出現、或剛出現時，蓋版廣告會出現、佔滿整個頁面的

插頁式廣告，而且非要你點掉角落邊的特定符號才能關掉。雖然有廣告主認為蓋版式廣

告比以往橫幅的傳統版位更完整的呈現內容訴求；然而，不少網路用戶對蓋版廣告感到

厭煩，Google公司擬以新演算法，在 2017 年 1 月以新演算法令有蓋版廣告的網站之搜尋

排名往後挪移（譚偉晟, 2017）。 

廣告商和出版商在影片的成本製作等開銷上，影音廣告重視影片、微電影越來越多，主

要理由是因為廣告影片能在短短的幾秒鐘傳達一段精采的表演、一個動人的故事(Plomion, 

2015)。市場研究機構 eMarketer 指出，2017年全球將有27.3億的人口會透過智慧型手機使用

網路服務，該數字佔全球人口的36.9%，企業必須重新思考、設計與製作符合行動閱覽需求

的廣告，而非直接將電視廣告或網路廣告搬到行動載具上，才能吸引消費者(行動載具用戶)

的注意力（雪豹科技，2017）。網路行銷若能善用網路廣告的互動性、可傳遞性等特質，不

僅讓網路用戶者更了解產品、服務，同時亦可以為企業宣傳經營理念等，為產品、服務帶來

更多的機會。針對上述的網路廣告的形式，本研究擬選擇較無爭議、較受歡迎的廣告形式作

為研究項目，因此擬以「影音廣告」、「文字廣告」、「橫幅廣告」等作為研究對象。 

三、廣告態度 

廣告態度(Attitude toward advertising)，係指在特定情況下接收廣告的刺激之後，產生的

正向／負向的回應(Lutz, 1985)。消費者之廣告態度的形成，可能是廣告給予消費者的感受，

亦可能是整體廣告呈現情境對消費者所激發的情感與認知(Mackenzie et al., 1986)。廣告訊息

經過消費者在情感上的反應、認知的思考之後，對於廣告形成一種心理的傾向，進而影響消

費者的行為，這樣行為通常被解釋為購買意願。由於網路廣告比傳統廣告更具資訊性、娛樂

性、干擾性等特質，皆能更直接、或間接影響消費者對網路廣告的整體態度(Brackett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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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rr, 2001; Pollay, 1993 )。早期研究曾指出，一般廣告態度會影響特定廣告態度，特定廣告

態度會進而影響品牌態度與購買意願(Muehling, 1987)。由此可見廣告態度在行銷活動過程中，

扮演著非常重要的角色。 

四、購買意願 

購買意願係指消費者傾向購買特定產品、或服務的可能性，購買意願越高，代表實際購

買的機率越高(Dodds et al., 1991)。Morwitz and Schmittlein (1992)指出，購買意願是預測購買

行為最精確的預測項目。Fishbein and Ajzen (1975)的理性理論亦認為，個人態度會影響行為

意願，行為意願是實際行為的預測項目。 

參、研究方法 

一、理論基礎與研究假說 

圖1顯示研究架構，自變數「客家情境傳遞」，分別為網頁美學、家家故事行銷、自我相

關等構面所組成；干擾變數「網路廣告類型」，分別為影音廣告、文字廣告、橫幅廣告等三

種類型；其次，則是中介變數「廣告態度」與依變數「購買意願」。根據文獻與相關研究，

本研究的客家情境傳遞構念包含網頁美學、客家故事行銷、自我相關等三項構面。透過客家

情境傳遞構念、廣告態度與購買意願，推導下述研究假說。  

（一）網頁美學與廣告態度 

人機界面實徵研究指出，審美觀的採用對網頁設計非常重要(Schenkman and Jonsson, 

2000; Van Der Heijden, 2003)。尤其是現今的互聯網環境，網頁結合諸多元素與屬性，呈現出

網頁的質感與美感，令人留下美麗印象。Tractinsky & Rao (2001)指出，網頁美學是成功網頁

的關鍵因子。網頁美學（Web Aesthetics）有二項構面：(1)美學形式(Aethetic Formality)，係指

網站排版的易讀性、次序與網站風格等；(2)審美追求(Aesthetic Appeal)，係指網站具有追求

享樂、享受等功能性(Schenkman and Jonsson, 2000)。網頁美學的美學形式泛指網站的組織性

（功能性、經濟及實用性等）、對稱與潔淨等特質。其次網頁美學的審美追求泛指網站提供

的娛樂、享受的程度，尤其是網站應致力創造令人喜歡、獨具匠心的特質，令網站閱聽者對

網站留下美且兼具質感的印象。人類對「美」的追求是一種共通的欲望，生活中融合了社會、

環境、文化等時代因素，尤其是身處互聯網的時代，網頁美學更顯重要。 

客家情境傳遞 

 網頁美學 

 客家故事行銷 

 自我相關 

 

廣告態度 

 

購買意願 

網路廣告類型 

 影音廣告 

 文字廣告 

 橫幅廣告 

圖1 研究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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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互聯網環境推廣客家文化，以網頁美學方式傳遞客家意象是不可或缺的關鍵因子，因

為優質、高度美感的客家意象呈現在網站時，可以提升個人的視覺感官享受，更可提高對消

費者的吸引力。網站整體氛圍顯著影響消費者的購物行為(Eroglu,et al., 2001)。網站氛圍是由

網頁上多種元素組合而成，已證實網頁的一致性、美感等特質會影響網路使用者對網站的整

體印象(Tractinsky, et al., 2006)。網頁美學提供網路購物環境的整體印象的測量參考， 

理性行為理論(Theory of Reasoned Action)主張，個人對產品的正面信念會對其態度有正

向的重要影響(Fishbein and Ajzen, 1975)。本研究認為採用網頁美學觀點設計網頁，透過有質

感、美學的客家意象吸引網路閱聽者的注意力與信念。一個具美學、藝術氣息的網頁是可以

取悅個人的視覺，令網頁瀏覽者產生正向信念，進而影響個人的態度，使網頁訴求的重點、

內容能順利傳遞。歸納以上觀點，本研究提出研究假說1．1： 

【假說1】客家情境傳遞正向影響廣告態度。 

    假說1．1客家情境傳遞之網頁美學會正向影響廣告態度。 

（二）故事行銷與廣告態度 

故事行銷的重點在於“情境”，亦即故事的情感要進入人們的心靈路徑，因為故事是一

種經過情感包裝的事實，能夠驅使我們採取行動(Maxwell & Dickman, 2008)。Escalas & Stern 

(2003)廣告研究指出，故事能夠讓觀眾融入情節，則會對故事中的人物角色產生相同的感受。

理性行為理論(Theory of Reasoned Action)主張，信念係個人對某事物的特性、價值、概念等

與其本身價值觀之間的關係連結之主觀機率判斷 (Fishbein and Ajzen, 1975)。本研究認為網頁

的客家情境所傳遞的故事情境、歷史與文化等，對個人會產生正面信念，進而影響個人對廣

告的態度。歸納以上觀點，本研究提出研究假說1．2： 

【假說1】客家情境傳遞正向影響廣告態度。 

    假說1．2客家情境傳遞之客家故事行銷會正向影響廣告態度。 

（三）自我相關與廣告態度 

認知心理學的自我相關(self-referencing)係指外在訊息與個人內在記憶之間自我參照的連

結(West et al., 2004)。Sood & Forehand(2005)認為，自我相關是個人自我概念認知與事物選擇

之間的關聯的評估過程。個人面對訊息（例如：廣告、故事等），通常會自然的將訊息與個

人經驗連結在一起，進而發生移情作用，引起個人的情感反應與共鳴。 

許多廣告試圖引起消費者過往經驗的美好記憶，藉以喚起其情感反應，致力影響消費者

的決策(Bluck &Habermas, 2000; Wang & Brockmeier, 2002; Schindler & Holbrook, 2003)。本研

究認為網頁的客家情境所傳遞的懷舊情感、歷史軌跡等，試著感動、勾起個人過往的記憶，

建立客家產品和個人之間的關聯，進而影響個人對廣告的態度。歸納以上觀點，本研究提出

研究假說1．3： 

【假說1】客家情境傳遞正向影響廣告態度。 

    假說1．3客家情境傳遞之自我相關會正向影響廣告態度。 

（四）廣告態度與購買意願 

理性行為理論(Theory of Reasoned Action)主張，態度、主觀規範會影響個人的行為意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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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shbein and Ajzen, 1975)。Suh & Chang(2006)指出，消費者對產品故事的認知與情感反應會

影響消費者產生行動。消費者對網路購物的產品有好印象或態度，會讓產生購買的意願(Kim 

& Lennon, 2008; Schlosser et al., 2006)。歸納以上文獻，本研究提出研究假說2： 

【假說2】廣告態度正向影響購買意願。 

（五）廣告態度對客家情境傳遞與購買意願之影響 

客家產品的購買意願受廣告態度的影響，廣告態度受客家情境傳遞的影響。本研究認為

當個人感受客家情境傳遞的網頁美學、家家故事行銷、自我相關越正向，個人感受的態度越

正向，進而提高其購買意願。因此，提出研究假說3： 

【假說3】廣告態度對客家情境傳遞與購買意願具有中介效果。 

   假說3．1廣告態度對客家情境傳遞之網頁美學與購買意願具有中介效果。 

   假說3．2廣告態度對客家情境傳遞之客家故事行銷與購買意願具有中介效果。 

   假說3．3廣告態度對客家情境傳遞之自我相關與購買意願具有中介效果。 

（六）網路廣告類型與客家情境傳遞的交互作用 

不少實徵研究討論網路廣告類型對購買意願的影響(Flores, et al., 2014; Rasty et al., 2013; 

Flowes, 2011)。客家情境傳遞有網頁美學、客家故事行銷、自我相關等三項構面，本研究認

為不同的網路廣告類型與客家情境傳遞的交互作用影響廣告態度，例如：橫幅廣告的隨機、

輪替、或多條件方式播放廣告、文字廣告的機動性呈現廣告內容、影音廣告以多媒體方式和

網路使用者進行互動等。各種不同類型的網路廣告與客家情境傳遞的搭配下，可能產生不同

的交互作用，進而影響網路使用者的廣告態度。因此，提出研究假說4： 

【假說4】不同的網路廣告類型與客家情境傳遞的交互作用影響廣告態度。 

          假說4．1影音網路廣告與客家情境傳遞的交互作用會影響廣告態度。 

          假說4．2文字網路廣告與客家情境傳遞的交互作用會影響廣告態度。 

          假說4．3橫幅網路廣告與客家情境傳遞的交互作用會影響廣告態度。 

二、研究設計與步驟 

（一）研究構念與操作性定義 

透過相關理論與文獻，表1列出研究構念與其操作性定義，以及研究變數之測量問項的

參考文獻。量表問項均採用 Likert 五等量尺進行衡量，問項的計分方式是由消費者對各問項

的同意程度，依照「非常不同意」、「不同意」、「普通」、「同意」、「非常同意」的順序勾選。

本研究四個變數透過嚴謹的實驗過程，儘可能避免非實驗變數所造成的效果與誤差，以取得

最佳的實驗成效。 

（二）測量工具 

問卷內容的結構有四類別：(1)調查受訪者對於客家米食、或客家文創產品的印象；(2)

邀請受訪者連結指定的網站，進行網頁的瀏覽；(3)受訪者瀏覽指定網站後，調查受訪者對

研究變數意涵的填答；(4)受訪者填寫個人基本資料。本研究為減少研究情境受干擾的情況，

設計一個「對客家產品印象」變數調查受訪者對客家產品所持有的印象(Zaichkowsky, 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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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旨在於剔除受訪者對客家產品印象過於熱愛、或較為排斥的樣本資料。 

表1  研究變數的操作型定義 

研究變數 操作性定義 參考文獻 

客家 

情境傳遞 

 測量受測者對網頁呈現整體內容所感到的愉

悅、或美上的感受程度。 

 測量受測者對網頁內容情節或印象的深刻程度 

 測量受測者對網頁內容與個人記憶的相關程度 

Tversky and 

Kahneman, 1974; 

Delgadiilo and 

Escalas (2004); 

Sujan et al. (1993) 

網路廣告 

形式 

 測量受測者設計影音廣告、文字廣告與橫幅廣

告等形式的反應。 
域動行銷(2016) 

廣告態度 
 測量受測者對網頁產品、或服務的看法或傾

向。 
Brackett and Carr, 

(2001) 

購買意願 
 測量受測者對網頁產品、或服務想要購買的程

度。 

Morwitz and 

Schmittlein (1992);  

Fishbein and Ajzen 

(1975) 

（三）研究情境與網站設計 

客家文化具備人、文、地、景、產等特色，本研究擬以「文創商品」、「農產食品」二種

類別產品做為研究情境。為減少受測者受到其它因素（例如：知名度、過去經驗等）干擾，

挑選受測者較不熟悉產品等，藉以增加研究的信度與效度。研究設計採用問卷調查法，透過

情境設定進行資料蒐集驗證研究假說。本研究透過搜尋引擊檢索，找尋文創商品、農產食品

二類產品較受歡迎的網路商店，根據2017年3月20日檢索結果顯示如下所示： 

1. 文創商品 

以客家花布創作之客家商品為例，在 Google 網站採用「客家花布文創」關鍵字檢索國內

網站。扣除廣告、政府部門的相關資訊，本研究挑選排列序位較前的「布可藝飾苗栗文

創館」公司作為研究設計的情境網站（參附錄三）。 

2. 農產品 

以客家米食之商品為例，在 Google 網站採用「客家米食」關鍵字檢索國內網站。扣除廣

告、政府部門的相關資訊，本研究挑選排列序位較前的「客農知香」公司作為研究設計

的情境網站（參附錄一）。 

本研究的研究設計聚焦網頁美學，因此將針對上述「布可藝飾苗栗文創館」、「客農知香」

二個網站的內容，邀請視覺傳達專家設計具網頁美學的網站，藉以瞭解網頁美學對網頁瀏覽

者、或消費者態度的影響。除此，在網頁上會呈現三種廣告型態的設計（影音廣告、文字廣

告與橫幅廣告），藉以瞭解受訪者點擊網路廣告的情形。 

(四) 研究程序 

本研究採用問卷調查法進行資料蒐集，在校園內邀請大學生至網路填寫線上問卷。在分

析樣本資料之前，會先衡量受測者對於客家產品的印象，因此問卷裡設計一項「對客家產品

印象」變數，藉以剔除受訪者對客家產品印象過於熱愛、或較為排斥的樣本資料，藉以減少

研究情境受到干擾。至於資料分析部份，以 PASW Statistic 18統計軟體進行敘述性統計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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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信效度分析；研究假說的檢定，以 AMOS 18統計軟體的結構方程模式(SEM)進行假說檢定。 

由於研究設計是從網路上尋找在搜尋引擎上排序順位最前位的客家米食「客農知香網

站」、客家花布文創產品「布可藝飾苗栗文創館網站」去探索客家情境傳遞對廣告態度、購

買意願的影響。依據上述二個網站的元素，本研究以視覺傳達專業重新設計二個網站，分別

建置客家米食的「客農古意」網站（參附錄二）、客家花布文創產品的「客思客念」網站

（參附錄四），這二個具視覺傳達效果的網站均將影音廣告、文字廣告和橫幅廣告建置在網

站的首頁，而且這二個網站的後台會將受訪者瀏覽網頁的時間與點擊記錄下來，藉以瞭解受

訪者在網頁停留的時間，以及受訪者點擊某一類型網路廣告類型。 

Facebook 在2015年對影片的加權比重、演算方法進行調整，說明該公司對影片的重視。

Facebook 的影片採自動播放型式，只要使用者觀看停留3秒鐘以上，臉書就會自動將其算為1

個瀏覽人次（Lin, 2017；羅之盈，2016）。2017年 Google公司對影片廣告的新規定是“不可略

過的串流內廣告不允許長度超過 15 秒（某些國家/地區最長可達 20 秒）”、“可略過的串流

內廣告則沒有限制，但建議採用長度不超過 3 分鐘的影片”（Google, 2017）。綜合上述，本

研究擬將網站首頁的影音廣告設定為自動播放，受訪者在影音廣告停留時間超過15秒者，則

判定為「影音廣告」形式的受訪者。其次，文字廣告和橫幅廣告則端視受訪者是否有實際的

點擊。受訪者點擊網路廣告類型的行為，網站的管理後台均會全程記錄。針對受訪者點擊網

路廣告類型的判定方式，說明如下： 

1. 文字廣告 

第一次點擊是點選首頁「文字廣告」者，歸類為「文字廣告」形式的受訪者。 

2. 橫幅廣告 

第一次點擊是點選首頁「橫幅廣告」者，歸類為「橫幅廣告」形式的受訪者。 

3. 影音廣告 

「客農古意」網站的影音廣告為34秒、「客思客念」的影音廣告為37秒，二個網站首頁

的影音廣告均採自動播放。受訪者如果在首頁停留時間超過15秒者，而且第一次點擊是

點選網頁「產品項目」選項者，歸類為「影音廣告」形式的受訪者。 

表2  問卷回收資料 

網站名稱 回收問卷 無效問卷 
有效問卷 

回收份數(百分比) 

客農古意 172 14 158 (91.9%) 

客思客念 220 24 196 (89.1%) 

小計 392 39 354 (90.5%) 

本研究的問卷發放對象為大學生為主，總共蒐集354份問卷。依照受測者填答結果不符、

或矛盾者、填答時間少於3分鐘者、或對客家產品印象較熱愛/較排斥者，均判定為無效問卷。

本研究將「對客家產品印象」變數平均值大於4.5者設定為對客家產品印象較熱愛者；若該

變數平均值小於0.5者，設定為對客家產品印象較排斥者。表2顯示，二個網站有39份問卷判

定為無效問卷，有效問卷回收率為9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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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網路廣告類型的分佈比例 

網站名稱 有效問卷 
影音廣告 

問卷 

文字廣告 

問卷 

橫幅廣告 

問卷 

客農古意 158 137 (86.7%) 4 (2.5%) 17 (10.8%) 

客思客念 196 179 (91.3%) 7 (3.6%) 10 (5.1%) 

小計 354 316 (89.3%) 11(3.1%) 27(7.6%) 

根據網站後台的記錄資料判讀每一位受訪者擊點的網路廣告類型。表3顯示，「客農古意」

網站受訪者進入首頁後，停留首頁秒數大於15秒者而且第一次點擊即直接進入產品項目網頁

的受訪者有137位，其餘有4位受訪者第一次點擊是選擇文字廣告，17位受訪者第一次點擊是

選擇橫幅廣告。「客農古意」網站的網路廣告類型以影音廣告為主。其次，「客思客念」網站

受訪者進入首頁後，停留首頁秒數大於15秒者而且第一次點擊即直接進入產品項目網頁的受

訪者有179位，其餘有7位受訪者第一次點擊是選擇文字廣告，10位受訪者第一次點擊是選擇

橫幅廣告。「客思客念」網站的網路廣告類型以影音廣告為主。 

表2顯示，約90%受訪者瀏覽網頁時間超過3分鐘。表3顯示，約10%受訪者點擊文字廣

告與橫幅廣告。簡言之，「客農古意」網站、「客思客念」網站的受訪者多聚焦在影音廣告，

這種情況造成本研究的假說四無法被檢定。臉書創辦人Mark Zuckerberg表示，2018年約90%

的內容行銷將會來自於影音行銷，根據統計資料顯示人們在觀看影片之後會增加1.6倍的購

物慾，有64%的消費者會開始線上購物；也有超過51%的行銷業者認為影音行銷是最值得投

資以帶動銷售轉換的行銷方法（Lin, 2017）。因此，根據回收問卷的資料的反應，擬刪除研

究假說四，本研究欲檢定的三項假說如下所示： 

【假說1】客家情境傳遞正向影響廣告態度。 

   假說1．1客家情境傳遞之網頁美學會正向影響廣告態度。 

   假說1．2客家情境傳遞之客家故事行銷會正向影響廣告態度。 

   假說1．3客家情境傳遞之自我相關會正向影響廣告態度。 

【假說2】廣告態度正向影響購買意願。 

【假說3】廣告態度對客家情境傳遞與購買意願具有中介效果。 

   假說3．1廣告態度對客家情境傳遞之網頁美學與購買意願具有中介效果。 

   假說3．2廣告態度對客家情境傳遞之客家故事行銷與購買意願具有中介效果。 

   假說3．3廣告態度對客家情境傳遞之自我相關與購買意願具有中介效果。 

肆、資料分析 

一、樣本敘述性統計分析 

樣本資料顯示，女性佔50.8%；年齡部份，21~25歲者佔65.4%、20歲以下者佔27.8%；

教育程度部份，專科或大學佔87.5%；平均每天上網時間部份，4~6小時者佔45%、1~3小時

者佔28.1%；購物前上網搜尋產品資訊的頻率部份，經常者佔44.6%；平均每月在網路上購

物的頻率部份，經常者佔58.1%；平均每月在網路上購物的金額，1000元以下者佔70.3%、

1001~2000元者佔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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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信度與效度分析 

首先，採用驗證性因素分析(Confirmatory Factor Analysis, CFA)評估網頁美學、客家故事

行銷、自我相關、廣告態度等構面量表的信、效度。因此，就「客農古意」網站與「客思客

念」網站等樣本資料分別進行 CFA，分析結果如表4與表5所示。 

從表4與表5可知，所有觀察變數與其對應的潛在因素之因素負荷量值介於0.63到0.91之

間，且具顯著水準(t >1.96, p<0.05)，達到 Hair, et al.(1998)建議0.50的門檻，表示觀察變數都

足以解釋其所建構的潛在因素；再者，平均變異量抽取值(Average Variances Extracted, AVE)

介於0.53到0.76之間，皆高於0.50門檻(Fornell and Larcker, 1981)，表示構面的變數可以解釋

50%以上的變異量，因此本研究所建構的測量模式具有收斂效度(Convergent Validity)。 

就信度考驗而言，多元相關平方(Squared Multiple Correlation for X-Variable, SMC)係類似

迴歸分析的 R2，反映測量變數能夠被潛在因素解釋的百分比，該數值亦反映測量變數的信度，

從表4與表5可知，觀察變數的信度 SMC 數值介於0.40到0.82之間，皆大於0.20以上，符合

Jöreskog and Sörborn(1989)的建議值。此外，個別潛在因素的組合信度(Composite Reliability, 

CR)介於0.77到0.90之間，皆高於 Bagozzi and Yi(1988)建議的0.60門檻，表示量表具有良好的

建構信度。 

表4  「客農古意」網站樣本資料之測量模式參數估計摘要表 

因素 / 變數 因素負荷量 
信度係數

(SMC) 

組合信度 

(CR) 

平均變異量抽

取值(AVE) 

網頁美學     

變數 b1 0.85*** 0.73 0.87 0.69 

變數 b2 0.81*** 0.66   

變數 b3 0.83*** 0.69   

客家故事行銷     

變數 s1 0.63*** 0.40 0.77 0.53 

變數 s2 0.74*** 0.55   

變數 s3 0.81*** 0.66   

自我相關     

變數 c1 0.81*** 0.65 0.85 0.65 

變數 c2 0.87*** 0.75   

變數 c3 0.74*** 0.55   

廣告態度     

變數 att1 0.76*** 0.58 0.87 0.62 

變數 att2 0.88*** 0.78   

變數 att3 0.84*** 0.71   

變數 att4 0.66*** 0.44   

χ2=232.84(p<0.001) 

GFI=0.78;  CFI=0.87;  NFI=0.84;  SRMR=0.08 
* p<0.05; ** p<0.01; *** p<0.001; n/s=not significa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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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整體模式方面，本研究以卡方值(χ2)、GFI(goodness of fit index)、CFI(comparative fit 

index)、NFI(normed fit index, NFI)、SRMR(standard root mean square residual)等指標來判斷整

體模式之優劣。通常良好配適度指標的判別標準為 χ2的 p 值≧0.05、GFI≧0.9、CFI≧0.9、

NFI≧0.9、SRMR≦0.08，但 χ2值的一項限制是當樣本數愈大時模式容易被拒絕，而 Hu and 

Bentler(1999)指出 GFI 只要高於0.80以上，為可被接受的合理範圍。本研究在「客農古意」

網站、「客思客念」網站等模式檢定的結果 χ2值皆達顯著，但光看 χ2值無法判斷模式好壞，

必須綜合研判其他指標，表4與表5顯示，GFI各為0.78、0.80；CFI各為0.87、0.88；NFI各為

0.84、0.85；SRMR 各為0.08、0.08。整體而言，本研究資料與理論模式間的整體適配度是可

接受模式。 

三、假說檢定 

（一）客家米食 

本研究採路徑分析進行假設驗證，「客農古意」網站樣本資料之路徑分析結果如表6、圖

1所示。廣告態度可被網頁美學與自我相關等構面解釋71%的結果，而廣告態度可解釋41%

購買意願的結果；其整體模式配適度各為 χ2=27.24 (p＜0.001)、GFI= 0.93、CFI=0.95、

NFI=0.95、SRMR=0.08，綜合研判為一個可接受的模式。 

表5  「客思客念」網站樣本資料之測量模式參數估計摘要表 

因素 / 變數 因素負荷量 
信度係數

(SMC) 

組合信度 

(CR) 

平均變異量抽

取值(AVE) 

網頁美學     

變數 b1 0.88*** 0.78 0.90 0.76 

變數 b2 0.82*** 0.68   

變數 b3 0.91*** 0.82   

客家故事行銷     

變數 s1 0.70*** 0.49 0.82 0.60 

變數 s2 0.75*** 0.57   

變數 s3 0.87*** 0.76   

自我相關     

變數 c1 0.89*** 0.79 0.86 0.67 

變數 c2 0.86*** 0.74   

變數 c3 0.70*** 0.50   

廣告態度     

變數 att1 0.72*** 0.51 0.83 0.56 

變數 att2 0.78*** 0.61   

變數 att3 0.80*** 0.64   

變數 att4 0.68*** 0.46   

χ2=262.82(p<0.001) 

GFI=0.80;  CFI=0.88;  NFI=0.85;  SRMR=0.08 
* p<0.05; ** p<0.01; *** p<0.001; n/s=not significa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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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  客家米食：「客農古意」網站樣本資料之路徑分析結果 

路徑 
迴歸 

係數(γ) 

標準誤

(S.E) 
t-value p-value R2 

網頁美學→廣告態度 0.61*** 0.057 9.850 0.000 

0.71 客家故事行銷→廣告態度 0.15n/s 0.071 1.810 0.070 

自我相關→廣告態度 0.17* 0.069 1.960 0.050 

廣告態度→購買意願 0.64*** 0.088 9.791 0.000 0.41 

χ2=27.24 (p<0.001) 

GFI=0.93; CFI=0.95; NFI=0.95; SRMR= 0.08 
* p<0.05; ** p<0.01; *** p<0.001; n/s=not significant 

 

 

圖1  「客農古意」網站樣本資料之路徑分析圖 

「客農古意」網站之因果關係結果如下：網頁美學(γ=0.61, p<0.001)、自我相關(γ=0.17, 

p<0.05)對廣告態度具顯著正向影響，但客家故事行銷(γ=0.15, n/s)對廣告態度卻不具顯著影

響，部份支持假說1。廣告態度(γ=0.64, p<0.001)對購買意願具顯著正向影響，支持假說2。 

（二）客家文創商品 

本研究採路徑分析進行假設驗證，「客思客念」網站樣本資料之路徑分析結果如表7、圖

2所示。廣告態度可被網頁美學與客家故事行銷等構面解釋69%的結果，廣告態度可解釋

37%購買意願的結果；其整體模式配適度各為 χ2=85.506 (p＜0.001)、GFI=0.84、CFI=0.86、

NFI=0.86、SRMR=0.10，綜合研判為一個可接受的模式。 

「客思客念」網站之因果關係結果如下：網頁美學(γ=0.49, p<0.001)、客家故事行銷

(γ=0.40, p<0.001)對廣告態度具顯著正向影響，但自我相關(γ=0.06, n/s)對廣告態度卻不具顯

著影響，部份支持假說1。廣告態度(γ=0.61, p<0.001)對購買意願具顯著正向影響，支持假說

2。 

表7  客家文創商品：「客思客念」網站樣本資料之路徑分析結果 

路徑 
迴歸 

係數(γ) 

標準誤

(S.E) 
t-value p-value R2 

網頁美學→廣告態度 0.49*** 0.044 9.068 0.000 

0.69 客家故事行銷→廣告態度 0.40*** 0.061 5.550 0.000 

自我相關→廣告態度 0.06n/s 0.060 0.754 0.451 

廣告態度→購買意願 0.61*** 0.092 9.990 0.000 0.37 

χ2=85.506 (p<0.001) 

GFI=0.84; CFI=0.86; NFI=0.86; SRMR=0.10 
* p<0.05; ** p<0.01; *** p<0.001; n/s=not significa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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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  「客思客念」網站樣本資料之路徑分析圖 

由路徑分析可證實「客農古意」網站樣本資料之網頁美學、自我相關對廣告態度具顯著

影響；「客思客念」網站樣本資料之網頁美學、客家故事行銷對廣告態度具顯著影響。接著，

本研究進一步探討廣告態度在上述樣本資料之自變項與依變項之間是否扮演中介效果。 

四、廣告態度之中介效果 

中介變項(Me)是指獨立於自變項(IV)與依變項(DV)外的第三個變項，透過它能夠使 IV能

夠影響 DV。在中介效果的要件與考驗上，Baron and Kenny(1986)認為，若 Me為中介變數成

立需符合以下條件：(1)IV預測 DV，求得 βIV1，βIV1≠0且顯著（總效果）；(2) IV預測Me，求

得βIV2，βIV2≠0且顯著；(3)IV與Me同時預測DV，求得βIV3與βMe，βMe≠0且顯著，βIV1>βIV3，

若 βIV3=0（不顯著）為完全中介效果，βIV3≠0（顯著）為部份中介效果。 

表8  迴歸分析之中介效果檢驗 

自變項 

IV 

中介變項 

Me 

依變項 

DV 

IVDV IVM IV+MDV 

βIV1 βIV2 βIV3 βMe 

「客農古意」網站樣本資料 

網頁美學 廣告態度 購買意願 0.57*** 0.81*** 0.15n/s 0.52*** 

自我相關 廣告態度 購買意願 0.68*** 0.69*** 0.44*** 0.34* 

「客思客念」網站樣本資料 

網頁美學 廣告態度 購買意願 0.53*** 0.74*** 0.17n/s 0.48*** 

客家故事行銷 廣告態度 購買意願 0.59*** 0.71*** 0.32*** 0.38*** 

* p<0.05; ** p<0.01; *** p<0.001; n/s=not significant 

從表8可知，「客農古意」網站樣本資料中，廣告態度在網頁美學與購買意願的中介效果

檢驗結果顯示，βIV1>βIV3、βIV3不顯著的情況，代表廣告態度存在完全中介效果。廣告態度

在自我相關與購買意願的中介效果檢驗結果顯示，βIV1>βIV3、βIV3顯著的情況，代表廣告態

度存在部份中介效果。綜合上述，客家米食網站樣本資料，部份支持假說3。其次，「客思客

念」網站樣本資料中，廣告態度在網頁美學與購買意願的中介效果檢驗結果顯示，廣告態度

存在完全中介效果。廣告態度在客家故事行銷與購買意願的中介效果檢驗結果顯示，廣告態

度存在部份中介效果。綜合上述，客家文創商品網站樣本資料，部份支持假說3。本研究的

所有假說驗證結果彙整於表9。 

伍、建議與結論 

客家慢活廊道（臺3線）、客家知識經濟廊道（海線）、客家花果廊道（中部）、客家米香

beauty

story

correlation

.69

attitude

.37

intention

.49

.40

.06

.61

e1 e2
.54

.61

.80

網頁美學 

客家故事行銷 

自我相關 

廣告態度 購買意願 

32



廊道（東部）或客家文化廊道（六堆）等特色產，若欲提升客庄產業經濟，客家人文、歷史

相關之優點與特色均需要透過網路行銷接觸海內外的潛在消費者。本研究主旨以客家情境傳

遞與廣告態度探討消費者購買意願，以下說明實證結果與發現。 

表9  研究假說驗證結果 

研究假說 
客農古意

網站 

客思客念

網站 

【假說一】 

客家情境傳遞

正向影響廣告

態度 

客家情境傳遞之“網頁美學”會正向影響

廣告態度 
支持 支持 

客家情境傳遞之“客家故事行銷”會正向

影響廣告態度 
不支持 支持 

客家情境傳遞之“自我相關”會正向影響

廣告態度 
支持 不支持 

【假說二】 

廣告態度正向影響購買意願 
支持 支持 

【假說三】 

廣告態度對客

家情境傳遞與

購買意願具有

中介效果 

廣告態度對客家情境傳遞之“網頁美學”

與購買意願具有中介效果 

完全中介

效果 

完全中介

效果 

廣告態度對客家情境傳遞之“客家故事行

銷”與購買意願具有中介效果 
 

部份中介

效果 

廣告態度對客家情境傳遞之“自我相關”

與購買意願具有中介效果 

部份中介

效果 
 

 

一、實徵研究結果 

（一）網路廣告類型 

Youtube 有超過13.2億的使用者，每天的影片瀏覽量高達49.5億，每個月有超過30億筆的

搜尋資料，已是影音搜尋引擎的霸主。Facebook 原生影片的觀看人數每天也達到40億，累積

觀看時間長達100萬個小時，單日瀏覽量更是驚人達百億人次（Lin, 2017）。Google 公司

《2017年台灣中小企業網路行銷行為分析報告》指出，台灣有83%中小企業已經開始應用數

位行銷工具，2014年使用影音內容約35%，2017年則是成長到50%，Google 公司認為這個變

化除了來自於製作影音內容門檻降低的帶動，另一方面應該是因為企業感受到消費者對影音

的偏好（何佩珊，2017）。 

電視廣告的黃金秒數標準是30秒，該秒數最能吸引消費者目光，以及完整展示廣告主的

品牌特色與訴求，但是網路影音廣告的平均觀看秒數統計結果顯示，80%的消費者停留觀看

網路廣告的平均秒數是13秒（數位媒體新趨勢，2017）。Google 公司資料顯示，75%民眾看

不完30秒廣告，一般民眾在智慧型手機上的平均注意集中長度只有8秒時，能6秒內說完的品

牌訊息，何須浪費30秒（葉閔宏，2017）。本研究約九成受訪者在瀏覽網頁超過15秒，而且

第一次的點擊即是進入產品選項網頁，這現象說明網頁上的橫幅廣告、文字廣告較不能吸引

讀者的注意力。這現象與近年內民眾逐漸習慣手機小螢幕、內容碎片化、注意力不集中的生

活方式，以及觀看網路廣告在6秒與13秒的時間之內的現象；似乎和本研究大多數受訪者聚

焦於影音廣告的現象相互呼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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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客家情境傳遞 

「客農古意」與「客思客念」網站的樣本資料均支持假說1-1。本研究結果顯示，受訪

者知覺網頁美學所呈現整體美感正向影響廣告態度。網頁美學能在短時間內將產品、服務呈

現相關訊息，利用視覺傳達效果讓消費者感受到美學的魅力，產而直接正向影響個人對廣告

的態度。因此，本研究證實客家情境傳遞之網頁美學會顯著影響廣告態度。 

客家文創商品「客思客念」網站的樣本資料支持假說1-2。本研究結果顯示，受訪者認

知的客家故事行銷正向影響廣告態度。客家情境所傳遞的故事情境、歷史與文化等元素所產

生的正向信念，有助於個人產生正向的廣告態度。由於研究結果只有「客思客念」網站的樣

本資料支持假說1-2；因此，部份證實客家情境傳遞之客家故事行銷會顯著影響廣告態度。 

客家米食「客農古意」網站的樣本資料支持假說1-3。本研究結果顯示，本研究結果顯

示，受訪者認知的自我相關正向影響廣告態度。客家情境所傳遞的個人過往經驗的美好回憶

可以發生移情作用，有助於個人產生正向的廣告態度。由於研究結果只有「客農古意」網站

的樣本資料支持假說1-3；因此，部份證實客家情境傳遞之自我相關對會顯著影響廣告態度。 

（四）廣告態度 

「客農古意」與「客思客念」網站的樣本資料，均支持假說2。本研究結果顯示，受訪

者對廣告的態度會正向影響購買意願。受訪者接觸到網頁客家情境所傳遞的訊息之後，對產

品產生好印象或態度，進而產生購買意願。因此，本研究證實廣告態度會顯著影響購買意願。 

其次，針對廣告態度對客家情境傳遞與購買意願的中介效果之檢定，「客農古意」與

「客思客念」網站的樣本資料，均支持假說3-1，代表客家情境傳遞之網頁美學與購買意願

之間，廣告態度具有完全中介的影響效果。其次，假說3-2部份，則是在客家文創產品「客

思客念」網站樣本資料顯示，客家情境傳遞之客家故事行銷與購買意願，廣告態度具有部份

中介的影響效果。最末，假說3-3部份，則是在客家米食「客農古意」網站樣本資料顯示，

客家情境傳遞之自我相關與購買意願，廣告態度具有部份中介的影響效果。 

二、實務與管理意涵 

企業從事網路行銷時，針對網頁的「美感」、「產品故事」與「消費者相關經驗」相關的

內容要多花時間進行構思。網頁的美感儘量邀請專業視覺傳達人員協助設計，產品故事的撰

寫要能感動消費者，試著將產品的屬性結合消費者過往美好記憶，藉著移情作用正向提升消

費者的廣告態度與購買意願。 

三、學術意涵 

本研究建構的客家情境傳遞主要應用於客家米食與客家文創商品，建議未來研究可將此

架構應用於不同產品、或服務等。其次，建議未來後續研究可以嘗試質性研究，試著找出客

家情境傳遞其他潛在影響因素，或者透過量化實驗設計進行更完整的驗證。 

本研究探討消費者之客家情境傳遞、廣告態度與購買意願之間的關係，亦討論廣告態度

的中介影響效果。研究結果提醒客庄業者善加利用影音廣告正向傳遞優質客家文化與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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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助於提升消費者的廣告態度，進而提高消費者的購買意願，達成「榮耀客家 藏富客庄」

之願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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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客農知香網頁 

 

附錄二：以視覺傳達設計客農知香網頁（實驗室設計的網站「客農古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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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布可飾藝文創館網頁 

 

附錄四：以視覺傳達設計布可飾藝文創館網頁（實驗室設計的網站「客思客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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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語言是文化的主體，也是民族組成的重要成分。多元文化的社會，使少數民族

語言較少被使用。現今台灣社會，客家語的使用情況逐年下降，越年輕的客家

人，使用客家語的頻率越低，如何扭轉今日的客家語即將消失的局面，成為客

家研究中非常重要的議題。許多客家文化相關的出版品，因為採用漢字書寫，

不是使用客家語撰寫而無法完全表達客家文化意象與內涵，具有客家族群特殊

的用詞遣字也越來越少採用。能夠代表客家文化意涵的重要語言成分之一為文

化特徵詞(Culture-Specific Items)，客家文化特徵詞是從方言比較研究中提

取出來的，能夠充分代表客家獨特的文化意象，以及凸顯與其方言文化的差異，

其特徵意義主要是體現不同方言之間的異同。 

貳、執行情形： 

一、計畫之執行概況：已完成特徵詞整理、系統建置、系統評估，並將計畫

成果投稿至學術期刊。 

二、預算支用情形：計畫通過經費已全數執行完畢，執行率100%。 

參、檢討與建議： 

一、成果效益：客家文化特徵詞自動註解系統對於客家文化相關數位內容或

是出版品會自動產生註解文字連結，將數位出版品中出現的客家特徵詞連結到

客家文化多媒體知識庫，找出數位內容與客家文化間對應的關係，讓使用者在

閱讀相關客家出版品時，能夠很容易了解客家文化內涵以及獨特文化知識。對

於客語讀與寫的議題，客家文化特徵詞提供了一個很好的文化指引來準備教學

素材，透過客家文化特徵詞標示平台，將客家語言、文化及歷史資料整合，有

利客家人文研究及語言教學。 

二、與原訂計畫之落差及原因分析： 

（１）特徵詞的搜集與整理應持續進行。 

（２）欠缺客語發音的多媒體詞彙資料庫搭配客語特徵詞系統，未來可

以持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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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建議事項： 

（１）目前客語研究成果之一的客語語料庫尚未有完善公開的機制，建

置客家語語料庫聯合目錄，並符合國際標準，是一項應立即建置

的系統平台。 

（２）建置客語多媒體語料庫以及客家文化多媒體維基資料庫平台。 

四、結論： 

語言是文化的主體，也是民族組成的重要成分。多元文化的社會，使少數民族

語言較少被使用。許多客家文化相關的出版品，因為採用漢字書寫，不是使用

客家語撰寫而無法完全表達客家文化意象與內涵，具有客家族群特殊的用詞遣

字也越來越少採用。能夠代表客家文化意涵的重要語言成分之一為文化特徵詞

(Culture-Specific Items)，客家文化特徵詞是從方言比較研究中提取出來的，

能夠充分代表客家獨特的文化意象，以及凸顯與其方言文化的差異，其特徵意

義主要是體現不同方言之間的異同。客家文化特徵詞自動註解系統，建構客語

特徵詞詞彙知識體系，並解決傳統客語詞彙研究在觀念與方法上的不足，考慮

歷史文本，協助製作更多的客語出版品，使客語可以獲得更多的保存、流傳，

客家族群的文化也能更全面的保留傳承。同時做為人文領域學者建置史料及語

料的知識平台，提供語言學家及教育工作者將漢語的文章全文翻譯為客語及客

語拚音，並加入客家文化知識百科的語意標示，方便人文學者查詢並整合客家

文化史料及語料採集。以文本分析及系統雛型法進一步了解客家語言的文化特

徵詞並且本計畫建構客家文化特徵詞語料庫，進行標記（tagging）、分類及中

英翻譯，將客家文化相關觀光導覽手冊以及文創商品介紹手冊中出現的特徵詞

連結到客家文化多媒體知識庫。透過此研究找出合適的客家文化出版品呈現方

式，以供製作客家文化觀光產業及文化創意相關出版品參考使用。未來也將透

過田野調查的方法採集口語語料，利用數位錄音機及錄影機紀錄每段語料，而

後將之轉寫成文字書寫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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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研究成果全文： 

A Corpus Annotation System of Hakka Culture-Specific Items 

Introduction 

         Hakka is a Chinese dialect that comes from various areas due to the migration culture. Hakka 

language revitalization is the target of language revival efforts. It involves a reversal of the language 

shift whereby people start using a language that has become moribund or threatened with extinction 

(Charles & Isa, 2015). Like other minority languages, Hakka language entails a body of culture and 

is a component of ethnicity. Our multicultural society means that minority languages are being less 

widely used. Hakka language was not very useful for  aiding survival in society, because only a few 

people spoke this minority language (Hsieh, 2012). There has been a decrease in the language 

proficiency of the native speakers - the younger the speaker, the poorer his language competence. It 

is important to draw a link between culture and minority languages. Therefore, the culture-specific 

items in a minority language play a critical role. Various contexts and regions have different culture-

specific items in a minority language. The purpose of minority language revival is to help people to 

understand the culture-specific items and, furthermore, to encourage them to use the culture-specific 

items in the minority language. The automatic translation systems (e.g., Google translation) cannot 

produce high-quality translations with a specific cultural background. In this vein, it is necessary to 

develop a system for a specific minority language.  

According to situated learning theory, learning occurs through participation. Learners 

participate in experiences that reflect real life, with authentic contexts being the cornerstone of the 

theory, enabling the situated learning of culture and language to be effective. This study constructs a 

situated learning environment based on context-aware technology. Context-aware computing 

provides the right information to right person at right time and in the right place (Ogata et al., 2010). 

With context-aware computing technologies, an individual learning environment can be embedded 

in daily real life. In recent years, there has been a dramatic proliferation of research on ethn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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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nority language and culture preservation. Language and cultural heritage preservation are also 

attracting considerable research attention. Language revival helps people to re-acquire their 

declining heritage languages. As the studies on endangered language revival attest to many success 

stories, through language learning programs, even endangered languages can also enjoy a revival. 

For instance, prior studies mention Kaurna, which is the minority language of the Adelaide Plains in 

South Australia. Considering the nature of language ecology in Australia, prior researchers propose 

several factors for the success of language revitalization (Amery, 2000; Walsh, 2001). One of the 

factors is a computer-supported collaborative learning (CSCL) environment (Silverman, 1995), 

which highlights the socio-cognitive process of social knowledge construction and sharing, and is 

beneficial for the development of minority language learning. 

Wireless technology improves the mobile user experience by implementing context-aware 

features in the mobile application. Wireless technology is already a common service in the city. 

Mobile computing devices, such as palmtop computers, mobile phones, personal digital assistants 

(PDA) and digital cameras, have gained widespread popularity (Capra et al., 2003). A ubiquitous 

mobile network will be created throughout the country. People can access it through wireless LAN 

and roam the Internet with their mobile phone almost anywhere they go. Future environments will 

host a vast number of mobile and wireless devices, besides general-purpose computers. As the time 

of universal mobile service is upon us, people can use the Internet with a Palmtop, Handheld, PDA 

and Notebook at any time. With mobile devices, a context-aware service combines these wireless 

technologies and provides an innovative service for people. The ability to design, develop and 

deploy reliable context-aware services efficiently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issue for the providers 

of mobile services, who face increasing competition in the telecommunications market (Wohltorf et 

al., 2005). 

This study makes several important theoretical and empirical contributions to the context-

aware and language learning literature. First is the combination of context-aware technology and 

language learning. Users of this system are people interested in Hakka culture in Taiwan, who wa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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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learn Hakka Language. They might use a mobile phone, and this system provides learners with 

appropriate learning materials in the context. Second, this service can rebuil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Hakka culture and culture-specific items and actively traces the user’s information and 

preferences. Providing related information that the user needs according to his/her profile and 

location will greatly improve the knowledge quality. Third, with the context-aware annotation 

service, people can improve their language ability and the quality of translation by adding specific 

cultural background. Context-aware annotation is a computer-assisted translation service that 

incorporates the online reading stage into the software, making translation an interactive process 

between humans and computers according to the context and user’s profile. Finally, both the 

traditional and online Hakka dictionary services are sparse. The language translation and annotation 

services for Hakka language should be aligned to meet the user’s needs. This study contributes 

towards developing a system which can provide appropriate culture-specific items with the right 

meanings and pronunciation for learners. Future researchers are encouraged to develop similar 

systems for other minority languages or purposes based on our proposed procedure or framework. 

Theoretical background 

Context-aware services 

Computational systems are good at gathering and aggregating data. Humans are good at recognizing 

contexts and determining what is appropriate (Erickson, 2002). Researchers in the field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re trying to formalize the notion of context and formalize reasoning using context-

aware technology (Akman & Surav, 1996). Prior studies in the fields of human computer interaction, 

mobile computing, and ubiquitous computing are building a prototype of context-aware systems for 

use in various settings (R. S. Want et al., 1995). Context-aware mobile services are applications and 

services that make use of different contexts and adapt the way they behave according to the current 

contexts (Gu et al., 2004).  

The context consists of attributes such as physical location, state of mind, personal profile, 

current job, and a great number of personal features (Smailagic et al., 2000). A physical location is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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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icularly valuable attribute in context-aware computing (Smailagic, et al., 2000). Context-aware 

computing refers to an awareness of the context as the location, identities of nearby people and 

objects, and changes to those objects (Abowd et al., 1999). These dynamic environments require an 

infrastructure that proactively provides the participating entities with a rich set of capabilities and 

services at all times, everywhere, and in a transparent, integrated and extendable way (Khedr & 

Karmouch, 2005). However, it is difficult to justify ‘context’ according to the definition of context-

aware computing. When system developers wish to determine whether a type of information not 

listed in the definition is context or not, it is unclear how they can use the definition to solve the 

dilemma (Dey, 2001). Three important aspects of context are: where a user is, what a user is with, 

and what resources are nearby. Ubiquitous environments facilitate the collection of information 

pieces from sensors, databases, or mobile devices in order to compose the context of entities like 

users, places, or things. The context obtained in this way can be used automatically to adapt the 

behavior of services, which results in the new paradigm of context-aware services (Hegering et al., 

2003). Context-aware services possess the capability of sending and receiving feedback from the 

environment, or context, in which they operate, thus offering to the user potential benefits such as 

greater responsiveness, flexibility, adaptability, and customizability (Mandato et al., 2000).  

Several context-aware systems have now been developed to demonstrate the usefulness of 

context-aware computing technology. In the earlier stage of the research, many researchers focused 

on building application-specific context-aware systems such as the Active Badge project which 

provided a phone redirection service based on the location of a person in an office (R. Want et al., 

1992) and the Cyberguide project which provided a context-aware tour guide for visitors (Long et 

al., 1996). One challenge of mobile distributed computing is to exploit the changing environment 

with new applications that are aware of the context. Such context-aware software adapts according 

to the location of use, the collection of nearby people, hosts, and accessible devices, as well as to 

changes to such things over time. A system with these capabilities can examine the computing 

environment and react to changes in the enviro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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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annotations work as hints in information retrieval applications. Context-aware systems can 

use such annotations as hints for recommending culture-specific items and supporting the semantic 

labeling of web content (Lerman et al., 2007; Schaffert et al., 2008). A traditional web annotation 

system enables a webpage that is originally crafted by a single author (who defines the initial 

content of the document) to be modified by any interested contributor. In fact, more than authoring, 

the most pervasive activity around documents after reading is annotation followed by collaboration 

and authoring (Chong, 2003). With context-aware technology, collaboration and authoring can be 

undertaken by the system automatically. A context-aware annotation service integrates useful 

information, such as the user’s profile, physical location, state of mind, personal history, present 

company, and an uncountable number of other features, enabling it to provide the right annotation 

information at the right time in the right place to the right language learner. 

Situated learning theory 

Knowledge is contextually situated and is influenced by the context, activity, and culture in which it 

is used (McLellan, 1996). Situated learning is a theory dealing with the acquisition of knowledge 

which is proposed by constructivists and emphasizes that learners during the learning process blend 

into a specific context (Brown et al., 1989). When designing a situated learning environment, the 

teacher should focus on the learning objectives of a curriculum and situate specific content within a 

context of authentic activities (Mayes & De Freitas, 2004). Compared with how vocabulary is 

normally learned outside school, people generally learn words within the context of ordinary 

communication (Miller & Gildea, 1994). This process is startlingly fast and successful vocabulary 

teaching is based on dictionary definitions and a few exemplary sentences. Therefore, this study 

proposes that it is very important to support vocabulary learning in everyday life with ubiquitous 

computing technologies (Ogata & Yano, 2004). 

Hakka culture-specific items 

In search of economic opportunities, an ethnic consciousness emerged among the Hakka people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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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te imperial China that enabled them to migrate. The features of Hakka people are the historical 

dynamics of the Hakka migrations and ethnic mobilization (Leong et al., 1997). Hakka people were 

connected by their culture, language and heritage. How to reverse Hakka language’s extinction is 

becoming crucially important today. Instead of using Hakka words, most Hakka publications are 

now written in the dominant language - Chinese Mandarin - which cannot exactly express the 

cultural meaning of Hakka language. Writing in Hakka language is a difficult task because of the 

lack of assistance by efficiency system support. Hakka language involves various tones, art, craft, 

festivals, food, drink, medicine, religion and customs in different regions. The tones also vary 

across the dialects of Hakka. The majority of Hakka dialects have six tones in Taiwan. For example, 

the Hakka dialects of Taiwan, known as HaiLu dialects, originate from the mainland Guangdong 

coastal districts of HaiFeng and LuFeng. Therefore, the context for Hakka language translation and 

use is extremely important. The Hakka corpus refers to all data collected for Hakka culture, while 

the data set refers to all of the data from the corpus that are being used for a particular analysis 

(Braun & Clarke, 2006). After decades of being overlooked, corpus evidence is becoming an 

important component within the teaching and learning of languages. However, Sinclair (2004) 

believes corpus annotation to be a perilous activity, which somehow adversely affects the integrity 

of the text (Sinclair, 2004). The fundamental problem in corpus annotation is defining what 

constitutes an entity to be tagged (Tanabe et al., 2005). Therefore, the Hakka corpus in this study is 

based on culture-specific items. Language translation is closely related to culture. The translatability 

of the so-called culture-specific, culturally-bound expressions has always been the focus among 

theorists of translation and translators (Terestyényi, 2011). During internationalization, most 

language and culture-specific items are isolated and extracted. With culture-specific items, this 

often seems to be impossible, as the meanings that lie beyond these expressions are always strongly 

linked to a specific cultural context. Culture-specific items which are designed to measure concerns 

in one culture may not be appropriate for all cultures under study (Brislin, 1976). It is not always 

clear which words and expressions should be considered culture-specific items, as even in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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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terature on translation several names exist for these items: realia, culturally-bound items, 

culturally-bound, culture-specific expressions, culture-bound terms/words and culture-specific 

terms/words, that signify concepts that are related to a specific culture (Terestyényi, 2011). Culture-

specific items include customs, idioms and sayings, habits, dress, food, work and leisure, concepts, 

etc. (Fallahshahrak & Salmani, 2013). Hakka culture-specific items also include proverbs, children's 

songs, riddles, and folk songs. It is very difficult for students to learn Hakka culture-specific items 

because the expressions change in a complicated way according to the context, e.g. tones, art, craft, 

festivals, food, drink, medicine, religion and customs in different regions. Therefore, it is very 

important for learners to understand the context and region difference, and how to use culture-

specific items in translation properly and accordingly. 

Research methodology 

System framework 

This study proposes a context-aware learning support system for Hakka culture-specific items 

learning based on the situated learning theory, which is called HACSIAS (Hakka culture-specific 

items annotation system). HACSIAS is the context-aware annotation system for Hakka culture-

specific items that can help to add links to culture-specific items as people read electronic journals, 

books and web pages. According to situated learning theory, situated learning occurs in real-life 

contexts. Language and culture learners must acquire a comprehensive knowledge and establish the 

meaningfulness and framework of that knowledge by interacting with others in real-world settings 

(Brown, et al., 1989). This system integrates a Wi-Fi positioning system (WPS) with GPS 

technology to learn the user’s location information and provide them with meaningful cultural-

specific items in real situations. Situated learning enables learners to avoid learning independent or 

fragmented knowledge and allows them to apply that knowledge in their daily life (Huang et al., 

2016). The culture-specific items’ manager collects timing-related cultural-specific items (such as 

cultural allusions, festival, historical events, and seasonal solar terms) and location-related cultural-

specific items (such as Hakka village attractions, cultural allusions, local festivals and historic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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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ents). Situated learning theory emphasizes the importance of personal characteristics and the 

surroundings concept, where the surroundings include the learning environment, activities, and 

peers. The Hakka Corpus in this system has a different tone, depending on the user’s profile. 

Learners are active organizers in a learning environment, and knowledge is the result of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learners and contexts (Anderson et al., 1996). This system uses the 

encyclopedia model to provide learners with hyperlinks, graphs, and video to explain the meanings 

of cultural-specific items. That is, cultural-specific items and their meanings are integrated in the 

learning process. Based on the situated learning theory, this study presents an annotation framework 

wherein the management process of the annotation guidelines is integrated into the annotation 

process. Such integration allows the systematic management of and reference to the guidelines 

during annotation. To evaluate the proposed annotation system, we compare the conventional and 

proposed annotation frameworks and experiments using automatic guideline suggestions, and 

describe a unique feature of the integrated framework (see Figure 1).  

1) Culture-specific items’ manager 

The Hakka language and culture experts input all of the data online. Based on the open 

metadata standard, this system collects and processes the collected culture-specific items. Hakka 

culture-specific items include all of the Hakka cultural domain knowledge. Culture-specific items 

managers allow translators to manage their own culture-specific items bank in electronic form. 

2) The Hakka corpus with different tones 

The Hakka corpus in this system includes a Hakka knowledge base, cultural archives and 

culture-specific items. The Hakka corpus is a collection of writings, conversations and speeches, etc. 

that people use to study and describe Hakka language and culture. Hakka language has different 

tones in different regions. Context detection can help people to access the right language 

pronunciation immediately. 

3) Encyclopedia models 

Based on the WordPress (i.e., a website platform software) content management system, this 

system adopts the Encyclopedia model as the core technology model. The Encyclopedia model is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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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ol for automatic collocation extraction and culture-specific item construction. Culture-specific 

item extraction and automatic links are based on association measures. 

4) Context-aware service 

A context-aware service design is a mobile service that has been implemented on the Internet. 

This system offers an online context-aware service to the end users and researcher depended on the 

context and user’s profile. A context-aware service provides the translator with a means of 

automatically searching a given culture-specific item database for the terms appearing in a 

document, by automatically displaying terms in the translation memory. 

 

[Insert Figure 1 about here] 

System procedure 

A Hakka culture-specific items annotation system is composed of both active and passive 

annotation services. Active annotation services inform users about real-time information. The active 

annotation service of a context-aware annotation system is the automatic look-up in culture-specific 

items databases, and the pop-up of the right information. Suitable active services are launched after 

analyzing the user’s location, wireless devices’ specification, region and user’s profile by a profiling 

service. The profiling service will be capable of determining a number of characteristics of the 

mobile device such as the network speed, and screen size, as well as the profile of the end-user, 

such as cultures of interest. Combined with information about the content requested via the content 

analysis module, including location information (e.g. GPS), the content will be filtered and selected 

accordingly before being delivered to the reader. The pop-up content includes culture-specific items 

with Hakka tones’ pronunciation, cultural background knowledge, the right meanings and external 

multimedia links.  

Passive annotation services provide a culture-specific item automatic display and the 

insertion of electronic content, such as an e-journal, e-book and web pages. The rich information of 

culture-specific items includes Hakka tones’ pronunciation, cultural background knowledge,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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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ternal multimedia links. The system responds to the language translation text from users and 

creates a translation memory. The passive annotation service allows translators to reuse existing 

culture-specific items of text which have been previously translated. Such strings are stored within 

the culture-specific items database which accumulates on-going translated content, allowing a 

translator to reuse content by reducing the need for repetition. An additional reference link is 

generated by passive annotation services, which analyzes the reader’s location and provides a 

suitable service, so the reader can understand the culture-specific items at anytime and anywhere, 

such as by reading an e-journal, e-book and web pages. The culture-specific items are based on A 

Chinese-English Dictionary: Hakka-Dialect as Spoken in Kwangtung Province. This dictionary is 

ordered by character entry under a church Romanization system that was common at the end of the 

nineteenth and beginning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MacIver & MacKenzie, 1905). This system 

looks up the pre-build Hakka culture-specific lexicons to find the appropriate Hakka words. This 

system is able to help users to produce text in written Hakka. At the same time, this system will 

show the Hakka culture-specific items of the source text according to their cultural meaning. The 

system flow chart for a Hakka culture-specific items annotation system that supports cultural and 

language learning is shown in Figure 2. An automatically generated index page with all terms, 

sorted alphabetically, with prefix the filter on top. Every culture-specific item has its own page with 

a unique URL and Hakka culture description page. A context-aware annotation service 

automatically cross links all culture-specific items appearing in the Hakka-related electronic journal, 

book, and web page contents. 

 

[Insert Figure 2 about here] 

 

The awareness service takes charge of pushing information from the physical space into the 

information space (Arcos & Plaza, 2002). The context-aware annotation service can rebuil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akka culture and the culture-specific items, and actively traces the learner’s 

information needs. First, the context-aware annotation service needs to display the culture-specif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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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ems via mobile devices, such as a Palmtop, Handheld, PDA and Notebook. An annotation service 

must consider the necessary information for the reader in the limited screenshot. Second, it must 

automatically reduce the data size and translate the HTML into WML. Third, according to the 

reader’s location and profile, it must push the right information to them, such as culture-specific 

items, and the specific Hakka tone. Furthermore, through the context-aware annotation system, they 

can even gain more electronic resources about Hakka culture. 

System features 

The features of this system are based on the idea of cross references. Users can look up culture-

specific items when they learn Hakka language. Cross-linking has the capability to provide culture-

specific items and an outsourcing process that can take language learning to the next level. This 

system, integrated with culture-specific items, can be the automatic link and semantic annotation 

solution for Hakka knowledge bases.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provide a solution for linking 

culture-specific items to concepts through various sources. This system adopted the glossary 

WordPress premium plug-in component - Encyclopedia Pro (Hoppe, 2016) - which enables the 

system to create, organize and present a knowledge base with culture-specific items linked to Hakka 

cultural websites. Selectable content types include pages, posts, and multimedia in which the 

culture-specific items should be linked automatically. The Hakka culture-specific items annotation 

system manages and organizes culture-specific items such as an encyclopedia, lexicon, glossary, 

Wiki, dictionary or knowledge base. See the screen capture below outlining the main features of this 

system and linked to the culture-specific knowledge and resources (see Figure 3 and Figure 4). 

 

[Insert Figure 3 about here] 

 

[Insert Figure 4 about here] 

 

Scenarios of a Context-Aware Annotation System 

This section aims to design scenarios which test whether the annotation system does what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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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arners want it to do. Scenarios have proven to be very useful in understanding human activities, 

especially for evaluating task design. This study takes the User Experience Questionnaire (UEQ) 

assessment based on the information gathered on scenarios to test how well the system does what 

learners really want it to do based on an understanding of real users requirements. The different 

scenes in the scenario about the context-aware annotation system are as follows: 

Scene 1 – Entering a Hakka village. In this scene, we see the student take a mobile phone when 

entering the region of the Hakka village. The scene illustrates how the system in the Hakka 

village is aware of the location of the user. The user’s profile includes the language tone, place of 

residence, gender, date of birth and special interest. 

Scene 2 – Pop-up culture-specific items learning within a time-related context. This scene 

illustrates that the system is aware of what happens in its context in the sense that it knows who 

uses the learning platform. The system will provide pop-up culture-specific items for learners 

according to the timing and the user’s profile. These items include cultural allusions, festivals, 

historical events, and seasonal solar terms. 

Scene 3 – Pop-up culture-specific items learning within a space-related context. This scene 

illustrates that the system is aware of what happens in its context in the specific location. The 

system will display pop-up culture-specific items for learners according to the situation, location 

and the user’s profile. These items include Hakka village attractions, cultural allusions, local 

festivals and historical events. 

Scene 4 – Context-aware culture-specific items annotation. This system highlights and notes 

functionality through cross-linking or pop-ups. This scene illustrates the use of annotation in e-

journal, e-guidebook, e-magazine and e-book reading. 

User Experience Evaluation 

The user interface is an interactive mechanism between the system and the user. The user 

understands and communicates with the system through the interface. A good User Interface (UI) 

design can create an easy, smooth service, making the system pleasant to use and enhance i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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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ability and efficiency. Users interacting with the system generated by the User Experience (UX) is 

an important key factor in the success of the system, and user experience is an important issue for 

human-computer interaction and interface design (Hassenzahl & Tractinsky, 2006). This study 

invites participants to join the user experience investigation. Each test time is expected to last 10-20 

minutes. The participants fill out the user profile and finish the task in about 5-15 minutes, and then 

complete the questionnaire. The scale is based on the User Experience Questionnaire (UEQ) 

(Laugwitz et al., 2008) to construct a user experience that can be divided into attractiveness, 

perspicuity, efficiency, dependability, stimulation, and novelty. This study invited 16 college 

students to participate in the system assessment. All of them had Hakka language class in this 

semester or last semester. The quantitative data gathered from the online UEQ in March, 2017. 

Values between -0.8 and 0.8 represent a neural evaluation of the corresponding scale, values > 0.8 

represent a positive evaluation and values < -0.8 represent a negative evaluation. The values of six-

dimensional UEQ for the 16 respondents were shown in Table 1. The overall user experience scores 

were presented as means of score scaled from -3 to +3. The result indicated the UEQ scores ranged 

from -0.219 to 0.438. Hence, all the constructs represent a neural evaluation. The user experience 

was positive in novelty and somehow negative in four dimensions, including attractiveness, 

efficiency, dependability and stimulation. 

 

[Insert Table 1 about here] 

 

Discussion and Implications 

Theoretical contributions 

The most significant contribution of HACSIAS is that it is the first architecture that fully considers 

the context in annotation. The main contribution of the research presented in this study compared to 

prior work is the combination of a spatially-aware and timely-aware annotation with the ability to 

provide culture-specific items in electronic form. The importance of annotation can be explained b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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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ontext of situated learning. Second, this system can include additional resources, such as 

Taiwan Hakka Dictionary, Hakka Words Database, the National Science Council’s Taiwan e-

Learning and Digital Archives Project – Digital Taiwan Hakka Villages to provide a rich Hakka 

knowledge base. The Hakka culture-specific items annotation system is an attempt to make these 

Hakka cultural resources appear as one seamless link to related researchers. Third, according to 

statistics (Lewis et al., 2013), there are approximately 7,100 languages still alive in the world, of 

which about 2,380 (33%) are in a state of loss, the loss being more serious in certain regions, such 

as in North America (92%) and East Asia (47%). The revitalization and revival of real languages 

can be more systematic and efficient. To create, organize and present a knowledge base with 

culture-specific items linked to Hakka cultural website contents is an efficient way to revive the 

language. Context-aware technology can strengthen the annotation support of language learning, 

especially in terms of culture-specific knowledge. 

Practical implications 

The research findings provide certain implications for practice. First, culture-specific items, 

combined with phonological information and folk literature,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process of 

reviving a language. This system provides users with an immersive cultural experience through 

using Hakka language annotation technology. Second, the use of annotation technology that can 

automate a lot of the Hakka-converted vocabulary of culture-specific items saves human translation 

time and labor costs, nor do they need to spend a lot of resources on hiring language experts. Third, 

annotation technology in the process that contributes to the standardization of the language, to 

enhance its visibility and popularity (Forcada, 2006). Together, annotation and context-aware 

technology can and should help people to interact with each other and share culture and language 

knowledge. For instance, the findings of the UEQ show that the evaluation values of all dimensions 

are neutral tendency. But the novelty dimension is higher than other dimensions, implying the 

design of this context-aware service is innovative and creative. The annotation and context-aware 

technology could grab the attention of us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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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clusion 

A mobile library service is not another format for mobile devices, and developing a context-aware 

annotation service is a huge challenge for language learning. The potential benefit of getting the 

right information at the right time and in the right place is the key in all of these services. A context-

aware language learning support system provides the right culture-specific item that is derived from 

the region and situation through the identification of the target user and the place. The integration of 

open source software to implement a culture-specific items annotation system will be completed 

quickly and at low cost. By collecting full culture-specific items, the system helps people to gain 

more Hakka cultural knowledge. Hakka people can help to preserve their language and the Hakka 

culture will be gradually preserved. At the same time, humanities scholars can build a historical 

knowledge system corpus. In recent years, due to the rapid growth of Internet resources, a lot of 

new information technology has emerged which can be applied to meet the users’ needs, such as 

taxonomies, ontologies, topic maps and semantic networks. With the new web-based technology, 

the user is able to facilitate resource discovery and the retrieval of important semantic tools, 

although learning a minority language (e.g., Hakka) is not an easy task. The Hakka culture-specific 

items annotation system, through a combination of knowledge bases and culture-specific items, 

brings a new way of language and culture learning. In brief, this study contributes towards 

providing a system framework that is integrated with context-aware computing and culture-specific 

items, which propose an efficient way to revive minority languages. This proposed framework 

could be applied or expanded in future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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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1. User Experience Evaluation 

UEQ Scales Mean 

Attractiveness -0.042 

Perspicuity 0.000 

Efficiency -0.219 

Dependability -0.063 

Stimulation -0.063 

Novelty 0.438 

 

 

Figure 1. System framework 

 

Hakka Cultural 
Archives

Cultural-Specific 
Items

Encyclopedia Model

CSI 

User Profiles

Context-Aware Services

GPS

Hakka 
Tones

CSI Editors

End Users

63



 

Figure 2. System flow chart 

 

Figure 3. Culture-specific items (24 solar ter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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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4. Culture-specific knowledge and resour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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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貳、執行情形： 

一、計畫之執行概況：依核定計畫書執行，已完成計畫成果報告書。預計於

106年12月9日參與「106年度補助大學校院發展客家學術機構計畫聯合

成果發表會」發表計畫成果。 

二、預算支用情形：計畫通過經費為新臺幣20萬元整，已全數執行完畢，執

行率100%。 

參、檢討與建議： 

一、成果效益： 

國立聯合大學客家研究學院肩負「客家文化經濟與產業發展」的未來研發工

作，首度由聯合大學客家研究學院擔任北臺灣客家文化產業發展：進行─客家

文化科技化、科技文化產業化、產業文化人才化的系列研究與發展，將這些成

功的經驗，來打造屬於臺灣、屬於客家的苗栗臺三沿線關聯產業跨域大道，將

結合傳統與創新，將臺三線的鄉鎮，以新的政策思維，結合客庄產業經濟與保

存文化地景，讓苗栗臺三線成為兼具客家人文特色指標的觀光大道、休閒大道、

生活大道和產業大道。打造客家浪漫大道，甚至應包括下列五項重要的準備工

作: 

第一、整合公私部門資源，改善並完備軟硬體設施。結合中央、地方政府

以及民間的資源，保存並維修傳統建築、改善公共道路品質、美化區域景觀並

且設置文史中心與觀光資訊中心，提供充分的地方觀光資訊，研擬相關文化產

業等套裝行程，提供觀光旅遊交通服務，整合行銷，發揮最大經濟效益。 

第二、相關法令鬆綁。在客家庄和鄉村型產業中都發現相同的問題，也就

是要針對中央與地方現行法令，進行修正或鬆綁，因為整體計畫，將涉及現有

限制土地利用與開發等問題。因此，除了保留糧食自給所需的優良農田外，將

透過政府協助取得足夠且合法的土地，活化土地利用、比如民宿、遊憩、或文

創用地等，藉此提供在地經濟發展的需求，帶動鄉村的經濟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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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投入資金，協助產業發展。鼓勵年輕人下鄉發展，提供技術、經費

及產銷資訊和服務等支援，帶動與農業、農村相關的經濟產業發展，這些發展

和商品能貼近市場的需求，讓鄉村人口年輕化、農村現代化，並具有競爭力。 

第四、社區組織化與制度化、在地化。當地文史工作者，以及社區住民的

參與，是非常重要的環節，才能真正落實在地的產業文化化和文化產業化。整

合客委會、文化部，和交通部等部會的公權力，協助並鼓勵在地的商家、民宿

業者及各式文史團體，結合在地居民，組織協會或商會等社區型態，以聯盟的

方式進行串連，形成鍊狀的產業聚落。 

第五、透過傳播媒介，讓政策理念成為生活的一部分。讓客家藉由專屬的

文化傳播管道，有效展開相關文化歷史的企劃、宣傳和傳播，甚至重新被世界

認識和欣賞。因此，在苗栗臺三沿線關聯產業跨域大道的打造過程，公部門扮

演很重要的催化角色，透過現成的客家電視臺，將客家浪漫大道的理念和規劃，

落實到現實生活中成為習慣。 

 

二、建議事項： 

(一)、客庄人文地景調查研究人文形塑面向： 

(1) 建議中央及地方進行「資源盤點」，將各項資源盤點及調查研究結

果公開，避免重複，並同步整合在資料庫。 

(2) 「語言推動」部分，建議將客語教學融入社區，並培養客語導覽人

才，同時也在社區內開立相關課程，透過生活化達到客語普及。 

(3) 「文化推廣」部分，建議將古道、茶亭、信仰宗教等文化調查結果

資源共享，透過地方相關節慶活動舉辦期間，將其文化特色融入其

中。 

(二)、客庄慢活理念建構研究人文形塑面向： 

(1) 持續推動客庄漫遊、慢食、慢活，將既有觀光旅遊路線結合在一

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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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增加互動式體驗活動，將客家特有文化融入行程中。 

(3) 運用在地文化、在地食材，將客家特色老酒裝新瓶。 

(4) 德國浪漫大道只做一件事情，就是什麼都不做。如何去保有現在

的生活樣貌，並將客家文化持續傳承是最重要的課題。 

(三)、推動客家新工匠文化之人文形塑面向： 

(1) 青年返鄉的誘因及輔導辦法必須清楚訂定 

(2) 活化舊有客家工藝產業，透過訪談或微電影拍攝紀錄方式，讓更多

人知道其傳統工藝。 

(3) 在許多客庄皆和原住民部落相距不遠，跨文化的交流值得嘗試。 

(四)、臺三線客家藝文創作聚落之人文形塑面向： 

(1) 透過更多返鄉青年的參與，讓客家文化得以延續傳承。 

(2) 利用改造現有空間，活化客庄藝文展演，讓其文化環境能夠完整保

存，同時發展一鄉一特色。 

(3) 規劃樂齡老師傅技藝傳承機制。 

(4) 跨族群多元文化聚落平台打造。 

(五)、臺三線之意象形塑及區域行銷之人文形塑面向： 

(1) 客庄舊有建物的修建工作，公部門能放寬其法規上的限制。 

(2) 各鄉鎮的需求應從下到上，由各鄉鎮提出需求，讓中央部會的挹注

能夠更準確。 

(3) 營造客語生活環境，鼓勵臺三線的產業店家，以客語作為接待招呼

語，讓客語普及。 

(六)、重現臺三線景觀軸帶之環境整備面向： 

(1) 在各項資源建設前，以永續經營的方向進行規畫 

(2) 臺三線上具有許多古道，但年久失修，在古道的修復時，應建置自

行車步道交通網來友善自行車族群，搭配各項大眾運輸工具 

(3) 結合臺三線上的自然景觀，同時景觀進行軸線的規劃，在規劃的同

時，應先行盤點目前現有自然資源及目前已調查成果，不再重複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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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盤點，建議可由鄉鎮彙整在地特殊地景、地貌，及值得保存的生

態環境編造成本，再供中央單位彙整來進行景觀的規劃，在此些目

標上來重現臺三線景觀軸帶。 

(4) 「臺灣好行」重新規劃路線，評估更有效益的景觀，來擴大「臺灣

好行」的效益。 

(5) 除了臺三線上的路線整備，連結臺三線的道路應進行整備拓寬，以

利連結臺三線，並做好導覽資訊，可連結蛋黃區鄉鎮與蛋白區鄉

鎮。 

(七)、建置客家文教、產業基地之環境整備面向： 

(1) 閒置空間盤點，將舊有閒置空間進行活化，可作為地方特色文化館

或是工藝館，來提升地方文化觀光品質、結合地方特色互相連結、

形成帶狀觀光。 

(2) 建置臺三線入口意象，搭配客家元素來形塑品牌。 

(3) 地方傳統產業的創新應用，使用傳統產業的技藝來行銷，除了可以

進行技藝的傳承，也可以重新復甦各項傳統產業。 

(4) 南庄慢城地區的規劃應用，以都市計畫來重新打造慢城區域。 

(八)、建設客庄傳統聚落人文風貌之環境整備面向： 

(1) 客庄導覽系統重新規劃，加入新客家元素，重新打造客庄人文風

貌。 

(2) 臺三線上特色產業，可進行整體規劃，統一打造一系列風貌，來營

造出在地特色產業。 

(3) 各鄉鎮可選定一些區域作為中心點，以中心點作為示範基地進行規

劃發散，可建立敘獎制度來獎勵執行成果優良鄉鎮，藉此也可讓其

他鄉鎮進行學習。 

(4) 環境整備應做好先行規劃，排定各鄉鎮優先項目，中央依各順序來

進行補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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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各鄉鎮可以結合各休閒園區特色來串連，共同打造客庄人文特色風

貌。 

(6) 規劃好各景點電線電纜地下化工程，美化各景觀環境。 

(九)、產業人才培育訓練之產業發展面向： 

(1) 培育以客語為主搭配其他語言為輔(如國台語、英日..外語)導覽解說

人員，以故事行銷臺三線。 

(2) 以文化部、科技部、工業技術研究院、農業委員會、客家委員會、

農業科技研究院等先進技術資源輔導，將在地農產品研發創新成更

具有價值性的產品。 

(3) 利用閒置空間或在地學校教學資源(師資、空間)作為青年返鄉青年

育成中心。 

(4) 規劃開設產品包裝行銷課程培育產業人員，具備行銷自己的產品的

能力。 

(十)、客家文化產業聚落開發及輔導之產業發展面向： 

(1) 結合在地產業技藝，以技藝來推動在地核心特色，來帶動產業發

展。 

(2) 建立農夫市集，讓青農有銷售平台可以販售，也可以搭配相關活動

舉辦。 

(3) 以農村再生計畫、一鄉一特色為基礎，將點線面擴大。 

(4) 客家文化產業聚落之發展，現有法規制度應配套鬆綁。 

(5) 建立各鄉鎮品牌意象識別，創造浪漫臺三線品牌，有助於行銷。 

(6) 在地產品+在地產品=特色商品，以在地特色產品(如竹木或紙製

品)，包裝在地農特產品，雙軌提升產值。 

(十一)、客庄特色主題遊程開發及行銷之產業發展面向： 

(1) 設計主題特色遊程，將各特色景點，串連成線。 

(2) 建立在地異業結盟，如在地餐廳、民宿，運用在地食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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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農產品結合地方協會，協助農業第二代進行農業創新發展，並做多

面向的跨界合作。 

(十二)、青年回鄉創業支持體系之產業發展面向： 

(1) 整合地方資訊，成立青年洄游平台，除可以產業媒合，亦可分享經

驗，讓更多年輕人願意洄游。 

(2) 法律條例應重新評估，各項條例進行調整，適時放寬標準，讓更多

青年願意投入。 

(3) 各部會相關補助申請，建議簡化申請流程，或設置單一窗口支援青

年創業。 

(十三)、科技加值體驗之產業發展面向： 

(1) 建置網路平台，簡易方便操作介面，讓在地產業運用網際網路傳播

行銷，提升產業的銷售量。 

(2) 在客家園區、百貨公司、機場車站等公共場所，協助產品展示上

架。 

(3) 網路觀光資源建議進行規劃重整，讓使用者能更便利觀看。 

三、結論： 

臺三沿線客家文化目前為是國家發展計畫與行政院客家委員會(以下簡稱客

委會)大力推廣的文化之一，客家人口在「廣義定義」（至少符合自我族群認定

或血緣認定中任一項者）的情況下，約有587.7 萬人，佔臺灣人口的25.6%(客

委會，2008)，也就是說臺灣有超過四分之一的人口自我認定為客家人。客家

族群本以土地為生，對於土地有深厚的情感關係。臺灣客家人，在渡大海，入

荒地，篳路藍縷，以啟山林的傳統信仰中，幾乎繼承了漢民族的文化而來。客

委會為了推廣臺三沿線客家文化與觀光，發揚客家傳統並且活絡客庄產業，融

入更多當地特色之外，亦與歷史、人文、天文地理有深刻的牽連。由於苗栗台

三沿線地區深蘊臺三沿線客家文化的內涵，而且苗栗台三沿線地區為臺灣客家

人口與臺三沿線客家文化的大型群聚地區之一，地方特色產業發展的養分皆來

自於18鄉鎮市的人文資源(人文)、天然資源(地)、人文空間(景)、產業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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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展現的形式又以生活旅遊最為蓬勃(陳炴如，2007)，本書故以苗栗台三

沿線地區客家為主軸的臺三線客家文化所發展出的多元人文、歷史、社會、自

然、意象、情境與心理的核心層面為撰寫之重點。 

苗栗台三沿線地區整年度均有豐富的客家節日與慶典舉行，活動內容富有

臺三沿線客家文化內涵，苗栗台三沿線地區政府並與各鄉鎮市公所配合各式大

小活動的舉辦。透過苗栗台三沿線地區內的傳統客家鄉鎮的在地人文背景為依

據，本章節篩選出28項苗栗所舉辦之節慶活動，如客家桐花祭、火旁龍及草莓

文化季…等，以這些活動的舉辦原意是要使在地的人文、歷史、社會及族群產

生凝聚力，並且引發思古之幽情後再加以提升對苗栗臺三線客家文化不熟悉人

士的興趣，藉由下列的「四到與四能」的概念，進一步達到教化人心、陶冶性

情、和諧社會和融合族群的目的。 

一、聽得到： 

不僅只是單純想要將分散不完全的苗栗臺三線客家文化的內容，藉由一般

的數位科技與網路平台進行承載與傳遞而已，而是要以無所不在(ubiquitous)

的雲端技術(cloud computing)應用於完整的臺三沿線客家文化知識與意涵，讓

苗栗客家臺三線客家文化觀光資訊都能「聽」的到。 

二、看得到： 

傳統的臺三沿線客家文化博大精深更源遠流長，但是儘管由學者們不倦地

收集、分析、詮釋、註解，其成果仍有礙於傳播的途徑與擴散分享的方式，終

究無法使得普羅大眾所能體會與理解。既然傳播途徑與擴散方法無法突破，配

合著文字與影音的呈現，讓人們更能夠「看」的到臺三沿線客家文化伴隨節、

慶、祭、儀的內涵。 

三、讀得懂： 

縱使能讓人們「聽」的到苗栗客家臺三線客家文化的唯美表徵，也能夠使

得人們「看」的到其中的素養與內涵，但終究仍屬於表面的呈現。從「接收」

到「感覺」，甚至要達到「感知」的階段，畢竟是存在著一些難以突破的關鍵。

臺三沿線客家文化是要靠著傳播與發展才能與社會成長的動脈鏈結住，倘若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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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知與了然於心」的過程出現了阻撓，何以能做到文化的傳承。所以，不僅

是要讓人們「聽得到」與「看得到」，更需要讓大家「讀得懂」，才能引導人們

真正進入苗栗客家臺三線客家文化的空間與境界。 

四、尋得到： 

即使建置了完善的苗栗臺三沿線客家文化交流平台，但如果無法經由便捷

的方式尋找到，在溝通傳播上恐怕就會造成阻礙，若是沒有了「人潮」，就失

去了「文化潮」。所以，利用廣大的社會軟體(social software)的雙向交流

(interactive)環境，並增加曝光率與接觸率，更讓更人潮能夠「尋得到」臺

三線客家文化的觀光饕宴。 

五、能擴散： 

透過建置苗栗臺三沿線客家文化雲端上的有機整體文化的生態資料庫，讓

使用者能夠聽到苗栗臺三沿線客家文化的陳述外；也能夠看到苗栗客家臺三線

客家文化上的節、慶、祭、儀表現，讓苗栗臺三沿線客家文化能擴散至其他層

面。 

六、能蒐集： 

藉由設計，讓苗栗客家臺三線客家文化成為一個被自由蒐集的有機整體文

化的生態系統，並讓苗栗臺三沿線客家文化能經由互動式特性，快速地被蒐集

到。 

七、能分享：  

透過數位化的有機整體文化的生態系統，讓苗栗臺三沿線客家文化中豐富

知識內涵與原貌能夠擁有保存、傳承及連繫的分享機能。 

八、能共創： 

建構苗栗臺三沿線客家文化協同(cooperation)創作系統，來進行苗栗臺三

沿線客家文化或相關文化藝術的共同(collaboration)創作，甚至與其他有機

整體文化的生態系統進行交流，以便讓苗栗臺三沿線客家文化能達到共創的目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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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研究成果全文： 

子計畫 8： 

以客家文化產業群聚生態學探索臺三線客家人文特色 

為核心的產業系統策略研究 

壹、研究計畫之背景及目的 

本研究以臺三線客家人文特色與客家文化產業系統資源做為本研究的背景，

並依據與延續105年度「客家委員會補助大學校院發展客家學術機」計畫原為

兩年期研究規劃之：「以利基策略結合客家產業生態系統與情境規劃法文論影

述客家(文創)產業對天擇的認知、基因的調整以及演變的操控」研究計畫，經

核定並適度調整為單年執行後，為不影響上年度研究的延續與相銜接於後期計

畫的發展，本計畫試圖面對臺三線客家文化產業來進行產業的點線面的整體的

核心價值探討。 

臺灣的每條公路，都因應著不同階段、不同需求而產生。省道臺三線為臺

灣縱貫公路之一環，又俗稱「內山公路」，最初開拓之目的，是為了開發丘陵

地區，促進內山一帶的經濟發展，其貫穿苗栗縣西半部之丘陵地帶，沿途由北

而南鄉鎮打造屬於臺灣、屬於客家的苗栗臺三沿線關聯產業跨域大道，將結合

傳統與創新，將臺三線的鄉鎮，從臺中的石岡、東勢，從苗栗縣的「三灣鄉」、

「頭份市」、「頭屋鄉」、「造橋鄉」、「南庄鄉」、「獅潭鄉」、「大湖鄉」、「卓蘭

鄉」，直到新竹峨眉、寶山、北埔、竹東、芎林、新埔、橫山、關西等鄉鎮聚

落，指定為國家級的客家人文風貌區，以新的政策思維，結合客庄產業經濟與

保存文化地景，讓苗栗臺三線成為兼具客家人文特色指標的觀光大道、休閒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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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生活大道和產業大道。鄰近該路段，時至今日，苗栗縣臺三線的建設，為

了要帶動了地方的繁榮，也成為串聯及聯外重要道路之一，沿線及其延伸支線

道路山村風貌與田野景致優美。 

苗栗縣臺三線沿途為客家族群分佈最為密集之地，沿線各鄉鎮以農業為主

要產業，至今保有客家傳統祭祀風俗，極具特色。本縣茶葉生產面積900餘公

頃產茶地區為頭份、銅鑼、三義、大湖、獅潭、造橋、苗栗、頭屋、三灣等九

個鄉鎮市，自九二一震災後，茶葉銷售陷入困境，茶農經營倍加辛苦，產製

「椪風茶」、「烏龍紅茶」及「酸柑茶」為本縣特色茶品，深受國內外消費大眾

青睞。 

此地區周邊的交通與發展條件，正逐步建置中，打造橫向觀光主軸。本計

畫之價值，在於整合臺三線沿線資源，完成苗栗縣縱向文化發展主軸，完整建

構苗栗縣「橫向」及「縱向」之人、地、產、景的客家文化產業景觀。 

本計畫期望以永續發展的願景，整合臺三線沿線的人文歷史、藝術文化、

自然環境、景觀風貌、地方產業等資源，營造以客家文化為主題之永續共生環

境，創造苗栗內山丘陵區之茶陶與遊憩亮點。主要目標如下： 

1、 以客家文化發展為主軸，針對區域內各單點進行既有設施與周邊環境整

備，營造優良環境。 

2、 以線性串連為原則，透過景觀廊道的塑造及大眾運輸配套，對內串聯各單

點，對外連結臺鐵與高鐵支線、國道一號各交流道及各主要道路，建構完

備的遊憩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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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營造在地人文風貌，凸顯在地民俗節慶活動等之文化價值與歷史意涵，使

地區特色與形象更加鮮明，兼有鄉土教育之功效。 

4、 強化在地社區特色、產業行銷及藝文推廣，增加遊憩深度與多元性，鼓勵

遊客留駐，活絡地方產業。 

沿著臺三線從臺中經過苗栗、新竹，一直到南桃園，客家聚落的巡禮，我

們深刻的感受到祖先的篳路藍縷，開闢出這一條美麗的客家之路，這是值得珍

惜的資產。為了傳承並發展這個獨特的人文風貌，臺三線沿途的區域應擘劃下

一階段的願景，例如德國南部，有一條羅曼蒂克大道，羅曼蒂克大道一開始只

是將旅遊觀光聯盟的結合，將沿途有特色的26個大小城鎮串連起來，但是發展

到現在大約60年的時間，已經成為地方經濟產業和文化保存的成功經驗。透過

羅曼蒂克大道的行銷和經營，保存了德國南部濃厚的在地人文風味以及旅遊美

景，更創造出高度的經濟價值。這是區域觀光發展的重要策略，除了德國成功

發展許多條經濟產值高的觀光大道，包括日本等其他國家也都有類似的成功經

驗。 

國立聯合大學客家研究學院肩負「客家文化經濟與產業發展」的未來研發

工作，首度由聯合大學客家研究學院擔任北臺灣客家文化產業發展：進行─客

家文化科技化、科技文化產業化、產業文化人才化的系列研究與發展，將這些

成功的經驗，來打造屬於臺灣、屬於客家的苗栗臺三沿線關聯產業跨域大道，

將結合傳統與創新，將臺三線的鄉鎮，以新的政策思維，結合客庄產業經濟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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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存文化地景，讓苗栗臺三線成為兼具客家人文特色指標的觀光大道、休閒大

道、生活大道和產業大道。打造客家浪漫大道，甚至應包括下列五項重要的準

備工作: 

第一、整合公私部門資源，改善並完備軟硬體設施。結合中央、地方政府

以及民間的資源，保存並維修傳統建築、改善公共道路品質、美化區域景觀並

且設置文史中心與觀光資訊中心，提供充分的地方觀光資訊，研擬相關文化產

業等套裝行程，提供觀光旅遊交通服務，整合行銷，發揮最大經濟效益。 

第二、相關法令鬆綁。在客家庄和鄉村型產業中都發現相同的問題，也就

是要針對中央與地方現行法令，進行修正或鬆綁，因為整體計畫，將涉及現有

限制土地利用與開發等問題。因此，除了保留糧食自給所需的優良農田外，將

透過政府協助取得足夠且合法的土地，活化土地利用、比如民宿、遊憩、或文

創用地等，藉此提供在地經濟發展的需求，帶動鄉村的經濟活力。 

第三、投入資金，協助產業發展。鼓勵年輕人下鄉發展，提供技術、經費

及產銷資訊和服務等支援，帶動與農業、農村相關的經濟產業發展，這些發展

和商品能貼近市場的需求，讓鄉村人口年輕化、農村現代化，並具有競爭力。 

第四、社區組織化與制度化、在地化。當地文史工作者，以及社區住民的

參與，是非常重要的環節，才能真正落實在地的產業文化化和文化產業化。整

合客委會、文化部，和交通部等部會的公權力，協助並鼓勵在地的商家、民宿

業者及各式文史團體，結合在地居民，組織協會或商會等社區型態，以聯盟的

方式進行串連，形成鍊狀的產業聚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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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透過傳播媒介，讓政策理念成為生活的一部分。讓客家藉由專屬的

文化傳播管道，有效展開相關文化歷史的企劃、宣傳和傳播，甚至重新被世界

認識和欣賞。因此，在苗栗臺三沿線關聯產業跨域大道的打造過程，公部門扮

演很重要的催化角色，透過現成的客家電視臺，將客家浪漫大道的理念和規劃，

落實到現實生活中成為習慣。 

除了打造國家級「臺三線客庄關聯產業跨域大道」，建構客庄文化經濟政策

的新思路之外，重現客家光榮的政策方向，在客家推動幾項重要任務:第一、語

言文化方面，將賦予各族群語言「國家語言」的地位，讓客家話進入公共領域，

永續發展；還要強化族群傳播媒體，促進客家語言文化的活化與現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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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臺三線苗栗境內路段總長表 

項次 地名 里程(公里) 備註 

001 臺北 0.000  起點，接北市忠孝東西路 

… … ……… … 

021 峨嵋 87.708  接鄉道竹41線 

022 竹苗縣界 94.370    

023 珊珠湖 94.943  接縣道124線 

024 三灣郵局 107.705  接縣道124線 

025 獅潭 114.937  接縣道124線 

026 新豐農會 121.735  豐林集貨場前 

027 豐林國小 123.883    

028 汶水 126.949  接省道臺6線 

029 大湖農工 131.334    

030 南湖 134.100  接鄉道苗55線 

031 八份 138.291  栗林國小前 

032 酸柑湖 145.592  接鄉道苗52線 

033 卓蘭 148.817  接舊省道臺3線 

034 蘭勢橋 150.412  苗中縣界 

035 東勢 158.962  接省道臺8線 

… … ……… … 

121 屏東 438.788 終點，短鏈5.396公里，接省道臺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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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臺三線客家文化創意產業 

文化是國家或地區內的一群人所普遍認可的一系列相對穩定的內在的價值

觀和信條，以及這些價值觀和信條對這群人的外在行為以及環境所產生的顯著

影響。文化是人類記錄生活的過程，更是先人所遺留下來的智慧財產，在後代

的腦海深處更是有著不可抹煞的傳承圖騰之外，更讓大眾知曉不同的族群有者

各個族群的獨特性格及生活經驗，然而文化政策的實現更顯得更重要。 

要試圖瞭解臺三線客家文化產業如何來？並釐清什麼是臺三線客家文化創

意產業，探索臺三線客家文化創意產業的核心價值是什麼？這看似大哉問，但

先將其拆解成「客家文化」、「創意」、「產業」三個名詞，解構後再將其組合，

試圖讓人們面對臺三線客家文化用更簡單、更清楚、更明確的方式來理解與欣

賞什麼是「臺三線客家文化創意產業」。 

 

「臺三線客家文化」是將臺三線客家族群所擁有的活動行為模式，都依照

一定符號化的結構，例如臺三線的：客家語言、居住區域、飲食、文學、工藝、

音樂等等，匯集一般人對於臺三線客家文化給予不同的批註或定義，累積而形

成臺三線客家人生活的一種群體化的結晶。 

「臺三線客家文化 + 創意」是基於臺三線客家文化蘊底下的元素與現象，

以一種直覺或突發型概念技巧呈現，最終發展成為一系列啟發、創意、創新的

「可加以直覺」化的過程，當然這完全是屬於臺三線客家人的獨特表現，更是

一種臺三線客家人的智慧與經驗的具體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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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三線客家文化創意 + 產業」則是泛指一群從事於類似或相同於臺三線

客家文化創意經營活動的產業的總稱。以致，「臺三線客家文化創意產業」的

基礎就是在臺三線客家群體，經由分化下的個體再度凝聚成群體結構所組建完

成的具體概念與體會，以臺三線客家文化的物種在系列演變後的創意、創新與

創造的運用技巧，以及既有的原客家知識體系所結合的現代化的思維與技術加

以改良與重塑，最後透過集體的手段加以量化並為其創造高經濟價值，來面對

「臺三線客家文化創意產業」的精神。 

二、客家文化創意產業的點線面 

蔡石山在《海洋臺灣─歷史上與東西洋的交接》(黃中憲譯)書中提到，早自

鄭和後的明清時代，封港、禁航和鎖國的政策，臺灣客家早期的文化產業的環

境一方面可說是「穩定」，另一方面只算是「停滯」。以消費者對於客家文化過

往「傳統」或「特色」產業(品)的知曉或偏好，以及當時產業對於投入原物料

與生產技術而言，很少出現大幅度的改變與提升。但近年以來隨著臺灣客家傾

力注入力量，無論是產業的面貌與產業組織生態(organizational ecology)、產業

聚落生態(community ecology)，和生產經營技術的演化，已產生了相當重大的

突破，甚至以「點」─臺三線客家文化產業的內容、「線」─臺三線客家文化產

業的價值經營管道的布局，以及「面」─臺三線客家文化產業的整體的核心價

值，開始跨越與鏈結客家文化傳統產分類架構業別的崛起。 

多年來，臺灣客家地區賣力和不斷努力極積的舉辦一些具有客家地方文化

特色的活動，也獲得不少的民眾的熱情參與。在這些備有客家文化精神的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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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途中，最為出色的就屬具有臺灣客家文化產業一系列的活動，原因是由於客

家文化極具有「差異性」，或者是最具創新的概念，沖激著參與其中的民眾們

的感官和情感，藉由種種的體驗讓人的印象深刻。以致，如何提升客家地區的

經濟產業與觀光產值，創造在地的產業發展，進而使年輕一輩的客家人深根本

土，引領者客家文化產業成為文化中的文化，研議該做些什麼、如何包裝與行

銷，以及如何再次引爆客家文化結合行銷的新泉源？預計在未來，關於客家文

化產業的改變將會是多元經營模式，同時存在於特定的客家文化產業內的現象。

除了客家文化產業間的相互供給與需求滲透，在面對客家文化產業的需求性日

益精緻與複雜化之際，客家特色產業內部分工體系的重組機制必然會在不同產

業之間的「能耐」、「技術」，以及「經營模式」融合成為一項重大考驗，和整

體臺灣客家文化產業創新面的轉變。 

三、臺三線客家文化創意產業「聚落」與「群落」的條件 

臺三線在今天的「人、文、地、產、景」倡議中將更具發展優勢。針對臺

三線的區位產業發展及產業分析中的一項重要因素，在產業發展的過程中，至

少可以看到兩項與區位有關的現象，第一個現象是相關客家文化產業的廠商聚

集在鄰近的水文與地理區域中的現象，這種現象可視為道地的客家文化(創意)

產業聚落（cluster）。在以臺三線為擴散核心的產業聚落中，許多相關的客家文

化產業廠商會聚集起來，這些廠商可能是同業的競爭者，或是上下游供應商，

或是相關服務業，更或是學術與研究的支援機構（例如大學、研究機構或公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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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彼此之間有複雜的關係。 

第二個現象就以產業群落(community)來說，構成產業群落各個產業的廠商，

不必然都要在特定的地理區位內，在產業群落中的觀察重點是不同產業的廠商

之間的功能互補、相互取代以及生產製程及服務流程上的相互關係。就產業聚

落來說，在這麼以強化創新的經濟產業的機制，無異是由臺三線作為發展的輻

射態狀，一體成形了擴散的競爭新優勢，產業群落的分析重點是分散在廣闊的

區域內的廠商，群落於地理上的臺三線的客家文化產業為什麼會形成聚落型態，

這麼聚集在一起又會產生哪些影響呢？ 

在臺三線的「人、文、地、產、景」的架構下，以臺三線而言的客家文化

(創意)產業群落與聚落牽涉到一項重要議題是：政府是否能促成良好的產業群

落與聚落的形成？我們常常可以看到一些產業中會出現成對的強大競爭者，代

表這些國家可能提供了以文化產業一個良好的發展空間，因此一個國家如何能

夠提供特定產業良好的發展空間，甚至以目前臺三線的得天獨厚的優勢與既有

的軟硬條件，也是地理因素所要探討的一項議題。 

再則與臺三線的區位產業發展及產業分析有關的現象是產業的全球化

(globalization)，相對於臺三線產業聚落企業與「臺三線的人、文、地、產、景」

沿線開展投資與合作涉及領域廣泛，已在信息、農業、能源和資源開發等領域

與多個「帶路」客家文化產業開展全球在地化的投資與合作。產業的全球在地

化則是指特定產業的發展腹地業已超越了地理疆界的群落情形。例如產業的佈

局都很難只侷限在單一區域內，然而臺三線要進行的是以客家文化(創意)為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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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產業戰略，以此相較於南韓的文化創意就需要有超越區域的觀察與行動。當

客家文化(創意)產業的發展腹地超越區域地理疆界時，臺三線的就必須面對來

自各地的競爭者或是必須思考主動跨出疆界。 

四、臺三線區位本身的條件與發展流程 

臺三線在發展客家文化(創意)的群落與聚落產業廠商在選擇區位時，似乎是

已經考量到區位本身條件的影響，尤其臺三線區位具有相當優越的條件，可以

吸引廠商進駐，以下幾項條件與下圖說明了會影響臺三線在發展客家文化(創意)

的群落與聚落產業廠商的區位選擇的意象： 

1. 氣候：臺三線沿海的地區氣候條件、包括溫度、濕度、土壤等條件，會直接

影響到一些產業的區位選擇，例如一些初級產業包括農業、畜牧業的區位選

擇，明顯會受到氣候條件的影響，雖然目前臺三線欲發展的客家文化(創意)

產業項目不至於受到此條件的約束，但是若要進行中長程轉運的情況時，以

上的條件還是需要注意。 

2. 生活品質：無論臺三線客家文化(創意)產業需要的人力，若生活品質會影響

到人才前來工作的意願，進而影響到產業的發展，倘若能提供較佳生活品質

的區位更是有較佳的產業發展條件。 

3. 豐沛的勞力供給：基礎的勞力密集性的人力資源供給有助於勞力密集產業的

發展，為許多外銷為主的文化(創意)產業提供了相當豐沛的勞力。 

4. 優質的人才供給或接近大學研究機構：高科技導向的產業需要優質的科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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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以及臺三線區位有優質的科技人才供給，強化目前的臺三線大學各類專

業研究機構，會更有助於相關產業的發展。 

5. 便利的陸上交通：便捷的陸上交通可以降低運輸成本，因此運輸成本佔成本

結構相當高的產業，在區位選擇時，必須考慮便捷的陸上交通這項因素。 

6. 經濟與稅務：在臺三線積極培育與供應鏈相關的新興文化(創意)產業，結合

供應鏈為基礎的客家文化創意現代化產業，有利的地方稅制可以吸引企業前

來投資，再搭配完善的所得稅和社會保險稅等直接稅為主體。 

參、文獻探討 

一、文化(創意)產業群落 

一個產業與其他產業的發展經常是息息相關的。以臺灣客家聚落文化的茶產

業來說，「茶園」牽涉到茶的種植技術、茶葉的品種挑選、製茶的各方工藝、

客庄茶鄉的文化社區總體營造，以及茶景的陳設。有關「茶藝」部分的延展，

茶藝的熱罐、燒杯、圈沖、刮沫、淋蓋、低灑、澄清和濾歹…等，甚至茶亭、

茶席、茶票、茶友、茶書與茶詩，顯示出單就客庄茶文化和創意的產業相關鏈

結，若再關切到客庄的「茶食」與「茶器」文化的發展，更是需要龐大的相關

產業供應鏈方可支持與滿足健全的產業發展，是否能健全發展也就與這些產業

的支持有關。 

一個文化與創意產業和支持這個產業的其他產業即構成了整個文化與創意產

業的群落。臺三線的客家文化與創意產業群落的意義、產業群落如何形成，以

及生產供應者如何利用產業群落來制訂出有利於自己的策略[4]。在前段落─

88



《臺三線客家產業生態體系剖析》中曾經提到每個文創產業都可視為是一個物

種，在臺三線客家產業生態體系中，與產業生態鏈分開的個別文創物種通常很

難單獨存在，例如臺灣苗栗的茶種與製茶的工藝手法需要靠苗栗特有的陶瓷或

玻璃類的器皿沖泡為產業生態一體，這也道出文化產業個別物種的生存經常會

和其他物種息息相關，這些彼此之間會相互影響的文化產業物種就構成了產業

群落(industry community)，這樣的現象也存在於各類的文化和創意產業鏈結中，

許多不同產業也會彼此相互影響。 

二、文化產業物種間關係與群落 

文化(創意)產業界如同生物的生態界一般，也在不同的物種之間存有著共生

(commensalism)，寄生(amensalism)、競爭(competition)…等各種複雜的關係，

不同文化物種間因此形成文化產業群落(community)，群落再與環境條件(如市

場運作、消費行為、人均所得…等)互動形成了文化產業生態系(ecosystem)，構

成生態群落的基礎[4]。 

三、文化產業的共生關係 

文化(創意)產業的共生關係是指隨著兩個文化(創意)物種之間的互動應用，可

以為其中至少一方或彼此雙方物種帶來互惠，但卻不會為互動的物種帶來傷害

的情形，共生關係可以分為互利共生以及片利共生兩種情形。 

茶業與陶瓷或玻璃產業間的互利共生是指兩個以上的物種之間，經品茗的行

為直接與各相關的產業物種互動而獲得好處。互利共生關係又可以分為「暫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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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互利共生」以及「連續性互利共生」兩種關係，暫時性互利共生是指兩物種

都能因為其共生關係而獲得好處，但是必要時也可彼此分離而繼續生存。在客

庄茶產業界中，茶廠業者可以推出年度得獎的高級茗品，並和時尚業的陶瓷茶

具業者相互結合，彼此推出高價位的產業物種，進而與時尚的設計業者為金字

塔消費頂端的消費者群展開高檔次茶席類的服務。連續性互利共生關係是彼此

間長期互利共生關係的物種，不能離開彼此長期生活。若真如此，也就必須倚

靠各自的產業物種調整和在應用層面的創新，才能在長期間生存下來。 

片利共生與互利共生最大的差別是片利共生中的兩個(或多種)物種只有其中

一方會獲得較多好處，例如在茶業博覽會展開時，除了展場可以獲得租金以外，

負責各自委託的公關公司也會在有限資金的勞務型委託案負責裝潢配置工程，

當然人潮匯集時，展場周邊的商家，也會從中獲利，總的來說，茶品博覽會的

參展昌商在連續的精爭交易活動下，還是比上述片利共生的廠商獲利較多。 

四、文化產業的寄生關係 

臺三線客家文化產業的寄生關係是：寄生物種和寄主物種之間的關係。在寄

生物種和寄主物種在都屬於客家文化的情形下，寄生物種的生存必須仰賴寄主

物種所提供的生存條件。當寄生物種若是要長久生存，就必須要和寄主物種產

生穩定的關係。一旦生態平衡失控，不論是造成寄主物種的存在性的傷害，或

是寄主物種的自然抵禦或停止提供寄生物種的生存環境，都會使得寄生物種無

法生存下去。所以，寄生物常會和寄主一同演化畢竟存活越久的寄主對寄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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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傳播越有利，因此寄主演化到對寄生物有一定的免疫力外，寄生物也會傾向

演化成對寄主只是造成中等程度的傷害[4]。 

臺灣新竹與苗栗甚為有名的茶品：「東方美人茶」(本名為：碰風茶)，就是

因為一種特殊的小綠蟬(昆蟲)凡叮咬過特殊的茶種後，所散發出的分泌質將會

使該部分葉片呈枯黃，雖形成賣象不佳的缺點，卻能形成具有果香的特殊氣

息，使得該茶種既為紅茶濃郁的香味，又具有淡淡花果的清香，使得此客庄特

有的自然品牌，在這樣的物種生態環境下，試問該是用安全的農藥劑量殺死小

綠蟬，還是任由小綠蟬恣意的再寄主物種上繁衍，甚至造成整株茶樹的枯

萎…，這也就是非常特別的寄生關係。 

五、文化產業的競爭關係 

臺三線家文化創意產業的競爭關係可以發生在同一個文化(創意)物種之內或

兩個物種之間。同一個物種之內的競爭和不同物種間的競爭最大的差異則是：

同一文化物種內的競爭在利基環境(例如消費者族群)上是完全重疊的，通常既

不會因個體間的競爭造成對方物種的滅絕，又會形成另對方物種因競爭的環境

下而產生質量上的提升。若要達到使物種內的個體數量維持在一個穩定或提升

的狀態，則必須端賴豐富資源(例如產品行銷、消費者行為調整、人力資源..等)

注入程度，進而使得利基數量層面的增長。再者，倘若利基環境的成長是伴隨

著對於文化(創意)物種品質上的要求，甚至於挑剔，那就會形成競爭上的差距。 

不同的客家文化(創意)物種間的競爭可分成兩種情形:「資源利用性競爭」

以及「干擾性競爭」。資源利用性競爭會在兩個物種獲得資源的途徑與資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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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皆為相同的，但若是在於資源供給的速度及效率上有所不同的話，好比當

客家文化(創意)勞動性人力資源供給發生了嚴重短缺時，任何需要使用到勞動

力，甚至是勞動力密集需求的產業，都會出現資源利用性競爭，甚至須考量到

整體文化物種產業的戰略上的調整。至於在文化(創意)物種上會發生干擾性競

爭的問題，通常是一個文化(創意)物種在資源獲得的情況，產生了被阻絕的關

鍵性障礙，甚至是文化(創意)物種的獨立代理權或商標註冊權的議題，都會造

成嚴重干擾性競爭的問題[4]。 

六、臺三線客家產業生態體系剖析 

以生態學來說明所謂客家族群(population)是指「在特定時間，佔據特定空

間的屬於相同物種的一群有機個體」，謀取生存及繁衍後代是族群的本能，而

利基(niche) (在本文指謂產業生態環境、特定產品或服務的用戶群)則是指一組

讓族群可以自我再製的環境條件，這組環境條件是為了本身的客家族群，甚至

其他族群的生存提供資源。從生態學來看臺三線的客家文化創意產業，來自於

各方且聚集於臺三線的客家文化族群與文化創意的物種：大類、中類、小類、

細類四個層級架構出的客家文創產業分類架構，類似在生物界也是如此，生物

學家根據生物共通的生理特徵對生物進行分類。分類系統分為界(kingdom)、門

(division)、綱(class)、目(order)、科(family)、屬(genus)、種(species)七個層級，

臺三線的每個客家文創產業可以在產業分類架構中找到相對應的分類。好比在

客家文創分類系統中最底層的種，也就是一般所說具有客家文化蘊底的「物種」

(species)，各式各樣的物種將會是臺三線客家文化創意與創新生態演化分析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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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基本單位，屬於同一客家文創物種的個體(individual)有相似卻又不同的外型

基因組合，所繁衍出的客家文創思維的後代，也將具有繼續繁衍的能力，以延

續客家文創物種的生存[4]。 

在「臺三線的人、文、地、產、景」的時空流中，先不單論臺三線客家。

整體客家文化生態體系與文創產業體系之間存在許多相似性。以文創產業界而

言，產業內的生產者必有共通特點卻又彼此互異的之處。以族群生態學

(population ecology)來做比喻和理解，客家族群生態體系的觀點下，有各式各樣

的文化創意物種，每個文創物種皆是由某群個體所具體形成。這些個體源自共

同的客家先祖，在具有極相似的基因組合下，繁殖後代以持續產生新的文創物

種的生存。無論是經由遷徙路途中，所停留的大或小的環境，持續汲取利基資

源則是客家文化創意物種求取生存的必要手段。 

文化創意物種是文化產業演化的基本單位。在演化過程中，個體的基因發

生突變，就會讓物種產生變種(variation)或稱創新(innovation)。當然在無法對環

境條件做出調適的客家文創物種，即會受到環境天擇作用(selection)所淘汰。雖

然在「臺三線的人、文、地、產、景」的時代巨流存下來的客家文創物種，會

為了自身的生存，必須不斷從環境中吸收資源，擴大生存空間，對臺三線客家

文化創意產業而言，在演化過程中也是不斷地擴大適合客家文化創意產業生存

的環境空間與條件[5]。 

七、臺三線文化(創意)產業群落的發展階段 

以臺三線的「人、文、地、產、景」和臺三線區域經濟發展策略作為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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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家文化(創意)產業群落的發展過程，大致可以分為四個階段[4] [6]： 

1 臺三線客家文化(創意)產業群落的發展拓荒階段（pioneering）： 

臺三線客家文化(創意)產業群落的發展基本架構會在這個階段形成。通常是

由少數幾家既有的客家文化(創意)產業先行觀察到某些尚未被滿足的複雜需

求，倘若這些需求並不是單一廠商的產品支援就得以完備，需要結合可能是

在不同產業的其他廠商才能滿足需求。臺三線的客家文化(創意)產業群落在

拓荒階段中，廠商必須概略地界定出要滿足這樣複雜的需求，需要哪幾類的

廠商共同投入。 

在臺三線的客家文化(創意)產業群落的發展拓荒階段，創造比現況更令人滿

意的價值以及整合異業的資源，通常來自於不同產業的廠商必須在各自都有

獲利空間的前題下進行合作。合作型態的設計是主要發起廠商的重要工作，

主要發起廠商必須能夠設計出一個安全交易及協商平臺來整合相關業者的資

源架構。例如是要以藝術為主？民生為主？還是旅遊觀光為主？界面要如何

設計？甚至是人員的訓練問題，都需要不同產業的業者相互進行協調。 

因此在臺三線客家文化(創意)產業群落的發展拓荒階段，主要發起廠商須思

考要滿足顧客價值所需的價值活動有哪些？這些價值活動跨越哪幾個產業？

跨越產業的活動界面要如何連結？讓各種議題都能重新組織過，而新的技術、

顧客、市場，以及規章制度也都就定位之後，才能創造出「客家文化價值」。 

2 臺三線客家文化(創意)產業群落的發展擴張階段（expansion）： 

臺三線客家文化(創意)產業群落的發展在擴張階段會擴及所涵蓋的功能，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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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客家文化(創意)產業範疇。在此階段中，產業群落主要發起廠商的兩項任

務是擴充群落的服務功能和成員種類，以及積極建立臺三線的客家文化(創意)

產業群落的優勢地位，發揮群落力量的商業領域。此外，建立在一組核心營

運程序及核心事業的基礎上，以這兩項核心營運程序的不斷強化在擴張階段

的產業群落，其實是為了爭取潛在客戶、合作夥伴與供應商，甚至面對與爭

取其他產業群落的競爭對手。有時許多產業群落會同時以相似的理念及組織

方式參與競爭，如果有某一個產業群落要求主要合作夥伴或供應商臺進入自

己的群落，或是退出到其他群落的時候，競爭就會變得非常激烈。 

所以，在擴張階段中，臺三線的客家文化(創意)產業優勢地位將扮演重要的

角色，並取得優勢地位。此刻其他保守或潛在性的盟友將會投入自己的群落，

產生龐大的業務量，取得規模經濟的先發權，再進而為臺三線的客家文化(創

意)產業群落中的合作廠商創造利潤，更可進一步的為市場提供資金。 

3 臺三線客家文化(創意)產業群落的發展領導階段（authority）： 

當臺三線客家文化(創意)產業群落的發展到此完整架構階段之際，可算是階

段任務的大致底定了。不過，此刻群落內部不同廠商在產業群落主要發起廠

商的領導權與利潤的爭奪上將會變得相當激烈。因此對群落內的主要廠商來

說，必須設法在產業群落中持續深化廠商的貢獻，以及維持產業群落主要發

起廠商在產業群落中的領導地位。 

在一個產業群落中，每一個參與的廠商都會有所貢獻，但貢獻的程度卻會有

差異；愈是有助於產業群落為顧客所提供的價值的廠商，貢獻就愈大。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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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低價位」的客家民生的茶飲或陶瓷玻璃類的產業群落中，臺三線的廠商

能被看好，以及有相當大發揮空間的原因，就是在於低價的客家民生的茶飲

或陶瓷玻璃類也為顧客提供的價值是「低價位」，而在操控成本的技術加持

與獨特的專長下，對於在一般的客家民生的茶飲或陶瓷玻璃類的產業群落中

的貢獻就會相對會較大。 

此外，在客家文化(創意)產業的領導階段中，領導地位的爭奪戰有時也會發

生在群落內部。產業群落內部的廠商要能保有對群落內其他成員的議價優勢。

倘若缺乏議價力的群落成員就會犧牲一部份的利潤；此刻，合作夥伴與盟友

可能會為了能從整個產業群落中取得的利潤比例而起了衝突，也可能會為了

客家文化(創意)產業群落往後的發展方向，或是提升整個產業群落績效的主

導權而起了衝突。尤其是當領導期的產業群落的架構與規模呈現相當的穩定

狀態時，反會讓領導者趨於保守，使領導期的產業群落無法以全新思維發動

攻勢，並及時反制競爭對手。因此在成熟的產業群落中，面對的主要挑戰就

是不但要鞏固在群落中的領導地位、維持本身整個群落的獨到貢獻，並且還

要推動整個群落的創新。 

4 更新階段（renewal）： 

臺三線客家文化(創意)產業群落的發展群落必須增加創意與持續創新，來保

障其發展，否則將會面對新興起的產業群落的挑戰；若是因應不當，可能導

致群落的滅亡。所以，在經歷過多次的外來挑戰及創意和創新思維撞擊後，

臺三線客家文化(創意)產業群落在進行更新時，關鍵的工作是如何將新的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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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以及新的功能加入既有的穩定群落架構之中。 

在以上四個階段中，能預料的到是臺三線客家文化(創意)產業群落都會面對

不同時期的發展挑戰，對於已經在產業群落，或是想進入這個群落的廠商來說，

如果能正確辨認出產業群落處於哪一個階段，會更能夠預測到所面對的挑戰，

並且更正確地採取因應措施[6]。 

八、臺三線的客家文化(創意)產業群落的策略意涵 

在臺三線「人、文、地、產、景」中的機遇與規劃中整理出重大戰略性決

策，體現了產業間交流、理解、包容、合作、共贏的精神，是經濟、社會、人

文、生態等綜合戰略的體現。臺三線作為經濟特區，有基礎、有條件、有優

勢、有潛力在服務「臺三線的人、文、地、產、景」戰略中發揮重要支撐作

用，成為樞紐城市。提出臺三線應抓住四大戰略機遇[7]： 

1 示範機遇：給臺三線經濟特區提供積極主動先行先試的探索、示範機遇。 

2 政策機遇：給臺三線企業打造「走出去」升級版提供了政策機遇。 

3 市場機遇：給臺三線產業的轉型升級提供了更廣闊的市場機遇。 

4 平臺機遇：給臺三線國際性城市建設提供了更大的平臺機遇。 

再為臺三線未來新的客家文化(創意)產業群落，在產業分析及策略制定上提

出以下兩項研究的預期建議： 

1. 創造新的客家文化(創意)產業疆界與競賽場域： 

隨著客家文化傳統產業疆界逐漸模糊時，我們必須思考如何去創造新的客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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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創意)產業型態與新的經營模式，而不是僅僅在既定的產業疆界中開發

新產品，我們如果能掌握創造客家文化(創意)產業群落的方法，就不會被侷

限在任何一個制式的「客家文化產業」之中。 

2. 創造新的客家文化(創意)產業價值主義： 

新的客家文化(創意)產業群落的存在意義是為了將嶄新的客家文化價值主義帶

給顧客[4]。所謂嶄新的客家文化價值並不僅是產品或流程的改善而已，而是一

組新的客家文化利益，而且明顯地較傳統客家文化價值主張來得更完善、更貼

近新創客家的客戶族群。 

 

肆、研究方法 

一、資源統整 

    本研究根據前述苗栗臺三公路沿線之「人、文、地、產、景」資源進行實地

勘查、文獻分析與產業調查分類盤點，預期可知臺三線沿線及期周邊具有豐富

之資源。「人」的方面，臺三線沿線有許多在地社區組織及在地藝術家，發掘

並記載未來極有潛力進行相關組織團體的培力經營，以及與藝術家的相關合作。

「文」的方面，臺三線歷史悠久，可追溯至清代，從最初的「漢原交界」，到

日治時期的產業及戰備道路，並設有輕便車道提供運輸，再到光復後的軍事道

路，及今日沿線以觀光休閒為主之路線。沿線上及周圍臨近地區客家聚落發展

出極具地方特色之民俗節慶及文化、產業活動，並座落多處珍貴之古蹟、歷史

建築，及文化相關館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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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在「地」方面，根據臺三線沿線為丘陵地形，各鄉鎮溪流沿線座落

許多聚落及瀑布，並擁有水庫、湖泊與埤塘等三個較大面積水體景觀，景致優

美。「景」方面，各類型景觀資源豐富，本計畫目前大致分類為聚落景觀、產

業景觀、風景區、具歷史及特色建築、古道等項目，散布於各鄉鎮內。「產」

方面，沿線鄉鎮產業以農業為主，主要作物包括茶、柑桔、柿子、仙草、蕃茄

等，近年來各茶園、果園也逐漸與觀光結合，發展出休閒農業，吸引外地觀光

客前往遊玩體驗。 

綜觀臺三線沿線人、文、地、景、產之資源，廣泛分佈於臺三線及各延伸

支道上，極有潛力透過資源及空間的整合，串連各資源點，形成一完善且多元

之文化區域的研究與實務並進的成果。 

本研究經統整後，沿臺三線設置客庄浪漫大道與茶陶慢時光等地方與中央

政府規畫概念，以「人、文、地、產、景」的區域研究與整合觀點，透過環境

的營造、服務配套的整備，發展以客家文化觀光為主，聚落人文產業體驗為輔

之旅遊型態，並強化在地原有人文特色，打造客家新亮點。詳細構想如下： 

1.線性串連 

串聯臺三線上各鄉鎮市之重要資源點，進而形成一主要遊憩體驗道路，沿

線各支線則深入至各鄉鎮，形成一完善觀光、休閒、旅遊與產業的路網。 

2.軟硬同步 

藉由研究統整後的城鄉風貌之環境景觀營造、文化資產保存維護及在地社

99



區營造培力等軟硬體之同時整備的研究規畫與發現，提出建構完善並永續經營

管理維護之環境藍圖。 

3.客家文化及生活體驗 

透過研究團隊深入參與在地生活及節慶活動，體驗客庄浪漫風情。計劃串

聯七大鄉鎮之特色，提供打造「客庄浪漫生活節」及「臺三地景藝術節」的具

體研究建議，有利於發展客家浪漫之旅，結合吃、住、買、玩，帶動當地產業

發展。 

二、《調查研究》─資源重整機會 

本計畫調查苗栗臺三沿線產業關聯事物在邏輯性的索引下，通常需要引用5

個相關的問項來表達問題意象，那就是所謂的；什麼人、什麼事、什麼時間、

什麼地方、什麼東西。：“the unusual about who, what, when, where, and which”。

然而，在本計畫中則參用楊國樞等人(1985; 2001)在《社會及行為科學研究法─

上冊》中所指出的「文化比較研究法」(cross-cultural comparison)，以開放與平

衡(open & balanced mind)的心態來選取客家(多元)的文化或行為的特質個案探索。

依據已定的範疇與對象標準，從不同的8鄉鎮市志中選取合用的文化樣本，然

後根據樣本的材料加以處理，最後再進行相關的分析。就好比是以「客家文化」

為一種群體化的結晶，經由客家族群生活累積所形成的概念，伴隨著資料蒐集

的法則來分析和纂述，進行探索多元文化觀光的「族群」元素的基本工程。以

人文地理研究(study of human geographies)和多元文化教育(multi-cultur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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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ucation)的步伐。以多方驗證的脈絡化來進行「文化詮釋」(cultural 

hermeneutics)概念工程(楊正寬，2010)，以苗栗臺三沿線產業關聯事物8鄉鎮市

的多元文化觀光角度，以出一番不同於一般的工作；進行看似井然有序，卻又

形勢交錯的多元文化詮釋工程。 

三、苗栗臺三沿線產業關聯事物文化地理探索 

本計畫在進行苗栗臺三沿線產業關聯事物文化觀光地理研究的階段中，將

透過地理學所常用的地理資訊系統(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s, GIS)的研究

手法，鎖定在地緣幅廣的苗栗縣8個鄉鎮市，以及在文化觀光地理(cultural 

tourism geography)的應用下，加以形塑苗栗客庄多元文化的世界，並作為包含

著人文地產景：人文聚落、自然環境、景觀背景、古蹟名勝、博物展館、民俗

宗教、史蹟建築…等元素探索的呈現。 

先將苗栗苗栗臺三沿線產業關聯事物進行精確的文化觀光地理系統化歸納、

分析、整理和表述的功能評估與了解，將以數位與8鄉鎮市的多元文化元素進

行調查。李銘輝(1998)在《觀光地理》一書中，將觀光與文化、觀光與民族、

民俗與宗教、觀光與聚落…等，都分別歸列於「人文活動與觀光」的內容中，

亦將有關觀光地區的分類和歷史文化與宗教觀光地，都定位在「文化觀光」的

範疇。本計畫是以德國弗里德里希‧拉採爾(Friedrich Ratzel: August 30, 1844,- 

August 9, 1904)，與保羅·維達爾德拉布拉切(Paul Vidal de la Blache: January 22, 

1845 – April 5, 1918) 的人文地理學(Human Geographies)觀點，論述苗栗臺三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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線產業關聯事物與自然環境對於客家和其他族群的文化觀光發展，以及客家人

聚落形成與分布方面的支配性影響。此外，並探討苗栗客庄多元文化社會的各

種現象、事件和客家族群社會變遷過程中的「空間」、「地方」、「景觀」、「宗

教」、「人事」、「民俗」以及多元族群「生活場域」等元素，將元素的內涵作一

綜合領域的探索，整體的表徵出客家文化現象的空間分布、演化、傳播、規律，

以及和其他族群文化要素與文化觀光環境之間的相互關係。 

為了關注以苗栗臺三沿線產業關聯事物為主軸的各種文化觀光尺度空間，

並在不同族群社會中所呈現出來的具體意義與影響，本計畫所涵蓋的幅員包括

了苗栗縣臺三沿線的8個鄉鎮市所產生的多元文化觀光的元素是具有空間上的

縱貫性，以及時間上橫亙性，盡可能的做出完整的呈現。儘管如此，本計畫在

參酌與應用具有相當的優勢與價值下，引用楊正寬(2010)整理出 Hall & Page 

(1999)合著的《The Geography of Tourism and Recreation: Environment, Place and 

Space》(觀光與遊憩的地理：環境、場域、與空間篇)，進行以下客家(多元)臺

三沿線產業關聯事物文化與人文地理研究的要領與法則： 

● 空間分析(spatial analysis)：進行苗栗縣臺三沿線產業關聯事物的 8 個鄉

鎮市之間的區域分析(locational analysis)與網絡系統(network systems)，

包括之間交界的山嶺、稜線、河川、丘陵、河谷、平原…等 

● 人文地理(humanistic geography)：根據有關茶歷史資料的查詢，針對在

地的人事(human agency)的故事、當地地方(place)的軼事、不同景觀

(landscape)的描述、相異民族誌(ethnography)的描述、茶人族群生活場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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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fespace)的發生。 

● 應用地理(applied geography)：應用地理資訊系統(GIS)對於地區(regional)

的規畫與運用。 

除了依據以上的要領與法則做一苗栗臺三沿線產業關聯事物文化地理研究

的呈現與理論分析，並且以「確認範圍」、「蒐集資料」、「基本區域圖」、「觀測

工作」、「訪問調查」以及「資料典藏與數位記錄」等工程項目逐一實施並陳述。 

    此外，有關本計畫其他弦外之音下的預計成果，例如：行為地理(behavioral 

geography)的 文 化 觀 光 行 為 論(behaviouralism)、 環 境 知 覺(environmental 

perception)、意境地圖(mental maps)、空間選擇(spatial preference)，以及最後的

地理資訊系統應用於製圖(cartography)與地區發展(development)的結果，將預計

以掌握苗栗臺三沿線產業關聯事物的觀光心理脈絡─覺察與行動，以及實踐觀

光之都─策略與前瞻的方式來持續做一表徵。 

四、苗栗臺三沿線產業關聯事物社會文化觀察 

調查苗栗臺三沿線關聯文產業化觀光的「社會文化」事實議題根據有關本

計畫的調查研究程序與發展敘述範疇的涵蓋面是含括了8個鄉鎮市，以三項表

列如下的基礎性方法是可以互相組合與相互參用(Benesch, 1987)： 

● 系統化的知覺性觀察法、 

● 有意識下提問與面談的歸納法、 

● 有目標性的嘗試下受測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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緊接著下來，本計畫的展開是以視覺上的「測量」作為依歸。是藉著圖表

(數位)紀錄的技術性工具，並在這般數量的觀察場域與景點的情況，根據楊國

樞等人(1985)在《社會及行為科學研究法》書中所提，以「描述性觀察法」進

行焦點與選擇性觀察的工作，方能在一旦進入了人文地產景的觀察場域後，即

便是山川、河流、聚落、古道、還是茶有關的誌銘碑…等，都得以依循「文化

地理探索」規劃，以及「族群文化比較」的5個 W (who, what, when, where, and 

which)的觀察，完成尋找、觀察、典藏、描述與紀錄的工程項目，再彙整全團

隊，再各司所長的職掌分配下而產生完整的紀錄。 

此外，採取的是應用心理學界最為廣泛使用的─「外界觀察法」，以及以

「完全觀察者」的身分進入觀察場域，但絕不去刻意的區隔觀察者與觀察團體

或景觀的方式，是以一種非常自然的狀態；非整批團體而是以人員分散與各自

進出的行動模式，絕對避免驚擾觀察者的自然「參與式觀察」，以及視覺下的

感覺測量法來進行紀錄工作(海穆特‧班尼須，2009；江雯娟、羅珮菁譯)。 

五、《調查研究》─產業文化分析 

為協助苗栗臺三沿線關聯文化與產業相結合，發展具有客家特色之文化創

意產業、綠觀光休閒產業及其他地方產業，客家委員會長期支持並協助傳統產

業之轉型與創新，基於績效管理及未來如何有效運作，並持續追蹤計畫案策略

目標與行動方案，建立了一套關鍵績效指標，本研究案預期採用客家委員會所

提出的關鍵績效指標，並以專家訪談法及德菲法(Delphi)方式修正，使績效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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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接近於臺三線客家特色產業發展，根據 Kaplan & Norton（1992）的「平衡計

分卡」觀念，提出管理及評估企業績效可由四個構面來衡量：（一）財務面：

與獲利性（profitability）有關之評估指標；（二）顧客面：與顧客及市場有關之

評估指標，如顧客滿意度、顧客再購率、市場佔有率等；（三）內部程序面：

與重大影響組織目標達成有關之評估指標，如流程改善與創新、售後服務流程

改善與創新等；（四）學習與成長面：組織透過人力、系統與組織程序來創造

長期成長和改善有關之評估指標， 如員工潛能之增強、資訊系統能力之增強、

權責與激勵之增強、及目標達成 能力之增強等。 

 

六、《移地研究》─擾動發展自明性的群聚潛力 

根據環境概述相關資源盤點及現況條件分析，針對臺三線客庄苗栗臺三沿

線產業關聯事物進行 SWOT 分析，如下： 

Strength 優勢 

1.客家族群密度高 

2.臺三線沿線客家鄉鎮連貫 

3.臺三線沿線丘陵景觀優美 

4.農產豐富多元 

5.在地風俗及節慶具特色 

6.自然及人文資源豐富 

Weakness 劣勢 

1.沿線各鄉鎮資源點尚未整合 

2.缺乏整體性規劃 

3.大眾運輸之便利性不足 

Opportunity 機會 

1.有效串聯各資源景點及聚落 

2.近年藝術工作者及活動的注入 

3.既有觀光休閒產業業者及在地社

區組織之培力 

威脅 Threat 

1.永續經營維護管理之責任 

2.觀光發展及自然景觀保存維護之

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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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家以山林為家，逐地而居之浪漫又踏實的族群意象，將桐花重新標記為

新的客家象徵，莊嚴的祭山儀式讓客家崇山敬土、熱愛自然、謙卑自足的生命

特質展露無遺，經由此儀式讓「客家文化」再現(Cultural representation)。如今，

國立聯合大學客家研究學院與北部客家文化產業，旋即在客家委員會的「政策

設計」(Design Policy)、「企業識別系統」(CIS ─ Corporate Identity System)與

「特殊規劃」(Specific Design)設計下，負責扮演起振衰起敝、革新意象的角色，

讓苗栗臺三沿線以客家文化產業與北中無縫接軌，從而有了新的族群認同與產

業創新自明性。 

對於客家族群而言，客家產業是被凝聚與想像的共同體。有別於實體共同

體，想像必須附著在某一個存在(如文化商品)或不存在的事或物(如儀式)之上，

想像必須透過媒介才能夠產生。經由共同想像而產生認同。現在是「印刷複製」

與「數位化」的時代，訊息的流通與大量行銷，使人們的思考透過媒體的互通

有無以加值與運用。為提昇在地居民對於打造｢貓貍茶慢食光跨域整合計畫」

之認同感及意願，計畫性針對在地組織之培力，培育社區自主營造及導覽解說

能力，作為客庄茶趣廊道最佳解說導覽人。 

 

(一)、「產業相關系列─服務化」策略 

從客家文化重點區出發，擾動與提升本計畫8鄉鎮市的在地擾動與提升自明

性，從事客家文化產業與改善客家產業現有的體質，以產品為中心的製造轉為

以服務為中心導向的思考模式，不再只是單一產品供應者，而是提供一系列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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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客戶需求的系列客製化的服務，透過在地服務的聯結，來凸顯產品差異化與

特色化，進而增加與消費者間的黏著度，增加客家產業文化的廣度與深度，並

產生高的附加價值。 

(二)、「產業相關系列─特色化」策略 

以「客家文化」為產業相關系列的內涵，運用創意加值、技術加值及服務

加值等方式，在擾動公所與市政府後，協助在地客家文化重點發展區之產業相

關系列業者，以自明性的提升強化客家商品包裝形象、產製能量、透過科技、

美學加值，來提升傳統產業的價值之上滲，同時改變傳統客家商品包裝設計，

聚焦於客家特色品牌形象定位(position)、包裝設計 CIS(VI)等。同時配合客委會

產業群聚推廣效應，在苗栗臺三沿線8鄉鎮市的客家文化重點發展區之業者提

升研發、智慧創新，促進與觀光旅遊的「茶慢食光」進行密切結合，如品牌與

通路的掌握，往微笑曲線兩端進行優質化的調整。 

(三)、「相關系列服務業─科技化」策略 

結合客家委員會的客家特色產品品質技術升級、產業技術引進以及通過相

關檢驗等，苗栗臺三沿線產地居明的自明性，輔導將客家特色產品定位，品質

標章認證，以產品特性的群聚相互滿足在地「茶慢食光」觀光旅遊需求的「供

給與需求」，並經由北計畫團隊─「八甲‧客院‧茶與陶」產業研發行銷研作工

坊，與客委會、工研院、苗創中心…等合作，輔導進行技術轉移，授權、加盟

或是合資、合作研發等方式取得研發技術升級，並運用新技術或設計技術於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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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開發工作以增加產能、增加營收等，並將本計畫「茶慢食光」的產業科技化

後的服務業導入 ICT 技術，帶來更便利的新消費型態及創造新需求、服務品質

等產業競爭力。 

(四)、「相關系列服務業─國際化」策略 

以循序計畫的擾動力與自明性的「推、拉力」來建構國際化背包旅客的苗

栗臺三沿線觀光旅遊的行銷平臺，以數位社群與 I-Taiwan 沿線建置的 WiFi，提

供8鄉鎮市跨域 APPs 服務，如電子商務、網路下單；以吸引國外旅客與消費者，

配合未來駐點工作站的商產業服務據點設立，達到國際化的移動力，並以客家

「青年創客苗臺三」的落地與在地服務與創業。 

 

伍、完成之工作項目及成果 

有關依據評估設計進行資料收集與分析，相關的重點包括了需收集哪些資

訊？收集的途徑及方法為何？及如何分析？最後，在審核所要形成的成效報告

內容中，便是彙整先前步驟的資訊而成，報告結構及表達方式需考量是否提供

足夠且有用的資訊，同時易於利益關係人進行審閱，才有助於獲得對計畫成效

的客觀評價。研提客家特色產業發展相關計畫效益評估方法與案例研析：參酌

相關文獻及計畫評估方法，並掌握客家委員會相關計畫案件屬性及特性，研擬

下列效益評估方法(包含產值及自償率評估等)，以及抽樣客家委員會產業相關

計畫歷年各類型案件，以案例研析方式，運用所研提效益評估方法，逐一研

析，回饋調整評估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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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訂客家特色產業輔導計畫經濟效益(含帶動之就業人數、民間投資、產

值、產業關聯效益)評估方法：提出具體可行之評估方法，研訂表單納入

客家委員會補助案提案格式內容，以清楚簡要方式說明，並製作範例，

以供地方政府及民間團體等撰寫提案計畫書之參據。另針對客家委員會

輔導客家特色產業發展計畫創造的直接效益及帶動之間接效益，訂定通

則性之評估方法。 

● 研提客家特色產業推廣行銷計畫活動產值評估指標：為推廣客家文化，

辦理客家特色商品展售會、網路行銷或參加會展等活動，針對活動不同

類型，提出產值計算指標(如現場銷售金額、間接銷售金額及周邊效益)

及方法，以清楚簡要方式說明，並製作範例，以供辦理相關活動效益評

估之參據。 

研訂客家文化生活環境營造計畫效益評估：提出具體可行之效益評估方法

(包含產值、自償率評估及文化經濟效益等)，並研訂表單及製作範例納入客家

委員會相關計畫申請書格式內容，以清楚簡要方式說明，供地方政府撰寫提案

計畫書之參有關依據評估設計進行資料收集與分析，相關的重點包括了需收集

哪些資訊？收集的途徑及方法為何？及如何分析？最後，在審核所要形成的成

效報告內容中，便是彙整先前步驟的資訊而成，報告結構及表達方式需考量是

否提供足夠且有用的資訊，同時易於利益關係人進行審閱，才有助於獲得對計

畫成效的客觀評價。研提客家特色產業發展相關計畫效益評估方法與案例研析：

參酌相關文獻及計畫評估方法，並掌握客家委員會相關計畫案件屬性及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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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擬下列效益評估方法(包含產值及自償率評估等)，以及抽樣客家委員會產業

相關計畫歷年各類型案件，以案例研析方式，運用所研提效益評估方法，逐一

研析，回饋調整評估方法。 

● 研訂客家特色產業輔導計畫經濟效益(含帶動之就業人數、民間投資、產

值、產業關聯效益)評估方法：提出具體可行之評估方法，研訂表單納入

客家委員會補助案提案格式內容，以清楚簡要方式說明，並製作範例，

以供地方政府及民間團體等撰寫提案計畫書之參據。另針對客家委員會

輔導客家特色產業發展計畫創造的直接效益及帶動之間接效益，訂定通

則性之評估方法。 

● 研提客家特色產業推廣行銷計畫活動產值評估指標：為推廣客家文化，

辦理客家特色商品展售會、網路行銷或參加會展等活動，針對活動不同

類型，提出產值計算指標(如現場銷售金額、間接銷售金額及周邊效益)

及方法，以清楚簡要方式說明，並製作範例，以供辦理相關活動效益評

估之參據。 

● 研訂客家文化生活環境營造計畫效益評估：提出具體可行之效益評估方

法(包含產值、自償率評估及文化經濟效益等)，並研訂表單及製作範例

納入客家委員會相關計畫申請書格式內容，以清楚簡要方式說明，供地

方政府撰寫提案計畫書之參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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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配合國家級臺三線客庄浪漫大道實施 

以客家文化產業群聚生態學探索臺三線客家人文特色 

為核心的產業系統報告 

壹、群聚生態與產業系統 

本計畫即以苗栗縣臺三線沿線的 6 個客家庄及苗栗縣政府辦理不同層級論壇

會議，聚焦「人文形塑」、「環境整備」、「產業發展」等三大主軸，針對客庄地區

的產業經濟、生態與人文地景徵詢意見凝聚共識。 

 

貳、系統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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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計畫系統內容 

一、建置社群網路論壇 

臺灣已經有超過1200萬人使用臉書，每個人每個月平均花在臉書上的時間為

8.6 小時，高於美國 7 小時 46 分，其中以 18-44 歲占了七成八最多。由此可見社

群網路的連結力量，在經營時建立共同的核心價值、建立與粉絲的溝通方式、引

發粉絲間的互動，是經營粉絲的重點。針對臺三線沿線的苗栗 6 個客家重點發展

區之鄉鎮市區，辦理鄉鎮市區層級之願景工作坊，邀請地方民意人士、產業代

表、文史工作者等與會，以「國家級臺三線客庄浪漫大道」為主題進行討論。在

鄉鎮市區願景工作坊辦理完竣，將願景工作坊各界意見加以彙整後，辦理以

產、官、學為主之縣市政府層級焦點座談。 

本計畫規劃辦理臺三線論壇，藉以聽取各級地方政府及民眾之意見，共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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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國家級臺三線客庄浪漫大道」，在「人文形塑」、「環境整備」、「產業發

展」等三大主軸的聚焦下，針對客庄地區的產業經濟、生態與人文地景徵詢意

見凝聚共識，藉以串聯整合成一條具備歷史人文縱深的浪漫大道。計畫辦理方

式及步驟，分為下列六項： 

一、建置社群網路線上論壇 

二、辦理苗栗縣鄉鎮市地方願景工作坊 

三、彙整苗栗縣地方願景工作坊意見 

四、辦理苗栗縣政府焦點座談 

五、綜整苗栗縣「臺三線客庄浪漫大道」地方特色發展願景 

六、參與「國家級臺三線客庄浪漫大道」中央及地方跨域論壇 

為能充分聽取地方單位、民間團體及學術單位等各界意見，以及蒐集地方

隱性意見，本計畫辦理鄉鎮市區層級之願景工作坊，擬邀請地方民意人士、產

業代表、文史工作者、返鄉青年等與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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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系統成果 

歸納本計畫具體完成之工作項目及成果如下： 

一、 完成辦理苗栗縣鄉鎮市地方願景工作坊，彙整地方單位、民間團體及

學術單位等各界意見。 

二、 完成辦理苗栗縣政府焦點座談，形塑苗栗縣發展特色。 

三、 擬具苗栗縣「臺三線客庄浪漫大道」地方特色發展願景綱要一份，參

與「國家級臺三線客庄浪漫大道」中央及地方跨域論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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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地方特色發展願景綱要 

一、「人文形塑」面向 

（包含鄉土歷史、文化資產等） 

客庄人文地景調查研究 

意見彙整 1. 整合臺三線各鄉鎮特有的產業，如：重要景點、文

化活動、農村傳統文物等。（資源整合） 

2. 資源盤點，訂定客家通用文字及復興三合院聚落。

（資源盤整） 

3. 到目前政府做了許多資源盤整計畫，這些計畫需要

把資訊公開，把它整合運用，否則調查了那麼多資

料沒有好好善用非常可惜。（資源盤整） 

4. 到目前為止，文史的調查很豐富，如果能夠配合自

然生態的調查能夠更完整。（資源盤整） 

5. 資源盤點：伯公、義民、三山國王文化等，客家信

仰，客委會應有補助，且已完成各項計畫書，另各

鄉鎮市之鄉鎮誌等應先盤點，客家辭典之收集、教

育、紮根計畫等。另客家傳統技藝、醃漬、編織等

傳承。（資源盤整）（文化推廣） 

6. 由各鄉鎮公所提出各鄉鎮重要的文化資源、人文景

觀等盤點，在製作人文資料匯整本，供中央製作臺

三線人文彙本。（資源盤整）（文化推廣） 

7. 我們的背景資料調查的非常多，但有些產業已經消

彌了，我們勢必一定要補很多產業，想辦法把它追

補回來，我是覺得有些現行不錯的產業可以讓它維

持在那邊並彌補它不足，因為我相信你要補也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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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的那麼快，只是我覺得大型開發真的不會是鄉村

的想像。（資源盤整） 

8. 正面的資源盤點，我們應該很清楚這裡有什麼，明

確的表演這個就是以這個為特色來發展，而此發展

是在地所有人能夠參加，老農能夠參加，今天的政

策是要有公共性對在地有幫助的，所以地方性的保

存，如何讓第一線的阿公阿婆，他們生活很辛苦還

在河邊洗衣服，土地不會被徵收變停車場可以好好

繼續種菜，這都非常重要，明明菜都可以給這些新

住民、業者、遊客等吃啊，可現在也沒有一個規則

什麼叫在地食材，這些東西都應該要整體的搭配。

（資源盤整） 

9. 場域在哪裡，臺三線有很豐沛的自然生態特色景

觀，歷史產業的特色，在地生活的特色，也包括我

們臺三線族群的文化特色，甚至宗教特色，還有豐

沛的人文風味在其中，那些東西，政府單位比較不

重視，就我所知道的說，包含我們的聯合大學也

好，包括我們的交通大學的客院也好，都曾經做過

對於臺三線很多的田野調查，譬如說，我們的義民

文化，2 個學校都整理出完整的歷史資料，很多現

成都可以運用，對於各地方的產業，包括歷史，我

想 2 所大學有著不下 2、30 本的研究，但是這些都

沒有被重視。（資源盤整） 

10. 推行客家話，納入浪漫臺三線計畫。（語言推動） 

11. 浪漫臺三線建設的過程中，也不要忘記我們客家話

的傳承還有文化的傳承。（語言推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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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苗栗很多人文、古道需要透過計畫來形塑，並透過

社區推廣客語，培養客語導覽解說。（文化推廣）

（語言推動） 

13. 希望有饒平會館做饒平文化館，做推廣及保存基

地，透過社區開班採親子共學，從遊戲生活化傳承

母語。（文化推廣）（語言推動） 

14. 客家族群遷移史的紀錄，各文化祭典的由來可以完

整呈現。（文化推廣） 

15. 臺三線上有許多古道、步道，應做調查，透過故事

向國人推薦，再配合介紹周邊環境、動物生態。

（文化推廣） 

16. 生態調查，結合現有人文歷史資源，強化在地及生

態資料，豐富地方特色。（文化推廣） 

17. 打造我們一個黃金苗栗路線，很多社區很有特色，

像是日據時代的石碑、古物，還有古道、棧道那些

都還有保存著，應有整體的規劃，打造亮點出來。

（文化推廣） 

18. 將軍民廟的秋祭、跟詹氏的一個祭典，與三山國王

每年的踩街活動，在我們卓蘭鎮，能夠形成一個大

型的活動，甚至讓這個活動便成全國性。（文化推

廣） 

19. 在地資源的盤整，文化的提升，建築物資產價值，

最了解在地的就是各位，我們要怎樣把優先順序用

出來，這絕對不是中央或是客委會知道的事情，這

些事情所有的資訊、所有的財產都掌握在大家的手

上，大家可以把這些東西清清楚楚的盤點出來，這

117



才是最重要的。（文化推廣） 

20. 這個計劃不要聚焦在計劃的名字上，其實原住族族

群中也有這個問題，我們怎麼把人迴鄉，然後創造

產業，增加就業率，文化如何保存，我們原住民還

有客家，其實任何的族群都有面臨到這個問題，我

們如何用這樣的資源、這樣的計畫，最重要我們給

自己期許，怎麼找回原來的自己，怎樣來保護文化

原有的價值，這才是這個計畫的一個精隨（文化推

廣） 

分析建議 (4) 建議中央及地方進行「資源盤點」，將各項資源盤

點及調查研究結果公開，避免重複，並同步整合在

資料庫。 

(5) 「語言推動」部分，建議將客語教學融入社區，並

培養客語導覽人才，同時也在社區內開立相關課

程，透過生活化達到客語普及。 

(6) 「文化推廣」部分，建議將古道、茶亭、信仰宗教

等文化調查結果資源共享，透過地方相關節慶活動

舉辦期間，將其文化特色融入其中。 

客庄慢活理念建構 

意見彙整 1. 苗栗黃金路線要透此計畫整合，讓遊客到苗栗旅遊

及體驗活動。 

2. 苗栗保存原始風貌，還有好山好水，利用整合此優

勢來發展。 

3. 如何培訓在地導覽人員，增加外來遊客認識。 

4. 苗栗縣有許多地方產業，每個產業都有它特殊織工

藝，是否可以從這個去延伸，各種體驗行程，透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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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驗吸引更多人來認識、瞭解。 

5. 現有資源導覽人員培訓。 

6. 青年返鄉務農有收入，還可介紹客家文化。 

7. 不需要特別做什麼，古禮他讓文化有空間發揮。 

8. 既有文化保存、未來文化創新。 

9. 大湖鄉最重要歷史文化資產： 

 羅福星紀念館、義民廟(昭忠塔)、涂敏桓故居、

客家先人打造古圳道。 

 未來努力方向：將既有設備維護，並培養在地導

覽解說人員。 

10. 利用在地文化、在地食材，產製在地產業的發展。 

11. 有關人文形塑因各個鄉鎮的型態文化、生活環境不

同，希望能以當地在地的需求，而去改善塑造，並

凸顯當地重要的特色，並予以發展創造，才能造就

各鄉鎮的發展。 

12. 以遊戲互動的方式保存客家文化，將地方文化客家

諺語，保存給下一代子孫，知道先人刻苦耐勞、勤

儉持家的特性。 

13. 大湖、茅龍圳、水圳、客家歌曲、客家菜、大窩、

薑麻園、馬拉邦、改良場、客家教育互動館 

14. 藉由浪漫臺三線這個的計畫，將「客庄的習俗」把

它找回來。 

15. 德國浪漫大道只做一件事情，就是什麼都不做，就

是保持他們的原樣，原有的生活樣貌，所以絕對不

是搞一個新一波的開發，而是如何去保有我們現在

的樣貌，化危機為轉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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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建議 1. 持續推動客庄漫遊、慢食、慢活，將既有觀光旅遊

路線結合在一起 

2. 增加互動式體驗活動，將客家特有文化融入行程

中。 

3. 運用在地文化、在地食材，將客家特色老酒裝新

瓶。 

4. 德國浪漫大道只做一件事情，就是什麼都不做。如

何去保有現在的生活樣貌，並將客家文化持續傳承

是最重要的課題。 

推動客家新工匠文化 

意見彙整 1. 青年迴游部分是否要先確認標的，所有青年或是願

意回流的青年，標的清楚後，才能設定作法效益才

高。 

2. 文化視為該地區生活態度，訪談每個人的故事、用

為電影方式表現。 

3. 在傳統技藝上，應學習原住民推廣傳統工藝，讓現

有的技術不會失傳，尋找相關工藝師讓地方失傳的

工藝得以復育。 

4. 前瞻農業、土壟間技術傳統技藝傳承。 

5. 公館的陶瓷老技藝傳承。 

6. 許多在地文化多為單一產業或個體，如何保存與傳

承並銜接現階段產業而使其永續經營。 

7. 出礦坑吊橋(早期開礦居民採油使用) 

 石牆地震遺址紀念碑及石圍牆遺址得到國家永續

發展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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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館有 242 處土地公廟，每一處土地公廟均有不

同的歷史文化背景，例如上下坡塘土地公。 

 興山、劉氏雙舉人故居 

8. 這次我們提的計畫是縱谷篁山茶香詩意的規劃案，

是以臺三線獅潭百壽村為中心，本村有傳統竹木產

業資源竹木加工產業，該產業也希望藉由浪漫臺三

線計畫來帶動竹產業能保留傳統又能創新的機會，

而且本村為客家人與原住民賽夏族的混合的一個

村，經過我們與在地住民溝通時，也了解賽夏族人

非常有意願參與政府國家級計畫，希望賽夏族的文

化與工藝能推廣，藉此讓整個部落都能有就業機會

與讓青年返鄉。 

9. 浪漫臺三線重點是在地的文化、產業，那怎麼去銜

接，像農業還有一些技藝去建立技職的體系。 

分析建議 1. 青年返鄉的誘因及輔導辦法必須清楚訂定 

2. 活化舊有客家工藝產業，透過訪談或微電影拍攝紀

錄方式，讓更多人知道其傳統工藝。 

3. 在許多客庄皆和原住民部落相距不遠，跨文化的交

流值得嘗試。 

臺三線客家藝文創作聚落∕平臺打造 

意見彙整 1. 苗栗臺三線上有許多返鄉青年，南庄(老寮)、大湖

(返青富民)、公館(青履客)、苗栗(老家)、竹南(小田

農創)，是否可透過青年參與，來傳承文化。 

2. 據由國家級浪滿臺三線計畫，創造古道、古山村，

經費整建修建。 

3. 客家當地藝文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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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文化環境的保存。 

5. 技藝的傳承：平台建置。 

6. 經濟與文化的共存，資源整合、永續性。 

7. 樂齡的退休老人傳承與分享意念。 

8. 部落的文字、照片可以提出意想不到的思維。 

9. 利用既有老舊建築活化，作為地方文史館或產業工

坊，一方面可供文化觀光，另一方面作為體驗地方

農特產、手工藝製作，可更得到自己手做的伴手

禮。 

10. 落實社區工作坊，專業規劃師資陪伴。 

11. 樂齡協會素質高、讓老人能傳承。 

12. 將傳說、故事、小說劇情挖探出來，增進年輕人、

遊客接觸的興趣。 

13. 推廣客家傳統文化，結合在地觀光，利用客家花

布、客家傳統服飾等文化資源，宣導客家文化。 

14. 利用現有展演空間，透過社區民眾，舉辦客家展演

活動。 

15. 客家文化加上原住民文化，形成族群融合。 

16. 定期召開檢討會互相學習、塑造，學習性組織的功

能往上提升績效。 

17. 客家農村的農村文物的保存。 

分析建議 1. 透過更多返鄉青年的參與，讓客家文化得以延續傳承。 

2. 利用改造現有空間，活化客庄藝文展演，讓其文化

環境能夠完整保存，同時發展一鄉一特色。 

3. 規劃樂齡老師傅技藝傳承機制。 

4. 跨族群多元文化聚落平台打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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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三線浪漫大道之意象形塑及區域行銷 

意見彙整 1. 鼓勵孩子回故鄉行銷人文、推動客庄輕旅行。 

2. 舊建物的使用，法規面的修正。 

3. 應將人文彙整資料遴選各鄉鎮形塑優先順序訂定營

造優先資源投入。 

4. 培力計畫的執行中央應投入人力資源規劃培力在地

推動人力，創造有效動能。 

5. 直接資源的投入與橫向資源的整合策略(經費預算分

配)。 

6. 各鄉鎮執行力不盡相同，可選擇在每縣市優選投入

領航鄉鎮，逐年推廣至各鄉鎮。 

7. 應將各鄉鎮所需求缺少的是甚麼找出來，然後對症

下藥，才能發揮出各地的特色，進而吸引外地人的

駐足。請不要用單一想法或作法去發展。 

8. 客家看客家事 vs 外地人看客家事 

￭尋根有意義，探索變有趣 

￭人文形塑要應用而不是調查與盤整 

￭回鄉青年的協助方式 

9. 客家庄的外配日益增多，學習客家話、客家文化是

客家庄的當務之急。 

10. 客家文化的深化方面，從外籍新娘那邊做起，因為

鄉村的外籍新娘所佔的比例越來越高，所以要客家

話的在地深化。 

分析建議 1. 客庄舊有建物的修建工作，公部門能放寬其法規上

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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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各鄉鎮的需求應從下到上，由各鄉鎮提出需求，讓

中央部會的挹注能夠更準確。 

3. 營造客語生活環境，鼓勵臺三線的產業店家，以客

語作為接待招呼語，讓客語普及。 

二、「環境整備」面向 

（包含自然環境、公共空間、基礎建設、交通運輸等） 

重現臺三線景觀軸帶 

意見彙整 1. 資源投入前，思考每個計劃的必要性與永續性。 

2. 跨部會如何整合分工?對口如何設立? 

3. 此計畫部門如何整合，由誰來負責應很明確。 

4. 透過社區人文、記憶、體驗點，整合出需投入資源

之區域。 

5. 臺三線是重機起跑競賽場，自行車道修建是必要

的，是否可將臺三線四線道改三線道，成自行車

道。 

6. 計畫通過相關土地許可是否由農委會統一解釋。 

7. 友善環境、不破壞原貌。 

8. 景觀做線軸線規劃確立，創造區域差異，錯落零星

景致無法開創碩大的美感，要有張力。 

9. 不須花大錢在蚊子工程上面，景觀要在最後面慢慢

有共識再說。 

10. 古道以維護為主，以種樹為第一優先。 

11. 興建自行車道路網，來體驗地方特色景觀，配合大

眾運輸工具。 

12. 自然化、友善，閒置空間再利用，景觀作物配合休

耕、造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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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既有環頸的保存與改善，結合休耕的土地、閒置的

空地，種植耐旱性的植物，讓雜亂空間得以煥然一

新。 

14. ․落實BBMW（bus、bicycle、metro、walk）等大眾

運輸系統設備。 

․全面電纜地下化。 

․統一具新穎性的代表漫長三線路標系統，包括：

車道、自行車道、步行路徑。 

15. 出關古道的維護，目前已由本所及文觀局施設部分

景觀設施及鋪面，後續是否整段古道都進行硬體施

設，或保存古道的現況。 

16. 各鄉鎮彙整在地特殊地景、地貌，及值得保存的生

態環境編造成本，供中央會編成整合本。 

17. 既為國家級計畫應跨區域跨領域執行臺三線道路周

邊空間，使臺三線成為特色道路，沿途設置清楚導

覽資訊，促進鄰近鄉鎮彼此加分成長。 

18. 通往臺三線之交通除了臺 72 線外，僅剩苗 60 線，希

望有機會完成拓寬苗 60 線之工程，以利蛋白、蛋黃

區橫向溝通。 

19. 公館三大自然景觀：三台疊翠、蛤吊浮嵐、礦窟響

泉，這是由於公館的地理位置所形成的自然景觀風

貌。 

20. 鶴岡老樹由將近 800年的老樹及百年土地公廟加上湧

泉洗衣空間形成在地特色的自然景觀。 

21. 社區現在建置的蠻多的步道，像是出關步道、姜麻

園休閒農業區，老關道休閒區，都要持續維護，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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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景觀都是持續塑造才能吸引更多的觀光客來。 

22. 古道，因為古道目前是臺三線政策的主要重點，那

如果把古道整建起來之後，如果沒有人來述說古道

這條路的故事的話，只是花了很多錢在硬體的建設

方面，如果沒有結合導覽、遊程的話，遊客觀光之

後也不會對這個地方留下印象或情感，所以結合導

覽結合流程而且一定要收費，服務是一定要合理的

收費，合理的費用是指所收的費用一定要可以去支

付或維護整體的古道以及導覽的支付，那這樣的建

設才可以永續的維持下去。 

23. 希望建置一個自行車步道，自行車步道串連連結南

富村、員林村、北埔村甚至到永和山水庫這一帶自

行車一個漫遊的地方，上面可以看到伯公文化、古

道文化、埤塘文化及珍貴的糯米橋施建工法，它不

但可以把先民開墾南富村、員林村、三灣鄉北埔村

的歷史串聯起來，讓大家在騎自行車，節能減碳的

一個漫遊過程，能夠體驗去看先民所建立的伯公、

埤塘、糯米橋文化，更重要的還可以看到茶亭文

化，希望客委會、行政院能夠協助我們想要做的自

行車步道，串聯古道、信仰、農事產業。 

24. 臺灣好行通行現在是沒有通過苗 20 線，苗 20 線串連

了南富村、員林村、田美村、獅山村，它的經濟效

益絕對比苗 124線更有價值，只是礙於法令，法令是

人訂的，一定也可以透過浪漫臺三線這個一個層級

的政府施政方針來做一個法令，否則永遠限制於法

令，我想這個東西就不用談了，我在這請求，幫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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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臺灣好行的行駛帶到我們苗 20 線。 

25. 關於臺灣好行，希望觀光局等能協助讓觀光巴士進

入地方、深入部落。 

26. ￭目標受眾是誰，空間是否足夠恰當? 

￭當地區特色營造 VS 跨域整合特色營造 

￭應藉國家級計畫達到各鄉鎮無法獨自完成計畫，鯉

魚潭水庫環湖自行車道。 

￭交通運輸的改善，改善易達性，否則受限僅能自行

開車前往 

￭公共空間形塑的特色是否具備獨特性，不可取代 

分析建議 
1. 在各項資源建設前，以永續經營的方向進行規畫 

2. 臺三線上具有許多古道，但年久失修，在古道的修復

時，應建置自行車步道交通網來友善自行車族群，搭

配各項大眾運輸工具 

3. 結合臺三線上的自然景觀，同時景觀進行軸線的規

劃，在規劃的同時，應先行盤點目前現有自然資源及

目前已調查成果，不再重複進行盤點，建議可由鄉鎮

彙整在地特殊地景、地貌，及值得保存的生態環境編

造成本，再供中央單位彙整來進行景觀的規劃，在此

些目標上來重現臺三線景觀軸帶。 

4. 「臺灣好行」重新規劃路線，評估更有效益的景觀，

來擴大「臺灣好行」的效益。 

5. 除了臺三線上的路線整備，連結臺三線的道路應進行

整備拓寬，以利連結臺三線，並做好導覽資訊，可連

結蛋黃區鄉鎮與蛋白區鄉鎮。 

 

建置客家文教、產業基地 

意見彙整 1. 利用舊有房屋來整理活化，作為地方文史館或地方

產業、工藝坊來提升地方文化觀光品質、結合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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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色互相連結、形成帶狀觀光。 

2. 街道立面改善，活化舊老街道，注入新的客家元

素，激發地方產業進駐。 

3. 建議中央形塑浪漫臺三線各鄉鎮入口與牌樓或意

象，形塑整體識別品牌。 

4. 統一宣導生態保育及環境保護的重要性，並將浪漫

臺三線形塑成環境優質的品牌。 

5. 運用觀光巴士，執行並建置跨區域遊程。 

6. 林下空間的營造，用竹編工藝做地景及地標，林下

步道建置，搭配賽夏及客家民俗植物營造景觀，竹

木加工廠之基礎空間如公廁、停車場、DIY教室的改

造 

7. ￭利用竹做休憩空間所需的桌椅器材等 

￭連接賽夏族群公共空間的利用價值 

8. 南庄鄉九年沒有做都市計畫的通盤檢討，南庄鄉有

一塊非常大塊的農業區，還有部分的工業區，是不

是能把南庄鄉的農業區變為慢城觀光區，把工業區

變成工商區來發展南庄的慢城，政府就依據都市計

畫來取得公共設施的用地，這些公共設施用地包括

道路、觀光、停車場，包括可以興建我們客家藝術

村的表演村。 

9. 南庄以前有許多的挑夫，有很多的挑擔農夫，在藝

術村的環狀我們就會再次利用這機會來建置，在南

江村、東村、西村他現在已經是商業林立的地方，

但是我們找不到過去的風采，必須要走到大南埔或

另一個比較偏落的村庄才看得到，就是說我們在藝

128



術村的環狀裡面，我們浪漫大道專案的補充說明裡

面，我們建置在傳統的街區景觀改造，當然我們也

希望南庄整個環狀體有東村、西村、南江村過了堂

溪橋過去的時候，他現在也是一個老街改造已經完

成的現狀，但是現在就很落寞，沒有旅客過去，希

望把這三個村裏面有客家的元素，包括有挑夫等，

平時假日我們注入一些街景，讓這些人去踩街。 

 

分析建議 1. 閒置空間盤點，將舊有閒置空間進行活化，可作為

地方特色文化館或是工藝館，來提升地方文化觀光

品質、結合地方特色互相連結、形成帶狀觀光。 

2. 建置臺三線入口意象，搭配客家元素來形塑品牌。 

3. 地方傳統產業的創新應用，使用傳統產業的技藝來

行銷，除了可以進行技藝的傳承，也可以重新復甦

各項傳統產業。 

4. 南庄慢城地區的規劃應用，以都市計畫來重新打造

慢城區域。 

 

建設客庄傳統聚落人文風貌 

意見彙整 1. 公共設施由政府施作，但當地居民如何配合動起

來。例如：三合院由社區同意改造，交由社區去推

廣活動。 

2. 造林、休耕：輕做、景觀：環境經濟效益。 

3. 街道改造、電線纜地下化、景觀整備必須有共識再

做。 

4. 歷史建築活化、農產品手作工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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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加速電線電纜地下化、美化市容，改善遊客到訪的

視覺性。 

6. 原有導覽指示系統與新設者錯綜複雜，視覺紊亂無

章，應減量整合，並與客庄風貌當地特色融合。 

7. ․結合大窩、薑麻園、馬那邦三大休閒園區特色。 

․古道串聯：西邊出關步道、南邊老官道，向南可

至卓蘭，向北可經苗農大 26 農路接苗 55-2 線，再接

苗 55、55-1 線亦可至卓蘭坪林。 

․臺三沿線草莓鐵皮屋，統一規劃招牌、草莓標

誌、拉皮，先由示範區幾間草莓屋延伸至整個臺三

線沿線。 

8. 獅潭環境發展： 

․古道：鳴鳳古道、錫隘古道、長城古道、仙山古

道。 

․步道：仙山步道、觀魚步道、紙湖步道、鐘樓步

道。 

․北→百壽村→原住民為主軸 

․中→新店村→新店老街為主軸 

․中─豐林村→苗栗地理中心為主軸 

․南→竹林村→汶水老街為主軸 

․應將獅潭鄉列為浪漫臺三線的中心發展區，但要

營造慢活浪漫環境的話，重機的高速、噪音、橫行

的問題要先解決否則將會緣木求魚，獅潭環境浪漫

臺三線中「蛋黃中的蛋黃」全鄉七村，臺三線貫穿

每一個村少有。 

9. ․步道栽植適合當地且有季節變化的樹種，例如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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灣欒樹、杜鵑、育楓等。 

․環境整備的公共空間部分，應與人文形塑部分資

源整合。 

10. 銅鑼有客家大院、客家文化園區，配合臺三線客庄

浪漫大道交通之動線。 

11. 針對各鄉鎮優先環境整備的項目，中央依優先順序

進行補助並進行宣導 

12. 執行成果應得優先等鄉鎮，可以敘獎並進行發表學

習。 

13. 中央將浪漫臺三線優質環境，統一製作導覽地圖有

效行銷。 

14. 在下街設立步道將人潮帶往市區，食、衣、住、

行、育、樂、公共等活絡社區 

分析建議 1. 客庄導覽系統重新規劃，加入新客家元素，重新打

造客庄人文風貌。 

2. 臺三線上特色產業，可進行整體規劃，統一打造一

系列風貌，來營造出在地特色產業。 

3. 各鄉鎮可選定一些區域作為中心點，以中心點作為

示範基地進行規劃發散，可建立敘獎制度來獎勵執

行成果優良鄉鎮，藉此也可讓其他鄉鎮進行學習。 

4. 環境整備應做好先行規劃，排定各鄉鎮優先項目，

中央依各順序來進行補助。 

5. 各鄉鎮可以結合各休閒園區特色來串連，共同打造

客庄人文特色風貌。 

6. 規劃好各景點電線電纜地下化工程，美化各景觀環

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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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產業發展」面向 

（包含人才運用、產業升級、科技應用、觀光行銷等） 

產業人才培育訓練 

意見彙整 1. 就人才運用，產業升級、科技應用、觀光行銷，集

合農民、農會、公所、中央一起討論。 

2. 由中小學教育加入客語教育。 

3. 與大湖農工的觀光行銷科系學生結合，培養導覽行

銷、解說人員。 

4. 近年來大湖有青年返「返鄉富民聯盟」將在地農產

品研發成更具有價值性的產品。 

5. 農品、農特產品等導覽解說人員培養及培訓。 

6. 臺三線應該定位為青年「農民返鄉孵育所」，利用

閒置或廢棄學校作為青年返鄉青年育成中心培養青

農，進而配合新南向政策。 

7. 推動農民安全用藥，確保農產品使用安全，讓觀光

客有安全感。 

8. 農產品的文創包裝設計，如果有個訓練課程，可以

做得更好。 

分析建議 1. 培育以客語為主搭配其他語言為輔(如國台語、英日..

外語)導覽解說人員，以故事行銷臺三線。 

2. 以文化部、科技部、工業技術研究院、農業委員

會、客家委員會、農業科技研究院等先進技術資源

輔導，將在地農產品研發創新成更具有價值性的產

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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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利用閒置空間或在地學校教學資源(師資、空間)作為

青年返鄉青年育成中心。 

4. 規劃開設產品包裝行銷課程培育產業人員，具備行

銷自己的產品的能力。 

客家文化產業聚落開發及輔導 

意見彙整 1. 青農或留農政府要組織、協助、整合，幫助行銷產

品。 

2. 臺三線茶產業的行銷推廣。 

3. 境內的工業、商業需要輔導，加入文創客家元素。 

4. 客家學院對客家文創元素進行推廣。 

5. 創造經濟利基、塑造有利環境。 

6. 獅潭產業有柑橘、草莓、仙草、有機豆芽、竹筍(可

食用)，竹炭、蠶、竹雕、茶壽。 

7. 政府推行農村再生計畫，目前推廣得非常成功，社

區客家庄文物、史蹟、客家話等，由社區擴大到

鄉、縣。 

8. 在地農業扶持的合法化受限於現有法規的限制，例

如獅潭地區為水源保護區，早期的在地產業現在無

法取得工廠登記。 

9. 各鄉鎮彙整在地產業品項，供中央製作彙整本。 

10. 各鄉鎮產業特色品項建構在入口牌樓或意象專區，

容易辨別及行銷。 

11. 中央應輔導浪漫臺三線各鄉鎮產品提升優質化 

12. ￭人文形塑及環境整備如何運用在產業發展上。￭產

業活化應創新、永續，當經費不再支持下，仍能生

存與發展。￭點、線、面的整合行銷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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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公館的農特產品有紅棗、芋頭、福菜、柑橘、柿子

等，分別在一年的各個季節盛產，在推動臺三線客

庄浪漫大道的同時，可將各個產業連結，一方面增

加各產業連結，一方面可增加豐富度，另一方面可

帶動地方特色產業發展。 

14. 輔導竹木產業保有傳統又能創新發展，以竹木為核

心的生活與藝術產業，並設立傳統竹器現代竹藝博

物館。 

15. 輔導與運用在地現有的竹林產業創造就業機會而提

升產值(如竹林茶居、竹器包裝產品結合獅潭仙草或

發展自有品牌)。 

16. 讓獅潭紙糊的造紙產業復興 

17. 法規的問題，像項目前許多農民想要做食品加工，

也遇到很多法規的問題，需要協助做整合與協助。 

18. 農夫市集，目前像缺乏販賣的地點可以集中去販售，

如果有農夫市集，產業這方面就可以直接的行銷。 

分析建議 1. 結合在地產業技藝，以技藝來推動在地核心特色，

來帶動產業發展。 

2. 建立農夫市集，讓青農有銷售平台可以販售，也可

以搭配相關活動舉辦。 

3. 以農村再生計畫、一鄉一特色為基礎，將點線面擴

大。 

4. 客家文化產業聚落之發展，現有法規制度應配套鬆

綁。 

5. 建立各鄉鎮品牌意象識別，創造浪漫臺三線品牌，

有助於行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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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在地產品+在地產品=特色商品，以在地特色產品(如

竹木或紙製品)，包裝在地農特產品，雙軌提升產值。 

客庄特色主題遊程開發及行銷 

意見彙整 1. 透過石牆案例，可發現其發展百年之要素，如：地

方人才培育、地方活動(販售、體驗)、產業空間、

人文歷史等四項，建議可作為發展方向。 

2. 慢城在地文化傳承，慢活旅遊行程在地餐桌。 

3. 推動農產業生活體驗營(採茶、種稻、種茶、壓苦茶

油) 

4. 科技加值體驗、觀光導覽的整合、促進鄉村遊客。 

5. 搭配地方人文特色及農產發展，慢活行程、推動漫

觀光。 

․運用在地的產業結合觀光、行銷、旅遊的方式推

廣。․促進產官學合作。 

6. 配合臺三線客庄浪漫大道客家庄油桐花季、銅鑼杭

菊、茶葉(東方美人茶)，透過妥適安排規劃，增加

旅客能見度。 

7. 各鄉鎮應將各鄉鎮將產品統一製作行銷目錄，打響

鄉鎮品牌(以浪漫臺三線為主視覺) 

8. 中央每年定期舉辦浪漫臺三線特色之旅，有效推動

周邊產品行銷人文深度旅遊的活動方案。 

9. 規劃跨區域觀光行銷使得永續經營 

10. 臺72線吸引臺三線之旅客至銅鑼消費芋頭和杭菊等。 

11. 經營產業時怎麼去整合周邊資源，讓遊客能夠進到

這個地方能夠吃、喝、玩、樂。 

12. 頭份、三灣、南庄，傳統稱為中港溪流域產業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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頭份有茶葉、蜂蜜，三灣有水梨、柑橘、稻米，南

庄國際慢城，觀光產業南庄這幾年發展得很好，我

們有怎麼樣的把中港溪流域或者是浪漫臺三線特色

的產業怎麼做串聯？ 

13. 怎麼去結合在地食材，在地食材必須趕快去做界

定，透過在地食材、在地餐廳、在地民宿的結合，

起碼可以成為支撐回到鄉下，進行技藝的傳承，如

果回到家鄉，在地餐廳、在地民宿能夠一起做結

合，不單單只是青年，還有那些老人家，自己在種

菜的，透過這個東西，也藉這個機會讓遊客感受在

地之後，了解到我吃到的東西，看到的東西都是在

地的，所以如果有這個東西去支撐，就不會一直停

留在只有建設開發的思維底下，真的只有在地才能

走向國際。 

14. 農產品可以串聯苗栗的農業休閒協會，讓這些農業

第二代串成農業餐飲。 

分析建議 1. 設計主題特色遊程，將各特色景點，串連成線。 

2. 建立在地異業結盟，如在地餐廳、民宿，運用在地

食材。 

3. 農產品結合地方協會，協助農業第二代進行農業創

新發展，並做多面向的跨界合作。 

青年回鄉創業支持體系 

意見彙整 1. 建立業師機制，輔導青年返鄉，建立詢問平台，讓

青年返鄉有一個出口，業師可由經營創業組成。 

2. 綜合地方農、工、商資訊，發展媒合平台，讓青年

能一目瞭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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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返青農民有意願回鄉發展，種植農產、果樹、草

莓、芋頭等，在法令上宜放寬，不要限制太多。 

4. 最終目的吸引青年返鄉帶動區域各方面產業發展，

創造人才、經濟、文化、產業的最大價值。 

5. 希望能將返鄉的青年能夠用培訓的方式，將其素質

提升。 

6. 青年洄游的部分，希望能提供更好的工作機會或是

平台給青年。 

7. 進行農發條例的調整，讓農民能夠推展農特產品，

讓年輕人回鄉。 

8. 法規的問題，像項目前許多農民想要做食品加工，

也遇到很多法規的問題，需要協助做整合與協助。 

分析建議 1. 整合地方資訊，成立青年洄游平台，除可以產業媒

合，亦可分享經驗，讓更多年輕人願意洄游。 

2. 法律條例應重新評估，各項條例進行調整，適時放

寬標準，讓更多青年願意投入。 

3. 各部會相關補助申請，建議簡化申請流程，或設置

單一窗口支援青年創業。 

科技加值體驗 

意見彙整 1. 科技加值的部分，農產的運銷能夠運用互聯網來行

銷，建置一個網頁，來做這個互聯網的行銷，這樣

可以提升產業的銷售。 

2. 透過網路平台整合農夫市集、農特產品行銷推廣。 

3. 傳統產業的保存及科技加值應用，來提升傳統產業

的產值及銷售。 

4. 客家園區、百貨公司等有一些上架的問題，希望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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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單位或客委會來協助，希望可以逐漸改善。 

5. 觀光資源網絡平台錯亂散落，對遊客不友善，應加

以彙整。 

分析建議 1. 建置網路平台，簡易方便操作介面，讓在地產業運

用網際網路傳播行銷，提升產業的銷售量。 

2. 在客家園區、百貨公司、機場車站等公共場所，協

助產品展示上架。 

3. 網路觀光資源建議進行規劃重整，讓使用者能更便

利觀看。 

 

計畫主持人之資歷 

服務機構 
服務部門／系

所 
職稱 起訖年月(西元年/月) 

現職：國立聯合大學 

      客家研究學院 

文化觀光暨產

業學系 
教授院長 自 2016 / 02 至 迄今 

經歷：國立聯合大學 

      客家研究學院 

文化創意與數

位行銷學系 
教授院長 自 2015 / 08 至 2016/02 

經歷：國立聯合大學 

      客家研究學院 

資訊與社會研

究所 
教授院長 自 2015 / 02 至2015 / 08 

經歷：國立聯合大學 

      客家研究學院 

資訊與社會研

究所 
教授 自 2013 / 08 至2015 / 02 

經歷：國立聯合大學 

      客家研究學院 

資訊與社會研

究所 

副教授 

兼所長 
自 2010 / 08 至2013 / 07 

經歷：國立聯合大學 

      客家研究學院 

資訊與社會研

究所 
助理教授 自 2007 / 08 至 2010 / 01 

經歷：國立聯合大學 

      客家研究學院 

資訊與社會研

究所 

代理所務

行政教師 
自 2007 / 08 至 2008 / 07 

 

本子計畫與其他子計畫之相關性 

根據客家委員會於2015年3月4日所舉辦的「推動客家政策研討會議」中明

確指出，在未來的客家學術政策發展是以三所客家研究學院為主體，依序以中

央大學朝向客家語言與政經、交通大學針對客家文化發展、聯合大學根據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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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業與創新為導向與議題，進行連結全國其他大學的各相關客家中心與獨立所

的客家學術發展政策。據此，本學院遂對此次整合型計畫相對設定議題為：

「客家文化實踐與產業創新再造」。當文化產業想要求新求變時，必須根據文

化產業的本體加以探本思源。以致，本子計畫研究首年度來自生物界的啟示面

對「產業創新再造」的：第一項啟示，即使是同樣的物種，不同個體之間仍就

會有差異；另一項啟示，是當環境所提供的資源變得相對匱乏時，不同個體之

間就必須爭奪資源，某些個體會被淘汰，個體是否會被淘汰，取決於個體的特

質是否與環境特質相稱。試圖探討客家產業生態系統（Industrial Ecosystem）與

情境規劃（Scenario Planning）前瞻於客家文化產業與業者未來的產業策略發展

方向，更為了使其能夠永續發展，進而提升客家文化產業生態系統對於利基者

(Niche Player)策略的制定，雖然文化生態體系可以為文化產業體系提供相當具

洞察力的觀點，但是在將生物演化的理論應用到文化產業組織及產業觀察時，

必須注意與記錄生物體系與文化產業體系在運作上的三向根本差異：個體對天

擇標準的認知、個體基因的調整以及演化速度的操控。所以本研究於第二年將

根據「客家文化實踐」，於第二年度針對首年研究成果的解釋能力，以斟酌的

文字陳述與真實的影音典藏，完整紀載與呈現客家文化創意產業對於物競天擇

的認知、客家文化基因化的調整，以及預期客家文創產業於未來演變與適當的

操作與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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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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計畫名稱

獅潭鄉客家文化地景與地方產業鏈結之經營運作探討 

執 行 單 位：國立聯合大學 

計畫主持人：黃世明 

聯 絡 電 話：

聯 絡 傳 真：

電 子 信 箱： 

日 期：中華民國106年11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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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前言：臺3線貫穿苗栗縣的頭份鎮、三灣鄉、南庄鄉、獅潭鄉、大湖鄉、

卓蘭鄉等地，是過去客家人向內山墾拓過程，移動往來的山徑水系通道，

也是貫穿獅潭鄉南北交通的主動脈，就客家人在此區域的墾拓歷史，所

形成的族群關係與政經關係，客家人沿著水系與臺3線為主的道路，移動

的身影與時光景象交織，加上在地的多樣化特色產業，包括傳統產業的

傳統樟腦業、紙業、蠶絲、竹業、林木業，以及仙草的創意轉型產業，

以及體驗產業的民宿、餐飲業，創意產業的茶壽、竹藝工藝等，地方特

色產業與客家文地景，產生豐富的鏈結風格與客家風貌。 

本研究主要探討取向包括：(一) 客家元素、產業鏈結與空間意象的交融

運用：獅潭鄉的在地產業經營者，如何分析從過去到現今，本身經營產

業與區域空間的鏈結關係，從原料獲取─製作生產─銷售市場的空間使

用，如何發掘客家在地元素以 融入空間意象，如何結合生活經驗以利於

商品網絡與體驗網絡的推展；(二) 在地故事、文化地景與文化行銷：對

於獅潭的歷史事蹟、人物傳記或家族落地發展，有哪些內容可以運用鏈

結至產品的展示、展售、展演，充實品牌故事以突顯客家文化行銷的加

值意象；(三) 客家足跡的人文地景營造：古道與臺三線的空間效益與執

行策略分析；(四) 產業興衰、老年化、人口減少與世代傳承與斷層的問

題分析：獅潭鄉的老齡人口比例相當高，如何鏈結老人家說故事─年輕

人做事業、老人家的記憶成為年輕人的創意來源，如何融入文化地景與

生產鏈，使客家文化傳統與創化開展，得以有跨世代的交融共構。 

貳、執行情形： 

一、計畫之執行概況：已經完成結案報告 

二、預算支用情形：已經完成所有預算項目核銷程序‧ 

參、檢討與建議： 

一、成果效益： 

（一）挖掘並理解獅潭鄉的在地產業經營者，從過去到現今，本身經營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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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區域空間的鏈結關係，系統化分析從原料獲取─製作生產─銷售市場的空間

使用，發掘客家在地元素融入空間意象的加值呈現成果，更能理解客家產業結

合在地生活脈絡的多元風格與獨特面貌，作為商品經濟與體驗經濟的通路建構

參考。 

（二）分析獅潭鄉的歷史事蹟、人物傳記或家族落地發展的經驗內容，運用

鏈結至產品的展示、展售、展演，充實品牌故事、故事加值與文化觀光的特色

形塑成果，得以進行紮根且系統化的分析理解，有助於深入理解在地客家產業

文化的傳承深化與活化建構在人文地景的開展探究；更重要的是，可以藉由系

統化盤點整理客家產業以及客家元素呈現的成果考察評析，對於客家文化加值

產業鏈的方式，有多元面向的理解。 

（三）分析獅潭進行的客家生活營造的空間，在社會生活、文化歷史或產業

經濟的效益及其可能打造凝現的多元價值；得以鼓勵並帶動更多的研究人員，

關心客家生活共同體的產業經營及其鑲嵌的環境空間形塑特質，現客家的生活

風格與活化轉型的經營內涵，分析文化地景與產業發展的關係，豐富客家在地

產業的傳承與創新之實務分析與思維探究。 

（四）以本計畫調查分析結果為依據，後續可以延伸到其它縣市鄉鎮進行客

家產業傳承與創新的分析比較，使客家產業經營在生活脈絡的保存活化以及文

化地景的連結轉化，更有參照推行的客觀具體建構，同時也規畫並吸引年輕世

代投入客家產業經營，使客家文化意義的保存凝現，得到經濟利益的加乘鼓舞，

使客家在地產業與文化地景的交融效益，皆得以延續推展。 

二、與原訂計畫之落差及原因分析：無 

（１）‧‧‧‧‧‧‧‧‧‧‧‧ 

（２）‧‧‧‧‧‧‧‧‧‧‧‧‧（依此類推，分點詳述。） 

三、建議事項： 

（１）客家元素的認知理念與加入產品包裝或者融入成為文化地景，應

與在地生活文化與集體記憶連結，保持在地客家的素樸本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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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古道與山徑水系所形塑的生活空間與客家足跡的保存與活化，宜

參照原貌古法維護修繕，並與觀光休閒等體驗產業結合。 

（3）有關臺三線的規畫執行，中央與地方的整合協調仍有待加強；應

重視且符合地方需求，並在執行面多作融入在地客家風情的人文地景。 

四、結論： 

本鄉山多田少，地形屬於長條型，北4村-百壽、永興、新店、和興這4村劃

為明德水庫水源保護區，，造成不能開發，不能建工廠、不能做森林遊樂區，

造就土地利用完全受限，沒辦法增值、投資客也不會來等等，更加嚴重影響地

方發展，加上經濟社會變遷的影響，年輕人沒辦法在鄉得到工作保障，大多往

外地跑，造成農業的衰退。 

客家目前獨有經營的產業與生活故事行銷，其中以養蠶生態文化保存與創

新，最具特色；此外，在地人文生態地景的解說導覽與協作平臺的建構，乃是

重要發展重點；然而體驗空間與旅遊景點的打造串連，如果不能吸引遊客或者

遊客量太少，也會失去其價值而閒置，閒置加上串連景點無法形成整合平臺，

又將使遊客量更減，形成負向循環。 

古道是社會生活記憶拼圖的場域，也是產業交易移動構圖的空間；古道與

水系交織，形成客庄連結的動線，也是形成客家聚落的人文地景；古道具有觀

光、文化、休閒等價值，古道維護應當保存原來地貌的重要性；然而古道凝現

客家足跡與往來身影，應注意傳統工法的設施，不能用現今的修步道或建築方

式來修築，否則會失去古道風味，當然也要考量安全因素。 

即使有產業價值鏈的改善機制，但是沒有年輕人的投入，勞力短缺，也不

能有所發展，任何組織機構都一樣，農會也不例外，縠倉與相關農會業務，仍

然會受到人口數下降所帶來的負面衝擊；年輕人擔任在地產業的整合平臺經營

者角色，是促進帶動地方產業活力的推手，然而目前仍然有所不足，願意參與

整合的店家仍然很少，效益仍然尚未發揮；店家各自獨立經營、單打獨鬥，沒

有合作機制，協作機制尚未建立，加上又欠缺年輕人的參與推動，效果仍然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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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年輕人的創意經營理念，在付諸行動時，往往遇到現實的土地與資金問題，

加上老人保守的性格，不容易爭取認同支持。 

肆、研究成果全文： 

獅潭鄉客家文化地景與地方產業鏈結之經營運作探討 

摘要 

臺 3 線是貫穿獅潭鄉所有村落的南北交通主動脈，客家人延著水系與台三線為主的道路，

移動的身影與時光景象交織，加上在地的多樣化特色產業，包括傳統產業的蠶絲、仙草、竹

林、柑橘等，體驗產業的民宿、餐飲等，創意產業的茶壽、竹藝工藝等，地方特色產業與客

家文地景，產生豐富的鏈結風格與客家風貌。 

本研究目的與探討取向包括：(一) 客家元素、產業鏈結與空間意象的交融運用：獅潭

鄉的在地產業經營者，如何分析從過去到現今，本身經營產業與區域空間的鏈結關係，從原

料獲取─製作生產─銷售市場的空間使用，如何發掘客家在地元素以 融入空間意象，如何

結合生活經驗以利於商品網絡與體驗網絡的推展；(二) 在地故事、文化地景與文化行銷：

對於獅潭的歷史事蹟、人物傳記或家族落地發展，有哪些內容可以運用鏈結至產品的展示、

展售、展演，充實品牌故事以突顯客家文化行銷的加值意象；(三) 客家足跡的人文地景營

造：古道與臺三線的空間效益與執行策略分析；(四) 產業興衰、老年化、人口減少與世代

傳承與斷層的問題分析：獅潭鄉的老齡人口比例相當高，如何鏈結老人家說故事─年輕人做

事業、老人家的記憶成為年輕人的創意來源，如何融入文化地景與生產鏈，使客家文化傳統

與創化開展，得以有跨世代的交融共構。 

本研究採質性研究的文獻分析、現地觀察與訪談法，進行資料蒐集與田野調查，總計訪

談產業經營者 9位，熟悉地方產業與文史發展的人士、社團或者空間權益相關人共 3位，鄉

公所人員與農會成員共 3位，總計 15位，以期從私部門─公部門─第三部門的觀點，進行

綜合分析比較探討。 

關鍵字：客家產業、古道、臺三線、產業文化、文化地景 

 

一、前言：論述背景與研究目的 

山林資源的開發、平原水圳的拓墾、丘陵地梯田、農林經濟作物的擴散經營與河地新生

地的開物成務，客家族群總是居於拓墾先鋒的角色，生活場域的經驗，也是形塑客家族群文

化的關鍵要素，客家人入山、開山、做山、住山，與原住民產生或合作或衝突、或互補或抗

鬥的族群關係及其族群邊緣的消長變化，在平原與丘陵則與福老人或交融或相抗，各從其類

或被類同不顯的過程，展現客家文化與產業的豐富多元內涵；地方資源的開發及其經營演變

的歷史，生活場域的經驗歷程，產業創化的世代相承以及資源吸引所產生的族群網絡建構，

也是形塑客家族群文化的關鍵要素，若能進行深入且具多元軸向的人文經濟社會考察，系統

化建構客家書寫與客家產業調查分析，透過連串許多的個案的累積，深化對客家產業傳承源

流與現代轉化的特質，分析客家人在產業經營場域以及資源創化實踐的移動擴散，尤其是對

於在地資源的價值轉化，以及形成產業跨世代的因革損益經營，對鑲嵌在客家文化的在地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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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之生成發展，實有具體深入的理解闡析，由是形塑了在地的人文地景與在地產業的風格等

色。 

客家人在農林產業的勞動生產，是極為重要的行動者，農林產業隨著社會經濟的變遷而

有消長興衰的發展，也有傳承與創新的適變經營。山林資源的開發以及水利墾地的闢建，是

客家人聚散遷徙、建立家園的重要憑藉，山徑水系的交織，是客家人墾拓土地的經緯網絡，

從清領時期延伸到日治時期的隘勇線推進，樟腦的生產勞動，客家人往往成為被徵召的對象，

客家豪族勢力的墾拓山林，形成與原住民的衝突關係。山徑水系之旁的資源開採，造成山城

一度繁華的歲月。隨著道路的拓寬與公路網的現代化，古道或者融入公路之中，或者湮沒在

荒山漫草中，至今猶存者，其往來挑擔的勞動交易，乃轉型而為休閒體驗的空間，1990年

代中期之後的社區總體營造以及本土文化的紮根推動，2000年代之後體驗經濟在山林的植

入與發展，處於山林空間的客家生活世界，其中也有由勞動生產場域轉變為休閒消費場域

(黃世明，2012)。 

臺 3線貫穿苗栗縣的頭份鎮、三灣鄉、南庄鄉、獅潭鄉、大湖鄉、卓蘭鄉等地，是過去

客家人向內山墾拓過程，移動往來的山徑水系通道，也是貫穿獅潭鄉南北交通的主動脈，就

客家人在此區域的墾拓歷史，所形成的族群關係與政經關係，客家人延著水系與臺 3線為主

的道路，移動的身影與時光景象交織，加上在地的多樣化特色產業，包括傳統產業的傳統樟

腦業、紙業、蠶絲、竹業、林木業，以及仙草的創意轉型產業，以及體驗產業的民宿、餐飲

業，創意產業的茶壽、竹藝工藝等，地方特色產業與客家文地景，產生豐富的鏈結風格與客

家風貌。 

就歷史文獻的分析以及多年來累積的苗栗縣與獅潭鄉的經驗研究成果，所提出的計畫，

研究目的與主要探討取向包括：(一) 客家元素、產業鏈結與空間意象的交融運用：獅潭鄉

的在地產業經營者，如何分析從過去到現今，本身經營產業與區域空間的鏈結關係，從原料

獲取─製作生產─銷售市場的空間使用，如何發掘客家在地元素以 融入空間意象，如何結

合生活經驗以利於商品網絡與體驗網絡的推展；(二) 在地故事、文化地景與文化行銷：對

於獅潭的歷史事蹟、人物傳記或家族落地發展，有哪些內容可以運用鏈結至產品的展示、展

售、展演，充實品牌故事以突顯客家文化行銷的加值意象；(三) 客家足跡的人文地景營造：

古道與臺三線的空間效益與執行策略分析；(四) 產業興衰、老年化、人口減少與世代傳承

與斷層的問題分析：獅潭鄉的老齡人口比例相當高，如何鏈結老人家說故事─年輕人做事業、

老人家的記憶成為年輕人的創意來源，如何融入文化地景與生產鏈，使客家文化傳統與創化

開展，得以有跨世代的交融共構。 

 

二、文獻回顧與研究方法 

 

(一)文化地景的理論觀念 

地方社會的文化地景，其理論概念分析，可擇取參考 Darby在《風景與認同：英國民族

與階級地理》(張箭飛、趙紅英 譯，2011)一書的闡述以及其他學者的撰著內容，作為本研

究的思考啟發與視域交融的依據。Darby闡述風景提供了一個切入文化問題的途徑：文化價

值、文化延續、文化的價值範疇和無價值範疇，以及文化身份形成神話的建構。風景引起諸

多思考：在個體被文化包容的同時，個體行動如何幫助形成文化；個人如何將自我視為某種

特定文化的一部分。隨風景而定的歷史、事件、觀點、體驗構成了社會地理學活生生的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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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一個中心議題是觀景者、景色以及風景的視覺再現和文字再現的社會文化定位。進入風景

的視角就是將風景視為“文化編碼的巨大網絡”。風景並不僅僅是一個名詞而且是一個動詞；

風景有為（landscape does），風景是“文化權力的工具”，是一種“社會和主體身份賴以形

成”，階級概念得以表述的文化實踐。文化資本和風景不可分割地糾結在一起。商業財富本

身不能成為文化資本，但卻提供了獲取文化資本的方式。 

風景成為認同形成的場所，依據人們如何閱讀、遊覽、體驗、實地觀景或欣賞印刷畫冊、

談論及繪畫風景而形成認同。特別路線通向可從特定的有利角度來觀察的關鍵景物。在同一

地區徒步多年會建構起情節記憶，是一種在心裡對蘊含在運動之內的記憶的再體驗。由此產

生出一種認同感和對地方的依戀感，一種定位在地方的身份認同感，即使不是地方性的身份

認同感。一旦不再“遠離”風景而是成為風景的“一部分”時，就可以獲得一種地方感。

“族群風景”藉由山徑水系的移動構圖，觀賞者往來行經的體驗網絡，在地產業與在地文化

的鏈結凝地景，有助於形塑認同交融與類似共同體的地方感。在徒步群體內部，風景區的景

色成為體驗性的現實，數不勝數的地區性徒步群體和在英國兜售出去的每年幾百萬徒步假日

可被視為網絡上的點，增加了社會運動和社交運動，超越了民族、社會和文化風景的疆界，

打破了個體的孤獨。這種縱橫交錯穿越英國的密集路網通向大自然中的地方，不僅如此，而

且沿路的人類運動創造了路網伸及的地方。同樣密集的徒步者網絡，他們共享的經驗、他們

創造的記憶和歷史，可以重建一種社會感─實際上就是重新想象和重新建構共同體(張箭飛、

趙紅英 譯，2011)。 

人文地景猶如環境藝術般，具有鼓動想像的地景藝術，包含有生態研究的藝術形式的意

義。Sonfist 認為人類創造藝術如同文化活動，以文化來議論文化本身、所有存在的觀點和影

響他們的經驗，當然包括自然。一個成功的環境藝術，就必須保留具有對所有能影響個人或

群體的外在作用力、物理現象、社會文化等有關的藝術形式。要了解一件特殊－位置作品，

就必須注意這些易受影響的一連串意義的跡象。位置並不全然成為藝術一部分。雖然它有若

藝術存在的理由，位置是辯證的一部分：是由特殊－位置作品再現之命題的反命題(李美蓉 

譯，1996)。 

    Relrph以後現代主義的理論觀點，分析建築新取向，不僅要求恢復內城地區的故舊空間

文理，對保存傳統發生興趣，也採取新方法處理都市設計和社區規劃，有助於對人文地景有

更多元的觀照詮釋。一般文獻往往將後現代主義視為現代主義的承續，但基本上還是奠基在

自覺和選擇性的回復舊樣式元素等基礎，創造一個協調的地景，包括傳統地區、新舊建築物

之間的關係、空間形式、拓寬人行道、添加座椅以及具有吸引力的街道傢具、戶外咖啡座、

樹木和景觀等小規模的街道改善。以社區為基礎的規劃和都市設計、傳統保存、後現代主義

與上流化等平行發展。差異性、多元文化主義、多樣性、樣式與時髦(stylishness)，後現代城

鎮地景的規畫取向，包括保存、發揚但卻又融入視覺差異性相關的既有社會秩序之中。在各

種節慶、餐館及街道標誌、古道山徑、老建築與涼亭等，再再都強調了族群多樣性。重新發

掘地方歷史、保護紀念碑、重建先民村落、指定歷史地區、復甦瀕臨失傳的節慶，後現代城

鎮地景是視覺的、可見的，傳達城市的社會與文化變遷特質。後現代城鎮地景的特色，試圖

建立與地方歷史或地理的聯繫 (謝慶達 譯，1998)。 

    人文地景內涵的歷史、事件、觀點、體驗構成了社會地理學活生生的經驗；進入人文地景

的視角就是將地景視為“文化編碼的巨大網絡”是 “文化權力的工具”，也是一種“社會

和主體身份賴以形成”，階級概念得以表述的文化實踐。在地豪族的墾拓及其形成的人文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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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成為地方社會知識的來源，歷史文化的實踐空間，則是認同形成的場所。在同一地區徒

步多年會建構起情節記憶，是一種在心裡對蘊含在運動之內的記憶的再體驗。由此產生出一

種認同感和對地方的依戀感，而地方社會的山徑水系與古道構築，臺三線及其延伸的往來移

動構圖，“族群風景”藉由山徑水系的移動構圖，觀賞者往來行經的體驗網絡，在地產業與

在地文化的鏈結凝地景，有助於形塑認同交融與類似共同體的地方感。人類創造藝術如同文

化活動，以文化來議論文化本身、所有存在的觀點和影響他們的經驗，在各種節慶、餐館及

街道標誌、古道山徑、老建築與茶亭等，再再都強調了族群多樣性。重新發掘地方歷史、保

護紀念碑、重建先民村落、指定歷史地區、復甦瀕臨失傳的節慶，後現代地景是視覺的、可

見的，傳達地方社會與文化變遷特質，同時也與地方產業鏈結，形成可以多元探究的取向。

參考以上的理念啟發，在各種節慶、餐館及街道標誌、古道山徑、老建築與涼亭等，無不強

調了族群多樣性。 

 

(二)在地社會的歷史文化文獻分析 

參考以上的觀點論述啟發，本研究計畫的文獻探討主題，大致包括：一、臺三線的往來

交通與客家人的移動構圖與延伸地景；二、獅潭的墾拓歷史與豪強家族的在地發展、凝現的

人文地景，其中也分析了(一) 黃南球墾拓獅潭的歷程及其開闢的往來古道以及人文地景；

(二) 劉緝光墾拓獅潭的歷程及其開闢的往來古道以及人文地景；三、獅潭鄉在地產業的生

成變化消長以及傳承轉型創新，包括：(一)獅潭鄉的樟腦業：國際市場─國家支配─豪族經

營─族群關係─產業地景的共構奏鳴；(二)獅潭鄉的林木業、竹林業與製紙業；(三) 獅潭鄉

的蠶絲業：從生產製作到生態教育、文化創意的轉型；(四) 獅潭鄉的在地產業轉型與文化創

意產業：仙山仙草與茶壽；四、延伸綜合客家生活環境營造的效益分析與客家產業的傳承創

新之研究成果。 

一、臺三線的往來交通與客家人的移動構圖與延伸地景 

客家人的移動構圖，參與並形塑了區域的族群關係、產業資源的開發以及往來的商品交

易，依附山徑水系的脈動，打造族群生存發展的場域，「時位結構下的移動構圖」，或許可以

開啟對客家人在不同類型的地方社會生存發展的理解與想像，由「時位結構下的移動構圖」

之思維詮釋開展，可以想像詮釋客家人往來行動所建構的生存版圖、資源競取下的類聚群分

差異圖、市場交換與往來進出的網絡圖(黃世明，2010)。 

臺三線北起臺北、南到屏東，在97.3公里處進入苗栗縣頭份珊珠湖，至卓蘭鎮新厝里於

159.l.公里處進入臺中縣。大湖卓蘭段於咸豐10年(l860年)開始闢建， 由大湖漸次修建至

南湖。光緒初年，吳定新等地方墾戶大員，鳩資建南湖壢底寮，經校栗林，新開庄，過咚囉

固溪(今鯉魚溪)，越壢西坪，與卓蘭連接，寬4尺到8尺。汶水三灣段，是黃南球於光緒初年

拓殖獅潭縱谷時修築的，路徑由三灣經大河底，入柏色樹下〈獅潭百壽村〉，循永興、新店、

和興、八角林、至桂竹林過汶水溪至大湖(宋國英，2005)。清光緒2年（1876年），黃南球自

今三灣鄉大河底開發下撈、西潭(即今永興、新店)，光緒10年(1884年)接辦下湖仔、八角林

墾務。同年劉緝光等亦從楓仔坑桂竹林向北開墾，漢人勢力深入獅潭，始沿著南北走向的縱

谷修築一條交通要道，即是現今臺三線珊珠湖至汶水段。而大湖鄉的南湖入墾後，新開、南

湖、大湖乃至獅潭，整條獅潭縱谷漸連成一氣，道路被闢成寬一公尺以上，大湖、水尾（法

雲寺站）段則寬二公尺以上，成為大湖鄉最重要的聯外道路，同樣登載於日臺灣堡圖。臺三

號省道，大體上即以此基礎擴建而成(曾桂龍 總編纂，1998；吳兆玉 總編，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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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獅潭鄉全境為後龍溪流域，行政區域狹長，主要居住地為縱谷地形，居民以客家人為主，

占約90%以上，還有原住民泰雅族、賽夏族及平埔道卡斯族人生活其中，現今則有福老人、

新住民也成為生活共同體的成員。獅潭鄉處於苗栗縣的中心位置，南北狹長，臺三線從中貫

穿，民國31年(1942年)臺三線汶水到三灣段全縣通車後，也帶動了沿線小村落發展，如鹽水

坑即有黃欽祥、賴源順、李添和、魏德明、彭銀妹等的雜貨店及鍾阿富的精米所及蓄電池充

電廠，成為豐林村的採購中心。八角林黃阿令的中藥鋪、汪福貽、邱金福等的店面，劉福賜

的鐵匠店並列亦有市街的模樣。民國83年起，臺三線分段拓寬為四線道、除新店另闢外環道，

汶水保有舊街路外，其餘店家都因施工而拆遷，或因交通便利後，交易人口外流而沒落歇業，

失去了民國五十年代市街的模樣。 

此外，現今的「錫隘古道」，從和興村西行，越過八角崠脈，經過公館鄉北河村、尖山

村，然後藉由橫跨後龍溪的尖山水底橋到苗栗市，在省道臺三線末開闢之際，這條長十餘公

里的聯絡孔道，昔日是苗栗內山地區物產相居民對外的最重要的通道，也是苗栗往獅潭的最

佳捷徑(曾桂龍 總編纂，1998)。 

溫錦成口述鳴鳳山古道的移動生成及其歷史人文構圖，乃是黃南球把原住民趕往獅潭百

壽、南庄地區後，漢人在鳴鳳及獅潭鄉安家落戶，從事開墾種植。這條小徑變成為東三湖

〈鳴鳳老地名〉與獅潭之間農產品、民生日用品來往必經的路線，民國 85年 10 月，有溫智

宏等 7、8 為當地義工，重新闢開塵封 1 甲子的古道 (臺灣省文獻委員會採級組主編，1999)。 

新店村與汶水乃是臺三線貫穿獅潭鄉的北南出入門戶，新店村是鄉的政、經、文教中心。村

名之由來，大約在日大正8年(1919年)有黃古時先生在境內開一間中藥鋪，另一張老太太也

開了一間雜貨店。當時居民住屋相當簡陋，獨有這兩家具有店面模樣，一般居民欲聚會閒談

時，多不約而同的往這兩家「新」開張的「店舖」泡茶聊天，所謂「新店」即由此傳開至今；

新店村獅潭鄉的行政中心，日治大正9年(1910年)獅潭庄役場設立，官民往來衙署重地自然

就成了小市集。當年的「新店」是指兩家異於尋常百姓住家的張老太太的雜貨店，和黃姓人

氏開設的中藥鋪而已，到了日昭和10年(1935年)庄役場鑑於住民漸多，乃闢路寬六公尺，即

是大東勢口穿越現在街心的臺三縣舊道。 

早 期新店街的精華區不是現在的「市中心」，而是從獅潭國小前的廖屋，南行到大東勢口

兩側最熱鬧。除了店舖住家之外，還有廖火興家族開設的精米所，花生煉油廠、仁興發電廠，

以及在今電信局後方大東勢人口處的製紙工廠。戰後除了鄉公所之外，農會、衛生所、民眾

服務站，分駐所先後興建，蘇耀生、劉阿統、鍾天開等的雜貨店也應運而生，新店「市中

心」，才轉移到現址，而成為獅潭鄉唯一有街道最熱鬧的地方(曾桂龍 總編纂，1998)。 

獅潭溪南北貫穿獅潭縱谷，兩岸往來不便，新店村通往頭屋鄉鳴鳳的要道，每逢大水沖毀溪

底步石，就要發動兩村民眾奉公重建，有時還會發生不幸。民國 63年（1974年），兩村的

民眾發動募款興建新鳳吊橋。多谷的獅潭原不少鉛線橋，但新鳳橋幾乎是少數僅存者！(苗

栗文獻，2002，第二十一期) 

就 1998年出版的《獅潭鄉志》記載，工商業以新店村、竹木村較為發達、大都以販賣

日用雜貨為主，這樣的商店資本額比較小都不超過萬元，在新店村共有四十五家，竹木村有

三十八家，永興村十四家、豐林村十一家、和興村五家、新豐村八家。新店村是行政中心，

餐飲業叫服務業有八家，竹木村是交通要道餐飲業。桂竹林保的汶水，因得苗栗大湖交道之

便，是獅潭鄉最早有商業市街模樣的地方。日明治 37年(1904年)，有徐德壬一家人在今汶

水舊橋頭北側開一間雜貨舖，兼做木柴，製腦、收購山產批發生意。當年汶水為進出泰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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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湖、獅潭開荒打田闢地的工人在此聚集轉運之地，因而鍾添發之豬肉店、張仁生、鍾大送

亦開雜貨店供應民生必需品。日明治 42年(1909年)苗栗到南湖的輕便車經過汶水，車場就

在今寶安堂藥店，輕便車以載運貨品及商旅為主，增添本地市集的熱絡。汶水街道的繁榮時

期，約在民國五十年代；它成為獅潭、大湖、泰安(錦水)三處，新開發鄉鎮的必經之地，商

旅住民在此駁車或裝卸轉運貨物，熱鬧非凡，而一些新式的鋼筋水泥結構建築也是起造於這

一時段。但是由於街道狹小，沒有開闊地可發展，多年來少有改善。如今隔岸的大湖水尾段，

佔地利之便，1990年代末期以來急速擴建，或有取代汶水街庄的氣勢(曾桂龍 總編纂，

1998)。 

獅潭鄉竹木村內最重要之聚落為汶水，因聚落南緣之汶水溪，其上游流經之地層，岩質

鬆軟，每遇洪水，溪水長久混濁不清，客家居民稱之為「汶水」，意指混濁之水。汶水地當

後龍溪三大源流——大湖溪、汶水溪、桂竹林溪會流處，四周山巒聳峙，頗得山水形勢之美，

景致不凡。且為臺3 線、臺6 線、臺72 縣及苗62 線等重要道路交匯處，成為苗栗縣東南交

通軸輳中心，位置衝要。竹木村向以農林產為主體產業，汶水街之鄉土工藝「茶壽」及古法

醃製之「豬膽肝」為重要特產。民國92 年（2003年）汶水社區重新營造，百年老街，呈現

嶄新風貌(黃鼎松，2007：59)。 

獅潭鄉百壽村居民原漢雜居，漢人以客家人為主，散居河谷地帶。賽夏族分佈於圳頭、

崩山下、馬陵等部落，漢化程度相當深。村民以農林業為主要經濟活動，對外交通，南北向

有臺3線為幹道。向西通往頭屋、苗栗，於民國76年（1987）沿老田寮溪闢建126線，交通堪

稱便利(黃鼎松 ，2007：56)。 

頭屋和獅潭間有「苗 22 線」連通，公館和獅潭也因「苗 26之 2線」上的瓶頸錫隘隧道

開鑿完成，可以行車交通。但在兩條車道尚未開通之前，頭屋與獅潭主要仰賴「鳴鳳古道」

往來，公館與獅潭則靠「錫隘古道」互通，兩條上又有南長城古道、八達嶺古道、綠色步道、

北長城古道、石觀音古道等連通，構成網狀般的古道群。鳴鳳古道是走山谷越嶺路線，錫隘

古道則走山越稜線，早期分別是原住民狩獵的山徑及漢人防範原住民侵犯的隘口山道，客家

先民入墾後山地區後，轉為獅潭後山與苗栗前山連絡的交通要道，他們在後山開墾收成，由

壯丁組成挑伕群開鑿古道，把木材、茶葉、水果、樟腦等山產運出，以換取其它民生物資，

「嬲」的客語音同「廖」，是休息的意思，可在凸出的小山頭上稍事歇息。早期獅潭後山民

眾挑農產到苗栗、公館、頭屋等地買賣，路過此處會停下歇腳，並有人免費茶水行善，由於

這段古道較為難走，先民又常須肩挑重物，危險性高，故而坐在嬲崠下方山腰間另闢一條平

緩步道，稱為綠色步道，作為挑擔路線(陳運棟編，2006，苗栗文獻 第 37期)。 

    民國 40年代 (1950年代)，獅潭鄉永興村台三線省道邊有一做涼亭，亭前兩顆榕樹成

蔭，右方樹下的石椅和左方樹下奉茶的石鑿水池，行人累了、渴了就在這裡休息喝水。在過

去機械力尚未取代人力之前，商旅往來、貨物運送都依靠雙腳。在徒步時代的獅潭，「奉茶」

是被鄉里尊敬而有功德的工作。當時神桌山上居民以南庄為主要交易中心(苗栗文獻，2002，

第二十一期)。 

    除了山徑之外，水系所呈現的埤塘與水圳，也是可觀的人文地景；就陳沐霖調查所述，

黃南球的入墾，為開闢獅潭鄉的自然山林為阡陌良田，最重要的就是水利灌溉，所以當時獅

潭開鑿了許多灌溉用的埤塘與水圳。台三線旁有個大陂塘，面積有一公頃，人工大埤塘在獅

潭南端只有一個，但在規模上這屬獅潭最大的人工埤塘。推估在民國 20年(1931 年)左右開

鑿完成，最先是上下兩個池塘，地權最初屬黃滿頭家所有，後又轉賣給銅鑼的賴德桂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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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法確知池塘由其兩人中誰所開鑿。埤塘和水圳幾乎都和黃南球「黃滿頭家」有關。他不用

親自費力開鑿引水、尋水，而是和墾戶訂契約，由他們自行開發水圳來抵免田租。長達兩公

里、引獅潭溪水灌溉了近三十甲地的向東排水圳就是一例，也有淵源比黃南球還更早的水圳，

乃是平埔族所開鑿的水利工程，彭桂香口中的小東勢溪水渠就是這個特例(陳沐霖，2002)。 

 

二、獅潭的墾拓歷史與豪強家族的在地發展、凝現的人文地景 

苗栗縣十八鄉鎮中，除山地泰安鄉外，以獅潭開發最遲，主要原因是受到崎嶇山嶺的阻

隔和原住民泰雅、賽夏二族的抗爭，一直到光緒初年，漢人才進入作大規模的開墾；漢人拓

墾獅潭山區，分為兩個階段運行。第一階段始於清光緒2年(1876年)，時當清政府「開山撫

番」的初期；另一階段，則遲至清光緒10年(1884年)才積極展開，正常「開山撫番」銳意進

行的蓬勃期。在台灣內山墾拓史上，既是民間自行設隘開墾的最後階段；又是政府全面主導

墾務的開展階段(曾桂龍 總編纂，1998)。 

獅潭一名最早出現在清光緒 12年(1886)劉銘傳之「剿撫生番歸化請獎官紳摺」，該摺提

到「遂派都司鄭有勤率勇自大湖北入獅潭、南浦一帶，招撫諸社，與鹽菜甕相接。所有彰、

新兩縣前山番社，一律歸化。」(施添福 總編纂，2006)十九世紀中葉以後，正逢台灣最重

要的經濟轉型期，茶、糖、樟腦取代稻米，成為台灣出口貿易的三大產業。使得樟林分佈的

山區，成為財富的來源，而林木伐盡之地，或栽茶、或種蔗，又可再度帶來財富。這種經濟

誘因，直接促成內山拓墾事業的發展。內山墾拓激起土著的強烈抵抗，「漢、番衝突」加深，

墾拓的危險性也隨之提高，遂使資金充裕，擁有私人武力和組織能力的豪傑之士有了最佳的

發展機會。獅潭鄉境內，原來是賽夏族與泰雅族的活動領域，其中百壽、永興為賽夏族勢力

範圍，其餘五村則為泰雅族的勢力範圍。至清光緒 2 年（1876年）以後，獅潭鄉陸續由客

籍先民進入開墾，其中北四村為光緒 2 年（1876年）由黃南球墾號進墾南三村的竹木村則

是清光緒 9 年（1883年）由劉緝光所組的金永昌墾號進墾，豐林村與新豐村則是光緒 10 

年（1884年）由黃南球墾號再次進墾之地；客籍居民移入後，其中賽夏族漸漸退往今南庄

鄉與獅潭鄉的百壽村山區居住，在百壽村建有圳頭社、馬璘社、崩山下三個部落，泰雅族則

最遲在大正 7 年（1918）以前退往今泰安鄉山區居住，自光緒 2 年（1876）黃南球墾號入

墾之後至今，獅潭鄉一直都是以客籍居民居住為主，社會的族群組成相當穩定，並沒有什麼

明顯的變動。

(http://placesearch.moi.gov.tw/conference/doc/fulltext/B2_%AAL%B8t%B4%DC.pdf，

2008/04/14登錄。林聖欽，苗栗縣獅潭鄉客語地名的社會性分析)  

    獅潭鄉的新店村為鳴鳳山與紅毛館兩山系間所夾的河谷地形，全境屬獅潭溪上游的新店

溪、大東勢溪、小東勢溪河谷，此三溪在本村會合後改稱獅潭溪。該村原為泰雅族勢力範圍，

清光緒 2年(1876)，黃南球墾號開墾該地後，泰雅族逐漸退守泰安鄉八卦村居住，客籍漢人

則多在新店溪河谷右岸及其大東勢溪、小東勢溪等支谷內建立村落(施添福 總編纂，2006)。 

在《被遺忘的道卡斯 1872 年︰前往雪山—馬偕醫師和巴克斯船長的溪北海岸紀行》一文書

中，闡述馬偕醫師從崁頭屋到沙坪(仁隆)再進入獅潭：「經過山脊，有一個小小的漢人寮望

哨。周圍以竹枝搭建，做為護牆。它用來讓一些看崗人駐守，一旦發生土著入侵，立即示警。

離開甘蔗場後，路徑變得崎嶇，有時路只是溪湍中的幾顆岩石，有些地方則更加險阻，必須

手腳並用，攀爬而過。漢人地區只有一些樟樹。1873年 1月 1日，平埔族和土著們簽約，

從後買下大片山谷，他們馬上帶家人來蓋房子，開墾田地，土著們也同意讓一名和人教徒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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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和平埔族人同伴，並聲稱非常歡迎他們的到來。漢人一直試圖進入這塊谷地，而土著們的

部落彼此也不斷的爭鬥著，他們很難阻止漢人的入侵，於是最後決定，賣給平埔族是最好的

決定。」後來就史料與文史工作者的調查，1876年黃南球的入墾，標誌著漢人的勢力真正

的進入了在馬偕年代，連平埔族都算鮮少活動的獅潭，居住在百壽社區的黃玉妹女士，口述

她的阿公落腳牛鬥口，這個獅潭對外的交通路口，經常有挑夫打尖休息，極可能就是獅潭第

一個漢人聚落 (苗栗文獻，2002，第二十一期) 。 

伊能嘉矩在明治 30年（1897年），奉命以民政部囑託，開始「蕃人教育施設之預查」，

在兵馬倥傯、治安與衛生極差的情況下，從 1897年 5月 23日至 12月 1日，未間斷第一次

完成二千多公里的蕃界跋涉，長達 192天。〈巡台日乘〉是這次公務旅行的紀錄：「當時位於

苗栗東北方向的獅潭底蕃人，原本就和新港社蕃有族親關係。獅潭底的頭目 Tyaokon (釣公)

當年因為不肯歸化，才被漢人驅趕到他們現在的居地，然而，雖然遠離新港社，卻仍在每年

新港社舉辦祭祖的時節，都到新港社參加祭拜，同時唱出寓有不服清廷意涵的歌謠。後來清

國政府開拓蕃地，規定漢人應向蕃人繳納蕃租，但是漢人就是不肯繳納蕃租，甚至侵掠蕃人

的土地，結果平埔蕃和漢人彼此仇視。我親耳聽到平埔蕃訴說:「被清人欺狎無奈。」依照

當地的習俗，每年的農曆二月八日是祭祖的日子，但是最近依照漢人習俗，改為七月十五日，

在這一天族人全部會齊，飲酒歌唱，而歌詞的內容多半是追頌祖先的英勇事蹟」(伊能嘉矩

原著;楊南郡譯註，1996)。 

獅潭街庄之形成，與黃南球、劉緝光之拓墾關係密切，黃劉兩人入墾後，始有大量漢人

定居。直到光緒 15 年（1889）苗栗設縣時置內獅潭庄、桂竹林庄，八角林庄，即以當時拓

墾庄落而劃定。桂竹林庄的汶水，因得苗栗、大湖交通之便，為全鄉最早有商業市街型式的

地方(黃鼎松，2007)。以下乃彙整闡述黃南球、劉緝光的墾拓歷程及其開闢的往來古道以及

人文地景。 

(一) 黃南球墾拓獅潭的歷程及其開闢的往來古道以及人文地景 

黃南球（1840～1919）在光緒 2年（1876）開始，在獅潭流域的武力拓墾，改變了獅潭

原住民的生活環境，逼使原來生息在西潭下撈（今永興、新店、和興）的賽夏族人退至馬陵、

圳頭、崩山下聚集為三社，以迄於今。清光緒 2年(1876年)也助清平雞籠庄吳阿來亂，保

授六品職銜。並承包嘉志閣六成安隘務，創辦「黃南球墾號」，開始入墾獅潭。至於獅潭南

三村，黃南球勢力於清光緒 10年（1884）達到八角林、下湖仔，劉緝光於同治末年，拓墾

桂竹林以前，是屬於汶水社的泰雅族所有。泰雅族人強悍無比，劉緝光等人的拓墾過程異常

艱困(黃鼎松，2007)。 

到了清光緒15 年（1889）苗栗設縣時置內獅潭庄、桂竹林庄，八角林庄，即以當時拓

墾庄落而劃定。桂竹林庄的汶水，因得苗栗、大湖交通之便，為全鄉最早有商業市街型式的

地方。黃南球開發獅潭，是自北向南推展，劉緝光則反其道而行，為自南向北拓殖(黃鼎松，

2007)。 

    獅潭鄉境內，是在清光緒 2年(1876)以後陸續由客籍先民進入開墾，其中北四村為光緒

2 年(1876)由黃南球墾號進墾，南三村的竹木村則是清光緒 9年(1883)由劉緝光所組的金永

昌墾號進墾，豐林村與新豐村則是光緒 10年(1884)由黃南球墾號再次進墾之地(施添福 總

編纂，2006：605)。光緒 2 年 (1876 年)黃南球獲准辦理「陸成安聯庄隘」入山開墾內獅潭，

光緒 7年 (1881年)福建巡撫臺視察，計畫招撫生番，黃南球接辦苗栗一帶的撫番工作，由

於黃南球的開墾也造成獅潭賽夏族人重大的遷徙。賽夏族人、現住在百壽原住民社區豆鼎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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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也說，因為黃南球武力拓墾獅潭，賽夏族原住民不得不避走獅潭更深山的地區，甚至離

開獅潭(苗栗文獻，2002，第二十一期)。 

就《臺灣省苗栗縣志 政事志地政篇 政事志戶政篇》的記載，獅潭原為泰雅魯族的居住

地。光緒 10年苗栗人黃南球集隘勇百餘人，開闢大河底，繼進入栢色樹下(今百壽村)，後

復南進新店和興至八角林(今豐林村)，驅番族於汶水東(今泰安鄉)，從事製材、製腦並招田

墾荒。同年間，苗栗人劉緝光，由牛鬪口沿溪東進，開闢打鹿坑，北寮等地，繼復進入桂竹

林，平定番族後，即在上列地帶從事製材、製腦，並招佃開墾田園。 

光緒初年，黃南球入墾獅潭內山時，永興為最重要的根據地，為了便於推展及經營獅潭

的拓墾事業，黃南球在獅潭縱谷遼闊的墾區內，建有兩所公館及兩座「伙房」，分別位於獅

潭（今永興）、新店、打鍋爿（今和興）、八角林（今豐林）。隨著歲月遷流，「獅潭公館」已

拆除殆盡，幾年前尚留有大門一座，後因臺 3 線拓寬，也已了無跡痕；新店村介於永興村

與和興村之間，為獅潭鄉治所在地，人口最多最密集的一村。黃南球開發獅潭，新店大約在

光緒 9 年（1883）墾民聚居成庄，黃南球在此建有「伙房」大型住宅，位置在今郵局附近，

設有家塾培育子弟(黃鼎松，2007：56)。 

由於墾區擴大，隨著天然經濟資源和相關產業的開發，而逐步發展成多角化的組織型態。

經營方式也有了顯著的轉變，漸漸從早期的直接生產製造，轉型為代工包攬的行商經營。兩

大墾區都建有公館一所，一在獅潭(今永興，位於新竹客運站牌後，永豐茶工廠現址)，一在

八角林(今新豐村蔗廍坑口台地，應該就是稟文所稱的「新公館」，日本時代的地只是「八角

林庄百九十二番地」)，作為事業經營的重心，各設官事、帳房、經理各項墾務和帳務(黃卓

權，2004)。 

光緒14年(1888年) 黃南球四十九歲，移居苗栗維祥庄，建有宅第(其地在苗栗市新東街

東端，俗稱「五只寮」)，並拓建由獅潭錫隘經公館北河、尖山至苗栗之古道，以利獅潭山

林產物外運。每年隘租督收完成，冊報新竹全縣(苗栗屬之)四十五巡墾隘之督收清冊，並籌

辦「廣泰成」墾號，黃南球成為新竹縣官府所倚仗的主要地方勢力，其地位已有凌駕「北埔

姜家」的趨勢。光緒15年(1889年)成立「廣泰成墾號」，開闢南湖以南至卓蘭坪林地區，經

眾股公舉為墾首。資金分為四大股：黃南球、姜紹祖、林振芳各認一股，陳萬青等人合認一

股，其規模係裁隘後，全台最大墾隘。「廣泰成」墾號本館址設在今南湖南昌宮。黃南球晚

年，大多定居苗栗維祥大屋(洪東嶽，2006：496-496)。 

獅潭公館，設置最早，號稱：大公館，佔地極廣，左右共有橫屋十餘槓；設有大穀倉、

大倉房，並有牛欄和豬舍。左、右橫屋(護龍)，一邊作事務所、一邊為客房；外橫屋則供護

衛、長年(家丁)、使婢(女僕)居住。大禾埕兼為晒穀場和練兵場地。據說，館內還設有牢防，

作為匪犯解送縣衙前的臨時拘押所。另有銃藥庫一間，鎖藏火銃(就是土槍)百餘之及火藥、

火索(引火繩)等，為隘防軍火重地。牆外設有望樓，掛有大銅鑼一面，供緊急示警和集合庄

民之用。東面的上大窩隘路口，建有隘寮一座，居民稱為「竹叢櫃」，為公館庄面的主要隘

防工事。造紙業的中心，一在內獅潭墾北端區的「栢色樹下」(今百壽村)；紙寮附近便以浸

泡紙材(嫩桂竹)的石灰水池為名，稱為「紙湖」。一在八角林墾區「紙寮坑」(在今新豐村)。

兩地都屬於天然桂竹林區(黃鼎松，2007：56)。 

此外，黃南球家族也支持在地新興社的成立，新興社成立於民國 36年 (1947 年)，一

群鄉村子弟利用晚間在獅潭義民廟練習，這是 39年「出師」後第一次公演，地點就在義民

廟前，劇目是廣受老少歡迎的三小戲「鬧砂河」。新興社第二次公演，地點在獅潭國小操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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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員自行以竹木稻草搭建了戲台，這次是以慶祝獅潭國小 30週年校慶為名(校慶就在光復

節)。民國 70年代 (1980年代)，新興社子弟已逐漸凋零，眼見老友相繼離去，社員決定在

努力一次，再度請出年高八十有餘的孫老師，找來幾個有心的青年補足角色，以慶祝民國

74 年(1985年)光復節社區聯歡晚會為名，經過三個多月的練習，推出最後一次公演，地點

在義民廟戲台，最後公演前夕，老中青子弟群聚義民廟上香，並餽贈恩師孫庚雲。孫老師是

苗栗北管界泰斗，當年由黃南球家族支持、苗栗最紅的羽韻社就是由他指導。(苗栗文獻，

2002，第二十一期)。 

(二) 劉緝光墾拓獅潭的歷程及其開闢的往來古道以及人文地景 

提起獅潭的開發，大家常提起的是黃南球，其實，劉緝光的戮力拓殖，功亦不可沒。劉

緝光(1853~1931)為公館尖山舉人劉獻廷的後裔。公館福基以東山區，清咸豐年間，仍然是

原住民聚居之地，而且經常出沒騷擾附近墾民。緝光跋涉險阻，親率墾丁鎮撫，將北寮(今

公館福德村)、東坑一帶平定，後來，沿後龍溪谷；進拓桂竹林，獅潭鄉竹木村的桂竹林地

區早年屬泰雅族聚居之地，漢人大規模入墾始於同治末年，於光緒9年時組成「金永昌」墾

號，在今汶水桂竹林地區墾闢田園，設寮採腦，伐木製材，凝聚了不少財富。 

現今在弘法院後面，直通臺六線路旁的桂竹古步道，據了解就是在他手中整建完成的。地方

耆老稱他曾是「租業三千斛」的富豪；乙未日人治台後，日人以其「安撫人心，維持地方有

功」，於日明治29年 (1896年)11月擢用為苗栗第一堡長，翌年四月授佩紳章，同年十月擔

任新竹廳參事，終其一生，頗受日人器重，屢任地方要職晚年定居桂竹林，今弘法院為其故

宅，最興旺時房間數目曾多達8、90間，惟如今舊跡皆已湮滅，僅餘「鐵漢樓」石碑及「漢

家正字耀金精」石柱，也曾在當地設置學堂、藥鋪，甚至連附近幾座廟宇的創建也與其有關

(黃鼎松 ，2007；曾桂龍 總編纂，1998，臺灣省文獻委員會採級組主編，1999)。 

 

三、獅潭鄉在地產業的生成變化消長以及傳承轉型創新 

    在地產業創闢經營與資源辨取利用，則產生了「類族辨物」的行事邏輯。「類族辨物」

語出易經同人卦(來知德，1981)，人與人之間的同類意識，是建構出來的想像共同體，受到

物質資源的影響，然而類族的我群意識與類化關係的推擴，返過頭來也會影響資源的分配使

用與共享程度。類族的範圍與界限，隨時位不同而有所變化，由於本源歸屬的認定不同，選

擇親近的機緣環境有所差異，因此「各從其類」的機制，也是在不易的歸屬認同與變易的情

境變遷衝擊下，形成時位考量的抉擇，藉以爭取更多的環境資源，建構生存發展的舞台，維

持與他者之間的互利關係。 

     「類族」的過程，在不同時空脈絡的日用行事，與「辨物」的資源爭取與分享邏輯，

有密邇難分的關係，「物」可以意指外在於人而具有使用功能、形貌實體、意義與價值的載

體，也可以是人力、土地、物產、資本、技術等等生存發展的資源，往往受到群體關係的影

響，受到傳統文化習俗、生活慣習行事、政治與經濟制度的操弄；類族的過程，影響資源的

擁有佔領、分配機制、共享界限、使用方式與優先順序；是以資源的選擇、辨取、擁有與享

用，是「類族」的重要參照依據。「辨物」則依循類族的行事邏輯、觀變審勢的行動抉擇以

及利害情境的拿捏考量，處理群體之間、群體之內與物質資源的複雜關係。而類族辨物的行

動邏輯，也影響不同地方社會類型之中，族群元素(包括客家元素)的錯綜變化形態。 

    爭取資源是移民社會中的必要行動，資源若以「物」來表示，則「物」的辨認與取捨、

資源使用的分布及類型，影響類族化的啟動與形成網絡；類族與辨物互涉不離，也就是類族

155



的身份認同情感與選擇成為策略，形塑族群邊際的內外對待關係，以及資源的辨識、辨取、

辨捨。地方社會中的類族行事與辨物邏輯，影響客家族群的文化建構，也影響客家人與其他

族群或合作或競爭、或衝突或和諧、或對立或一致的種種互動關係。「類族辨物」也是客家

產業跨世代經營的共同體建構與資源轉化與創造價值的行事邏輯(黃世明，2012)。 

    客家文化是經過長期的歷史進程所形成的生活經驗總體，包括生活方式、歷史傳統、風俗

習慣、建築風格、節慶禮儀、語言文字、宗教意識等物質的與非物質的重要遺產，都是客家

文化的重要內涵，也是維繫客家族群延續的根源，透過文化參與和生活實踐，文化元素彼此

組合連結，共同形塑了地方多元族群文化，一方面展現客家聚落生活文化的特色，另一方面

也形成文化產業化與產業文化化的錯綜發展。 

    客家的族群發展歷史經驗及其產業資源，無不是仰賴於自然生態環境，尤其是山林資源的

競取利用，以及水利耕地的開發闢建。客家傳統產業，偏重在原料的加工製造以及產品功能

導向，作為生產銷售的努力目標，然而面對二十一世紀的文化工程與地方族群文化保存活化

的發展趨勢，創意加工以及透過技術與創意的組合，灌注於傳統產業的素材之中，將族群文

化元素融入產業經濟系統，有所變革創新與加值轉化，一方面得以凸顯族群文化風格與製作

者的創意詮釋，一方面則創造消費者的體驗價值，將產品的使用功能，轉為意義與感性交流

的傳遞媒介，使傳統技藝與文化資本旁通交錯整合，由是建立品牌並從事體驗行銷，在公共

領域建立聲望與關係網絡，廣結善緣而進行文化經濟與族群風格的撰述體現，創造產品在交

換場域的附加價值，開啟夕陽產業轉型活化的經營機制。 

(一)獅潭鄉樟腦業：國際市場─國家支配─豪族經營─族群關係─產業地景的共構奏鳴 

    清光緒 4年(1878年)， 〈淡水海關報告〉指出：臺灣樟腦業，受香港腦價上漲的影響

而蓬勃發展，但因漢民大肆入侵「番界」，以致「漢、番」衝突也更激烈。樟林與製腦地的

主要分佈區正好位於淡水、新竹兩縣的內山，而且以客家聚落的「粵庄」為主。這時，三灣、

南庄、獅潭、三叉河(金三義)境內，早已腦寮林立，獅頭山下、大坪林、大河底、大桃坪、

十股、大東勢…..等地，都是主要的製腦地。貓裡街(今苗栗市)也因為內山製腦業蓬勃發展，

而成為樟腦及其他貨物的集散地，因此是況日趨繁榮。 

    內山開墾實與樟腦業的發展息息相關。無論是政府或民間，所謂 「墾闢青山」只不過

是藉著土地開墾這個冠冕堂皇的理由，來進行製樟腦地的競爭而已。如果把這段時期的內山

開墾，看作是樟林開發的副產品亦不為過。 

光緒 11年(1885年) 黃南球續墾八角林、下湖仔等地(以下稱「八角林墾區」)。由於此地

已有先羅和金、劉秉先等招墾在前，因此他的「征番」傳聞與內獅潭地區，有明顯的區別；

類似光緒 2年間，大規模的武裝入墾事蹟並未流傳，而以防衛性的「防番」、「禦番」事蹟為

主。「番害」的來源，顯然是以泰雅族為主而非賽夏族。八角林墾區至桂林一帶，亦為台灣

中部主要的樟林分布區；天然林木繁茂，櫧樟、柯樹、楓櫸雜生。樟木大多周長二、三尺以

上，最宜製腦之用，因此腦寮林立，樟腦業鼎盛；且伐木、製腦、墾地並行，又可以連帶促

使製林業的發展。至於林木伐盡之地，則租給佃戶開墾，視地形和土質選擇耕作物。平坦地

大多以水稻、甘蔗為主，傾斜地則種植苧麻或雜糧。內獅潭和八角林墾區都屬縱谷地形，可

公開墾的台地面積狹小。因此土地灌溉，以築埤、開塘(池塘)為主。只有新店、永興一帶，

開有較具規模的水圳(有些是日本時期才加開)。黃南球的內山的墾業，從創業之初便以製造

糖業並進，具有明顯的商業傾向(黃卓權，2004)。 

獅潭鄉和興村的「殺番崠」在今10鄰內山地帶，有一凸狀之山稜，隘勇藏身於原住民必經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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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路兩旁，原住民不察通過時合力加以殺害，故名。清末及日治時期，製造樟腦是本地重要

產業，亦是本地主要經濟命脈，因此，本村尚有不少與製腦有關之名，如「三份」、「十九

份」等。獅潭鄉和興村於清末及日治時期，製造樟腦是本地重要產業，亦是本地主要經濟命

脈，因此，本村尚有不少與製腦有關之名，如「三份」、「十九份」等(黃鼎松，2007：58)。 

伊能嘉矩於 1897年到臺灣探查的分析報告，提出「腦寮的調查可以讓我們了解漢、蕃之間

的互動關係，所以與他們同行，目的地在五指山的背後。漢人所設的腦寮全在蕃地範圍內，

和蕃社相望，寮數極多。漢人冒著生命危險進入蕃地開墾製腦，事先都與蕃人相約，定期交

付金額方才獲得允許」(伊能嘉矩原著;楊南郡譯註，1996：86)。 

    彭啟原(2002)於〈老獅潭的經濟動脈〉一文，採訪了黃鼎松、黃卓權的導覽運輸樟腦商

品的獅潭古道與黃南球居住舊址，為了取得樟腦的利益，黃南球以武裝拓墾的方式進入獅潭

山區。所謂武裝拓墾，就是跟著黃南球進來的人，一方面當隘勇防守原住民出草獵人頭。一

方面還要設腦寮將滿山的樟樹製成樟腦，另一方面更要將砍掉樟樹的地方開闢成園。由於利

益可觀，又有更多的人們進入獅潭山區。為了管理上的需要，墾首黃南球就在獅潭的永興、

新店、八角林等村設立管理與收租的公館；以及為了樟腦以及其他山林產業的運輸，黃南球

也開闢了數條來往於苗栗與獅潭間的通道。黃鼎松帶領尋訪這條古道楔隘，就是為了銜接兩

個隘防區間所設的隘，以彌補防守上的漏洞。這條古道是在清光緒 10年左右開通的，清光

緒 15年苗栗設縣，那時候苗栗街已經很熱鬧了。 

    那時台三線道路尚未開通，黃南球，當時人家稱他黃滿頭家，他有很多樟腦等貨品，就

開這條路來運出到苗栗，又在苗栗另外蓋有一棟打夥房。所以這條路他從底下的楔隘仔爬上

來經過這裡翻山過去，到茄冬樹下，經北河到矮仔出五只寮，入苗栗街，一直到三、四十年

前，這裡的貨物還有利用這條道路挑出道苗栗去賣。雙舉人坪的來源是在道光年間，這個劉

家有父子兩人中舉，阿爸劉獻廷是道光十四年，兒子劉禎是在道光 20年，先後中舉人很難

得，獅潭古道就經過這兩座劉屋附近。黃南球第五代裔孫黃卓權表示當時的經濟利益就是樟

腦，那時無煙火藥最重要的原料成份就是樟腦，光緒 2年黃南球開墾獅潭的時候，剛好腦價

很高，一擔的腦價等於一擔的白銀，這樣高價的戰略物資，當然要進來開發。雙舉人的劉屋

後來相當的發達，也和黃南球維持相當良好的關係，這裡的劉屋和隔著河的黃南球黃屋兩邊

相對面，完全掌管了這條樟腦古道。所有挑擔的貨物、物資全部管得到。(彭啟原，2002) 

黃卓權指認在苗栗市新東街的黃南球夥房一一五只寮原址，述說黃滿頭家(黃南球)到了六十

歲以後，就住在這裡了。在五只寮的遺跡上，黃鼎松說明他住在這裡的目的，當然是控制貨

物的進出，在生意的觀點等於說這裡示隘口，因為獅潭所有的東西就在這裡進出，路就在這

裡。一直到日大正 8年(1919 年)他過世，加上 1935年的地震，屋子倒了，以後就拆掉了。

在苗栗的五座寮是獅潭運輸古道的終點，但卻是獅潭樟腦進入國際貿易的起點；黃南球就是

在此地將樟腦集中、運銷，而建立了他的企業王國。靠著樟腦，他一路從南坪、獅潭、進入

了大湖、卓蘭等地。 (彭啟原，2002) 

 

(二)獅潭鄉的林木業、竹林業與製紙業 

    《苗栗文獻》第 21 期，蒐集彙編獅潭鄉的專輯，採訪紀錄組述及 1942 年出生的邱欽元，

曾當過六屆百壽村村長，陳述以前的保安林地是無人管林，沒有人要的林，當時林木沒人要，

不少人會去挖糬莨、抽藤，但是原住民不會去做這些事。日本時代則一改單純向山要糧的模

式，開始大規模的「經營山林」，包括伐木和種植經濟作物。日本時期有張東水組織伐木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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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日本人標林木，在上山砍伐製材我們把樹木砍伐下來，經過裁切長 7尺、厚 3吋，右上角

打一小孔，再到山上抽黃藤，將木板連結用藤條穿在小孔上，集中放在板坪崗，等水量豐沛

時再放水漂流下來，漂到崁頭屋在用人力把木材勾起來運到港口，那時的木材選上好的運去

日本。<賽夏氏族的山林經營>一篇則提及曾經在獅潭從事約二十年的樹仔的傅德和談到了和

原住民簽租地與做生意的經驗。獅潭林木的砍伐開採，也讓原住民在燒耕山田中，多了幾種

工作的選擇，如條件好的會被僱請當領路的嚮導，但大部分都是底層的扛樹的勞力工作者，

對於一些技術性的工作如裁木、倒樹仔都沒有聽說請原住民者。 

作樹仔或自行做生意、買賣的，也只有黃阿添一人。黃阿添當初是做紙，他已經引用半機械

器具（纜索），用來減少雇工成本，若推算時間他應該是獅潭續廖家之後所經營的紙寮。族

群身分和時空背景交雜下，黃阿添成為極為特出的人物和例證。黃阿添無法向日阿拐一樣統

領族人、收山工銀，但他的賽夏父親已領先族人與平地人簽訂職耕契約，黃阿添自己在漢人

的族群中做生意謀生、開墾山林、經營伐木及製紙事業，如果以他是客家人血統的身分來解

釋，太過偏狹。木業興盛時帶來的附加生活條件，也讓原住民的游獵生活習慣徹底瓦解，從

保留地的分配，到林木的砍伐、栽種，再賣林木給承包商，這一段演變過程也把獅潭賽夏族

人的山林帶入高經濟效益時代。獅潭鄉轄區之新店、永興、和興、百壽等村因在明德水庫上

游，被規劃為水源保護區，限制了其他產業之發產。1950年代之時，新店段全部為原始林

（即是原有林木），當時砍伐原始林係供燒木炭之原料，而且是以公頃為單位的包伐方式大

面積砍伐；民國 58年 (1969 年)，獅潭伐木業興盛，連帶的扛樹仔也是一種大人小孩都盛

行的行業。地點在仙山的路上(仙山口上去約 2.5公里處)，堆放著從山上扛下來的杉木。每

一推的材積都不同，量好的材木都會在切口上畫上一個記號(苗栗文獻，2002，第二十一期)。 

除了伐木業之外，製材業較為特殊，凡是採樟、伐林之地，都是製材之所；往往深入內山數

里，屬於樟腦業的附屬產業，危險性極高。製材全賴人力，就地裁鉅，以板材和樑木為主，

因路遠難行、山道崎嶇，運送不易，乃發展成經濟型的規格品：每塊板材長七尺，寬一尺二

寸，厚三寸，客家術語叫「一夯枋」，意為：可供一人扛舉的木板。樑木大都選取大小適中

而且筆直的原木，以木馬拖運下山。木馬路都依山勢開築，十分簡陋，往往靠一、二人力，

拖運數百斤至千餘斤的原木，一不小心，就連人帶木滾下山谷，屍骨無存。板材或樑木，都

由公館按產地價格收購，並依一定比率抽取少許權利金。這種權利金屬於「山工抽收」之類，

是向土著協議的「月給口糧」，也等於是向土著換取山林工作權的一種安全保護費(黃卓權，

2004)。 

    獅潭鄉東側的八卦力山坡度較為平緩，桂竹漫山遍野，使得「桂竹」、「桂竹林」成為本

鄉重要特產;特別是百壽、和興及八角林一帶，桂竹分佈面積較寬廣，資源豐富採擷不盡，

也造就紙業的發展。發展的較具規模也曾經頗具盛名的地方，一在「紙湖」(今百壽村附近)，

一在「紙寮坑」(今新豐村內) (范以欣，2007)獅潭鄉北四村從分水嶺以北有大半是桂竹林

分佈的山崗，屬豐原會社新興造紙廠所有。「紙麻」或稱「竹麻」就是用嫩桂竹截短節輾碎，

放在石灰池中泡爛成為造粗紙的原料，和興、大東勢口、百壽池子最多，所以百壽也叫紙湖。

丘陵地相思樹林多，是薪炭的好材料「燒火炭」就成了四十年前(1950年代)的主要行業(曾

桂龍 總編纂，1998)。 

    苗栗縣公館、大湖、獅潭、三灣、南庄山區遍布桂竹林，曾經有興盛的伐竹事業，也提

供許多工作機會，50歲以上的民眾，都有挑竹打工的經驗。日本時代到台灣戰後之初，台

灣滿山遍野的桂竹，從地方小型砍伐利用到大規模開採外銷，創造出不小的產值。劉榮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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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的訪談調查，明安竹材行負責人湯新明(l932年生)，公館福基村北寮人，年輕曾種

生薑、打零工維生，後來當工程小包，曾經參與出磺坑國光橋、中山高速公路尖山大橋工程。

1975 年中山高速公路工程結束後，到頭份鎮竹材場協助捆竹仔(分級包裝)生意，收集山上

砍下來的竹材，篩選分級包裝再交給貿易商，利潤不錯，於是投入伐竹相關行業迄今。湯新

明說，日本時期，苗栗就有竹材行，從山區收購竹材主要供農業用途，那時苗栗有一位知名

的竹材大盤商徐文哲，一次動輒吃下數十公頃的竹林，供應豐原一帶的紙廠取纖維造紙用。

「台灣生產的桂竹竿又長又直，很多貿易商找各地竹材包裝廠配合收購加工竹材，記得我第

一次包裝出口的桂竹竿，是出口到韓國，專供人參種植場使用的，那次負責包裝的毛利約有

3 成，換算是收購 100台斤桂竹轉手賣就能賺 30台斤，利潤相當好。」 「桂竹價錢好的時

候，三甲地的竹林收成，賣掉的錢可買一甲地」。 

    以前桂竹出口暢旺，苗栗山區農戶搶著種桂竹造林，新造林必須種植 2年生的帶根桂竹

頭，新竹種 8年後才能「掀竹腳」（砍伐生長不太好的植竹），砍過一趟後的竹林才會日益茂

盛，然後每 4～6年砍一次，每次砍伐必須預留 1年到 3年生的桂竹繼續繁殖生長，客家話

稱做「留娘」。桂竹林每 4~6 年砍一次，砍過的桂竹地下根，仍可蔓生長出新竹，竹林超過

6 年不砍伐，竹囊進水會腐心變黑，較無經濟利用價值。砍竹通常請專人負責，有經驗的高

手一天可砍 7000-8000台斤桂竹竿，沒經驗的人一天頂多 l000多台斤，為了趕進度，包商

習慣找有經驗砍竹師傅，先行論斤議價，1公頃的竹林通常請 2-3位砍竹師傅負責。光復初

期，挑 100 台斤桂竹工錢大約 7-8 元，後來調為 10 餘元、30 元， 而且多半是挑完領現金，

那時鄉下沒什麼工作機會，挑竹子是難得的打工機會，很多人搶著挑，尤其是距離產業道路

不遠的淺山竹林，大家都會爭取。民國 70年以後，山區產業道路陸續開通，竹材拉下山就

可裝車運送，挑竹人陸續退場；近年來，新材質不斷發明取代傳統竹材，導致台灣竹材出口

量日益減少，加上工廠工作機會多，年輕人不願從事辛苦的伐竹行業，導致這行出現嚴重斷

層(劉榮春，2007a)。 

    現今獅潭鄉新豐村的「紙寮坑」、和興村的「竹麻窟」、百壽村的「紙湖」，都和桂竹產

業有關。如今沿著「台三線」，從汶水到百壽縱長廿里的路旁，就有濃密的修竹幽篁自然景

觀，五十多年來少有改變(周錦宏總編輯，黃鼎松等撰，1999：208)。獅潭鄉百壽村位於獅

潭鄉北端，昔日與永興、新店、和興等四村，均為賽夏族生息之地。百壽村另一名稱為「紙

湖」，緣村中盛產各類竹子，日治時期造紙商利用竹材造紙，浸泡竹材用的蓄水池，日人稱

「紙湖」，地名因此而得(黃鼎松，2007：55)。臺灣省文獻委員會採級組舉辦的座談會中，

當時(1999)獅潭鄉百壽村村長邱欽元表示，紙湖一帶先後有兩座造紙的「紙寮」，最早整治

紙寮者為廖庚興氏，但這兩座紙寮皆於光復前 5、6年左右停工，光復後則在和興、大東勢

等地出現機器造紙業，當時造紙的為來自豐原的羅姓兩兄弟，係後來知名的光南企業羅光男

先生之族中長輩，而本地人也以「豐源會社」之名稱呼其紙廠，但亦早已歇業多時(臺灣省

文獻委員會，1999)。 

    《苗栗文獻》第 21期的〈會社與竹林 追憶獅潭製紙的似水年華〉一文，闡述獅潭製紙

業的發展史，獅潭鄉到日明治 33年（1900年），日本政府才開始在大湖郡造林，以種植適

合土質的樟樹為主，到日大正元年（1912年），開始配以相思樹、馬尾松。其後二十年日本

政府都以松木、櫸木、桂竹為造林大宗。其中桂竹林最主要的產業利用方式為造紙，以竹製

粗紙、金銀紙。獅潭製紙業的創始者應該是南庄大南埔人廖華生。日本時期大正年間，廖華

生在獅潭向大東株式會社買下竹園三十多甲，從獅潭國小後面一直到百壽。製作成品為粗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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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品則賣到後龍、竹南做金銀紙。廖華生雖然投資做紙，但並沒有住在獅潭監督紙廠的營運，

之後所以他反而鼓勵孩子轉行，六個兒子也已經在各地都有了事業，比如南庄的戲院經營、

田美碾米場、發電、打油等等。碾米水車兼具發電之效，廖家也成為獅潭地區發電供應的先

行者之一。接續在廖家後於獅潭製紙的是賽夏收養的客家人黃阿添。黃阿添一共有三個紙湖，

搬運竹材還使用流籠，讓賽夏族人在獅潭製紙故事裡記入一筆。黃阿添的紙湖聘用原住民，

不過一些做紙等有技術要求的工作，以及挑紙則由平地人來做。 

    以今日的新店、獅潭國小做為劃分指標，以北，廖華生家族有三十甲的林地；以南，豐

原株式會社擁有 600 公頃，據耆老估計，當時豐原會社的地約佔獅潭私有地的百分之六七十。

豐原會社初到獅潭並非從事製紙，1933年（昭和 8年），由羅安、羅邦、羅明等組成的，在

獅潭買地，開山種樹薯為主，第二年開始設機器（由羅福田、羅金溝負責），樹薯兩年才能

採收，開山後第二年，攪樹薯工廠開始運作。昭和 12年(1936)世界大戰爆發，民生物資必

須統一配給，製造樹薯粉工作受到影響，於是開始在樹薯間種桂竹，並改良樹薯廠現成的機

器，決定轉而做紙。羅家從事造紙工作淵源極早，大約民國七年至九年間就在豐原地區從事

造紙業了，當時叫「共進造紙」。早期羅家就已經在嘉義地區購買造紙原料，當時嘉義造紙

業頗興盛。製紙的原料用量需求極大，羅家於是積極另尋其他的原料供應地，而獅潭地區有

桂竹林，也早有人從事竹子的造紙加工，有製紙的技術和條件，於是獅潭成了會社另一個造

紙地，以成豐原工廠的紙半成品和竹材的供應地之一。由於主要的工廠在豐原，羅家聘有人

手照顧獅潭這一片山林和工廠，但每年都要擇期來獅潭載回造紙的材料和原料。當時從豐原

到獅潭交通極端不便，走海線到後龍，經苗栗等地，然後轉往獅潭。長路迢迢就算了，改良

式的拖拉固(truck)滿載整車的紙，最怕獅潭的分水崎(崀)。分水崎又窄又陡、常會崩壞。

後來因為大環境的改變，桂竹做的紙以冥紙為主，傳統造紙的經營已經大不如前，而一度沒

落、不順遂。而羅桂標伯父羅安的造紙事業也因為擴張太快，而收掉不做了《2002/6/25林

文釧採訪張秀雲紀錄大東勢口自宅》。(苗栗文獻，2002，第二十一期) 

    獅潭鄉下大窩百壽村 7 鄰，指位在下方的大規模間歇河河谷。窩口處兩山夾峙，形勢險

要，窩內則平地較廣，民居即分布於窩內，昔日多以稻、茶、柑橘、桂竹、香茅為生；該地

在民國四○年代，曾有紙漿工廠設廠與永興煤礦開採，致少數閩南人遷至本村聚居(施添福 

總編纂，2006)。 

百壽村內有一條「紙湖古道」，又名「挑紙古道」，是早期村民運送紙品前往苗栗頭屋的一條

產業道路。「紙湖古道」，其實沿途並沒有製紙專用的湖塘及石灰窯遺跡，只是一條運送紙品

的挑紙路，所以稱之為「挑紙古道」。昔日的村民經由紙湖古道將生產出來的草紙運往頭屋，

然後再轉運至苗栗竹南。竹南自古以來為金銀紙的重要製造地，竹南中港老街在繁榮時期，

曾有三百多家的金銀紙加工廠。 紙湖村所產的草紙也成為竹南金銀紙的重要生產原料供應

地。  

    當時的日本總督破壞台灣舊有制度與階層，下令禁止人民聚眾的活動，也禁止民間的信

仰活動，也因此，拜拜燒香的活動受到禁止，而使得金、銀紙的需求不再。受到現實環境的

衝擊之下，原本獅潭當地製作草紙的工廠也紛紛關廠，獅潭草紙產業就此走入了歷史。從事

文史工作的村史博物館號召鄉親在新店溪畔河濱公園重建石灰窯、紙湖竹寮，復原當地村落

的歷史風貌。於民國 92年開始，提供紙漿與天然素材等材料，讓遊客參與 DIY 的活動(范以

欣，2007)。 

    民國 91年 8月村史博物館成立苗栗社區博物館發展協會，爭取公部門的協助，結合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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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社區組織的力量，擴大合作影響層面，多元振興獅潭傳統工藝產業，協會專案經理曾能崇

說，協會第一年的活動從「紙」出發，讓社區認識過去獅潭造紙的歷史，再結合每年的客家

桐花季活動，促銷獅潭鄉的傳統工藝，累積鄉親的共識。協會舉辦「發現石灰窯」、「小美園

影像展」、「桐花牽手一世情」等系列活動，協會完成「獅潭山林與地景史」、「竹木村誌田野

調查」、「獅潭流域加值產業計畫」，工坊教室設在獅潭鄉新店活動中心，位於義民廟旁，環

境優美，是鄉內辦理各種研習活動的主要場地，而學員學藝的成果則展示在獅潭文化會館。

文化會館位於新店老街的中心位置，是老鄉公所所在地，現做為社區工藝的展示空間，以提

升工藝品在社區和對外遊客的能見度，使社區工藝能充份為大眾所欣賞。另外，獅潭村史博

物館長期蒐集展覽獅潭鄉的老照片、山林產業古物件等，是鄉民集體記憶滙集的地方，也是

社區推展工藝的重要據點，獅潭傳統手工製紙的再發現和傳承，就是在這裡進行的。  

    有鑑於粗紙產業沒落，紙廠陸續關廠，獅潭曾經風光的造紙產業，逐漸被人遺忘。村史

博物館的工作伙伴，在耆老前輩的指導，企圖重現獅潭造紙歷史，經由田野調查，尋訪地方

耆老指導，造紙這項社區老工藝有了新契機。和昔日粗紙產業不同的是，現今的手工紙技藝

傳承課程中加入了設計的理念，研發多款賀卡、包裝紙、提袋和小飾物等饒富趣味的紙藝品，

發展成為具有地方特色的伴手禮。利用廢棄紙張製作再生紙，回收廢紙泡水軟化，攪拌成紙

漿，添加薯莨、菜瓜葉、火龍果等自然植物染料上色，紗網成形，瀝乾水份陰乾後即成為相

當有特色的再生紙。配合五穀雜糧、香料的種子，樹皮、樹葉、樹枝與花卉裝飾，研發多款

賀卡、包裝紙、小飾物，從獅潭造紙歷史出發，推出眾多的賀卡、提袋與紀念品。

(http://www.ntcri.gov.tw/04_art/art_B_3.asp?technics_id=94，2008/04/14 登錄)。  

(三) 獅潭鄉的蠶絲業：從生產製作到生態教育、文化創意的轉型 

    臺灣的養蠶事業，開啟於明鄭時代，相傳在明永曆 15 年（1661 年），鄭成功驅走荷蘭人，

登陸台灣時，曾從中國帶來大量的蠶繭，當時除開荒墾地，輔導人民種田，更鼓勵民眾養蠶，

（劉還月，1997）。光緒 11 年（1885 年）， 劉銘傳任台灣巡撫，治台 6 年，重視實業振興，

積極倡導養蠶事業，當時，居住在台北的豪紳林維源，首先響應，在台北大龍峒、大稻埕、

冷水坑、土城等地，裁植桑樹，從事育蠶，並進行繅絲，此為台灣蠶業的濫觴。養蠶所為推

廣本島養蠶事業，曾於日昭和 10 年（1935 年）改隸總督府並分別在竹東、苗栗、大湖、埔

里、屏東等地設立分駐所。苗栗地區養蠶繅絲始於 1902 年，陸續有 1927 年設立的大湖新竹

農會大湖郡支會大湖乾繭場及大湖郡養蠶組合，1933 年改稱新竹州農會大湖郡支部霸湖乾

繭加工場，1928 年設立的苗栗菊元製絲工場，1942 年改稱南榮製絲工場，1944 年改稱新竹

紡織株式會社苗栗蠶絲工場，1934 設立的大湖日本農林省蠶絲試驗場台灣試育所，1938 年

設立的苗栗蠶絲合作社。蠶絲業相關設施有：蠶室、試驗場、製絲工場、育苗區、裁桑區。

直到日治時代末期，因戰爭的關係，養蠶事業才逐漸凋零，戰後糧食物質缺乏，田園大都荒

蕪，農民們忙著種植水稻和其他雜糧外，對一向被視作副業的養蠶業也就無暇以顧。民國四、

五十年代（1950、1960 年），受到台灣紡織工業勃興，各種人造纖維大量問世，及生產經營

方式墨守成規的影響，使蠶桑業一度陷入低測。民國六十年（1971 年）後，政府為加強農

村經濟建設，全台在苗栗、南投、屏東、花蓮及臺東成立五個蠶業生產專業區。(黃鼎松，

1998；黃麗明，2007)。  

    1973 年開始，政府配合中央「加速農村建設計畫」，運用鄉鎮補助金，六個地區設置了蠶

業專業養殖區。苗栗縣的公館、獅潭、大湖、通霄一帶，因地處多山，水稻及其他農作物並

不容易種植，因此當政府推廣養蠶專業區時，許多農民都紛紛接受政府輔導，開始試著種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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桑樹，成了本島最重要的養蠶重鎮，此外，在台東的池上，也有規模最大、成就良好的養蠶

專業區。（劉還月，1997） 

    大湖未獲青睞，苗栗縣農會反而將專業區選定在西湖和公館。現在蠶室大多廢除掉了。溫

榮發在臺灣省文獻委員會採級組(1999)舉辦的座談中表示，大湖鄉栗林村四份地區是老蠶區，

日本時代養蠶風氣就已經很盛。記得小時候，家裡就有養蠶。在當時全臺灣，苗栗養蠶戶最

多，苗栗又以大湖四份最為有名。四份地區有 1 位養蠶大戶叫黃雙發，人稱「蠶王」，他也

是惟一廣種桑田的蠶農。在那個時候，一般農家都是上山採野桑葉來餵蠶寶寶，是到後來才

漸漸改以人工栽培的方式植桑。到了民國 69 年，由於政府因素以及大陸廉價傾銷蠶繭，日

本頒訂 1 項「許可確認制」，對自臺灣進口的蠶繭採取配額限制，以致由農民契作的廣大桑

園，因蠶繭大量庫存，血本無歸而被迫廢耕砍除。 (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9)。 

    公館鄉的蠶業經營以春秋兩季為主，在民國 61 年(1972 年)以後，政府為加強農村經濟建

設，全力推廣台灣蠶業生產，增產生絲外銷，鼓勵蠶農實施專業化養蠶。因此，台灣蠶業進

入高峰期，公館鄉曾有製種三千張，供應苗栗、台東、屏東蠶農養蠶。1976 年 8 月初，因池

上農場須增加養蠶技術人員，經由楊木霖之推介，黃燦琪進入農場，他是獅潭鄉黃傳雙的後

代（黃傳雙先生早年追隨黃南球開發內山，負責大東勢山區庶務）。黃燦琪在土銀池上養蠶

場研發出「平面吐絲」的養蠶方式，又用平面繭，研製了「天下第一被」，而獲選中華民國

十大傑出青年。 

    福德村位於公館鄉的東南方，濱後龍溪北面的山區，原名北寮，地名起源於往昔開拓時，

製樟業在後龍溪北面山區內採樟製腦油及腦沙，築茅寮以居，因而得名。楊木霖跟隨叔父楊

石樣(時住新竹縣苗栗郡)從事推廣栽桑養蠶工作。在自宅共育室飼蠶 50 張蠶種，在日本時代，

製種事業發達，極盛一時，農民視養蠶為不可缺少的副業。日人派有專業人員技術指導蠶農

養蠶。蠶繭繳給台灣蠶絲公司苗栗蠶絲廠(前菊光製絲工廠，昭和 15 年 1940 年設立)繅絲織

布，奠定公館鄉蠶絲桑業推廣及紡織工業的開始。光復後改為民營化，由鄉內公館鄉徐氏家

族接手經營，並著手研究將蠶絲製品帶向多樣化、優質化的經營方向發展，其中以碧多妮和

台蠶高品質蠶絲製品，更成為此業的領導者。 (馮秋田，2006；陳沐霖，2002)。 

    在獅潭鄉方面，自民國 44 年(1955)苗栗縣農會大湖蠶絲廠設立後，苗栗縣的蠶絲生產一直

以大湖鄉為中心，然獅潭鄉的桑蠶業則是由鄰近養蠶大鄉－大湖鄉所蔓延而至。苗栗縣農會

大湖蠶絲廠在苗栗縣獅潭、三灣、南庄、三義、銅鑼、西湖、後龍、通霄、泰安及大湖等鄉

鎮設有推廣養蠶區，配發蠶種及派員指導養蠶技術、蠶室消毒等工作（吳兆玉總編，1999）。

掀起養蠶熱潮的原因，除了蠶絲為當時深具經濟價值的產物之外，政府的輔助計劃也是推手

之一。民國 60 年起，中央推行補助專款計劃、政府輔導設置蠶業生產專業區、與農民簽訂

生產契約等一系列的政策輔助，蠶種、蠶繭開始外銷，舉國興起一片養蠶熱。民國 67 年

(1978 年)苗栗縣農會輔導獅潭鄉農民轉作種桑養蠶，全鄉有 30 多戶農民參加，當時蠶繭是

唯一設有公訂價格的農產品，還有契約保障收購。1980 年更是台灣蠶業史最風光的一年，

全臺年產繭量達 1800 多公噸，栽桑面積超過 2700 公頃，契作收繭單位及相關廠商達 30 多

家。1992 年，因臺灣養蠶業逐漸缺乏競爭力，政府推動「廢耕桑蠶自行轉作計畫」，短短十

幾年內，臺灣養蠶行業幾近絕跡。民國 67 年(1979)，位於獅潭鄉永興村的涂泉明看中了有政

府從旁協助、又帶來的高經濟效益的產業，展開了他的蠶業人生。涂泉明，黃秋英夫婦經營

的泉明生態教育蠶業農場，占地約 2 公頃，保留完整的栽桑養蠶流程。 (劉榮春，2007b)。  

    泉明生態教育蠶業農場自民國 81 年(1992)政府執行「廢耕桑蠶自行轉作」後漸漸地進行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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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計劃，產品開發已超過二十種以上。桑類產品部份提供了桑葉批售、桑椹汁、桑葉茶、炸

桑葉、桑果醬，農場另備有桑葉客家創意料理等多項以桑葉製成的產品；以蠶為主體的產品

最著名的是平面手工蠶絲被，另外蠶的排泄物可做蠶沙茶及蠶沙枕。因泉明生態教育蠶業農

場為全台灣設有完整養蠶專區的農場，故亦有提供蠶寶寶批售。透過科技的研發，萃取蠶絲

蛋白可製成保養品，並提供導覽系列與 DIY 蠶繭花的服務。導覽系列的服務有養蠶流程與

蠶絲被製成導覽、園區生態導覽以及螢火蟲生態導覽三項，透過導覽方式，帶領顧客了解從

桑葉種植、育蠶、養蠶到蠶絲製品、桑葉產品等過程，讓遊客親自參與並了解平面手工蠶絲

被製作過程。 

    第一代經營者涂泉明表示團體解說導覽的活動，ㄧ人會酌收清潔費，亦當作保存此傳統蠶

業文化基金。第二代經營者表示，因蠶絲被製作專業複雜，故需透過導覽，花時間和顧客解

說其產品製作過程，讓顧客了解其產品的價值所在。泉明蠶業生態教育農場所自產自銷的蠶

絲被，製作流程繁複辛苦，顧客透過小額付費，可擁有蠶業製程的「教育」體驗，園區深藏

在臺三線旁的半山腰上，園區內生態資源豐富，故農場亦有提供園區內自然生態導覽。園區

除栽種許多花草景觀，內更藏有一大片桑園，於螢火蟲季時螢火紛飛如星火燎原，旅客可提

前與農場預約園區生態導覽，或於螢火蟲季期間預約螢火蟲導覽服務。 

    蠶業過去多以副業經營，為日本時期至民國 80 年代大湖鄰近地區客家族群經濟之一；因

養蠶成本低、政府又有補助政策，故於蠶業興盛時期，公館、大湖到獅潭鄰近區域許多客家

家庭皆以養蠶為副業。至民國 82 年政府政策改變，不再支持蠶業生產後，全臺蠶農紛紛轉

作，唯有二家轉型以生態農場經營，並仍保存完整蠶業文化分別為苗栗縣獅潭鄉「泉明生態

教育蠶業農場」以及台東池上鄉「池上蠶桑休閒農場」，後者經營者為苗栗公館遷移過去的

客家人。兩間產業經營者皆為客家人，雖未被凸顯與強調，但由他們的族群背景可推斷知過

去蠶業為客家族群所仰賴經濟之一。泉明生態教育蠶業農場堅持保存農民技術，並延續輝煌

一時的蠶業文化，將台灣蠶業扎根苗栗，並透過體驗導覽將蠶業生態教育觀念推廣全臺。蠶

業並非是傳統所認知的「客家產業」，然而桑蠶產業卻是日治初期至民國 82 年(1993)苗栗縣

大湖鄉與鄰近鄉鎮當地許多客家族群努力經營、用心打造出專屬於該地的「桑蠶文化」。該

地的「桑蠶文化」是當地客家族群的集體生活記憶，作為在地許多客家族群居民生計的補貼

來源，故桑蠶業可屬當代苗栗縣大湖鄉與鄰近鄉鎮中客家族群的重要經濟產業之一(黃郁鈞， 

2012)。 

 

(四) 獅潭鄉的在地產業轉型與文化創意產業：仙山仙草與茶壽 

    本計畫申請者所指導的黃郁鈞( 2012)碩士論文《地方產業的創新與行銷—獅潭鄉兩個案的

分析》，探究了仙山仙草與泉明生態教育蠶業農場。獅潭鄉仙山仙草創立於民國 39 年(1950)，

仙山仙草由第一代陳吳女士創立，歷經六十餘年的歲月，從一開始默默無名的當地傳統產業，

成為現今的地方特色產業，不僅是家族對產業的堅持，還有持續不斷創新的理念。剛開始乃

陳吳女士為補貼家用，將母親所傳授的煮仙草技能，從個人技藝功能轉為掙錢工具，開始販

售仙草，至民國 79 年(1990)第二代承接後，則將仙草量產，改經營批發市場，民國 94 年

(2005)，傳承至第三代導入創新與行銷觀念，以自產自銷、店面經營取代批發市場的經營模

式，不僅販售給在地人，客群同時向外擴張延伸至全台。 

    仙山仙草在轉型期間在技術與產品上的創新，為產業帶來莫大變革。特別是在產業的經營

策略中，對產品的行銷策略的調整，從一味追求數量漸移轉至對產品質量的重視，以前衝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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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天就有三、四百桶的業績，轉型創新後雖量沒以往多，但開始懂得運用產品傳播中各行銷

要素打造品牌，從對品牌命名、整體風格設計、店面氛圍營造、包裝精緻化以及產品組合的

多元等，皆可見仙山仙草努力經營產品行銷的態度。 

    位於獅潭鄉最高山「仙山」山腳下，位於仙山的靈洞宮終年氣候宜人，同時也是獅潭鄉的

著名宗教聖地，相傳山嶺上湧有仙泉能治百病，仙水之名遠佈，求治者絡繹不絕。獅潭鄉因

位於明德水庫上游，屬於明德水庫上游水源保護區，故保留極天然而原始的農產環境，水質

更是純淨甘甜。第二代承接家族的仙草事業後，引用仙山水源作為仙草的用水，為感念仙山

長期以來的水源供應，故將仙草品牌命名為「仙山仙草」。結合創意與文化發展仙草創意料

理及客家風味美食，成為獅潭鄉特色產業。 

透過文化創意商品及體驗行銷可增加產業產值，並展現地方的文化特質：利用客家意象擺飾

品，塑造客家文化氛圍空間，仙山仙草商店內所擺放的飾品，如客家藍衫、窗櫺及老電風扇

和復古相片都是第二代經營者長期收集的文物，可提供出來擺設、供遊客參觀。尤其是天花

板的設計，無意之間發現原被擺在倉庫不敷使用的圓篩，剛好在店面設計時派上用場。室內

裝潢不多加綴飾，僅利用一些阿智叔長年收藏的古物裝飾，以最簡樸方式將現有的材料一一

組合堆積，營造出復古又樸實的氛圍。客家藍衫足以代表為客家傳統服飾，然油桐花則被建

構為客家代表花，他們背後所夾帶的客家文化與生活經驗，使得他們常被作為客家文化創意

產業的元素之一。仙山仙草除了推出系列客家風味產品外，在擺飾品的搭配上，則選用了足

以代表客家文化的桐花創意桌巾、客家藍衫等客家意象擺飾品，形塑出客家文化濃厚的氛圍

空間。第三代經營者則表示透過這些裝飾品與空間擺設，讓顧客一踏進來就備感舒適，期望

透過內外門面形象的營造與印象累積，讓顧客感受到仙山仙草所欲呈現古樸風格(黃郁鈞

2012)。 

    茶壽是以前客家婦女為了讓茶壺內的熱開水可持續保溫而自創的保溫籠，是利用稻草綑

綁做出外殼，再將棉布紮紮實實填飽籠內縫製而成。只要將茶壺放在籠中並蓋上蓋子，保溫

效果可長達八個小時。劉增城彙整宋陳大妹女士提供的口述資枓，當年(1967年)80歲高齡

用心為夫君宋春回編出，以稻草為素材的茶壺保溫巢問世。距今 38年前(2005 年)，推出近

24 小時保溫效果，成為早期農村生活中一項突破，也成為第一位編織保溫巢的始祖。潭鄉

竹木村汶水老街鄰居見其保溫巢很實用，又可兼具商機補貼家用。因此，得來不易手工藝學

習者眾，推動農村產業文化深耕、深根、紮根的工作向前邁進一大步。當時有位自醫院退休

的護士長劉玉英，經過無數次的研究改進，完美的編織出內縫棉布充放棉絮的保溫巢，研發

當時沒有一個正確的名字，經過劉女士與先生共同的討論產生共識得到結果，喝「茶」健康

又長「壽」，於是命名為「茶壽」。 

(http://www.ntcri.gov.tw/04_art/art_B_3.asp?technics_id=94，2008/04/14 登錄)。 

 

(三)研究方法 

    本研究著重在人文地景與在地產業鏈結交融使用的分析，不限於獅潭鄉的客家生活環境

計畫涵蓋空間，而是以在地產業經營者現今使用與希望使用的空間特質，以及空間文化化的

策略思維，同時也就公部門與在地非營利組織，對於人文地景與在地特色產業如何組合運作，

進行更深入的主題調查。  

    採取質性研究的方式進行田野調查，研究對象的擇取與確認，乃參考過去在苗栗輔導與

調查在地產業經營的接觸，認識一些在地仍在經營符合客家產業界定的經營者，作為調查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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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的對象，總計訪談產業經營者 9位，熟悉地方產業與文史發展的人士、社團或者空間權益

相關人共 3位，鄉公所人員與農會成員共 3位，以期從私部門─公部門─第三部門的觀點，

進行綜合分析比較探討。研究進行則與專家學者對調查表進行討論，進行執行調查的項目討

論，到產業經營現場以及相關文化地景，進行實地的觀察與面對面的訪談，並與聯大學生共

同進行個案式的調查紀錄，作為本計畫分析的參考依據，依照研究目的相關項目進行分析詮

釋，運用相關研究文獻予以對照解釋。  

本研究調查主要採行「半結構式」訪談，事先以半結構式的訪談大綱，針對個別的受訪

者進行深入訪談(許夢芸 譯，2007)。 

本研究採用訪談法，目的是希望讓受訪者談話談談有關生活經驗脈絡之中，在地產業與

人文地景關連變化的情形，受訪者對家族產業的傳承動力與創新實踐的經驗歷程，比較不同

世代的經營想法與操作方式，分析客家文化地景如何應用至產業鏈環節的方式，體驗經濟場

域與客家生活實踐空間的觀感，環境空間與產業結合交融創化的可能性，產業經營與客家聚

落在地方社會的關係以及文化元素結合的產業空間運用策略。 

 

三、客家元素、產業鏈結與空間意象的交融運用 

前述的文獻部分，已經對獅潭鄉的墾拓歷史發展過程，有簡要的回顧描述，至於獅潭鄉

在地產業發展變變，則有其客觀環境發展的條件限制，如鄉公所的人員闡述： 

「先從條件講起，本鄉山多田少，地形屬於長條型，北 4 村-百壽、永興、新店、和興這 4

村劃為明德水庫水源保護區，因為這 4 村的水會流到明德水庫，造成不能開發，不能建工廠、

不能做森林遊樂區，造就土地利用完全受限，沒辦法增值、投資客也不會來等等，更加嚴重

影響地方發展」(A1)。 

「目前對保護地的監控相當嚴密，若有未通報核准的自行開發，一旦被攝影拍錄舉發，即將

受到 6 萬到 30 萬不等的罰款，就當地經濟產業開發而言，可以說是未蒙其利，先受其害；

由於在地多是年老高齡的人，也不太懂這些規定，一有事情就請公所主管協助解決，不但無

法處理，也造成行政處理的困擾」(A3)。 

然而也「因為水源保護區，所以生態是很豐富的，以蝴蝶來舉例，全台灣有 380 至 400 種，

獅潭就有 150 種，以比例來看是很高的，將近一半了，所以說經濟效益開發後在獅潭有很多

東西有保留下來，溪流、步道也是都有維護」(Ｂ3)。 

與客家產業密切的「樟腦、香茅的產業過去很多，這裡已經沒有人在作，也沒有任何遺

跡或工廠之類，以前樟腦、香茅價格很高，這些行業的作 2-3 天工資等於縣政府公務人員 1

個月的工資」(A1)。「住苗栗市，一個星期回來三到四次，現在主要是和在地的學校有關係，

接國小國中的課程，用桌遊玩遊戲，教導主要的底是和生態有關係的，懂生態的人很多，但

是要跨出去需要靠別的東西，這邊以獅潭的當地生態文化當作基底，以前很多樟腦、香茅但

是後來都沒有了，後來換成茶葉但漸漸的也沒有了，接下來就是種米，以前有四家碾米所，

後來都沒了，剩下一家整在重建，在老街」(Ｂ3)。 

傳統產業的消長變遷，其中也涉及族群分工的現象：「家族產業的系統像是做茶、香茅

油。但是香茅油沒落以後那些東西通通消失，如果要找到那些連結的話已經沒有連結了，包

括紙糊那些東西，以前在我念小學的時候，那時侯覺得很奇怪怎麼到處都有這個東西，做紙

漿的很臭，裡面放石灰去泡竹子，等到我長大到大學之後，再回去看就沒有了，那些地方被

人家開墾去種樹，它是一個水池，只要把水放掉就可以種樹、種竹子，有經濟價值，留著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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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東西人家會覺得很奇怪，為甚麼要去留著一個洞、或者在田裡有一個很大的坑，然後也不

能蓄水，在那個年代東西全部消失，大家都轉行，之後再回去找那些原本做那些行業的人，

他也只剩下印象，就像你現在去問礦工，找不到人問，因為這裡的礦業是在約二十五幾年前，

礦工而且大部分都是外地人，以前會去挖煤礦的礦工，都是窮到沒飯吃的人，只要家裡有田

種就不會去挖礦，因為那很危險，只有原住民、外省人單身者或者很窮窮到沒飯吃的人，才

會去做挖礦這個行業」(Ｂ2)。 

在地傳統產業到現代新興產業的發展包括： 

(一) 蠶絲業 

這是苗栗傳統發展的特色產業，大湖農工學校甚至成立全臺唯一的蠶絲科來培育相關專

業人才，在 30年前，從大湖─公館─獅潭的聚落，成為養蠶業的生活產業文化圈，目前只

剩泉明蠶寶寶生態園區，成為台灣較具規模的養蠶場，除此之外，台東還有一家，都是由客

家人經營： 

「25 年前推廣蠶絲業，當時一窩蜂很多人種桑葉、養蠶，很多農民將稻米改種桑葉，後來

是因為大陸的低廉蠶絲進口，嚴重打擊台灣 90%的台灣蠶絲業，獅潭鄉僅存的泉明蠶寶寶生

態園區，是經過嚴峻的競爭環境下才得以繼續生存經營，現在訂購蠶絲被大約要一年才拿的

到貨」(A1)。 

(二)竹業與竹工藝業 

1.竹炭業 

「如果現在與竹業相關的就是有竹炭，在百壽村有在做竹炭的」(A1)； 

源笙竹炭竹業園區的范老闆表示：「早期就在這邊設廠，所以之後一直都在這邊，之前只有

作竹材買賣，是農用的，竹碳是這幾年才有的，窯是後來才蓋的，後來是農委會請日本的師

父來輔導才慢慢開始作竹碳」(Ｃ1)。 

2. 竹工藝業 

「鄉公所以前有 2 年開班請竹雕師父黃老師講授竹編技藝，後來是參加人越來越少就停辦了，

近期鄉公所考慮再請他來授課」(A1)。竹雕師父黃老師表示：「竹編是從小跟爸爸媽媽一起

做的，陸陸續續一直學，到現在六十幾歲了，現在主要都是做昆蟲為主的，一隻做一兩天，

賣一千五百元，之前都在台南有展覽，都是全部手工的，很仔細做的，也是收藏品，竹子都

是特別選過的，是阿里山的孟宗竹，比較硬的材質」(Ｃ6)。「茶壽則有劉玉英老師，也常常

到處教學，遇到最大的瓶頸就是傳承問題，大部分學生不是以職業或傳承為目的」(A1)。 

3.沒落的紙糊產業： 

「紙糊是個地名，沒有做紙的地方，彭先生把他改成民宿餐廳，這邊沒有造紙的資料」(A1)。

「紙糊的遺跡還是有，泡竹子的潭，沒有特別的發展因為它只是一般的潭，像是一個水池、

小池塘，所以也沒需要發展，至於旁邊的工廠就是一般簡陋的，所以很容易就摧毀了」(Ｂ

3)。 

4. 桂竹筍產業 

據農會黃總幹事闡述：「桂竹筍產業最大，面積在 3000 公頃左右，桂竹做的產品被很多替代

品代替，例如塑膠製品、鋼構等，以前種番茄用竹子搭架子，現在都不使用竹子。現在桂竹

價格沒那麼好，工人不好請，所以現在砍伐的比較少，採筍的面積在 200 多公頃左右，農會

加工廠設立有 24 年的歷史，地點在豐林村，以前在民國 5、60 年桂竹筍很輝煌的時候，很

多家庭靠這個行業養家活口，如果有 3 甲地的竹園，桂竹 3 年長成，每年砍伐 1 甲地，就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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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過很好的生活﹐價格很好，工資便宜，1 天約 100 元，7、80 年後工資就開始上漲，漸漸

有替代品代替，竹子的價值就沒用了」(Ａ2)。 

(三)現代田園蔬果產業 

獅潭鄉農會黃總幹事分析獅潭鄉在地農業的發展：「草莓面積 4、50 公頃，他們的行銷方向

有 3 個階段模式， 1/3 觀光客來採果，1/3 是農會共同運銷，到台北果菜拍賣市場，1/3 給販

子會來搜購，以上就以草莓來講；桶柑部分，這幾年模式給觀光客採果及認養，數量方面比

較少，一半以上在果菜市場拍賣，其餘的事由需求者向直接跟果農談好交易，不經過中間商

直接購買；生薑部分近幾年種了 10 公頃左右，幾乎做為薑種使用，共同運銷老薑比較少；

青蔥種了 5、6 公頃，因颱風關係，今年價格比往年好；還有一些夏季蔬菜如聖女小番茄、

苦瓜、南瓜等，紅肉李約 50 多公頃(以前有 200 多公頃因農民老化，沒有年輕人投入等影響，

漸漸很多農地廢耕)；茶葉以前最多有 300 多公頃，現在剩約 3 公頃」 

(Ａ2)；此外草莓業者針對柑橘草莓的在地農產品，分析了季節變化與觀光消費的關聯：「獅

潭鄉北部柑橘為主要，南部以種草莓居多，產季差不多，以前桃子、李子、橘子及生薑等農

作物就有種植及野生的，為因應觀光及消費者需求，草莓是近幾十年這邊才有的，草莓休耕

期間就會投入其他農產品的種植及食品加工，例如紅肉李、李子、醃紅肉李及李子，消費者

健康意識抬頭，所種植的紅肉李、李子、桃子等農產品我都經過有機認證。草莓季的時候，

開放讓遊客到草莓園採草莓，自製自賣草莓醬等、草莓香腸跟製作者買生的，再烤來賣，還

有自製花生糖販賣」(Ｃ4)。 

 客家餐飲業者則分析蔬果田園產業可以適當結合在地旅遊體驗，打造吸引遊客且留住遊

客的亮點，付費體驗對在地產業才有實質功能：「要留住遊客就是要有一個亮點，台灣的景

點要做有住的還要有吃的，我們這裡雖然十年來沒有特點、也沒有甚麼東西，但是人還是會

來的原因，第一個是因為草莓季人家就會順便來走走，第二個泡溫泉的人，第三個是我們農

特產多，會有人專門來採梨子、草莓、柑橘等。專程來的那些人還是會順便到周邊走一

走。…我覺得很多地方的觀光都必須配合產業，像我們到澎湖去要到吉貝島要坐船，不管你

要不要去玩水上活動就是一票到底八百塊，不玩你也會去那，要玩就隨便你玩幾次我也不用

另外收費，這樣可以整天在那玩，不玩的也可以坐船出去，時間就會耗一整天在那，人也不

會散掉」(Ｃ8)。 

(四)新科技培育的有機農業 

「百壽有機豆芽負責人當初會選在百壽種豆芽第一是水源乾淨，沒有任何汙染;第二是空氣

好環境好，2 大因素，加上品種、泥土、溫、濕度等等的技術，種植出品種良好的有機豆芽，

價錢相對比市售的高。近年健康意識抬頭，消費族群有很多為經濟能力好及追求健康的人。

知名度有漸漸在市場嶄露頭角」(A1)。 

(五)民宿 

「民宿現今開得比較有規模的，台三線旁有個月桂冠民宿，往前一點有個桂橘園民宿，再往

前一些是霖園民宿，往南邊走的話，有個是八角居所，還有個七里山民宿，仙山上有個是仙

山農園」(A1)。 

至於客家元素的認知理念與加入產品包裝或者融入成為文化地景，在地居民有如下的闡

述看法： 

(一)與客家在地食衣住行生活經驗的空間文物，不必強化命名或辨別比較差異，自然本身即

是客家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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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察最近十年來講，早期遊客吃完仙草就走了，但最近兩年比較特殊，他們吃完仙草後一

定會留在那邊附近走一圈，未必是看客家的東西，但最少他們想知道這裡有什麼特色，冬天

最多人，他們會走到鐘樓去，他們現在會把這些列入吃仙草的行程內。但是這些跟客家沒有

連接，他們會留下來是因為覺得這個樣子很喜歡，就是這樣人很少、沒有壓力、沒有車子、

都是老人家，有鄉村的感覺，他們也不需要客家，也不知道甚麼叫客家，如果說他們認為是

客家，第一個印象應該是三合院，但是這裡三合院已經該拆的都拆了，另一個觀念是賣客家

的東西，像是在門口醃酸菜或是做菜包，那種比較能看到是客家的東西，現在不可能把房子

改成客家的意象或改成三合院，也不可能做個東西掛個花布說我是客家人，倒不如賣一些客

家的產品，像是客家花布、阿公阿婆做得辣椒醬、桔醬、酸菜、蘿蔔乾等。我覺得要鼓勵他

們去做這些，然後貼上媽媽的名字或是誰的名字，不要用統一商標，做差異性的東西並告訴

別人，這是我們在地的東西」(Ｂ2)。 

(二)建構強化的客家符號─桐花加上在地特色產業─草莓柑橘，形成客家在地元素 

「沿線台三線都有桐花，也有因為桐花祭帶來觀光人潮，附近產業以草莓為主。店家、產業

以觀光收入為主，有結合桐花祭及一月橘莓戀活動，桐花季以往由獅潭鄉觀光協會主辦(理

事長陳天智仙山仙草店老闆，客委會等單位指導，但今年停辦，橘莓戀活動每年由鄉公所主

辦，地方上大部分產業都會參與)(Ｃ4)。 

(三)客家硬頸的堅持與技術創新的研發即是客家元素，不必刻意強化包裝上的融入客家意象

或美化裝飾，商品的品質最重要 

當問及「您們產業經營主要有哪些理念或元素？而這些理念或元素有沒有是和客家有關係或

連結到的？」泉明蠶寶寶生態園區的老闆表示：「這幾千年又那麼好的東西，為甚麼不留，

含著眼淚把這個東西留下來，那時候只會摘桑、養蠶，其他的配種、加工等什麼都不懂，因

為這些是縣農會做的，廢耕政策他們就不做了，於是就去找他們學，在蠶絲加工(精煉)方面，

我認為技術不夠好，自己實際研究，每天用 2 公斤的餐絲煮了(精煉)4 個月，要求品質要到

一定的水準才能賣，後來請改良場協助，改良場說不要那麼辛苦，刺激到我，我是不是懶惰，

哪一個步驟沒做到，真的，就是一個步驟沒做到，就是不行，後來發現沒有洗的步驟，就用

洗過和沒洗的一起做，曬出來差很多，後來把這個產業繼續生存，蠶絲被也是後來去跟別人

學，大部分外面賣的蠶絲被，都是進口原料再加工完成，我們的原料是自己生產的。這個產

業不像一般人能夠去撐的，像我花了很多的心血，過去我原(蠶)種買不到，因為沒有執照，

不准許我配種，秉持客家的精神，在困難我也要克服，才可以完成所有的東西，只要一口氣

在，我這個產業就還在，不管再怎麼困難，就是一定要去突破」(Ｃ2)。 

我對包裝外表沒有那麼重視，包裝再怎麼醜，堅持我先把品質做的最好，才可以做外面的東

西(Ｃ2) 

(四)將消費空間融入客家元素還是不夠，最好還能有客家語言使用交流的情境氛圍，但是消

費者不見得聽得懂，也不見得能接受 

仙山仙草老闆表示：「客家印象主要是裝潢用原始的櫥窗等等做裝潢，那主要也是因為客家

人一直以來習慣吃仙草，所以我們希望傳承下去。…針對其他的客家元素設計，覺得有加沒

加其實一樣，那如果真正要加入的話，我是覺得要讓店內講客家話，這樣才會真正的有特色

跟有客家文化，但是現在要做很難，會講的年輕人少，這邊幫忙的年輕人很多都不會講了，

來的客人也聽不懂」(Ｃ5)。 

(五)客家人聚集的地方，本身就有客家元素，「客家元素」的提出，大多由公部門要求，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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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界定太籠統，沒有刻意強化結合 

源笙竹炭工廠老闆表示：「多多少少有和客家連結，因為畢竟是在地的，如果有公費加入客

家元素當然也可以。也沒有嘗試過特別加客家元素，因為針對客家太籠統了，不過有機會也

能試看看，也可以考慮結合」(Ｃ1)。竹雕編的黃老師表示「客家元素的是以前鄉公所有委

託我做，才有做桐花系列的。但是客家元素的這是很難特別定義的」(Ｃ6)。汶水茶壽工作

坊的劉老師對於「主要有哪些元素是和客家最有關係的？」問題的回應是：「(茶壽) 這一直

以來就是客家人在用的，家家戶戶都會有，以前很多人會做，到後來真的是越來越少了」

(Ｃ7)。 

(六)客家聚落原始素樸的風格品味，本身即是客家元素，不必要過多的修飾打造，不必要過

多的創意形塑，否則可能增加各自表述的差異紛紜 

藍色小屋經營者表示：「其實不需要另外的造景，自然就好，最自然的呈現最好。針對客家

元素，也就是本存最原始的就好，客家味很難去打造，因為大家對客家感覺都不同，所以這

是很難的(Ｂ3)。 

(七)影響客家元素保存的衝擊 

1.社會變遷導致傳統客家聚落人文地景與農村生產生活難以維持 

「我們接觸農業是從小都在接觸的，從小家裡就是務農，但是機械化後的時代改變了很多，

這格轉化很快，我們都沒有辦法控制的，為來當然希望繼續做下去，讓大家知道這好的商品

(Ｃ9)。 

2.公部門委託外包的廠商不了解在地文化風格，反而形成「建設性的破壞」，營建結果，不

符合在地居民需求，也破壞原來的人文地景，難以復原呈現本來面貌。 

「很多東西過去了就沒有辦法再回來，尤其是像文化的，客家文化也是，以前是用土蓋房子，

之後磚比較好就不會回去永土蓋了，現在又更進化水泥了，這就是一直在進化的，文化也是

不會走回頭路的，過去的就過去了」(Ｃ9) 

「之前老街是找外包的廠商來設計，所以沒有跟我們地方的人討論，等於我要的東西跟他們

設計的東西不一樣，像街燈設計的都不一樣，亂七八糟都不好看，很浪費，又把道路縮窄，

燈的顏色是綠色很像鬼燈，沒多久就壞掉了，其實可以做像拱門的，然後他之前還做最糟糕

的東西是看版，看版是用木頭的厚厚的，搖一搖就會掉下來很危險，所以通通叫它拆掉，很

浪費。所以我不覺得那些專家學者很好，他們都是以賺錢為目的，沒有真正的去輔導地方的

特色，而且要經過他們的老師來設計，施工才方便，像我們自己施工，甚麼都不合格，就不

會通過。現在外包都這樣都會有點勾結，會設計些特殊標，像是這個路燈，誰會去做這樣的

路燈，就只有這家公司可以做，所以之後只能跟他買，又貴，又不符合我們地方，政府很多

都這樣」(Ｃ8)。 

至於公部門於在地產業鏈的角色功能，則是對特色農作產品的產銷推動，舉辦柑橘、草

莓文化祭的節慶活動，提高文化行銷與地方行銷的效益；並透過評鑑的舉辦，強化產品的品

質，並以評鑑競賽得獎的媒體報導，吸引顧客購買，增廣行銷通路並提升在地品牌知名度： 

鄉公所主任秘書表示：「鄉公所了解這些不利的因素，能做的是農作產品，具有特色的，第

一就是柑橘，柑橘產期在過年的那段時間―12 月過後到隔年 4 月左右。後來受到鄰近大湖種

草莓及飽和情形的影響，很多人陸續到這裡租農民的田種草莓，現也成為鄉里主要農作產品

之一，主要以這 2 項為主。第三個農作產品是 3 月到 5 月的桂竹筍，農會本身有竹筍加工廠，

農民在山上採收交給農會，每年發現產量漸漸減少，調查發現因為天氣熱、也很累、農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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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越來越大，採竹筍的人越來越少，造就產量也越來越少，經過加工的竹筍產品，到了年底

就不夠賣了。…公部門鄉公所能做的部份，以農業農特產品來推，大約在每年農曆過年前也

就是國暦大概一月份會辦理大型柑橘、草莓文化祭，編的預算大概有 100 多萬，執行行銷廣

告、辦理柑橘、草莓評鑑，甚至曾經成績辦理過全國的及全苗栗縣的評鑑，農民覺得產品不

錯，可以參加我們的評鑑，如果獲得各項名次或優勝等獎項，會得到主辦單位的獎牌、獎盃

及獎金，報章雜誌也會刊登報導，農民會因為評鑑得獎的吸引顧客上門(A1)。 

 問及「未來您希望公部門應該辦甚麼活動或做什麼？可以提升地方產業？可以提升地方

觀光效益？」全展客家美食餐廳的經營者回應，除了舉辦活動之外，應有在地參與的規畫，

活動空間也應有在地特色元素的呈現，不要委託外地的顧問公司，結果活動與空間施設，失

去在地獨特風格，也不必營造外地已經很多的空間形態，如此也不符合臺三線浪漫大道的營

造意趣：「辦個晚會也好，以前都是我們自己找歌手樂團來表演就可以，現在要直接丟給一

個顧問公司去辦，他請的歌星甚麼都是我們不知道的，就這場一百二十萬給你，縣政府、公

所他們懶得去動員，就通通交給顧問公司，連印的卡片邀請卡都是顧問公司做的。活動中心

設計時我一再跟他說我要一樓就好，我的土地夠寬有建地一百九十九坪，第一次說明會被我

否決掉了，第二次說明會還來這個兩層樓的，然後他有畫一層樓，畫得很像倉庫，鐵皮屋做

的，當場被我否決掉，我說「我已經不要的東西你還在給我畫這個，你是甚麼目的，換家不

行嗎?」結果他怕了，後來就畫一個一樓的。地景藝術構想規畫，我也不希望找個專家學者

來，鄉公所可以獨自簡單施工，把河裡的大石頭吊吊到那個步道旁邊，吊個二、三十顆都沒

關係，我要請有名的畫家來畫或是書法也好，讓著些石頭有存在的價值。到現在還沒有用，

這個想法是全省只有我們有。現在只有汶水可以用，只有我們這裡是我們的，現在浪漫台三

線我覺得不是做這種的，是要做讓人家可以留下來的，會讓人留連忘返不想回家，來一次還

會在想來，要讓外國人也想來就成功了。你看那個彩虹眷村，一個老人家，他可以把眷村畫

得這麼好，台灣人去的人並不多，都是馬來西亞、香港、新加坡那些外國年輕人去的，而且

他那是沒有抄襲別人的，漂不漂亮一回事，至少他很繽紛，很有特色就是一個中國紅，青天

白日滿地紅三個顏色，所以你看他坐在那就可以在那收錢。幾年前我就有想過要做玻璃橋跟

天空步道，現在不用了，因為太多了」(Ｃ8)。 

 一般的民宿與農場經營者，或者因為政策規定增多，增加配合執行的難度，同時也比較

強化自己的獨立經營：「因為一些政府的政策或是地方上的限制，現在很多農民真正想要做

的都沒有得做，現在規定比較多」(Ｃ9)。「很多的是靠我們自己，也沒特別跟鄉公所、政府

合作，因為這方面我們很扎實很完整，所以一直以來都是靠自己在做跟籌劃的，慢慢做得越

來越好」(Ｃ3)。 

 

四、在地故事、文化行銷與文化地景 

 

(一)在生活世界當中，往來古道的奉茶文化 

文史工作者古老師表示：「以前走到苗栗市大概要走 6 個小時，來回就要 12 個小時，早

上一起床五點多就出發，走到那邊大概下午兩點剛好可以看電影，當時沒有水壺，一路上都

是跟別人要水喝，那時候民國五、六十年都還沒有塑膠的東西，到王永慶開始做塑膠才有塑

膠，可是買不起，以前塑膠得很貴，所以我們走到路上就是跑到人家家裡要水喝，喝完之後

就繼續走，他們看我們是小朋友都會給我們喝，以前人很好，都會互相照顧，尤其會在涼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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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工作或挑東西的人準備茶水，以前那時候就產生了所謂的奉茶，所以奉茶是客家人很特殊

的一個文化」(Ｂ2)。 

(二)閒置空間的保持與活化利用 

文史工作者古老師表示：「說到閒置的建築，現在的文化館原來就是以前的鄉公所，空

了好幾十年以後，古前鄉長就是我哥哥把它變成圖書館文化會館。還有就是國小旁邊有一個

舊的宿舍，大約民國 50 幾年的時候是給鄉公所的秘書住，現在已經給客委會在規畫；另一

個就是農會的穀倉，目前正在整修、彩繪之後讓人參觀，裡面的彩繪是描述以前的人是如何

使用穀倉等農具機器及代表獅潭鄉的農特產。現在浪漫台三線客委會有經費可以修繕，像是

古蹟。還有一個就是民眾服務站的宿舍，在穀倉的旁邊那一排有 4-5 棟，那個也是閒置空間，

建議鄉公所把它做成給背包客住宿的地方，假設住一天一百塊就好，也是有收入，同時帶動

地方觀光及能見度，那裏已經閒置二十幾年了，原本那是鄉公所的地，但是以前被民眾服務

社占用，現在已經收回來了」(Ｂ2)。 

1.庄長宿舍 

「有一個具有歷史的庄長宿舍很破舊，以前日據時代為獅潭庄，庄長等於現在的鄉長，上個

月請縣政府古蹟認定委員古鎮清先生帶相關人員實地鑑定為古蹟，但正式公文還沒到」(Ａ

2)。 

「庄長宿舍在街上周邊有學校及農會前面有老街，地點位置很好，跟古蹟委員討論，庄長宿

舍過於破舊，要完全整修回去是不可能的事，只有一個方法，儘量重新施作成原來的樣子，

做好之後，學校、社區可以使用，遊客也可以去，周邊也要綠美化，相關配套措施也要規劃

好，當作其中一個景點，至少它有歷史紀錄，如苑裡山腳國小日式宿舍群就是成功的範例。

先認定古蹟再循範例程序進行」(Ａ1)。 

「日據時代的州長宿舍具有日式建築風格，進出口狹小，土地屬於學校的，以前公所要列經

費整修，校方不允許，後來就由他損壞，沒有保存起來很可惜，以前出入口很寬大，前面土

地是老鄉長，因為沒有整修，所以就在出入口自己的土地蓋房子，鄉公所想要修復?土地還

是獅潭國小，要整修要經過校方，以前校方(校長)不願無償提供，如果再 921 地震過後進行

修復的話，建材還是好的，那時候沒辦法修復，經過 1-20 年現在已經府換腐壞很嚴重，現

在要整修難度要更高了，真的很可惜」(Ｂ1)。 

2 村史博物館 

「村史博物館是現任客委會副主委楊長鎮的老家，約在 8 年前楊長鎮擔任客委會的主秘，開

始建立村史館，鄉公所協助成立，並招集地方民眾把相關的老照片老的農具老的農村的東西，

捐贈到村史館展示，常駐一個團隊做再生紙，維持好幾年，政黨輪替後，沒有政府經費的維

持團隊就散了，村史館就沒開放了。如果要看必須先跟副主委楊長鎮家人連絡才可以進去參

觀，平常就沒有開放。未來有可能結合村史博物館成為觀光景點之一。本身建築是老房子，

維持還不錯，如果單靠政府經費才可以運作，是不是無法長久，應該考慮自營自給、委外經

營等方法，才能維持永續長久之際」(Ａ1)。 

「阿扁政府時代客委會主秘楊長鎮把老家捐出來做村史館，蒐集獅潭鄉古老的照片、東西、

文物，並請鄉民捐出來，有專員說明管理，獅潭鄉的歷史說明呈現都在這，馬政府時代沒撥

經費，就沒有專員說明管理及開放，只能預約才能參觀。」(Ｂ1) 

3. 圖書館及文化會館 

「以前是鄉公所，圖書館及健身館在２樓部分，鄉公所搬離之後，圖書館及健身館（後來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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掉）改在１樓，２樓改為文化會館，有獅潭的歷史文物書籍；文化會館書籍較多，村史館展

示的各項東西較多。」(Ｂ1) 

4. 農會穀倉 

「閒置空間土地可以再利用的就只有穀倉，未來要作為展示農產品及農產交易場所，裡面還

有具有歷史的農具及碾米機；作這個穀倉也是為了農民設立，將來會很多小農小戶進駐，如

果要請農會幫忙販售，農會也會幫忙及管理，並收取合理手續費，目前在穀倉的旁邊是家政

班製作及販賣包子的場所。農會附屬的家政班，有把一些竹筍做加工，做出來的竹筍包非常

有名，口感不錯，…等穀倉作好，再去規劃相關產品，這是我們的目標，曾經有銘傳大學教

授找我，想要作一些在地仙草餅乾、仙草麵之類產品，他說甚麼費用比較高，說到錢，我們

農會真的沒錢，除非中央補助之類，縣政府也沒錢。觀光方面，客委會補助農會穀倉活化，

二期工程快要驗收，規劃農民直銷站讓在地農人及產業在此地銷售，搭配現有在仙山的展售

中心，鄉公所積極在推動新店老街再造，這個也是在中心點，與有人氣的仙山仙草及各商家

和各方面共同努力下，期待能整體帶動起來；…也要規劃老中青三代也要有產品，也不能通

通賣老年人喜歡的，現在人很疼小孩子，賣小孩子的東西並帶有一些教育性質，告訴他們老

一輩的辛苦怎麼來的，以前穀倉存放戰備糧是為了反攻大陸戰備時所需要建立的」。(Ａ2)。 

穀倉的空間使用：「有規劃農產品交易區域及碾米機、農具展示區域，碾米機還可以運作，

這個可以規劃具有教育性質的區域場所，及建議規劃主打竹筍包的手工作包子、蒸包子及賣

包子的場所，現場還保留以前用桂竹、土及米殼等材料作成的牆壁。現場有談到以前人用桂

竹作的很多生活用具，現在連剖竹子的技術，都很難找到人會作。設置 DIY 作包子，現場

教授及親自體驗作包子，利用蒸包子時間，逛逛現場的農產品交易區及碾米機、農具展示區

域，逛完剛好就可以享用或帶走親手做的包子」(Ａ2 )。 

(三)傳統在地人文生態地景 

假日草莓園劉漢廷老闆表示：「這邊是豐林村比較少這些東西，知道的有鹽水頭，在比較山

上的地方，有好幾百年歷史，水是鹹的，台灣唯一陸地的水是鹹的，屬於碳酸熔岩碳酸水，

從地底下冒出來，會結鐘乳石，位置較為偏遠，遊客較少，有納入浪漫台三線的規畫裡，下

游的地名就叫做鹽水坑，以前客家人沒有石灰，水會結鐘乳石，挖石頭將其敲碎後，放在石

灰窯(以前客家人稱)燒成石灰，作為蓋房子的原料之一，以前那裏也是焗香茅及樟腦地方，

現在設施早已荒廢及毀壞也看不出遺跡。所幸目前裡有步道及泡腳池還有鹽水頭的介紹，連

接連臺山看櫻花、李花等景點；其它還有玉虛宮廟後面上方的苗栗縣地理中心點，蓮臺山

(賞櫻花景點)，新豐村協雲宮(賞櫻花景點)，竹木村汶水老街。」(Ｃ4)。 

我們以前農耕時代不會去注重生活品質，我只要自己做能吃飽就好了，也沒有想過要把這裡

留給後代，也沒有想到要把這裡留起來，但現在我們是想說要永續經營，希望留給東西給後

代，你看以前老人家都沒有留甚麼東西給我們，就留一個廟，到處都是廟，尤其是在鄉下地

方，因為廟不會去破壞，因為那是一種信仰的東西，那是必須要去的。我們這裡也有一個糯

米橋就在弘法院旁邊，雖然只有一小段，當初他們想要拆掉，我們就說不能拆才沒有拆。這

裡你要說有文化歷史的都沒有了，那裏有一座四合院，其他都沒有(Ｃ8)。 

「義民廟是紀念青年軍開墾時所犧牲的人，清朝清廷政府所褒獎，褒忠亭。純供奉義民、沒

有恭奉神民，有藥籤。土地是由黃南球媳婦捐出來」。(Ｂ1) 

「豬皮伯公（福德土地公）－以前日劇戰爭時代物資缺乏，日本政府要求養豬戶，豬大了要

賣的時候，要呈報給政府家蓄機關，必須剝出豬皮撒鹽巴後交給軍方，用豬皮製作軍鞋，後

172



來光復後沒有再用這個方式做鞋，地方就利用原址改建成土地公廟，所以叫做豬皮伯公」

(Ｂ1)。 

「12 座伯公集中在一個伯公廟，有 11 個伯公因為地處偏僻，加上人口減少，無人供奉及管

理，所以就集中在一處統一供奉及管理，中華電信進去約 1 公里，位於大東勢橋附近。地方

很多人拜，很熱鬧，具有歷史，觀光客不會去，文史工作者會去。觀光客會到的地方--吃仙

草、鐘鼓樓、鳴鳳古道、仙山。這地方沒什麼特色」(Ｂ1)。 

「現在獅潭我知道的古蹟是弘法院、仙山、義民廟等。比較有歷史的東西就比較沒有，以前

就以農工為主，他們沒有去特別琢磨於歷史及人文，以前人家說吃得飽就好了。廟會保留就

是這是大家的一個信仰，其他就沒有多餘再去建設東西了，因為這邊在苗栗縣來講是比較落

後及比較小的鄉鎮」(Ｃ8)。 

「新鳳橋(新鳳吊橋又叫鉛線橋)，因為吊橋構造是鉛線做的。街道彩繪現在很多人拍照，由

鄉公所員工彩繪的，以外國知名卡通為主，以吸引小朋友為主，也有畫獅潭特色農產品及農

村村景」(Ｂ1)。 

(四)族群連結的空間意象與文化地景：黃南球石雕像 

鄉公所主任秘書表示「黃南球石雕像在義民廟旁邊，那是他們的子孫做的，牽扯到種族的問

題，全台灣有 55 個原住民鄉，獅潭鄉被列為原住民鄉，被列入主要是中央的考量，因為在

北邊百壽村裡面有 154 位原住民設籍，屬於平地原住民鄉。當年開墾爭土地是要殺原住民的，

原住民和漢人的衝突，現在這個年代把黃南球凸顯出來，怎麼對得起原住民呢?所以盡量避

開這個話題、不要挑起這個歷史造成衝突」(Ａ1)。 

鄉長也表示：「獅潭鄉雖然以客家人佔多數，但是其中也有原住民，主要是賽夏族，在空間

營造的意象呈現，不能只偏重客家人，也應注意原住民的感受，不要因為空間營造的意象，

挑起族群之間不好的傳統記憶，或者忽視同一土地內的多元族群共同生活的事實。」(A3) 

農會總幹事對此的看法為：「黃南球雕像在義民廟旁河濱公園內，所描述的開墾一詞是和趕

殺及佔領原住民的事實不符。黃南球講說是來開墾，招集壯丁組成青年軍，實際上所轄青年

軍以優勢武器是將原住民趕走，趕不掉就殺掉，很殘忍的，原住民逃到偏遠山裡，黃南球就

不再追趕，讓它們在那裏生存，佔領的比較平坦的土地黃南球則分給所屬及家族開墾，自己

則選在新店村精華區。後來日據時代日本人來台，接管台灣，要調查土地資料，日本人依黃

南球所佔據的土地劃分給所屬及家族。延續清朝隘寮置隘勇駐守的隘勇防衛制度，將原住民

居住的山地區域與其附近山腰或平地，做一明顯的界線切割。防範原住民回來報復。原住民

土地和財產被侵占及族民被打殺心裡不平，偷襲方式隨機殺人；政府有在百壽村一處社區蓋

房子安置原住民姓潘的，姓豆住原地沒搬出來與潘姓不好。」(Ｂ1)。 

獅潭還有一個黃南球紀念館，因為那是我們的祖先，我們姓黃黃家的祖先，我們就是他的後

代(Ｃ8)。 

(五)教堂與馬偕博士的傳說故事及其人文地景 

「教堂是對面這家本身是基督教，經教友建議在他的菜園建立教堂，經過大家教友捐錢才蓋

起來，現已有 20 幾年，傳教士馬偕博士牙科博士來獅潭比黃南球更早，從後龍經苗栗市頭

屋到獅潭租房子在一棵大樹下傳教及行醫。義民廟旁邊河濱公園有立一個牌子-敘述介紹馬

偕博士的沿革。馬偕博士曾在 1872—1873 年間在劉安都舊宅-傳統典型三合院落腳及在旁的

百年龍眼樹下幫鄉民拔牙齒和傳福音。馬偕在 1874 年 5 月 11 日從新港進入山區「番界」-獅

潭的原住民部落，現在獅潭鄉農會供銷部倉儲用地，曾是馬偕傳教的木造禮拜堂所在地，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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偕也在鄉內劉安都弟子家中龍眼樹為居民拔牙，這棵逾百年的龍眼樹仍屹立在劉家老宅，樹

下設有解說牌和馬偕拔牙的意象，馬偕「寧願燒盡，不願銹壞」，對獅潭的貢獻令人景仰。

典雅的三合院建築，劉安都是當時獅潭地主，也是獅潭第一個信主的人，馬偕曾在這裡落腳

1 年。」 (Ｂ1) 

(六)特殊事件形成的地景：獅潭斷層與關刀山大地震的石柱紀念碑 

「還有一個民國 24 年關刀山大地震竹木村開始到北有一個斷層叫做獅潭斷層，有製作一個

關刀山大地震石柱紀念碑。15 年前由街上遷移到公墓，前幾年中央大學教授帶著一個日本

研究生，研究當年大地震有關資料」(Ａ1)。  

客家目前獨有經營的產業與生活故事行銷，其中以養蠶生態文化保存與創新，最具特色，

當問及「這個產業這麼辛苦，現在這台灣還有哪裡作這個產業呢?目前您的產業附加價值或

加工產品，如何增加產業及觀光效益呢？」泉明蠶寶寶生態園區涂老闆表示：「台東縣池上

鄉，也是跟我們同性涂，也是客家人，他們是從大湖鄉搬過去的，但是他們沒有做這麼多元，

只做蠶絲被，而我有做蠶絲被、桑葉茶、蠶沙茶，目前想要往生技方面方展，蠶蛹可以做，

發明一種菌可以長草，裡面有一種菌可以做冬蟲夏草，煮出來的水也可以做成精華液、面膜、

化妝品、眼罩等商品，能做出來的附加產品非常的多。也不會浪費，以前桑葉養剩下的都直

接砍掉，現在就拿來做茶，為了生存而去開發這些產業，我老婆家裡過去是做茶葉，我廢掉

以後就跑去後龍耕田、插秧等，老婆一個人在家就在想，茶葉也是樹葉，桑葉也是樹葉應該

也可以做成茶，於是她自己用鍋子去炒桑葉，但是火沒有辦法控制得很好，要自己控制到成

熟之後要趕快拿起來，不然桑葉就會燒焦，燒了兩三次之後，才漸漸成功。後來改良場的長

官來，就泡給他們喝，這是他們重來沒有喝過的味道，於是就問我老婆這是甚麼茶，我那時

候在插秧不在家，老婆那時候不太敢講，但是還說這是桑葉泡出來的桑葉茶，改良場的長官

就問我老婆這個茶要怎麼賣，叫我們用裝茶葉的袋子裝袋好之後拿去改良場的福利社賣。因

為是在家裡自己用鍋子炒大概十幾包而已，沒幾天的時間就賣完了。我們覺得這個生意做，

就去借了別人的茶工廠做比較大量的去殺青、揉捻、烘乾，慢慢一點一點的做出來。走過這

些日子也是非常不容易的。像蠶沙場是改良場的一位劉先生在日本得到的資料在本草綱目裡

有紀載，就是用蠶的大便做茶，做出來的效果大家都說很好，尤其我們這個時完全無毒的。

後來蠶絲被是去請師傅來教。我這個產業現在很多人知道及購買，要感謝報章雜誌、還有媒

體及做節目把名號打出去，所以我很感謝他們」(Ｃ2)。 

在地人文生態地景的解說導覽與協作平臺的建構方面：「我們跟附近有成立一個觀光協

會，過去觀光協會希望各個產業希望可以牽手一起合作，過去有一起辦活動，像是桐花祭，

鄉公所去辦的活動像是菊梅戀，也會去設攤及行銷。附近景點有鐘樓古道、仙山仙草、銅像、

鳴鳳山古道、藍色小屋、及農會倉庫等。獅潭就是欠比較大的觀光景點，來去帶小的，才會

起來。我當觀光協會理事長時，我們去南投縣桃米村也是做生態，921 地震震的很慘，業界

很配合修繕在創業。當時我們有規劃獅潭的一日遊及二日遊，但是沒有辦法串聯。我常常在

教大家獅潭在做生態要把農場的東西帶給都市的客人，要把一草一木認識之後並且教學，像

是可以做成童玩，帶給都市人好玩的樂趣。這個農場有在做導覽，散客不收錢，但是團客一

個人收 50 元，導覽的內容主要都是蠶的部分，若有時間才會導覽到外面的生態部分」(Ｃ2)。 

「昨天(2017.07.05)晚上有開個說明會，邀集地方的所有相關店家，不論吃的住的，這是要

辦第二屆了，主要就是培養解說員，在店家裡自己最暸解自己的產品就是最棒的解說員了，

當然有些人是沒有經營店面但是有興趣都可以參加，第一階段就主要是店家，在第二階段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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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不是店家的，可以當志工，例如圖書館的志工，也能和遊客交流，或是帶遊客去走行程，

經過訓練後都能導覽遊客，經費是公部門出，主要是農業課在做，和農業課長討論後，覺得

不能直有辦活動，所以決定辦理培養導覽解說員，就到雪霸國家公園一起合辦，請外面有經

驗有實力的廠商得標設計，有特別的想法配合地方上的店家，在課程裡安排進去，甚至安排

到外縣市去參訪，這是是到南投的竹山社區，有個竹山社區，也是很多竹子類似的地方，借

用這些團隊，也許店家了介自己的產品，很懂但是講不出來是很可惜的，但是經過訓練之後

就會讓顧客知道原來店家的產品有多好，不單單只是可以介紹自己，例如是個賣竹筍的，自

己的介紹完後對於其他店家也很暸解的話，也就能順便介紹其他店家，互相配合，介紹其他

店家的特色，帶動整個地方，那其他相關產業就利用辦活動，或是有長官來送的伴手禮，例

如可以送筍乾、仙草等等，也是另一種的推銷」(Ａ1)。 

體驗空間與旅遊景點的打造串連，如果不能吸引遊客或者遊客量太少，也會失去其價值

而閒置，閒置加上串連景點無法形成整合平臺，又將使遊客量更減，形成負向循環；源笙竹

炭竹業園區范老闆表示：「之前有展示館，但也是後來沒有遊客，遊客少了太多，所以展示

間變成倉庫。之前有坐遊覽車的導覽解說，但是現在觀光少了就沒有做了。之前也有ＤＩＹ

但是也是後來沒遊客就不做了；這附近很難做串聯節，所以也沒有和附近的合作，景點太少

了所以沒有遊客，當然就做不起來」(Ｃ1)。竹雕編黃老師表示：「以前幾乎都是在台南有展

覽，之前在苗栗有展過一次，但是效果很不好，而且虧損多，反而還沒有賺，賠了好幾個硬

要送的，所以之後就不敢展了」(Ｃ6)。此外如果文化地景打造所用的材料容易朽壞，即使

用在地竹藝呈現，維護不易，有浪費公帤之虞：「在獅潭鄉想要鄉的特色，就有請我要做，

也去開會了，如果中央花三千萬要我做，全部所有的東西我都做，但是沒有辦法，不趕，就

是沒有錢，要有錢下來我就有辦法給你全部做，整條線每個村我做不同的聚點，但是現在都

是聚集在一個地方，沒有分開，這樣沒有效果。以前有做過放在路邊的那種，比較大型的，

用竹子做，但是那個沒幾年就壞掉了，很可惜也浪費，政府有要我再做但是我不是不做，就

是不想浪費，政府的錢這樣太浪費了，一做下去沒多久又壞了」(Ｃ6)。 

 

五、客家足跡的人文地景營造：古道與臺三線的空間效益與執行策略分析 

 

(一)古道與山徑水系所形塑的生活空間與客家足跡的保存與活化 

文史工作者古老師對於古道的生成變化、客家足跡與文化地景，提出多方面的闡述：

「到底甚麼時候做成觀光古道，需要詳細去查文史，這個沒有辦法用問的，我的了解是我小

時候的古道是一個交通的要道，像是我們要出去苗栗市，當時也有巴士可是沒有錢坐巴士，

所以這個古道在我念國中之前，都是我們去看電影或去苗栗玩為了省錢所以用走的。在以前

就是為了挑木炭、茶葉、柑橘那些。以前的生活不能只靠一種植物或作物去打理一年的生活，

像是香茅是屬於經濟作物，經濟作物就是外面的市場決定價格，這種就是一窩蜂而已，1-2

年價格好有賺錢就一堆人作，價格不好就沒人作，所以只要過了風頭就沒人做了。橘子相對

穩定是一直到現在還有人種，茶葉停的原因是因為找不到工人。我們是從周休二日開始才有

人會去古道健行，大概是民國八十幾年以後的時候」(Ｂ2)。 

藍色小屋經營者也陳述：「二十年前還有阿婆扛組筍走古道去賣竹筍，後來也都陸陸續

續有維護著，從以前就是很重要的聯絡道，在台三線上離山最近的就是獅潭，每個村都是，

距離古道就是很近的，但是很可惜的是獅潭的古道有的都是走在上面沒有走下來。目前古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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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路線都維護的還不錯，但是要真正用古道發展觀光是很難的，台灣能有幾條古道是真正很

有名的，除非是非常有特色的幾條，像是台東屏東的阿朗壹古道有著名特色外，一般是很難

紅起來的，要賺到爬山的人的錢很難，除非是要有其他配套措施，以這邊獅潭來說，假日會

有一些小市集，其他流動攤販不到五攤，那仙山就不用說，它本來就比較熱鬧」(Ｂ3)。 

鳴鳳古道群的觀光體驗與維護管理，對所有古道經營而言，實屬首要重點：「鳴鳳古道

屬於國家步道，北台灣十大步道之一國家有補助，要轉為觀光步道的問題是，路標太爛了，

地圖也沒有標示清楚，現在只有錫隘古道有製作，但是有很多錯誤，我有把它拍照寄到文化

局去，向局長說這個錯誤的地圖也給它擺在那裡，因為地圖是顛倒的，很多觀光客看到反而

會迷路。鳴鳳古道如果做觀光會是全台灣最好的古道，古道可能將來會維護，可是現在只有

鳴鳳古道在維護。綠色、延平古道比較少人走，草都長得很長，所以九成的人都走鳴鳳古道，

所以也不用甚麼維護，因為天天都有人踩，草都長不起來。今年 7 月份把鳴鳳古道走完發現

它最乾淨，沒有垃圾，也可以看到路。其他古道鮮少人走，主要是指標不清楚」。(Ｂ2) 

「想要跟社區大學合作培訓解說員，就是要把導覽牌做好，還有路程的標誌以及涼亭的整修，

比較不建議做涼亭，但強烈建議做椅子，石頭或木頭材質都可以，走一段路就可以休息一下，

尤其是錫隘、綠色、延平等古道最欠缺這些椅子。有些是以前有橋，可是現在沒有了，要修

護能夠通。覺得可以轉變成觀光，價值特別高，可以讓全台灣的健行運動及登山客來爬，目

前在假日有看過有高雄、桃園、台南、嘉義及台北的觀光客會來爬山，因為他們的觀念是苗

栗就是一個山城，我們自己住在苗栗不覺得苗栗是個山城，實際上我們像樣的古道就是鳴鳳

古道，但是只要離開鳴鳳古道，其他那些古道狀況就不好，沒有廁所、名字不對、地圖也沒

有、沒有休息的地方，走到哪裡都不知道。我覺得應該要把名字簡單化，像是鳴鳳古道 1 號、

鳴鳳古道 2 號、鳴鳳古道 3 號等或錫隘古道 1 等，然後規劃時間像是可以走幾個小時。這樣

就可以清礎了解 1 號是走哪裡、2 號是走哪裡等，然後每條路線可以走幾個小時」(Ｂ2)。 

古道凝現客家足跡與往來身影，應注意傳統工法的設施，不能用現今的修步道或建築方

式來修築，否則會失去古道風味，當然也要考量安全因素： 

「顧問公司原本不是做古道的，可能原本是蓋房子的，蓋古道他們沒有邏輯性，因為他們不

知道古道跟房子的差別在哪裡。古道是以破壞最小的方式來整修及用的材質最接近天然是最

好的。開會時我問他們假如是 100 萬預算，顧問公司要做那些東西？要放那些解說牌、告示

牌？想用哪些材質來修復？是要用石板、木棧道、還是仿的木棧道？哪這個維護的問題牽扯

到了要用甚麼材質、技術還有修復的邏輯。以錫隘來講，有些路段可能比較陡，所以不得不

用木頭或仿的木頭施工，這個我不反對，因為那個路段實在太陡。早期的古道是原本一個石

頭用手工把它敲成一格一格的洞，可以剛好讓腳踩 2/3 上去，不是用石板蓋上去的。所以他

們以前走都是要側著走，因為那個路就是長長斜斜的，如果直直地走會跌倒」(Ｂ2)。 

「古道不是新闢的，原本就有的，舊的，如仙山上面有仙山古道、八仙古道等二個古道，新

店村鳴鳳古道、錫隘古道，這 2 條古道會連接，連接處又有好幾條古道，如綠色古道、延平

古道、八達嶺古道、南隘勇古道，形成一個網絡。鄉的最北邊是紙糊古道，這些都是縣府列

冊及調查方向，調查要先把古道走完，看看有哪裡需要整修，已安全性為重要考量，整修完

看看哪裡可以增設涼亭或者觀景台或者繩索、護欄、階梯或其他設施之類，把相關報告做好

之後，送給客委會，客委會根據報告核定下一回經費預算去執行，這也算是地方觀光發展的

發展」(A1)。 

「另外有條秘密的古道，是二六八古道，那先說是怎麼取來的名稱，二的意思是裡面有兩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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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公廟，但是裡面總共有六個伯公，八是因為它是八字形走的，所以我就想說這樣取名字，

不然它本來沒有名子，裡面生態豐富，有可以戲水沿著溪水走」(Ｂ3)。 

「鐘鼓樓－有一個步道，日據時代，美軍空襲，敲鐘通知附近居民到防空洞躲避，鐘已更換

過，並有立碑說明，爬到上面約 10 分鐘，現已成為觀光景店之一」。(Ｂ1) 

古道是社會生活記憶拼圖的場域，也是產業交易移動構圖的空間：「古道在我念國中之

前，都是我們去看電影或去苗栗玩為了省錢所以用走的。在以前就是為了挑木炭、茶葉、柑

橘那些。以前的生活不能只靠一種植物或作物去打理一年的生活，像是香茅是屬於經濟作物，

經濟作物就是外面的市場決定價格，這種就是一窩蜂而已，1-2 年價格好有賺錢就一堆人作，

價格不好就沒人作，所以只要過了風頭就沒人做了。子相對穩定是一直到現在還有人種，茶

葉停的原因是因為找不到工人。我們是從周休二日開始才有人會去古道健行，大概是民國八

十幾年以後的時候」(Ｂ2)。 

古道與水系交織，形成客庄連結的動線，也是形成客家聚落的人文地景：「溪流景觀變

化太大，我們希望能找出灌溉的溝渠，灌溉的跟河流是平行的，以前祖先會再高一點的地方

築小水壩沿著旁邊做水溝，可是水溝不是像現在的水泥，是用手挖的，沿著山壁用一條下去，

現在我們要做的就是這個，因為河不能改變了，能夠做的就是旁邊水道，還在的把它恢復，

不是要灌水，就是沿著河邊變成人來走，我們不要再做步道了，是要走原來的水道，把水道

整修，危險的地方可以用木板來用，但是沒有很危險的原來就是水道」(Ｂ2)， 

步道與古道不同，也是觀光體驗的空間，例如「觀魚步道-以前有護溪，有很多魚環境也很

漂亮，經過暴雨把魚的環境破壞，現在已經不復以往」。(Ｂ1) 

獅潭鄉公所王主任秘書也提及規劃和發展具有觀光、文化、休閒等方向價值的古道，並

強調古道維護應當保存原來地貌的重要性：「每一條古道有沒有在沿途或涼亭針對古道歷史

文化或景色等設說明看版，這只是其中一項，在入口處有介紹古道由來，簡易登山路線地圖，

大部分古道以前是農民步行挑著農特產品，到苗栗市去買賣。很多的運動都有特定的族群，

只要將古道整理好，藉由時下的網路資訊，就會有吸引相關愛好者族群來走及消費。例如仙

山古道爬完了就可以在附近的靈洞宮旁商家喝茶、喝飲料、買茶用餐及買農特產等等，所以

古道可以帶動地方商機。目前仙山古道狀況是最差的，可能是沒落沒人去走，久了就狀況不

好，打算利用這次機會將這條古道修復。走古道的人每個人都有他的喜好，有的不喜歡階梯，

喜歡走土質的，有的人都可以，古道修復要看的地形及山形走勢，因地制宜設置設備或設施，

盡量不要破壞原有地形地貌」 (Ａ1)。 

 

(二)交通對在地產業的興衰，有相當重要的影響 

1.汶水老街與台三線連結的觀光推動 

全展客家美食餐廳經營者表示：「觀光就是我們一直在推廣的，從我開始當副議長的時候，

我就極力要老街再造，所以才成立這個老街，我在議會時就一直提，提到縣政府規劃老街，

因為當時是東西向，接台三線，還沒有接時，我就知道這個地方，如果沒有接台三線的話這

裡會變成布袋地型，遊客會很少進來，當時我就極力爭取經費來創造老街，所以到目前為止

觀光客還可以保留的地方就在這裡。要不然就會像福基及出礦坑本來很熱鬧的地方，因為東

西向道路一開通之後整個就沒落掉了。因為我有前瞻的眼光及計畫，所以在草莓季的時候就

跟大湖配合地景文化還有一些產業，所以我們在草莓季時是旺季，所以會帶動一些吃的，還

有一些農特產品的推銷都有幫助。這兩年他們把東西向延伸到泰安去，我們這裡就有受到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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響，東西向本來是在汶水的終點，這幾年把東西向延伸到泰安以後，客人就會帶進去泰安，

人家不會專程彎下來，這個客源大概減少了百分之五十，地方上的人比較沒有前瞻的想法，

當初劉政鴻縣長的時候是想在這用一個匝道下來，地方上的很多人反對，我們沒有匝道下來，

所以現在豆腐街是比我們這裡好，十年前我們這裡是整個老街最熱鬧的。清水老街那邊露營

的人很多，如果我們這裡匝道下來吃飯的話比較多，所以還是有差。所以我們在想要把這裡

的地景藝術文化把它做起來，我現在跟鄉長在研究，浪漫台三線的經費如果撥一些給我們的

話，我把整個停車場改造起來。像我上個禮拜辦好客好約的活動，那是台三線的經費，獅潭

鄉我辦一場，我覺得他在消化預算，我這場人還多，其他到義民廟、夜市等都沒有人，我是

做室外的，做黃昏音樂會，主要是以客家音樂為主。今年活動中心做起來之後，未來會要規

劃一些藝文的東西，也可以讓一些婚紗攝影的來使用，周邊做一些地景藝術，目前是想要做

成客家跟古早的感覺(Ｃ8)。 

2.  72號東西向快速道路開通後對體驗經濟的衝擊 

假日草莓園老闆表示：「以前 72 號東西向快速道路還沒開通時，人潮多有做擂茶 DIY，快速

道路開通後人潮銳減就沒有作擂茶 DIY，目前沒有提供遊客作 DIY，只有採賣草莓等」(Ｃ

4)。 

 

(三)台 3線的文化地景營造及其在地觀感 

  臺三線與古道有密切的關係：「浪漫台三線最主要能做的是古道，困擾的是如果後年或

沒持續編預算，之後可能就沒有人會維護，古道也有可能再次不見；浪漫台三線最主要能做

的是古道，困擾是如果後年或沒持續編預算，之後可能就沒有人會維護，古道也有可能再次

不見」(Ｂ2)。 

「就整個台 3 線而言，獅潭鄉七個村都被台 3 線所貫穿，可以說是以台 3 線為中脈主軸來往

來發展的典型鄉村，但是受到土地開發限制、人口老化的影響(獅潭鄉為全臺灣高齡化人口

比例最高的鄉村，因此如何吸引年輕人到獅潭推動在地產業，促進在地活力，是發展的重點

之一)(A3)。 

公部門對臺三線的執行現況之在地觀感 

1.形成多頭馬車的現象，欠缺系統化整合 

「(浪漫臺三線的計劃)目前是鄉公所在執行，我們不知道在規劃什麼，知道有客委會、公路

局、水保局等單位，最近在一些地方在做綠美化，像在錫隘隧道出來與台三線路口等，獅潭

是蛋黃區，目前浪漫臺三線現處於多頭馬車狀況，有很多相關單位規畫與相互協調配合的問

題及很多鄉鎮都要爭取相關建設或經費挹注狀況，縣政府也有訓練整體規劃師等。鄉公所近

期都有召集相關單位開會」(Ａ2)。 

2.中央與地方的整合協調仍有待加強 

「認知上是這是總統的政見或施政之一，新政府上任後前前後後有好幾批的人來到這裡，當

中也有包含客委會的人，在新政府還未上任之前就已經有處長帶隊先行調查，調查地方上可

以做為浪漫台三線的點和內容等等…上任之後也有一個規劃團隊類似設計公司之類的，好像

也是受客委會委託來調查過。(獅潭鄉是全台唯一台三線貫穿所有村的鄉鎮)後來公部門縣政

府邀集與台三線有相關的鄉鎮的代表開會，某些施作類的是屬於縣政府，某一些才下放到鄉

鎮市公所，但能夠留給鄉鎮市公所做的已經不多了，目前是山林古道的調查及綠美化植栽這

2 項。山林古道的調查研究是包含獅潭鄉所有的山林古道，最近已完成成果報告，之後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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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有別的，但還沒進行到那個階段，目前就是這些」(Ａ1)。 

3.停留在規劃階段，應重視且符合地方需求，並在執行面多作融入在地客家風情的人文地景，

並有利於在地產業的銷售 

「地方比較熟悉地方的發展及產業，是不是中央不夠熟悉地方現況及需求，而作出來的計畫

跟地方上有明顯落差。是不是有政治考量，台三線跟公館沒有直接關係，鄰近的鄉鎮分食規

劃的經費，主軸應該將台三線主線做好之後，再來講週邊。…目前浪漫臺三線剛開始，沒有

感覺到很強烈，跟當初的憧憬不一樣，希望能在台 3 線的獅潭鄉每一個村都有規劃到，開完

會結果若差很大，設了多門檻，鄉能做的就有限。目前遊客假日大部分到獅潭觀光，吃喝玩

樂都會集中新店村這個範圍，這附近有老街、古道、仙山及公園等，行政中心也在這裡，我

們想要集中火力，把這裡規劃呈報，結果也沒這個項目，我們想要上面沒給。古道修復尚能

符合目前需求，但是綠美化植栽方面，要我們找一片約 2 公頃以上大的土地種植綠美化植物，

執行很困難且有點不切實際，原因是獅潭鄉平坦土地非常有限，上面規劃的計畫地方根本就

無法執行，也不是地方想要的，造成上級與地方規劃需求不一樣。縣府所做的部分屬於跨鄉

部分的計畫。總統口號浪漫台三線，底下相關中央政府單位朝這個方向去作，可是沒有真正

很完善的標準去規劃，譬如說我們參照德國的有一條中世紀風情的浪漫大道方式去規劃屬於

我們自己客家風情的浪漫台三線，地方上大家還是不知道要如何去執行，後來有一個規劃團

隊來對地方做簡報，是以茶葉為主軸，在帶動發展周邊的農特產品，直到現在沒有進一步消

息」(A1)。 

在地業者對臺三線的執行現況觀感，強調必須紮根經營，有助於強化在地產業品質與在

地品牌，不要流於不實際的政治口號或紙上談兵，目前雖然看不出成效，但是應有具體有效

的推動方案，此外，連結台三線的地方提案，亦當考量在地需求考量，予以輔導培育，並造

特色亮點，除了客家風情之外，亦當保存生態棲地的美麗共生，使生態─社會─經濟承載量

皆能平衡改善進展。 

「口號和實際有一段距離，都沒有看到及感受到任何動作」(Ｃ4)。 

「當然大家現在看也都還沒有什麼成效，不知道未來會如何」(Ｃ9)。 

「目前整體規劃是還沒有出來，我有邀請去開會 2-3 次，最近要到鄉公所辦理的解說員訓練

上課，主要因應浪漫台三線及觀光推動，個人認為上課應該要朝向怎麼去經營去講，不要都

在講別人已經成功的案例，要告訴我們如何走到成功的過程，要吸收別人怎麼起步，一步一

步怎麼走，希望從紮根做起，這個在地產業如何行銷出去，做餐廳或休閒農業等等也好，要

有基本的東西，吸引客人，這種東西要把它找出來，對在地的產業才有幫助」(Ｃ2)。 

「對我來說這邊得觀光其實是沒有，因為台三線幾乎沒有什麼地方可以休息，那時候台三線

就我們這家，也沒有便利商店和其他店家，所以遊客都會進來休息，店家少名氣不夠。之前

還沒有浪漫台三線的時候政府就有在推，之前有推課程去上，有去聽他說但是後來覺得只是

紙上談兵，都沒有真正去做」(Ｃ5)。 

「浪漫台三線的計劃在這邊沒有通過，如果有通過會對獅潭很有幫助，之前有提案一個但沒

有過，所以對這邊的產業就沒幫助了」(Ｃ1)。 

「針對浪漫台三線，覺得是走回頭路，沒有做得紮實很多都沒辦法做，獅潭的宗教、文化、

生態都很好，但是還沒發展，但是不急，我認為準備好隨時都有機會，重點是要有特色；這

兩年大家都有緊覺到馬路如虎口，那這邊又是台三線，平常野生動物是沒有分假日平日的，

所以往往車禍的機率是在假日，所以我們路上都有做當心動物、貓頭鷹的標示，也是我們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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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畫的，但是鄉公所等單位應該都可以做更多，讓大家知道這邊生態豐富，多設立一些當心

動物、關懷動物的標示，或是慢行，讓遊客更要多注意，盡量整個環境都要改善，不要有農

藥，讓動物也能在這邊和平的相處，因為也不需要別的什麼特別的造型。現在遊客量太多也

不好，會破壞，所以我們也有控管遊客量」(Ｃ3)。 

 

六、產業興衰、老年化、人口減少與世代傳承與斷層的問題分析 

除了水源保護區的客觀環境發展的條件限制外，人口外移，年輕人外流，也是造成地方

發展的阻礙： 

劉前副議長表示：「以前日據時代這裡很熱鬧，因為那時是香茅油、樟腦油的盛產地，整個

交易的中心都在這裡。其實以前因為沒有台三線的時候，好幾個路的交會點都在這裡，還有

很多(打碳人)那時候有很多旅社讓他們住在這裡，所以以前會很熱鬧的原因，以前獅潭的人

口一萬多人，現在四千多人，我們公民數大概兩千多，不到到三千，像每次投票開票出來不

到三千，所以說政治人物也好、甚麼人物也好，以目前為止獅潭鄉大概就是我當過副議長，

四、五十年前曾經有過省議員。以外移的人口來講，如果住在這裡，要有更高職位大概就很

難了，因為你本身要選一個更高職位就選不出來了，沒有辦法跟人家競爭。以後鄉就不知道

會不會被廢掉，可能會變成區」(Ｃ8)。 

獅潭鄉農會黃總幹事表示：「農業的限制有可用農作土地原本就少，加上地很多是在山坡，

需要年輕力壯的農夫，農地就算是沒使用的，地主也不願意出租，他們通常是老人家，生怕

出租土地就沒有了，種種因素也限制農業產品的發展。農業的政策及現況影響到地方發展及

產業發展，加上人口老化特別嚴重，明德水庫上游上坡地保育區，總人口數約 4300 人，常

住在獅潭鄉約 2 千多人，幾乎為了農保的關係戶籍不得不在獅潭，幾乎是老人家年輕人大多

在外地，獅潭的產業面來講，在 18 個鄉鎮中競爭力比較低，觀光事業方面也做了很久，比

不過大湖業績。」(Ａ2) 

獅潭鄉公所主任秘書表示：「本鄉山多田少、人口外移，客家農村農業鄉鎮，以前做農，現

在是工商業社會，現在年輕人沒辦法得到工作保障，大家都往外地跑，造成農業的衰退，人

口不斷的外移及其他的因素；針對年輕人回鄉的部分，如果以現在的行態目前沒有辦法改變，

以現在沒有任何措施，會回來的就是失業或是受傷，現在只能做出重點，打造好讓遊客來，

商機來了年輕人自然會回來，創業等等，或是農業要有好的發展，例如種薑，有好的價格，

賺的比外面工作好就會有更多年輕人回來，所以年輕人要回來就是要有商機的條件」(A1) 

 (Ａ1)。 

文史工作者古老師表示：「獅潭鄉的產業困難的地方是在於第一點土地少，保安林較多，還

有水源區限制開發及人口老化。年輕人都在外地工作，人口老化造成田地現在都種花種草，

因為我們都不可能去種田了，所以將來可能就只能租給都市人，有空就可以來種，平常付錢

請這裡的人幫忙維護，像是一日農夫這種。另外就是把街上的舊房子去做一些意象，讓房子

變得很有故事，因為在十年以前這些房子是做生意、有賣布、有商店等，十年後這些人都已

經八十幾歲了，那些人活的也沒有辦法做生意了，所以現在看到的剩下在賣雜貨的及理髮廳，

他們是從民國五十幾年到現在還在的店家。其他早期那些店幾乎都沒了，現在看到的都不是

早期做的」(Ｂ2)。 

「年輕人都跑光了，假日回來團聚。台灣最長壽的鄉之一獅潭鄉」(Ｂ1) 「沒辦法，平常真

的沒人，像紙湖農場假日有噱頭或活動才會有人潮，像作吃的仙山仙草，暑假就比較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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暑假期間一過，只剩假日人比較多平常就很少人(Ａ2)。 

有些特色產業相對較辛苦，加上現代是數位科技時代，年輕人不見得有意願傳承延續，

「現在是 AI的時代，漸漸被機器人取代。又如蠶業也是很難發展，很辛苦的行業，年輕人

不願意投入，獅潭唯一的蠶業涂老闆，如果他的兒子沒有繼續接的話，到他那裏就斷了，目

前產量很少，也以教育性質並行」(Ａ2)。 

也有在地傳統特色產業有下一代的傳承銜接，保存千年技藝文化，維持高品質的風格品

牌，例如蠶產業即有下一代的傳人願意承擔經營，泉明蠶寶寶生態園區老闆說：「未來我兒

子會接我的事業，我有時候做這些三天都沒睡覺，今天帶兩個人去改良場說要養蠶，他們不

會的技術，我們會去教，我就是要把這些技術留在台灣。大陸的品質以前沒有這麼好，但是

便宜，當初沒有想到超短路走，可以就可以、不能就不能的觀念，我小學沒有畢業，為甚麼

我的眼光會放這麼遠，我為甚麼敢這樣創業，我寧願餓死，也不願把這幾千年的技術廢掉，

我就是要把這個產業留下來。每個行業沒有使命感怎麼撐，撐不行就丟，可是我就不丟，很

多人問我為甚麼我要做到這樣。我不私心，會僅我所能傳承，好的東西不怕沒有人買，高端

的客戶很多，訂了很久才可以拿到我的被子，但是他們願意等，因為他們肯定我的東西。小

小的老百姓不能跟大公司拚，但是可以拚品質，眼光如果沒有放很遠，就不能做出這些東西」

(Ｃ2)。 

然而茶壽就面臨技藝斷層、沒有年輕人願意學習的問題，主要的勞動付出比其它行業辛

苦，收入不穩定，價格很難提升，如此更難吸引年輕人投入此項具有客家文化故事的文創技

藝，汶水茶壽工作坊劉老師表示：「現在沒有人要做這個茶壽了，太累了手又要很有力，做

久了還會變形，所以沒有年輕人要接，能可都去上班，那我還有能力就繼續做，雖然年紀大

了，但是能做就做，有時間就一直做，都沒有什麼工本費，賺一點而已，當然更沒有年輕人

要做，賣太貴又沒人要買」(Ｃ7)。 

至於特色創意產意產業的傳承經營，仙山仙草陳老闆表示：「主要的想法是讓未來有興

趣的來接手，不會特別逼小孩要接，只要是你有興趣就好，因為這樣才會做得好，沒興趣也

不見得做得好」(Ｃ5)。 

如果產銷價格好，還是能吸引年輕人回鄉經營，例如草莓就是還能吸引較多年輕人的在

地產業：「目前草莓農業產業有比較多年輕族群投入，因為草莓單價高，可以賣到好價錢，

相對收入就好」(Ａ2)。 

即使有產業價值鏈的改善機制，但是沒有年輕人的投入，勞力短缺，也不能有所發展，

任何組織機構都一樣，農會也不例外，縠倉與相關農會業務，仍然會受到人口數下降所帶來

的負面衝擊，獅潭鄉農會黃總幹事表示：「希望穀倉完成後，能一起帶動獅潭老街，讓老街

熱鬧起來，如果要開發新的產業，需要很多的資金，獅潭鄉農會沒有多的錢投入，目前有苗

栗縣唯一合法的竹筍加工廠，產品有 QR-Code 條碼可追溯來源，還有繼續推展桶柑及草莓。

推廣任何產業如果沒有任何新血加入，也是等於零，農業靠天吃飯，農會能穩定就好。中央

政府對農會並不重視，都以行政體系為主，對基層的執行及掌握就沒有農會好。很多人戶籍

在獅潭，因為小孩子教育或嫁到外地工作在這等因素，住在外鄉鎮，工作以通勤。人口數下

降，沒有商業行為等趨勢下，未來 10 年獅潭鄉農會不知道是否還存在。所以要在發展甚麼，

都很困難，假設要借 1000 萬發展產業，萬一虧損怎麼辦呢？」(Ａ2) 

年輕人擔任在地產業的整合平臺經營者角色，是促進帶動地方產業活力的推手，然而目

前仍然有所不足，願意參與整合的店家仍然很少，效益仍然尚未發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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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譬如說你來民宿你可以去泡湯、去採果、去品嚐美食，整個包套行程看多少錢大家在分一

分，包套行程的話才可以留得住客人。來的話不管好壞都有到涉入進去了。就是要需要有人

做整合。宜蘭有一個社區很厲害，因為人口外移很多，有一個年輕人去整理問社區的房間還

有幾個空房，整合出去在網路上租別人，這樣不但可以讓老人家有收入，也可以賺錢。我們

有一個規劃是說假日的時候，由公部門負責提供桌子、椅子，座位都在前面，端在馬路中間，

每一家端出一樣菜來招待，空房也可以提供出來讓民眾住宿，這裡也可以泡溫泉。可是很難

配合，因為想配合的人員很少」(Ｃ8)。 

店家各自獨立經營、單打獨鬥，沒有合作機制，協作機制尚未建立，加上又欠缺年輕人

的參與推動，效果仍然不彰，仙山仙草陳老闆指出：「從小到大看獅潭街上的店家，一家一

家開，我覺得大家都是靠自己努力，相關單位都不太會合作，主要是竹筍、柑橘，其他後來

的電是後來才來，像我們的是仙草，那仙草怎麼會比過關西仙草，他們有農會、產銷班，但

我們這邊都沒有，而且他們很多種在平地，還有很多年輕人幫忙，但我們這邊沒有，我們都

是老人在種，年輕人都出去了，幾乎都是老人家。我們自己有觀光產銷班，觀光協會，是我

們自己合作的，但這個團體有幾家已經倒掉了，整個協會我覺得也沒什麼做用。」(Ｃ5) 

年輕人的創意經營理念，在付諸行動時，往往遇到現實的土地與資金問題，加上老人保

守的性格，不容易爭取認同支持，仙山仙草陳老闆表示：「之前也有想要做 DIY 或是展示館，

但是來就是資金跟土地的事情就沒有辦法繼續完成，主要就是地的問題，這邊大多還是老人

多，相對保守，要買是買不到，只有租的，所以就沒有辦法做。」(Ｃ5) 

 

七、結論 

就研究探討的面向，整合上述的分析，可以綜合簡述重要發現如下： 

(一)在客家元素、產業鏈結與空間意象的交融運用方面 

客家元素的認知理念與加入產品包裝或者融入成為文化地景，可以歸納幾項要點： 

1. 與客家在地食衣住行生活經驗的空間文物，不必強化命名或辨別比較差異，自然本身即

是客家元素。 

2. 建構強化的客家符號─桐花加上在地特色產業─草莓柑橘，形成客家在地元素。 

3. 客家硬頸的堅持與技術創新的研發即是客家元素，不必刻意強化包裝上的融入客家意象

或美化裝飾，商品的品質最重要。 

4. 將消費空間融入客家元素還是不夠，最好還能有客家語言使用交流的情境氛圍，但是消

費者不見得聽得懂，也不見得能接受。 

5. 客家人聚集的地方，本身就有客家元素，「客家元素」的提出，大多由公部門要求，但是

界定太籠統，沒有刻意強化結合。 

6. 客家聚落原始素樸的風格品味，本身即是客家元素，不必要過多的修飾打造，不必要過

多的創意形塑，否則可能增加各自表述的差異紛紜。 

至於影響客家元素保存的衝擊，大致有如下幾點： 

1. 社會變遷導致傳統客家聚落人文地景與農村生產生活難以維持。 

2. 公部門委託外包的廠商不了解在地文化風格，反而形成「建設性的破壞」，營建結果，不

符合在地居民需求，也破壞原來的人文地景，難以復原呈現本來面貌。 

(二) 在地故事、文化地景與文化行銷 

 綜合以上的研究發現，可以呈現在地生活經驗、凝現集體記憶、獨特人文生態的文化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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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包括： 

1. 在生活世界當中，往來古道的奉茶文化 

2. 閒置空間的保持與活化利用：庄長宿舍、村史博物館、圖書館及文化會館、農會穀倉…

等 

3. 傳統在地人文生態地景：鹽水頭、弘法院旁邊的糯米橋、義民廟、豬皮伯公、12座伯公

集中在一伯公廟、新鳳橋。 

4. 族群連結的空間意象與文化地景「黃南球石雕像」：獅潭鄉雖然以客家人佔多數，但是其

中也有原住民，主要是賽夏族，在空間營造的意象呈現，不能只偏重客家人，也應注意

原住民的感受，不要因為空間營造的意象，挑起族群之間不好的傳統記憶，或者忽視同

一土地內的多元族群共同生活的事實。 

5. 教堂與馬偕博士的傳說故事及其人文地景：馬偕在 1874年 5月 11日從新港進入山區

「番界」-獅潭的原住民部落，現在獅潭鄉農會供銷部倉儲用地，曾是馬偕傳教的木造禮

拜堂所在地，馬偕也在鄉內劉安都弟子家中龍眼樹為居民拔牙，劉安都是當時獅潭地主，

也是獅潭第一個信主的人。 

6. 特殊事件形成的地景：獅潭斷層與關刀山大地震的石柱紀念碑 

客家目前獨有經營的產業與生活故事行銷，其中以養蠶生態文化保存與創新，最具特色；

此外，在地人文生態地景的解說導覽與協作平臺的建構，乃是重要發展重點；然而體驗空間

與旅遊景點的打造串連，如果不能吸引遊客或者遊客量太少，也會失去其價值而閒置，閒置

加上串連景點無法形成整合平臺，又將使遊客量更減，形成負向循環。 

 

(三) 客家足跡的人文地景營造：古道與臺三線的空間效益與執行策略分析 

 古道與山徑水系所形塑的生活空間與客家足跡的保存與活化，是其中重要議題，古道是

社會生活記憶拼圖的場域，也是產業交易移動構圖的空間；古道與水系交織，形成客庄連結

的動線，也是形成客家聚落的人文地景；古道具有觀光、文化、休閒等價值，古道維護應當

保存原來地貌的重要性；然而古道凝現客家足跡與往來身影，應注意傳統工法的設施，不能

用現今的修步道或建築方式來修築，否則會失去古道風味，當然也要考量安全因素。 

 此外，交通影響在地產業的興衰，例如汶水老街如果沒有接台三線的話，就會變成布袋

地型，遊客會很少進來；福基及出礦坑本來很熱鬧的地方，因為東西向道路一開通之後就沒

落蕭條許多。 

 至於台 3線的文化地景營造及其在地觀感的調查分析，地方公部門對臺三線的執行現況

之在地觀感，包括：形成多頭馬車的現象，欠缺系統化整合；中央與地方的整合協調仍有待

加強；停留在規劃階段，應重視且符合地方需求，並在執行面多作融入在地客家風情的人文

地景，並有利於在地產業的銷售。在地業者對臺三線的執行現況觀感，強調必須紮根經營，

有助於強化在地產業品質與在地品牌，不要流於不實際的政治口號或紙上談兵，目前雖然看

不出成效，但是應有具體有效的推動方案，此外，連結台三線的地方提案，亦當考量在地需

求考量，予以輔導培育，並造特色亮點，除了客家風情之外，亦當保存生態棲地的美麗共生，

使生態─社會─經濟承載量皆能平衡改善進展。 

 

(四) 產業興衰、老年化、人口減少與世代傳承與斷層的問題 

 除了水源保護區的客觀環境發展的條件限制外，人口外移，年輕人外流，也是造成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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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的阻礙；有些特色產業相對較辛苦，加上現代是數位科技時代，年輕人不見得有意願傳

承延續，然而也有在地傳統特色產業有下一代的傳承銜接，保存千年技藝文化，維持高品質

的風格品牌，例如蠶產業即有下一代的傳人願意承擔經營；茶壽就面臨技藝斷層、沒有年輕

人願意學習的問題，主要的勞動付出比其它行業辛苦，收入不穩定，價格很難提升，如此更

難吸引年輕人投入此項具有客家文化故事的文創技藝；如果產銷價格好，還是能吸引年輕人

回鄉經營，例如草莓就是還能吸引較多年輕人的在地產業。 

 即使有產業價值鏈的改善機制，但是沒有年輕人的投入，勞力短缺，也不能有所發展，

任何組織機構都一樣，農會也不例外，縠倉與相關農會業務，仍然會受到人口數下降所帶來

的負面衝擊；年輕人擔任在地產業的整合平臺經營者角色，是促進帶動地方產業活力的推手，

然而目前仍然有所不足，願意參與整合的店家仍然很少，效益仍然尚未發揮；店家各自獨立

經營、單打獨鬥，沒有合作機制，協作機制尚未建立，加上又欠缺年輕人的參與推動，效果

仍然不彰；年輕人的創意經營理念，在付諸行動時，往往遇到現實的土地與資金問題，加上

老人保守的性格，不容易爭取認同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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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附表 1：受訪者資料一覽表 

類別 單位職稱 姓名 

Ａ公部門 

Ａ1獅潭鄉公所 主任秘書 王先生 

Ａ2獅潭鄉農會 總幹事 黃先生 

A 3獅潭鄉公所 鄉長 謝女士 

B文史工作者 

Ｂ1獅潭鄉新店村 老村長 林先生 

Ｂ2文史工作者 老師 古先生 

Ｂ3藍色小屋 經營者 李先生 

Ｃ產業經營者 

Ｃ1源笙竹炭工廠 

源笙竹炭竹業園區  老闆 范先生 

Ｃ2泉明蠶寶寶生態園區 老闆  涂先生 

Ｃ3咕咕嚕博士貓頭鷹之家 經營者 范先生 

Ｃ4假日草莓園 老闆 劉先生 

Ｃ5仙山仙草 老闆 陳先生 

Ｃ6竹雕編 老師 黃先生 

Ｃ7汶水茶壽工作坊 老師 劉女士 

Ｃ8全展客家美食餐廳 經營者 劉女士 

Ｃ9霖園民宿(向陽坪柑橘農場)老

闆 
謝先生 

註：A2農會雖然是名目為民間團體，但是代理公部門執行許多委辦事務，可視為公部門代理機構。 

 

附錄二：訪談問卷 

公部門   

1-1獅潭鄉文化發展的定位與方向為何？ 

1-2獅潭鄉觀光發展的定位與方向為何？ 

1-3獅潭鄉產業發展的定位與方向為何？ 

1-4現在政府在推行的浪漫臺三線的計劃，與以上三項定位與發展有無符合或不同？ 

1-5鄉公所要如何整合規劃才能達到期望目標? 

2-1有沒有獅潭鄉各地方景觀(例如：建築、遺址、文物、古道、展示館等)分佈現況的相關

資料，可供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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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這些地方景觀是否具有客家意涵? 

2-3有沒有掌握或知悉哪些人或長者對獅潭鄉在地文化景觀在這方面領域非常了解的？ 

2-4各地方景觀和客家意象結合後有沒有助於文化含義深化或產生觀光效益。 

2-5獅潭鄉很多古道具有歷史文化意義，請問目前這些古道有沒有維護？  

2-6如果都沒有維護的古道，未來要不要實施評估的發展的可能性？ 

2-7請問會不會規劃和發展成具觀光、文化、休閒等方向價值的古道？ 

2-8有沒有哪些地方景觀是默默無聞，但具有發展潛力？ 

3-1有沒有獅潭鄉各地方傳統及現代產業(例如：蠶絲、樟腦、草莓、紙廠、農場、民宿等)

分佈現況的相關資料，可供參考？ 

3-2有沒有掌握或知悉哪些人對獅潭鄉傳統及現代產業在這方面領域非常了解熟悉的？ 

3-3是否有與當地的產業、經營業著有相關合作？ 

3-4過去針對各特色產業和文史工作著的耆老及長輩會不會一起參與地方活動？ 

3-5產業和客家意象結合後有沒有幫助產業升級及銷量？ 

3-6有沒有個平台或場所讓特色產業去發展和行銷？ 

3-7有沒有主辦或結合其他活動共同辦理具客家意象在地產業行銷相關活動？ 

4-1有沒有哪些地方老人和社區參與具有在地文化等相關活動？ 

4-2各村的社區活動中心有辦理過哪些類型的活動？ 

4-3是民眾自發的還是公部門辦理的？ 

4-4舉行活動的時間頻率為何？ 

4-5有沒有哪些社區有做社區營造的？是否結合當地文化？有沒有連結產業?  

5-1對於獅潭的歷史故事、人物傳記、家族落地發展等等有沒有個展示場所？ 

5-2目前有沒有做讓客家文化地景的計劃或相關作為？ 

例如：景觀好、社區環境有營造 

5-3如果沒有的話，未來有沒有想要做這方面的計劃？且是能夠和地方產業連結？ 

6 主要吸引觀光客的是產業還是景觀？ 

 

產業經營者(仙山仙草、蠶絲、豬膽肝、茶壽) 

對於浪漫臺三線的計劃有沒有什麼看法？ 

主要有哪些元素是和客家最有關係的？ 

店面、街道、附近景觀跟客家意象結合有沒有結合？ 

結合後有沒有更大的幫助？ 

期望有什麼客家的意象加入？ 

對於在地的空間景觀怎麼做會有幫助？ 

附近有哪些景點對你們有幫助？ 

可以幫你們介紹商品？增加行銷？ 

空間擺設運用什麼特色展現？ 

目前經營有沒有遇到什麼困難？ 

例：沒有人接手傳承？缺乏人力？ 

目前最需要協助的問題是什麼？ 

未來要如何傳承？傳承中客家元素有沒有加分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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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沒有想要運用空間或是景觀讓遊客、社區居民能夠做 DIY？ 

或是展示、擺放商品？ 

對於在地的景觀要如何執行才會對您的產業更有幫助？ 

例：地點、空間需求、條件有什麼？ 

希望景觀設計能融入什麼客家文化？ 

 

文史工作者、社團 

對於浪漫臺三線的計劃有沒有什麼看法？ 

以目前的現況，針對未來客家文化的地方景觀有沒有需要活化？贊不贊成？想法為何？ 

1-1古道從過去到現在有沒有什麼變化？ 

1-2會希望未來能有什麼轉變？ 

2-1溪流景觀從過去到現在有沒有什麼變化？ 

2-2會希望未來能有什麼轉變？ 

現在有營造了哪些景觀？ 

各大景觀、建築、道路等所融入的客家元素效果如何？ 

有沒有知道哪個建築空間是閒置的？ 

針對各點，對於閒置的空間希望未來如何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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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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計畫名稱

子計畫10：苗栗臺三線地區茶陶產業資源調查分析暨產業輔導策略之

研究 

執 行 單 位：國立聯合大學 

計畫主持人：劉煥雲  副教授 

聯 絡 電 話： 

聯 絡 傳 真：

電 子 信 箱： 

日 期：中華民國106年11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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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前言： 

當前臺灣社會發展趨勢，人人注重心靈成長，追求有品味的休閒生活，也

追求產業發展與深度的文化旅遊觀光。因此，如何規劃具有文化觀光功能又能

行銷地方文化產業的深度主題體驗旅遊路線，結合當前發展文化產業概念，讓

文化觀光與文化產業連結起來，一方面行銷地方文化產業之美，一方面又引人

潮，帶來錢潮，促進地方繁榮發展，此乃是地方政府謀求發展首要思考的問題。

苗栗縣臺三線沿途為客家族群分佈密集之地，從北到南的沿路鄉鎮，產業與族

群文化至為豐富，保有各種客家傳統產業風情及文化節慶及客家族群與賽夏及

泰雅族群混合的文化資源。若能以茶陶文化為主軸，進行沿線各鄉鎮產業資源

調查分析，進而整合沿線人、文、地、景、產等要素，研擬產業輔導策略，並

推動套裝旅遊行程，以觀光產業來帶動周邊多元文化產業發展，將沿線打造成

為具有客家風情的浪漫大道(Romantische Strasse)、或客家浪漫大道(Hakka 

Romantic Avanue)臺三線，北可接新竹縣以南的「大隘生活圈」與「大隘聯庄」

文化產業地圖，南可連接大臺中市。因此，本研究以客家文化永續發展為目標，

以茶陶文化產業為主軸，以苗栗臺三線為場域，透過資源調查分析暨構思產業

輔導策略，整合苗栗臺三線沿線的人文歷史、藝術文化、自然環境、景觀風貌、

地方產業等資源，挖掘以客家文化為主題之永續共生環境，打造苗栗縣臺三線

沿線之遊憩亮點與客家景點，也建構苗栗臺三線地區深度茶陶文化產業體驗旅

遊行程，發揮文化觀光的功能，為地方帶來人潮與錢潮，傳播具客家特色的文

化產業。 

關鍵字：臺三線、文化產業、客家浪漫大道、茶陶文化、產業資源調查。 

貳、執行情形： 

一、計畫之執行概況： 

 計畫為總計畫「臺三線上貓裏客家人文地產景之推展策略研究」其中之子計

畫之一，子計畫名稱為「苗栗臺三線地區茶陶產業資源調查分析暨產業輔導策

略之研究」，旨在對苗栗臺三線場域，先完成茶陶產業資源調查分析，進而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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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資源調查分析暨構思產業輔導策略，整合苗栗臺三線沿線的人文歷史、藝術

文化、自然環境、景觀風貌、地方產業等資源，建構以客家茶陶文化為主題之

永續共生環境，打造苗栗縣臺三線沿線之遊憩亮點與客家景點，也研擬苗栗臺

三線地區深度茶陶文化產業輔導策略及建構體驗旅遊行程，發揮文化觀光的功

能，為地方帶來人潮與錢潮。 

  本計畫旨在符應客家委員會所進行｢形塑客庄文化產經廊道」之計畫，推動

客家地區群聚產業跨域創新服務。透過苗栗臺三線地區茶陶產業資源調查分析

暨建構茶陶產業輔導策略，進而規劃臺三線客家慢活廊道，以三灣、頭份、頭

屋、造橋、南庄、獅潭、大湖、卓蘭等沿臺三線8個鄉鎮，擬定「苗栗縣客家

茶產業振興計畫」，整合臺三線沿路之相關產業，透過資源整合與跨域串聯，

安排成一個有文化觀光意義的茶陶文化旅遊觀光路線，使觀光客在旅遊路線中

可以滿足。同時在茶陶產業輔導策略方面，像三灣大碗茶業者推動茶文化和陶

藝結合有成，可以加強行銷，共創苗栗茶陶之鄉的美名；在茶陶結合，材質、

重量和運輸成本方面，官方必須有其產業輔導策略，一方面爭取業者之認同和

支持，讓苗栗地區的茶討產業發展與文化觀光觀光遊程盡得彰顯，提升專業的

經營能力和服務品質，以促進與提升地方文化產業。 

二、預算支用情形： 

  本計畫之經費運用，大都按照原定經費編列執行。 

參、檢討與建議： 

一、成果效益： 

苗栗縣人口約56萬人左右，除了生態資源豐富、地脈景觀秀麗之外，苗栗亦

具有許多傳統產業，包括：樟腦、香茅、漆樹、木炭、木雕、藺草編織、陶業、

蠶業、紅棗、福菜、礦業…等，在臺灣皆具有重要的地位。苗栗地區如何發展

文化產業，並結合文化觀光，發揮地區發展觀光休閒的潛力，以文化加值觀光，

以觀光加持文化，產生互輔共生的推動策略，乃是重要發展議題。透過茶文化

為主軸，進行苗栗臺三線沿線各鄉鎮產業資源調查分析，進而整合沿線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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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景、產等要素，研擬出業輔導策略，並推動套裝旅遊行程，以觀光產業來

帶動周邊多元文化產業發展，將苗栗臺三縣打造為具有客家風情的浪漫大道

(Romantische Strasse)、或客家浪漫大道(Hakka Romantic Avanue)臺三線，北可

接新竹縣以南的「大隘生活圈」與「大隘聯庄」文化產業地圖，南可連接大臺

中市。 

二、與原訂計畫之落差及原因分析： 

（１）本計畫之執行，大致上沒有遭遇的困難，只是因屬一年期計畫，

期程比較短，研究時間較匆促，需要克服。 

（２） 未來應結合茶陶產業發展趨勢，加強產業整合與研究。 

三、建議事項： 

（１）苗栗縣客家地區茶陶發展潛力雄厚，未來可對具潛力的商家提出

具體輔導策略，協助地方規劃與發展茶陶文化旅遊行程規劃。 

（２）官方可繼續針對苗栗縣臺三線沿線鄉鎮，與茶產業或農特產品相

關之茶園、製茶工廠、茶亭、茶路、茶人…等或其他與客家特色物產相關之人、

文、地、產、景資料，繼續進行資源盤點與整合，建構相關發展策略。 

 (3 )  臺三縣沿路各鄉鎮可以進行各自區域內沿線資源盤點、進行各鄉內

生活區域有生活意象之空間整頓規劃、整體改善區域內人行動線（如騎樓、人

行道或人行空間綠化），結合其他節慶活動，打造｢客家振興」主題意象、營造

區域內重要形象街區之改善，包含傳統街屋維護、道路鋪面、排水改善；建置

區域內閒置空間之利用及輔導設置特色產業營業據點、建構區域內優質客家文

化及文創產業觀光環境。 

四、結論： 

 可以結合臺三線之陶瓷產業，進行茶之器生產與販售計畫，進行開發茶道與

茶藝周邊商品之容器等特色商品開發。苗栗許多地區由於茶文化之盛行，可以

繼續發展陶瓷茶具產業，不僅內銷，甚且銷售到國外。臺灣客家地區許多陶瓷

業，也可以生產陶瓷茶具，增加收入，把文化資源作整合包裝，讓觀光活動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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昇文化認同，而文化認同促進觀光發展，也讓「文化引導觀光，觀光充實文

化」。 

肆、研究成果全文： 

壹、臺灣客家臺三線地區的茶產業 

    臺灣客家臺三線桃竹苗地區產茶，可追溯於大陸原鄉的客家地區，如贛

南、閩西或粵東等地，客家人都種有廣大面積的茶樹，茶葉產值與輸出量更是

許多客家茶農賴以為生的重要經濟作物。清代道光七年間，有魏阿義者自廣東

省將茶樹帶來苗栗地區種植，當時栽植成績甚佳，茶農皆喜栽種，而由此傳植

各處，綿延迄於今日。 苗栗縣後龍溪流域的內山交界地區，也是茶葉與為樟

腦重要產區，苗栗獅潭素有「紅毛館」的地名，就是西洋茶商收購樟腦、茶葉

的遺跡。  

    由於臺灣茶、樟腦的生產，使客家地區桃竹苗等山區，大舉開發。 此

後，桃、竹、苗等客家地區內山的茶葉與樟腦，成為主要的貿易商品，吸引了

更多的客家人到內山開墾種茶。吳德亮在《客鄉找茶》書中，定義了「客家

茶」，認為客家人居住地區所種植的茶與客家人研發或獨創的茶品，都是客家

茶。客家人研發成功或獨創的茶產品，有客家酸柑茶、柚子茶、膨風茶（又稱

白毫烏龍、椪風茶、東方美人、冰風茶、煙風茶、椪風茶、五色茶、番庄烏

龍）、柚香茶等。  

    臺灣在日據時代，當時臺灣茶葉在日政府控制之下，增設茶葉會社、組合

及茶葉共同販賣所等，日本政府非常重視茶葉之生產，除獎勵栽培、改良產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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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術外，也推動茶葉試驗、改良的工作，增設茶樹試驗場，另外還推廣運用機

械製茶，並以政治力量控制全臺茶葉之產銷。自日據時期開始，臺灣外銷茶即

利用中、下級混合高級茶來提高品質，以打開銷路。1930年帶，全球經濟蕭

條，茶葉價格暴跌。當時爪哇、印度與錫蘭等地所生產之紅茶，因生產過剩而

協定限產，且實施出口限制，加上各國採用保護政策，提高茶葉之進口關稅，

致使臺灣茶業經營者轉值製紅茶，日本政乃全力獎勵紅茶之產製。 第二次世

界大戰期間，由於戰爭徵用船隻，使得茶葉輸出失去運送工具，導致臺灣茶葉

滯銷，加上後來美軍轟炸臺灣，茶葉成品更無銷路。當時全臺一百多家茶廠全

部停工，淪為駐屯軍隊的臨時兵營。  

    二戰結束臺灣光復之後，歐美茶市需求迫切，國民政府全力復興臺灣茶

葉，大力推廣茶樹改良與研發，成立了「臺灣茶業公司」，積極重整茶園，修

建茶廠，協助民間恢復茶葉生產，並且開拓外銷北非的綠茶市場。 後來由於

北臺灣客家地區生產的「膨風茶」「又稱為東方美人茶」，受到英國人的歡迎，

被英國人是為珍寶，所以外銷英國的數量逐年增加，給臺灣帶來許多外匯。膨

風茶有一定的生產環境，由於北臺灣丘陵多、雨水充沛，地勢、地質、氣候條

件等，不僅適合一般茶樹的生長，更適合膨風茶之生產，像新竹峨眉到苗栗獅

頭山、老田寮、頭屋一帶，都適合生產膨風茶，使膨風茶在臺灣出口茶葉占有

一席之地，為北臺灣開啟了客家茶產業的康莊大道。 

    當時，放眼臺三線客家村常見的鄉間小路上，都會有一個簡陋的茶寮或茶

亭，放著一個簡單的桌椅或架子，上面寫有「奉茶」兩字的大茶壺與數個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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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提供給路人享用。這種「奉茶」美德，在純樸的客家莊上履見不鮮。這種

茶寮「奉茶」的景觀，可說是客家文化的體現。如前所述，北臺灣桃、竹、苗

丘陵地，多為客家人的開墾之地，故就整體臺灣茶產業來說，客家人在臺灣茶

產業興盛的年代扮演著舉足輕重的角色。 臺灣光復後，客家話中有一句俚語

「茶金茶土茶狗屎」，這句話形容了客家地區茶產業發展的三個階段，茶金時

代是指茶價上揚、茶農獲利豐富的時代；茶土時代是指，因茶量增多、茶市場

價格疲軟，茶價由茶販等買方市場控制與決定的時期，茶農獲利漸薄；而茶狗

屎時代，則是指茶市場低迷時期，茶價下跌，茶農收入不敷成本之時期。范瑞

珍依據此一俚語，分析北埔著名客家茶商姜阿新之茶葉經營狀況，指出「茶金

時期」約1946-1949年代，當時茶市需求恐急，不問茶葉品質之好壞，茶葉供

不應求，茶農茶廠與茶商均霑其利。茶土時期為1950-1957年代，因東南亞地

區茶葉生產旺盛，全球茶市供需量趨於穩定，國際市場價格疲軟，此時臺灣紅

茶產業面臨品質與產量，皆不如印度或東南亞所產的紅茶，臺灣茶葉進入茶土

時期。 

    但是後來因美國與中共關係緊張，影響了中共綠茶之出口，許多國家轉向

臺灣購買，因綠茶價格比紅茶高，也帶動了臺灣茶農的綠茶熱。 而所謂茶狗

屎的說法，是指1980年代左右，因臺灣茶是以外銷為主，生產總量不到世界總

生產力的百分之1.2，茶價格受制於全球茶市場的需求，加上晚近大陸與越南

廉價茶葉的外銷，導致臺灣茶失去外銷市場的競爭能力。  

    臺灣茶業逐漸從外銷轉為內銷後，國內因提倡飲茶嗜好，使得臺灣茶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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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內銷為主的精緻農業發展方向。同時，茶市場逐漸轉向生產高山茶，而桃竹

苗地區地形並不適合生產高山茶業，客家地區茶農發現只賣茶菁給茶販，價格

低落時不敷成本，因此許多茶農改變經營模式，改以自產、自銷的精緻農業經

營模式，買進家庭式製茶機器，自己有能力製茶。 加上臺灣省政府經常舉辦

製茶比賽，選拔臺灣十大茶農或農民，而臺灣興起休閒農業與休閒旅遊風氣，

客家地區出現茶農經營下午茶或民宿品茶的行業。目前思考客家茶文化與茶產

業之發展，除了日常生活及客家飲食文化中，繼續傳承客家飲茶、品茶、喝茶

的習慣與茶禮俗之外，臺灣客家茶產業亦應走向新的文化產業經營模式。 

    臺灣自1950年代以來，客家農村的人口大量的外移，客家人從山邊、農

村，遷徙到都市，與客家故鄉背離，失去了與土地的聯繫，再加上全球化資本

主義在臺灣的發展，也帶來大量摧殘自然面貌與土地，改變、轉化原來的生產

及生活方式。 臺灣客家族群過去從事農牧獵業、林業、礦業的百分比高於閩

南人，即使是一樣從事市場商業活動，客家則偏重在生產製造，閩南偏重在貿

易和販賣。 臺灣客家產業的發展，因為工業化歷程，使得年輕人都往都市發

展而離開農業，造成客家傳統產業的式微。早期客家茶產業的興盛，除了內銷

之外，更重要的是外銷市場。然而，在外銷市場逐漸沒落，再加上茶菁價格不

穩定的情況下，許多茶農為求生存，嘗試由自己生產、自己加工、自己推廣促

銷，或是投入許多心力與資金，建立起專屬自己的製茶廠，企圖因應現實、改

變生存環境。    

    當 WTO開放之後，現有茶農的茶葉生產，再度面臨新一波的衝擊，部分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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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茶農轉作精緻茶葉，在餐飲中推出精緻茶葉製作飲食。不僅如此，許多客家

產品如柑橘、精緻蔬菜、蠶絲、媒、矽砂等產業，或是苗栗大湖之草莓，公館

福菜、柿餅、蠶絲、紅棗等加工業，近年來由於面對市場競爭，茶業生產逐漸

凋零，故逐漸轉型而成為休閒農莊，成為新一代的文化產業。換言之，客家茶

產業作為一文化產業，從早期為求取較高利潤的獲取，而自產自銷，到晚近轉

型為茶餐廳、觀光場所，歷經將農業轉型成為服務業與觀光產業。在轉型過程

當中，客家茶農必須奮鬥以求生存，也必須辛苦付出。這一切都說明客家茶產

業隨著時代的轉變，正在追求新的生存之道，謀求客家茶產業之再振興。 

貳、 當前發展茶產業的前景 

    二十一世紀全球化時代，全球化與本土化的互動性，使得「全球在地化」

（glocalization）和「在地全球化」（loglobalization）的概念產生。以可

口可樂為例，為了能暢銷到全球，可口可樂公司採用在地化的行銷策略，在許

多地方，可樂已被稱為「本土」產品。 可口可樂在臺灣也和天仁茗茶合作，

生產臺灣人容易接受之新型茶飲料，把文化產業化並加上創意，成為文化創意

產業，不僅活化了自己的傳統，讓傳統以新風貌呈現，同時也促進了全球對臺

灣文化的認識。 就客家產業而言，客家產業當然是客家文化重要的內涵，復

興客家文化離不開客家產業的振興。 

    現今，客家茶產業不能像過去一樣，靠勞動，「看天吃飯」，家庭茶工廠已

經沒落，因而少數茶廠轉型為餐廳、或觀光教育場所，是一種因應時代潮流所

進行的文化轉型。文化創意產業不但可以使臺灣的的文化傳統傳承給下一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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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可以促進全世界對臺灣文化的了解。馮文玲指出，發展文創產業必須從生

活文化開始，生活文化中有許多珍貴的傳統遺產。當世界對中國風迷戀的時

候，瑞士的雀巢公司已經在中國設廠生產冷凍點心，許多臺灣食品公司也積極

創新，推出許多令都市人興奮與懷念的傳統品味的食品。 臺灣的茶產業除了

像天仁茗茶生產臺灣人容易接受之新型茶飲料之外，其時還可以發展茶道與茶

藝文化產業。像苗栗獅潭之茶葉生產已經沒落，但是著名的汶水老街，至今仍

在街上的商店販售的典型客家手工藝品「茶壽」，茶壽是一種具有保溫功能的

茶器，裡面可存放茶壺和茶杯，它的質材可用金屬、藤草、藺草、稻草等製

成，其保溫效果可達四、五個小時。這種神奇的茶器，正是典型的客家民俗文

物。茶壽早期在農業生活當中，是為了讓茶壺中的茶水保溫，因而延伸出來的

手工藝副產品，詮釋出客家人將生活工藝與生活材料結合的一種文化產品。   

    臺灣傳統的茶文化裡，最有民俗味道的茶器，就是龍罐、茶碗、茶灶、茶

巢等四種。 其中，茶巢就是客家人的茶壽。現今發展茶文化產業，並不是盲

目的增產茶葉，臺灣已無這種條件。茶葉要作為一個成功的文化創意產業典

範，不在它作為農業生產的面向，而是在其轉變做為文化產業的意義。張宏庸

先生對茶藝的提倡，至今已三十多年，他在1985年成立茶學文學出版社，出版

過《陸羽叢書》六種、《世界茶學譯著叢書》六種，還有許多有關臺灣茶藝歷

史與文化之專書。張宏庸亦曾與劉漢介、吳國棟等諸位先生，以《華夏之美─

茶藝》為藍本，舉辦《中華茶藝展》，並以《中華茶藝類型》為藍本，舉辦

《中華茶藝大觀》，這些活動對臺灣茶文化都以震撼性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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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外，為推展臺灣茶文化，張宏庸還協助規劃臺北縣坪林茶葉博物館的建

構。1999年張宏庸成立「三友茶苑」，專門舉辦融股通今的茶會，以茶會友，

集合當代生活藝術大老來品品茗茶文化，所使用茗茶、茶器、茶泉、茶術、茶

人、茶所、茶食、茶宴都精心設計，將茶文化古學今用，寓義深遠。2002年還

協助漢唐樂府，京「品茶」、「賞花」、「焚香」等三種中國人的生活藝術搬上舞

臺，將生活藝術融入表演藝術，開啟了傳統藝術的新境界。 

    文化與產業是一體之兩面，產業成長的目的是為提昇人民生活品質，文化

發展是為厚植地方產業內涵及提升生活品質。臺灣近幾年來如何發展地方文化

特色，營造適合居住與宜人的客家新文化環境，以及發展客家文化創意產業，

正是客家產業發展的新方向之ㄧ。當觀光產業全球化後，客家茶產業的發展應

該有新的型態，因為臺灣地區的茶產業，客家茶約佔五分之三， 尤其推動客

家餐飲中之茶文化，也是未來發展的方向之一。  

   廖純瑜在〈臺灣客家茶文化的發展與推廣〉乙文中指出，目前臺灣客家茶

鄉與茶產業之分佈如下：  

宜蘭縣 大同、冬山 玉蘭茶、素馨茶 

臺北縣 五寮、有木、插角 綠茶、碧螺春、龍井 

桃園縣 大溪、復興鄉、楊梅、平鎮、龍潭 武嶺茶、梅臺茶、秀才茶、金壺

茶、紅茶、綠茶、龍泉茶、東方美人 

新竹縣 北埔、峨眉鄉、湖口鄉、關西 紅茶、東方美人、烏隆茶、酸柑茶 

苗栗縣 頭份、頭屋、三灣、德明、老田寮 紅茶、包種、東方美人、酸柑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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柚子茶南投縣 國姓鄉、魚池鄉、信義鄉（水里、魚池） 紅茶、埔里烏龍

茶、玉山高山烏龍茶花蓮縣 瑞穗（舞鶴、鶴岡）、富里鄉 天鶴茶（烏龍

茶、白牡丹）、蜜香紅茶、蜜香綠茶、柚香茶、鶴岡紅茶 

臺東縣 鹿野鄉、關山鄉、初鹿、卑南、太麻里 福鹿茶（金萱、翠玉）、紅烏

龍、臺灣普洱沱茶 

宜蘭縣 大同、冬山、礁溪 玉蘭茶、素馨茶、五峰茶 

高雄縣 六龜、美濃 喬木野生茶、單欉佛手 

    從以上得知，臺灣各地幾乎都有客家茶產業，許多客家人投入種茶、製茶

之行列。過去大部份勞苦的客家茶農，處於勞動階級的茶菁供應者，產茶的利

潤，常被中大盤的茶商剝削，導致客家後裔對務農種茶視為畏途。近年來茶產

業的生態，已有重大的改變。客家茶農原來以賣茶菁為主，後來以自製自銷的

經營方式，增加茶的附加價值，到今天則以茶園作為觀光與休閒產業來經營，

將原有的茶園從農業經營轉向為商業經營，又從商業再轉向服務業或觀光業。 

    除了將原有的製茶過程茶葉增加附加價值之外，許多客家茶業家已覺省茶

產業必須配合文化的行銷與精湛的茶藝，才能順應時代朝流。茶農除了學會精

進的製茶技術外，如何把茶精準的泡出其優點，學會茶道禮儀並使用精緻的茶

具，以及創造出一個品茗環境的氛圍美學，是推銷客家的茶產業的不二法。當

然，繼續發展茶葉連鎖店，像天仁、華泰、寶島、農林、金品、極品、自然之

味等茶店，或是開設冷飲茶連鎖店，也是將茶產業邁向現代化之作法。推出多

樣化茶葉產品來促銷，推動茶藝文化，結合藝術、美學、人文，從傳統以創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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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家茶文化，是一條未來必經之路。 

    臺灣客家茶若能以在地農會為中心，制定產銷策略聯盟，發展茶葉相關的

物流中心、電子商務、休閒觀光旅遊等業務，發展茶葉加工多元化策略，繼續

提高茶產品的附加價值，建立茶葉資訊體系以作為茶葉銷售平臺。同時，若將

茶文化活動，轉換成觀光經濟的來源，必定能促進茶產業蓬勃發展，這些都是

未來發展的重點。 

參、 苗栗臺三縣茶產業之打造與茶產業之創意發展 

   苗栗地區有許多茶農將祖傳的茶園，轉型成具有現代設備的觀光茶園，除

具有觀光價質外，還可提供臨近學校，推動課外鄉土教學。像從公館遷居水里

鄉上安村的張宏忠，他在水里郡坑國小鄉土教學課程中，就結合飲茶文化與品

梅文化，指導小朋友學習前述「七碗茶七樣梅」之飲茶生活藝術，促使社區文

化產業向下紮根。上安村把七碗茶詩與七樣品梅結合，創造成啜飲「七碗

茶」，及共嚐「七樣梅」的活動，充滿詩意，讓飲茶與嚐梅富有人文氣息，亦

讓到上安社區旅遊之遊客，學習到客家人的飲茶文化，與古人共遊。                                                                      

    省道臺3線，又俗稱為內山公路，是一條位於臺灣的城際公路，北起臺北

市忠孝西路和中山南路口，南迄屏東市臺1線交會，總長436.8公里，長度僅次

於臺1線、臺9線，屬於縱貫公路系統之一環。臺3線行經臺灣西部各縣市鄰近

山區之鄉鎮市區，沿線地形多呈丘陵地、臺地。現今臺3線對於山區的交通、

經濟、觀光以及農業發展幫助很大。臺三線經過苗栗，從北到南分別是南庄、

三灣、頭份、頭屋、公館、大湖及卓蘭。其中產有紅茶、包種、東方美人、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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柑茶、柚子茶、烏龍茶等名茶。苗栗縣所產之茶，以頭屋鄉老田寮之烏龍茶，

及南庄鄉、三義鄉一帶之紅茶，獅頭山之包種茶，卓蘭鎮之壢西為最著名。 

苗栗縣政府過去已經建立了許多具地方特色的文化主題館，如三義木雕館、南

庄賽夏族文物館等，藉以行銷具地方文化特色的產業，讓人瞭解苗栗地區地方

特色產與文化面貌，帶來觀光人潮，進而帶動苗栗縣的產業活力與深化競爭

力。民間亦建立了許多博物館、客家文物館、草莓文化館等，藉以行銷產業文

化。甚至，客家鄉親所希望建立的客家文化園區，亦已完工營運。近年來，苗

栗縣工商業發展迅速，以傳統農業為主的傳統產業亦在轉型中，農業經營型態

有所改變，在縣政府的輔導下，配合各鄉鎮之特色，發展其特有之產業，如造

橋、通霄之酪農業；三灣梨；卓蘭之花卉、水果；大湖草莓；獅潭茶葉、草

莓；竹南蔬菜；頭屋茶葉；公館之紅棗、紫蘇；南庄之鱒魚、一葉蘭…等，並

積極發展成好山、好水、好生活的觀光產業縣。 

   苗栗縣地方產業，依據其發展性質可分為：1.具有人文社會背景型態產

業，如三義木雕；2.利用地方自然資源型態產業，如公館鄉陶瓷；然而，這些

以中小企業經營為主的加工、製造業者於產品生產過程中大部份集中於產業

中、下游階段，部份產業或因生產、交易成本等因素考量，逐漸發展形成一個

具有地方特性與群聚關係的地方產業。可以說，苗栗縣有豐富的觀光旅遊產

業、休閒農業產業、文化創藝產業、陶瓷產業、木雕產業、傳統美食產業、客

家文化產業及原住民文化產業等。晁瑞明指出苗栗縣各鄉鎮的觀光類型，是苗

栗縣18鄉鎮的發展依據，應該好好發揮地方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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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苗栗縣政府亦曾經規劃多條文化觀光旅遊路線，結合文化觀光潮流，也

結合客家在地文化創意產業，推銷地方產業文化之美。以「深度主題體驗旅

遊」為塑造方向，聯合文化、觀光旅遊、創意產業等，結合更多創意與資源，

以凸顯地方特色、展現各地體驗行程活動內容，實現「活絡苗栗縣文化、觀光

產值，帶動文創產業及農特產品交易」的多重效益。苗栗縣深度主題體驗旅遊

路線與行程之規劃，可以使旅客對苗栗的人文、景觀及技藝留下深刻的印象。  

    目前，客家委員會正進行｢形塑客庄文化產經廊道」計畫，推動客家地區

群聚產業跨域創新服務。苗栗縣可以規劃臺三線客家慢活廊道，以三灣、頭

份、頭屋、造橋、南庄、獅潭、大湖、卓蘭等沿臺三線8個鄉鎮，擬定「苗栗

縣客家茶產業振興計畫」，整合臺三線沿路之相關產業，透過資源整合與串

聯，跨域合作提升苗栗縣客庄產業觀光及產銷效益。 

     筆者認為，為達成苗栗臺三線茶產業之創意發展，以下數項必須依序完

成： 

一、進行臺三線茶產業及其他有形與無形文化資產之調查 

    即應該先針對苗栗縣臺三線沿線鄉鎮，與茶產業或農特產品相關之茶園、

製茶工廠、茶亭、茶路、茶人…等或其他與客家特色物產相關之人、文、地、

產、景資料，進行資源盤點、資料庫建置及評估維護、保存或再利用的可行性

評估，建構相關空間之行為文化計畫。其細項如下： 

    1.進行史料文獻蒐集 

    2.進行產業文化資產之調查並進行產業效益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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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擬定臺三線茶產業及其他文化資產整體保存活化策略 

二、進行臺三線茶產業及其他文化資產之駐地輔導 

    官產學合作，進行提昇在地居民對於打造｢臺三線茶產業之整合計畫」，並

進行茶產業發展組織之培力計畫，培育社區自主營造及導覽解說能力，培育客

庄茶趣廊道最佳解說導覽人。 

1. 設置駐地輔導工作站： 

   官產學合作，設立臺三線茶產業發展工作站，固定開放時間，配合當地民

眾採開放。工作站內應含溝通諮詢之相關設備(展版、模型、地圖等)及書籍。

駐地人員應針對地方需求提供資訊，並適時媒合轉介專業輔導資源。 

2. 建立基本資料： 

   定期針對臺三線茶產業發展計畫，與社區及相關文史協會溝通，了解地方

發展需求，並建立資料，彙集意見，以了解沿線社區或團體未來永續經營之可

執行方向。 

3. 進行苗栗臺三線沿線鄉鎮市地方組織訪談以發掘在地故事、產業素材，作

為後續營造元素，並強化民眾及商家共同參與之意願。 

4. 推動居民參與式設計及營造。 

5. 推動跨域資源整合平臺，以地方治理為概念，建構社區、地方營造團體、

鄉鎮公所、縣府等提案與對話機制，並持續長期駐地輔導工作計畫。 

三、撰寫苗栗臺三線產業效益評估與整體規畫設計方案： 

    經過資源盤點，提出產業效益與在地需求可行性評估，串連區域內共同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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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元素與資源，天然地景、茶產業、水果、稻米產業、節慶、客家信仰、多元

文化等，提出分年分期營造計畫，以保存或活化客庄特色深度旅遊與產業發

展。 

    除上述縣政府可進行之工作外，各沿路各鄉鎮亦可以配合辦理，進行各自

區域內沿線資源盤點、進行各鄉內生活區域有生活意象之空間整頓規劃、整體

改善區域內人行動線（如騎樓、人行道或人行空間綠化），結合其他節慶活

動，打造｢客家振興」主題意象、營造區域內重要形象街區之改善，包含傳統

街屋維護、道路鋪面、排水改善；建置區域內閒置空間之利用及輔導設置特色

產業營業據點、建構區域內優質客家文化及文創產業觀光環境。 

肆、茶文化創意發展 

    專就茶產業與茶文化發展而言，臺三線沿線可以推定漫遊茶鄉導覽計畫，

設立導覽相關硬體指示系統、茶亭等公共空間改善或休憩節點與相關節慶活動

之規劃，以可以推動茶香文化培訓課程，品味製茶體驗、品茶教學。此外還可

以堆動茶香慢食培訓計畫，鼓勵民間開設茶館、進行茶詩創作語吟唱比賽、茶

藝競賽、茶禪研習…等，也可以發展將傳統茶葉入菜之創意美食。或是進行茶

鄉特色文化推廣計畫，推動客家山歌、客家母語人才培訓。苗栗縣境內之大

學，亦可以協助推動「茶之問計畫」，即推廣茶知識之行銷培力計畫，如苗栗

茶街導覽與營運計畫等。加上苗栗縣民宿林立，可以結合民宿，推動「茶之宿

計畫」，將茶與民宿整合規劃，銷售茶及其他農特伴手禮產品等。 

    甚至可以結合臺三線之陶瓷產業，進行茶之器生產與販售計畫，進行開發

206



茶道與茶藝周邊商品之容器等特色商品開發。苗栗許多地區由於茶文化之盛

行，可以繼續發展陶瓷茶具產業，不僅內銷，甚且銷售到國外。臺灣客家地區

許多陶瓷業，也可以生產陶瓷茶具，增加收入。 

伍、結論 

    當前發展茶產業必須了解全世界茶葉供需市場與價格水平，當前全球茶產

業已經進入「博奕時代」，世界茶產國並沒有一個像石油輸出國那樣的 OPEC組

織。當「中國崛起」成為事實之後，中國風吹遍世界，這是歷史悠久的中國茶

產業與茶文化發展的大好契機。苗栗臺三線的茶產業，若能經由政府輔導與推

動，將可把苗栗茶資源轉化為新的生產力，讓苗栗茶業走向世界，把苗栗客家

茶納入世界茶拍賣市場機制軌道。  

     總之，臺灣客家飲食文化之茶文化與茶產業的發展，必須兼顧傳統與創

新，必須隨時代的潮流而轉化。如何能保有傳統，與如何將客家茶藝之道與茶

文化加以包裝，並與觀光經濟產業結合行銷，正是今日發展客家茶文化的重要

方向。苗栗縣臺三線深度主題茶文化體驗旅遊行程規劃是非常必要的。規劃時

必須兼顧人─文─地─產─景的資源類型，行銷客家族群歷史、墾拓歷程、住

民風俗及傳統產業特色，打造具有觀光旅遊特色的旅遊路線，發揮文化觀光的

功能，為地方帶來人潮與錢潮，傳播地方特色。因此，發展茶產業之際，亦必

須發展茶文化，透過飲茶文化之禮俗教育、茶藝與茶道教育，傳播優美的客家

茶禮俗，使現代人能體認客家茶文化深刻的意義，方能建立一個有禮俗秩序與

有美感的茶道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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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客家產業經濟產物多為第一級農林牧礦業有密切相關。外在環境所決定的自然資源和

政府制度的鼓勵(菸草公賣制度)，使得樟腦、香茅、茶業、菸草和檳榔等經濟作物的產地與

客家分布的地區重疊，也使得這些經濟產物成為客家的象徵性產物。這些產業隨著時代與環

境的變遷，面臨著國內外嚴重的挑戰與衝擊，許多產業有的消失殆盡，有的苟延殘喘，轉型

與升級成為客庄經濟產業發展的迫切需求，政府政策為回應這樣的需求，使得能夠帶動轉型

與升級的文化創意產業的概念成為客委會成立後客庄經濟產業的發展核心概念，強調客家文

化與鼓勵創意創新的思維來加值產業，協助客庄產業轉型與升級的做法成為主流(俞龍通，

2008、2012a、2012b、2014b)。轉型與升級的主要作法就是客家文化的深化與加值應用(活

化)。大家耳熟能詳的例子就是2002年開始推動的「客家桐花祭」(俞龍通，2009)，其透過文

化論述和意義建構等文化扎根與深化方法來突顯與再現客家文化的價值與內涵，並將利用此

種文化價值與內涵來加值活化產業昇級的工作，主要的成果呈現在近1000件的特色伴手禮，

成為近十年來客家產業主要的推動成效。 

問題意識：產業轉型與升級面臨互動障礙 

採外，隨著文化創意產業概念興起與政府政策的推廣和體驗經濟的風行，客家產業除

了產品導向的包裝設計的強化外，在許多業者也逐漸地從空間環境的層次著手，建立產業博

物館和文化觀光場館來強化遊客的文化體驗，增進遊客滿意和文化行銷。結合設計精美的伴

手禮盒、現場的實體產業知識的導覽解說和文化體驗，啟動了客家產業轉型與升級的新模式，

這樣的模式最明顯的在台三線的客家的東方美人茶(膨風茶)興起。光新竹縣就有關西鎮「台

灣紅茶館」、「錦泰觀光茶廠」、北埔鄉的北埔第一棧之「膨風茶文物館」、峨眉鄉富興老茶廠

的「茶葉博物館」及峨眉茶行的「東方美人茶故事館」。理論層次上，這樣的博物館整合與

匯聚茶葉伴手禮產品、茶產業生產工具與知識和增進人與人之見的互動感，有效地豐富了客

家茶文化產業的體驗和知識的傳播，也增大了遊客的體驗。然實際上去面臨了傳統第一級產

業和第二級加工製造業轉型與升級為文化創意產業常面臨的互動障礙(俞龍通，2007)。由於

這些茶文化館的經營者多數善於茶產業的生產製造和伴手禮的銷售，而對於博物館或是文化

園區等屬於空間型的文化創意產業的經營管理是較為陌生的。茶產業文化館的經營兼具著博

物館傳統的文物的收藏、產業的研究、展示和導覽解說等遠遠超出現有經營者的知識範疇，

也因此預期尚將會遇到整體經營的問題與困境。 

因此本文的研究動機與目的和研究重點即是探究這些茶文化館設在轉型與升級為文化創

意產業過程所遇到的互動障礙並提出營運的策略，來協助這些業者順利轉型與升級，將歸納

與萃取其中的關鍵成功因素，提供給政府政策和相關想要轉型與升級城文化創意產業之產業

實務人士的參考與標竿學習。 

本研究引用文化創意產業的相關理論與觀點、體驗行銷的概念、產業轉型與升級的創新

策略和重要性與表現程度的 IPA 評估法則，來分析與評估這五家茶文化博物館整體經營所遇

到問題與策略。本研究採取文獻探討、深度訪談、參與觀察和問卷調查法等研究方法，文獻

探討相關文化創意產業、體驗行銷、產業轉型與升級的創新策略和重要性與表現程度的 IPA

評估分析法的相關理論與概念後，透過實地觀察和紀錄後，進行深度訪談訪問這些文化館的

經營者；另一方面以 IPA 分析法透過問卷訪問來到這些館舍的遊客，來檢視遊客認為重要和

表現落差的構面，並針對這些構面提出興革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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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執行情形： 

一、計畫之執行概況：如期完成 

二、預算支用情形：100% 

參、檢討與建議： 

一、成果效益： 

本計畫有效地了解政策實施過程中的效益和可以強化之處，對於政策建

議、產業實務經營和學術研究理論應用有很大的幫助。 

二、與原訂計畫之落差及原因分析： 

（１）無 

三、建議事項： 

（１）無 

四、結論： 

遊客對三家茶葉博物館所提供的服務、商品價錢都有高度的滿意度，多數意見表示館

舍展示內容可以激發對客家文化的興趣、展示內容帶來愉悅心情、情緒上的改變、更好奇

與茶文化相關的產品、激發自己想要有新的嘗試、想要購買該館的相關商品、對未來生活

有一些新的想法、和別人有新的話題、願意和別人分享這次的心得和感受及了解茶文化以

及其相關產品，也表達會繼續來參觀和消費，也願意口碑宣傳介紹好友到這些館舍參觀，

展現高度的忠誠度。 

                                                                                        

肆、研究成果全文： 

一、研究動機與目的 

客家產業經濟產物多為第一級農林牧礦業有密切相關。外在環境所決定的自然資源和

政府制度的鼓勵(菸草公賣制度)，使得樟腦、香茅、茶業、菸草和檳榔等經濟作物的產地與

客家分布的地區重疊，也使得這些經濟產物成為客家的象徵性產物。這些產業隨著時代與環

境的變遷，面臨著國內外嚴重的挑戰與衝擊，許多產業有的消失殆盡，有的苟延殘喘，轉型

與升級成為客庄經濟產業發展的迫切需求，政府政策為回應這樣的需求，使得能夠帶動轉型

與升級的文化創意產業的概念成為客委會成立後客庄經濟產業的發展核心概念，強調客家文

化與鼓勵創意創新的思維來加值產業，協助客庄產業轉型與升級的做法成為主流(俞龍通，

2008、2012a、2012b、2014b)。轉型與升級的主要作法就是客家文化的深化與加值應用(活

化)。大家耳熟能詳的例子就是2002年開始推動的「客家桐花祭」(俞龍通，2009)，其透過文

化論述和意義建構等文化扎根與深化方法來突顯與再現客家文化的價值與內涵，並將利用此

種文化價值與內涵來加值活化產業昇級的工作，主要的成果呈現在近1000件的特色伴手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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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為近十年來客家產業主要的推動成效。 

問題意識：產業轉型與升級面臨互動障礙 

採外，隨著文化創意產業概念興起與政府政策的推廣和體驗經濟的風行，客家產業除

了產品導向的包裝設計的強化外，在許多業者也逐漸地從空間環境的層次著手，建立產業博

物館和文化觀光場館來強化遊客的文化體驗，增進遊客滿意和文化行銷。結合設計精美的伴

手禮盒、現場的實體產業知識的導覽解說和文化體驗，啟動了客家產業轉型與升級的新模式，

這樣的模式最明顯的在台三線的客家的東方美人茶(膨風茶)興起。光新竹縣就有關西鎮「台

灣紅茶館」、「錦泰觀光茶廠」、北埔鄉的北埔第一棧之「膨風茶文物館」、峨眉鄉富興老茶廠

的「茶葉博物館」及峨眉茶行的「東方美人茶故事館」。理論層次上，這樣的博物館整合與

匯聚茶葉伴手禮產品、茶產業生產工具與知識和增進人與人之見的互動感，有效地豐富了客

家茶文化產業的體驗和知識的傳播，也增大了遊客的體驗。然實際上去面臨了傳統第一級產

業和第二級加工製造業轉型與升級為文化創意產業常面臨的互動障礙(俞龍通，2007)。由於

這些茶文化館的經營者多數善於茶產業的生產製造和伴手禮的銷售，而對於博物館或是文化

園區等屬於空間型的文化創意產業的經營管理是較為陌生的。茶產業文化館的經營兼具著博

物館傳統的文物的收藏、產業的研究、展示和導覽解說等遠遠超出現有經營者的知識範疇，

也因此預期尚將會遇到整體經營的問題與困境。 

因此本文的研究動機與目的和研究重點即是探究這些茶文化館設在轉型與升級為文化創

意產業過程所遇到的互動障礙並提出營運的策略，來協助這些業者順利轉型與升級，將歸納

與萃取其中的關鍵成功因素，提供給政府政策和相關想要轉型與升級城文化創意產業之產業

實務人士的參考與標竿學習。 

本研究引用文化創意產業的相關理論與觀點、體驗行銷的概念、產業轉型與升級的創新

策略和重要性與表現程度的 IPA 評估法則，來分析與評估這五家茶文化博物館整體經營所遇

到問題與策略。本研究採取文獻探討、深度訪談、參與觀察和問卷調查法等研究方法，文獻

探討相關文化創意產業、體驗行銷、產業轉型與升級的創新策略和重要性與表現程度的 IPA

評估分析法的相關理論與概念後，透過實地觀察和紀錄後，進行深度訪談訪問這些文化館的

經營者；另一方面以 IPA 分析法透過問卷訪問來到這些館舍的遊客，來檢視遊客認為重要和

表現落差的構面，並針對這些構面提出興革建議。 

二、研究方法 

本文採取問卷調查法，透過問卷的滿意度調查，瞭解消費者端對於這些館舍與廠區展場

空間與服務流程與動線等的評價。在問卷設計與研究量表方面，本計畫之問卷題項來源，係

以體驗行銷策略模組的五大構面，運用 IPA 的分析法為評量基礎，加以進行質性訪談並修正

量表內容編製成預試問卷，再經由內容審慎檢視後，確定各研究變項後編製成正式問卷。 

 

(一)問卷設計  

本研究問卷設計含括兩部份，分別為「遊客社經背景屬性與服務體驗量表」，茲分述如

下: 

1.遊客的社經屬性  

此部份有兩個重點，首先是了解遊客背景資料，包括「性別、年齡、學歷、職業、居住

地、每個月平均收入」共六項，其次，了解遊客的旅遊經驗，內容有「是否來過此地遊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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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到這裡的次數、參加活動類型、和誰一起出遊、旅遊動機、到此地遊玩的主因」共六項。 

2.服務體驗量表 

本問卷依據研究目的將服務體驗分為「策略體驗模組與服務場景」兩構面，以此探討遊

客對茶產業文化館舍服務體驗各問項的重視度和績效反映。其中，策略體驗模組依據Schmitt

（1999）所提出之體驗行銷感官、情感、思考、行動和關聯體驗五個面向問卷題項之內容，

製作而成。服務場景則參考 Bitner (1992)之研究，將之歸納分成三個面向，分別為「周遭環

境」、「空間配置與機能」和「符號與標示」。IPA 重要性與績效分析法，會將每題的答項分

為「重視度、績效」，所以每一題都算兩題的分量。 

量表的測量依據李克特（Likert）五點尺度量表施測，每題問項分成兩部份，為「重視

度」與「績效」的勾選，「重要度」的選項有：「非常重視」、「重視」、「普通」、「不重視」、

「非常不重視」分別給予 5、4、3、2、1 的分數，分數越高者，重視程度越高。「績效」的

選項有：「非常滿意」、「滿意」、「普通」、「不滿意」、「非常不滿意」分別給予 5、4、3、2、

1 的分數，分數越高者，滿意績效越高。 

(二)資料分析方法 

在問卷的分析方法方面，採取以下的資料分析方法： 

1. 敘述性統計分析（Descriptive Analysis）：  

利用敘述性統計，分析受訪者的基本資料，並以次數分配、百分比、累積百分比等來描

述背景資料分佈之情形，藉以說明樣本資料之結構。  

2. 信度檢定（Reliability Analysis）：  

信度分析是檢測問卷內部的一致性與穩定性。以Cronbach’s α值來檢定各變項量表的

內部是否有一致性，其中α係數介於0 與1 之間，當數值越接近1，表示量表內各細項的相關

性愈大，可信度越高，一般認為若Cronbach’s α係數小於0.35為低信度，介於0.35~0.7之間

則表示尚可，大於0.7 則表示內部一致性高。  

3. 因素分析（Factor Analysis）：  

本研究對於相關程度高之變數，採用主成份分析法及最大變異數轉軸法萃取主要之構面

因素，並在進行轉軸後抽取因素負荷量大於0.3之因素，之後將所歸納出的變數題項進行各

因素命名。  

4. IPA法:  

本研究採用「重要－表現程度」分析法，藉由受訪遊客對問卷內服務品質的評估項目之

重視程度與滿意程度結果進行分析，藉此瞭解受訪遊客對服務品質各問項的看法，並依照各

象限分佈情形，提供給DIY體驗活動服務業者品質改善的參考依據。    

三、研究理論分析架構 

(一)體驗行銷 

隨著消費者口味多變和產業環境的變遷，產業的型態已經走向體驗經濟的時代。企業已

經無法只靠單一的產品滿足消費者的需求，而必須結合服務和體驗來多樣化地提供消費者更

多元的消費體驗。體驗經濟的時代，對企業而言，將是以消費者為中心，以服務為舞台、商

品為道具，創造出值得回憶的體驗(Pine and Gilmore, 1998: 97~105、1999)。針對體驗經濟，

Schmitt（1999）提出體驗行銷的策略模組架構，包含策略體驗模組（Strategic experiential 

modules,簡稱(SEMS）以及體驗媒介（experiential providers, 簡稱 ExPros）。其中策略體驗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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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共分為感官、情感、思考、行動與關聯五種體驗，每一構面的意涵如下： 

1.感官體驗  

感官體驗主要來自視覺、聽覺、嗅覺、味覺與觸覺五種感官的知覺刺激為訴求，透過感

官刺激提供愉悅、興奮與滿足的情緒知覺體驗，即經由刺激（ Stimuli ）—過程

（Processes）—反應（Consequences）的「S-P-C」模式，創造消費者對產品或服務的正面感

覺，達到知覺多樣性的體驗。  

2.情感體驗  

情感體驗是由體驗媒介所誘發出來的消費者情緒，情緒從溫和正面的心情到歡樂與驕傲

的強烈情感都有可能，情感大多是在消費期間發生的，目標是創造情感體驗，促使消費者主

動參與。  

3.思考體驗  

思考體驗的原則是先為消費者創造驚奇的環境，例如：「這是什麼？」「為什麼會這樣？」

「怎麼做到的？」，最後讓消費者自由聯想與發揮高層次的創意思考，使消費者對產品及企

業留下深刻的印象。所以思考體驗著重誘發消費者的好奇心，並產生探索的興趣，最後促使

消費者做集中與分散思考，因此，創造驚奇是創意思考的成功關鍵。  

4.行動體驗  

行動體驗就是藉由豐富而深入的親身體驗，發展出生活上的行事替代方法，使消費者的

生活產生多樣性的變化，影響舊式的生活型態的互動，提升生活品質，行動體驗大多起因於

公開的互動，藉由轉變與互動，來豐富消費者生活與改變生活型態，展現自我的觀感與價值。  

5.關聯體驗  

關聯體驗是使消費者透過體驗媒介與其他人甚至整個群體以及社會與文化的環境產生關

聯，且是具有感官、情感、思考、行動體驗的體驗，可經由品牌購買與使用產生連結，獲得

社會識別與歸屬，以此滿足個人的自我渴望。  

客家茶文化館是一個承載茶文化與產業生產的複合式空間與服務展場，服務場景深深影

響消費者對服務的滿意度，也是影響顧客能否重遊的重要關鍵，因此遊客的體驗的服務品質

成為文化館經營不可忽略的層面，因此體驗行銷相當合適地可以用來分析本研究主題。 

(二)重要-表現分析法(IPA分析法)  
IPA重要性－績效分析法，主要以消費者的觀點，來衡量服務品質屬性的重要性和績效

程度，用以了解業者之服務品質的優勢及劣勢，以便能進一步提出符合企業本身之行銷策略，

以此作為改善服務品質的參考依據(Martilla and James, 1977、Sampson 與Showalter,1999）。

由於此一分析方法簡易好用，可以快速提供有用的參考資訊，因此現已廣泛使用於各領域中，

特別適用在服務業方面（Tarrant and Smith, 2002）。特別是在文化觀光等相關高度競爭的產

業中，服務品質已成為重要關鍵成功因素。而探究消費者最重要和業者實際表現之間的落差，

更是服務品質的檢測關鍵。因此本研究使用IPA分析，加以檢測臺三線五家客家茶文化產業

博物館的服務體驗品質，將能探究業者之服務品質之優劣。 

IPA分析法是將各種服務屬性重要度與表現程度的平均值，繪製在二維矩陣中，重要性

代表參與者認為服務構面的重要程度;表現程度是指業者服務的實際表現。其中重要性以X軸

表示，表現程度Y軸表現，並以兩者所得出的總平均值為座標系中心點，將座標矩陣劃分為

四個象限，以此建立一個平面二維四個象限的直角座標系Choi（2000）。四個象限代表不同

策略意涵。第一象限「高重要高表現」，應繼續保持、第二象限「低重要高表現」，屬過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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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發，資源應適時調整、第三象限「低重要低表現」，為次要改善，最後第四象限屬「高重

要低表現」，策略意涵上應優先改善。有關IPA矩陣圖請參閱圖3。 

 

第二象限 

「低重要高表

現」 

(過度開發) 

第一象限 

「高重要高表

現」 

(繼續保持) 

第三象限 

「低重要低表

現」 

(次要改善) 

第四象限屬 

「高重要低表

現」 

(優先改善) 

 

圖3 重要-表現程度分析模式圖 

四、結果與討論 

(一)樣本結構 

本研究共回收有效問卷 112 份，其中受訪者的男女性別比率約為 1：1，在年齡方面以 

61 歲以上顧客居多(25.9%)，其次是20歲以下(17.9%)，51-60歲居第三(17%)；在教育程度方

面以大學以上居多(34.8%)，其次為研究所以上(18.8%)；來訪的遊客以居住於桃竹苗區居多

於(27.7%)，其次為台北市(25%)，新北市居第三(21.4%)；到茶文化館參觀的主要目的以特地

參觀茶文化館居多(37.5%)，與家人假日出遊次之(25.9%)，休閒娛樂居第三(25%)；遊客以團

體參訪為最多(46.4%)，其次為和家人一同參觀(33.9%)，在其次為和朋友(23.2%) 。 

 

(二)信度與效度分析  

本研究透過 SPSS 22.0 版統計應用軟體進行問卷之信度分析，分別針對體驗行銷屬性之

感官、情感、思考、行動和關聯等五構面作檢定，服務場景屬性以周遭環境、空間配置機能

和符號與標示等三構面作檢定，兩個屬性各構面 Cronbach's α 值均大於 0.5 以上，表示本問

卷衡量旅遊體驗和服務場景量表之一致性尚稱良好。問卷設計是根據文獻探討發展，旅遊體

驗採用 Schmitt(1999) 的五構面問項及服務場景採用 B(1192)三構面問項修正發展而來，具有

其嚴謹性與文獻的支持。  

 

(三)描述性統計 

 從表1資料看出，消費者對於到茶文化館參觀體驗重視的服務項目中平均數前三高為

「此館展示與茶文化相關展品內容豐富(平均數4.28)」、「此館展示內容可以增進我對茶文化

知識的了解(平均數4.22)」及「此館的商品、陳設或刊物等讓我了解茶文化的涵意(平均數

4.20)」，最低為「參觀此館後想要購買該館的相關商品(平均數3.82)」。在滿意度方面，前三

高為「此館展示內容可以增進我對茶文化知識的了解(平均數4.30)」，「此館展示與茶文化相

關展品內容豐富(平均數4.29)」及「此館與茶文化相關展品內容令人賞心悅目(平均數4.27)」，

最不滿意的為「參觀此館後想要購買該館的相關商品(平均數3.88)」。 

 消費者對於茶文館的服務場景重視程度平均數前三高為「解說人員解說此館內容清晰

易懂(平均數4.45)」、「此館周圍標示提供足夠的指引(平均數4.35)」及「此館空氣味道清新

表
現 
程
度 

 

 

重要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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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數4.29)」。對於服務場景滿意度平均數最低的為「此館空調溫度舒適(平均數4.03)」，詳

表2所示。 

 

表1  旅遊體驗重視程度和滿意度各題項平均數 

構

面 
題          項 

重要程度 滿意程度 

平均數 標準差 平均數 標準差 

感

官

體

驗 

1.此館展示與茶文化相關展品內容

豐富 

4.28 0.7184 4.29 0.6659 

2.此館與茶文化相關展品內容令人

賞心悅目 

4.18 0.6690 4.27 0.6761 

3.此館與茶文化相關展品內容引起

我的目光和興趣 

4.15 0.6751 4.20 0.6674 

思

考

體

驗 

4.此館的商品、陳設或刊物等讓我

了解茶文化的涵意. 

4.20 0.7112 4.28 0.7056 

5.此館展示內容可以增進我對茶文

化知識的了解 

4.22 0.7059 4.30 0.7083 

6.此館展示內容可以增進我對客家

文化知識的了解 

4.06 0.7274 4.12 0.7596 

情

感

體

驗 

7.此館展示內容讓我想要了解茶文

化或商品 

4.05 0.6659 4.17 0.6588 

8.此館展示內容可以激發我對客家

文化的興趣 

3.91 0.7728 3.99 0.7515 

9.此館展示內容帶給我愉悅的心情 4.17 0.7299 4.22 0.6824 

10.此館展示內容帶給我情緒上的

改變 

4.05 0.7411 4.14 0.7001 

行

動

體

驗 

11.參觀此館後讓我更好奇與茶文

化相關的產品 

4.02 0.7165 4.08 0.7056 

12.參觀此館後激發自己想要有新

的嘗試 

3.96 0.7963 4.04 0.7319 

13.參觀此館後想要購買該館的相

關商品 

3.82 0.7254 3.88 0.7735 

關

聯

體

驗 

14.參觀此館後我對未來生活有一

些新的想法 

3.84 0.7350 3.93 0.7541 

15.參觀此館後我可以和別人有新

的話題 

3.92 0.7504 4.05 0.7659 

16.參觀此館後我會願意和別人分

享這次的心得和感受 

4.13 0.7229 4.17 0.7246 

17.參觀此館後我更了解茶文化以

及其相關產品 

4.15 0.7306 4.17 0.72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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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服務場景重要程度-滿意度各題項平均數 

構

面 題      項 

重要程度 滿意程度 

平均

數 

標準差 平均

數 

標準差 

周

遭

環

境 

1 .此館空氣味道清新 4.22 0.7498 4.29 0.6845 

2.此館展場光線明暗度適中 4.20 0.7042 4.23 0.6862 

3.此館空間寬敞舒適 4.19 0.7908 4.25 0.7565 

4.此館空調溫度舒適 4.15 0.7677 4.03 0.7741 

5.此館播放音樂或廣播內容適當 4.01 0.7867 4.24 0.7188 

6.此館整體內外環境舒適 4.20 0.7705 4.14 0.7754 

7.此館展品陳列方式具有美感 4.07 0.7818 4.13 0.8176 

空

間

配

置

與

機

能 

8.此館展品陳列高度符合我的需求 4.02 0.7815 4.25 0.6988 

9.此館展品陳列方式可使人清楚觀賞

展品… 

4.19 0.6856 4.25 0.7627 

10.此館解說牌內容能夠清楚說明茶

文化展示品… 

4.21 0.7860 4.21 0.7674 

11.此館解說牌的文字符合我對茶文化

理解程度 

4.10 0.7691 4.16 0.7598 

符

號

與

標

示 

12.此館解說牌字數長度適當 4.10 0.7727 4.11 0.7774 

13.此館解說牌字形大小適當 4.09 0.7465 4.26 0.6864 

14.此館解說牌有與茶文化相關圖像的

搭配 

4.14 0.7754 4.20 0.7426 

15此館參觀動線順暢、引導清楚 4.21 0.7979 4.23 0.7023 

16.此館參觀動線不會遺漏展品 4.18 0.7591 4.14 0.7261 

17.此館參觀動線不會重複觀賞展品 4.07 0.7291 4.19 0.7123 

18.此館燈光可幫助展場氣氛的營造 4.18 0.7625 4.13 0.7658 

19.此館周圍標示提供足夠的指引 4.10 0.7355 4.35 0.6855 

20解說人員解說此館內容清晰易懂 4.29 0.7369 4.45 0.6438 

 

三、顧客認知重視程度－績效水準分析  

    本研究使用李克特 5 點尺度量表，針對茶產業文化館的認知重要程度與滿意程度進行分析，

對於認知重視程度從「很不重視」到「很重視」分別訂定 1～5 分的評價；對於滿意程度從

「很不滿意」到「很滿意」亦 分別訂定 1～5 分的評價。 

 

(一) 製圖流程 

1. 詳細列出消費者旅遊體驗與對茶文化館的服務場景各項屬性，並發展成問卷的問項形

式。 

2. 請受訪者針對各項屬性分別在「重要程度」與「滿意度」二方面評定等級。前者是受

訪者對產品或服務等屬性的偏好、重要程度；後者是該項產品或服務提供者在這些屬

性的表現優劣程度。 

3. 以重要程度為橫軸，滿意度為縱軸，並以各屬性的評定等級為座標，將各項屬性標示

在二維空間內。 

針對遊客對茶文化館提供給的旅遊體驗項目和服務場景實際感受之總平均值分別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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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6和 4.15，滿意度的總平均值分別為 4.13和 4.21，詳圖 1和圖 2所示。 

 

圖1 顧客認知旅遊體驗重要程度-滿意度水準分析 

 

圖2 顧客認知文化館服務場景重要程度-滿意度水準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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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旅遊體驗各象限之問項 

第一象限(繼續保持)：透過 IPA 圖中可發現有八個項目落在第一象限，分別為：「1.此館

展示與茶文化相關展品內容豐富」、「2.此館與茶文化相關展品內容令人賞心悅目」、「3.此館

與茶文化相關展品內容引起我的目光和興趣」、「4.此館的商品、陳設或刊物等讓我了解茶文

化的涵意」、「5.此館展示內容可以增進我對茶文化知識的了解」、「9.此館展示內容帶給我愉

悅的心情」、「16.參觀此館後我會願意和別人分享這次的心得和感受」、「17.參觀此館後我更

了解茶文化以及其相關產品」。落於此象限之服務項目顯示已達到遊客期望，也是未來茶文

化館應該繼續保持的服務項目。 

第二象限(過度重視)：透過 IPA 圖中可發現有二個項目落在第一項限，分別為：「6.此館

展示內容可以增進我對客家文化知識的了解」及「7.此館展示內容讓我想要了解茶文化或商

品」，落於此象限之服務項目表示遊客對這些服務項目評價很高，在市場競爭中為茶文化館

已具備之優勢，但卻不是遊客最重視的服務項目，仍可以繼續保持。若從客家文化推廣的角

度而言，雖然遊客對客家文化較不重視，但文化館的表現是符合期望的，表示茶文化館的有

達到增進遊客對於客家文化理解的效果。 

第三象限（低優先順序）：透過 IPA 圖中可發現有七個項目落在第三象限，分別為：「8.

此館展示內容可以激發我對客家文化的興趣」、「10.此館展示內容帶給我情緒上的改變」、

「11.參觀此館後讓我更好奇與茶文化相關的產品」、「12.參觀此館後激發自己想要有新的嘗

試」、「13.參觀此館後想要購買該館的相關商品」、「14.參觀此館後我對未來生活有一些新的

想法」、「15.參觀此館後我可以和別人有新的話題」，落於此象限之服務項目表示雖然遊客並

不十分重視，滿意程度也偏低。其中遊客同樣對客家文化較不重視，且也認為文化館在激發

遊客興趣方面也沒有特殊表現，相較於遊客對於茶文化的重視和滿意程度而言，客家文化較

沒有成為文化館的重點，沒有與茶文化有效連結，因此茶文化館未來應思考如何將茶文化與

客家文化的關係加以有效連結，才能符合政策目標。而另一項「參觀此館後讓我更好奇與茶

文化相關的產品」及「參觀此館後想要購買該館的相關商品」之文化館體驗經濟效益上的結

果也表現不佳，相關環節設計需要改善，才能達到設立文化館帶動商品銷售的目的。 

 

(三)服務場景各象限之問項 

第一象限(繼續保持)：透過 IPA 圖中可發現有六個項目落在第一項限，分別為：「1.此館

空氣味道清新」、「2.此館展場光線明暗度適中」、「3.此館空間寬敞舒適」、「9.此館展品陳列

方式可使人清楚觀賞展品」、「15.此館參觀動線順暢、引導清楚」、「20解說人員解說此館內

容清晰易懂」。落於此象限之服務項目顯示以達到遊客期望，也是未來茶文化館應該繼續保

持的服務項目。 

第二象限(過度重視)：透過 IPA 圖中可發現有四個項目落在第二象限，分別為：「5.此館

播放音樂或廣播內容適當」、「8.此館展品陳列高度符合我的需求」、「13.此館解說牌字形大小

適當」及「19.此館周圍標示提供足夠的指引」，落於此象限之服務項目表示遊客對這些服務

項目評價很高，在市場競爭中為茶文化館已具備之優勢，但卻不是遊客最重視的服務項目，

仍可以繼續保持。  

第三象限（低優先順序）：透過 IPA 圖中可發現有六個項目落在第三象限，分別為：「4.

此館空調溫度舒適」、「7.此館展品陳列方式具有美感」、「11.此館解說牌的文字符合我對茶文

化理解程度」、「12.此館解說牌字數長度適當」、「14.此館解說牌有與茶文化相關圖像的搭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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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此館參觀動線不會重複觀賞展品」。落於此象限之服務項目表示雖然乘客並不十分重視，

滿意程度也偏低，但茶文化館若能在未來針對這些服務項目做改善，應可以讓茶文化館所提

供的服務項目更加完善，將有助於提升整體滿意度。 

第四象限（優先改善）：透過 IPA 圖中可發現有四個項目落在第四項 

限，分別為：「6.此館整體內外環境舒適」、「10.此館解說牌內容能夠清楚說明茶文化展示品」、

「16.此館參觀動線不會遺漏展品」、「18.此館燈光可幫助展場氣氛的營造」。落於此象限之服

務項目表示遊客對於這些服務項目非常重視，但卻對所提供的服務品質感到不滿意，急需改

善，深入探討癥結所在，以提升遊客滿意度以及再度參訪之意願。 

四、滿意度與忠誠度 

整體而言，遊客對於茶文化館所提供的服務最滿意(平均數4.31)，但對於茶文化館所賣

的茶葉或商品價錢滿意度則偏低(平均數3.92)；遊客經過此一遊後，未來願意介紹親朋好友

到茶文化館參觀平均數最高(平均數4.14)，未來願意繼續到茶文化館參觀和消費的平均數次

之(平均數4.02)，詳表3所示。 

 

表3 滿意度與忠誠度各題項平均數 

構

面 
題                         項 平均數 標準差 

滿

意

度 

1.我對於此館所提供的產品很滿意 4.16 0.7063 

2.我對於此館所提供的服務很滿意 4.31 0.6738 

3.我對於此館商品價錢很滿意 3.92 0.6988 

忠

誠

度 

1.如果有機會我會繼續到此館參觀 4.02 0.7451 

2.如果有機會我會繼續到此館消費 4.02 0.7326 

3.我願意介紹親朋好友到此館參觀 4.14 0.7354 

4.我認為我對此館是忠誠的 3.89 0.8855 

5.當其他茶文化館之產品較便宜時，我仍然願意購

買該店之產品 

3.93 0.7698 

 

五、結論與建議 

經過調查後，發現遊客對三家茶文化館的文化體驗與服務場景的重要與表現的感受方

面，在遊客暨重視也表現滿意的第一象限上，計有展館展示與茶文化相關展品內容豐富、展

館與茶文化相關展品內容令人賞心悅目、展館與茶文化相關展品內容引起我的目光和興趣、

展館的商品、陳設或刊物等讓我了解茶文化的涵意、展館展示內容可以增進我對茶文化知識

的了解、展館展示內容帶給我愉悅的心情」、參觀展館後願意和別人分享這次的心得和感受、

和更了解茶文化以及其相關產品等項目，表示文化館的設立確實能夠增進人們對茶文化的認

識與理解的勢力。遊客也滿意展館的軟硬體的空氣味道、光線、空間、展品陳列方式、參觀

動線順暢及解說服務。這些項目是未來茶文化館應該繼續保持的服務項目。 

經營者表現良好但遊客較不重視的第二象限項目方面，包括文化體驗的展示內容可以

增進我對客家文化知識的了解」、展示內容讓我想要了解茶文化或商品」和服務場景的音樂

或廣播內容、展品陳列、解說牌及周圍標示等項目，在市場競爭中為茶文化館已具備之優勢，

但卻不是遊客最重視的服務項目，仍可以繼續保持。就客家文化推廣上，業者表現是受到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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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的，但遊客較不重視。客家文化不受重視的情況也顯現在遊客暨不重視與不滿意的第三項

的此館展示內容可以激發我對客家文化的興趣項目。遊客儘管認為文化館對於增進客家文化

的理解上有令人滿意的表現，但卻激不起他們的興趣。其他項目還包括文化體驗的情緒上的

改變、更好奇與茶文化相關的產品、激發自己想要有新的嘗試、想要購買該館的相關商品、

對未來生活有一些新的想法及和別人有新的話題。服務場景的空調、展品陳列方式、解說牌、

參觀動線。 

落在遊客認為重要卻表現不佳的第四象限是優先需要改善的項目有整體內外環境、解

說牌內容不夠清楚、參觀動線有遺漏展品、燈光對於展場氣氛的營造不佳等。 
整體而言，遊客對於茶文化館所提供的服務最滿意，也願意未來繼續到茶文化館參觀

和消費及介紹親朋好友到茶文化館參觀，但對於茶文化館所賣的茶葉或商品價錢滿意度則偏

低。兩者之間有高度的落差，是未來急需改善的項目，才能符合當初設立文化館創造體驗經

驗的目的和效益。 

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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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客庄與休閒」通識課程計畫

執 行 單 位：國立聯合大學 

計畫主持人：馮祥勇 

聯 絡 電 話：

聯 絡 傳 真：

電 子 信 箱： 

日 期：中華民國106年11月30日 

223



 

224



壹、前言： 

本課程「客庄與休閒」開設於國立聯合大學日間部，為桃竹苗區域教學資源

跨校選修課程之一，開設期程為105 學年度下學期，即106年2月至9月間(含暑修課

程)。本課程為跨校課程，選讀學生除聯合大學外，尚包括桃竹苗地區之大專校院，

課程開授宗旨在使學生理解在人的生命中，不只有工作與家庭。休閒提供機會讓人

們得以探索自己的興趣，愉悅歡樂地享受世界的美好，並且增進對於自己的瞭解。

伴隨參與方式的不同，休閒活動可能讓人增長智慧，也可能智力衰退，讓人促進健

康，也可能危害健康，讓人心生喜樂，也可能帶來不悅。參與休閒活動可能危害環

境，也可能保護大地。隨著休閒觀光的興起與成長，是現代文明中人們最重事的活

動之一。過去的休閒是在追求休憩片刻與恢復精力，現在的休閒演進到是在追尋歡

樂愉悅及生命的意義，尤其是瞭解參訪地區的景觀特色及族群文化內涵。 

本課程以休閒遊憩觀點著手，讓學習者在了解休閒遊憩相關知識的同時，能

兼顧在地實務案例。由於聯合大學位處苗栗縣，而苗栗又以客庄聚落為主體。本課

程「客庄與休閒」是以客家族群文化及其生存的聚落的介紹為主，輔以近年來客委

會推動的「客庄十二大節慶」為案例，介紹客庄聚落與其推動之文化創意、休閒服

務產業。 

本課程之教學設計，除授課教師對於客家歷史與文化概念的講授外，亦將進

行桃竹苗地區客庄聚落的實際參訪，熟悉客庄開墾歷史與客庄產業面貌。本計畫主

要在大學通識教育中開設「客庄與休閒」之通識課程，係為激發學生學習苗栗在地

客家節慶民俗與地方產業興趣，廣泛的透過課程認識客家文化，特邀請客家學術研

究專家及客庄相關產業工作者，以演講方式協同教學，讓授課方式多元化，增進學

習興趣。 

貳、執行情形： 

一、計畫之執行概況： 

本課程「客庄與休閒」開設於國立聯合大學日間部。課程以休閒遊憩觀點著

手，讓學習者在了解休閒遊憩相關知識的同時，能兼顧在地實務案例。本課程「客

庄與休閒」是以客家族群文化及其生存的聚落的介紹為主，輔以客委會推動的「客

庄十二大節慶」為案例，介紹客庄聚落與其推動之文化創意、休閒服務產業。本課

程之教學設計，除授課教師對於客庄歷史與文化概念的講授外，亦將進行桃竹苗地

區客庄聚落的實際參訪，熟悉客庄開墾歷史與客庄產業面貌。在大學通識教育中開

設「客庄與休閒」之通識課程，係為激發學生學習苗栗在地客家節慶民俗與地方產

業興趣，特邀請客家學術研究專家及客庄相關產業工作者，以演講方式協同教學，

讓授課方式多元化，增進學習興趣。 

(一)課程大綱 

1.課程名稱：客庄與休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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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課程編號：105 學年度第2 學期 

3.上課時間：星期一下午，第7、8 節 

4.上課地點：教學大樓 通識課程教室 

5.授課對象：大學生 

6.學生人數：50 人 

7.課程目標： 

在人的生命中，不只有工作與家庭。休閒提供機會讓人們得以探索自己的興

趣，愉悅歡樂地享受世界的美好，並且增進對於自己的瞭解。伴隨參與方式的不同，

休閒活動可能讓人增長智慧，也可能智力衰退，讓人促進健康，也可能危害健康，

讓人心生喜樂，也可能帶來不悅。參與休閒活動可能危害環境，也可能保護大地。

隨著休閒觀光的興起與成長，是現代文明中人們最重事的活動之一。過去的休閒是

在追求休憩片刻與恢復精力，現在的休閒演進到是在追尋歡樂愉悅及生命的意義，

尤其是瞭解參訪地區的景觀特色及族群文化內涵。 

本課程以休閒遊憩觀點著手，讓學習者在了解休閒遊憩相關知識的同時，能

兼顧在地實務案例。由於聯合大學位處苗栗縣，而苗栗又以客庄聚落為主體。本課

程「客庄與休閒」是以客家族群文化及其生存的聚落的介紹為主，輔以近年來客委

會推動的「客庄十二大節慶」為案例，介紹客庄聚落與其推動之文化創意、休閒服

務產業。課程主要內容包括： 

(1) 休閒、遊憩意涵及休閒服務產業； 

(2) 全球、亞太及兩岸休閒服務產業發展趨勢； 

(3) 休閒服務產業的供給系統；  

(4) 旅遊地吸引力的發展與經營；  

(5) 文化觀光與生態旅遊。 

8.課程大綱： 

本課程「客庄與休閒」開設於國立聯合大學日間部，為桃竹苗區域教學資源

跨校選修課程之一，課程開授宗旨在使學生透過休閒遊憩相關議題與社區永續發展

的理論、方法、成效等有完整、系統化的認知學習下，建立正向的休閒態度。並藉

此課程使學生了解在地的客家化、客庄聚落開墾的歷史意義與內涵，發掘出客家文

化與環境永續共存的精神，繼而認識乃至傳承客家文化中勤儉美德，甚或採取合乎

「環境永續」的休閒遊憩行為。 

本課程旨在讓全球化時代大學通識課程，能夠深化在地化之客家文化學習，

也讓臺灣通識教育在族群文化與環境永續課程能夠落實生活化，透過實際參訪、學

生實作等方面，都能將在地客庄的環境保護與客家族群文化的精神傳揚出去。在

通識教育多元化與在地化的趨勢下，強調對本土客家文化素養傳承應有的重視。 

9.教學方式：課堂講授及邀約演講方式 

10.評分方式： 

1. 心得報告及上課參與情形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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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期中考試                      30% 

3. 客庄參訪與創新發展期末報告    40% 

（三）課程設計宗旨 

近年來台灣工商發展迅速，農村青年人離鄉找頭路，使農村人力老化，原本孕育穀

物的土地開始休耕、沉默；也正因為偏鄉聚落的未開發，而保留著許多臺灣寶貴的文化資產，

苗栗地區的客庄更是孕育客家族群文化的所在。透過本課程，除藉由休閒觀念的教學，讓修

習課程的學員理解休閒遊憩的意涵及休閒服務產業的發展趨勢外，更能以年輕人的活力熱情

及專業知能，探求客庄社區未來的發展。 

本課程之教學設計，除授課教師對於客家歷史與文化概念的講授外，亦將進行桃竹

苗地區客庄聚落的實際參訪，熟悉客庄開墾歷史與客庄產業面貌。本計畫主要在大學通識教

育中開設「客庄與休閒」之通識課程，係為激發學生學習苗栗在地客家節慶民俗與地方產業

興趣，廣泛的透過課程認識客家文化，特邀請客家學術研究專家及客庄相關產業工作者，以

演講方式協同教學，讓授課方式多元化，增進學習興趣。擬參訪的鄉鎮地區，以鄰近聯合大

學的公館鄉及西湖鄉為主，並以公館鄉黃金小鎮、西湖鄉吳濁流藝文館及其鄰近文化景點為

主。茲介紹如後： 

公館鄉位於苗栗縣中央偏西，介於八角崠山脈和後龍溪之間，境內地勢以東部較高，

從八角崠山脈脈向後龍溪方向降低，成為苗栗河谷平原，視野寬闊。黃金小鎮區域範圍涵蓋

公館鄉以南的四個村，沿線經過館南村、福星村、福基村、石墻村等村落。每至農忙時期，

田野間的稻穗呈現一片澄黃，到了5至7月時，台6線兩旁的阿勃勒樹盛開，枝頭一片燦爛金

黃，美不勝收，使得黃金小鎮之名不脛而走。經行政院農業委員會98年初公告劃定，黃金小

鎮休閒農業區正式成立。黃金小鎮休閒農業區仍保有客家村的農業生產，主要作物除了水稻

外，還有柿子、芋頭、草苺、福菜、百香果等，早期亦以製陶聞名，尤其是全台唯一的紅棗，

近年來更打出知名度，而稻草編織和竹藝也是這裡的特色產業。每到農忙時期，田野間的稻

穗呈現一片片黃澄澄，當金黃色的夕陽照耀著大地，更顯美麗；除了美景外，過去典型農業

型態漸而轉為多元精緻化，沿線居民結合了陶藝、竹編、觀光農園、特色餐飲、庭園景觀、

花卉農場等，讓地方產業更具特色。 

恬靜自然，與世無爭，這就是西湖給人的印象，而吳濁流藝文館就位在這樣的地方。

在往藝文館的路上，沿途的鄉間景色，會讓人放鬆心情，並放慢平時匆忙的腳步，在不知不

覺間，已經醞釀好逛藝文館的心情。吳濁流，本名吳建田，是台灣重要的文學家。他於1900

年生於新竹，1922年時，因為撰文批評日本的教育制度，得罪了日本當局，而被降調到西湖

的四湖公學校(西湖國小前身)，開啟了他在溪湖旅居的15年歲月。也因為如此，他將西湖視

為第二個故鄉，西湖的景色常被他寫入書中。 

鄰近吳濁流藝文館的文化景點，還有茅仔埔青錢第、彭城劉氏宗祠等文化景點。

「青錢第」位於西湖鄉五湖村茅仔埔，在「苗119」公路北側，是西湖鄉第九任鄉長張慶修

先生老家。「青錢第」初建於清同治年間，迄今已有百餘年歷史，曾經多次改建，最近一次

重修在民國四十三年左右，外觀看起來，只是一棟寬敞的磚道三合院建築，不過，細加端詳，

它的格局、樑柱、神龕，與一般傳統客家民宅相比，有它與眾不同的獨特風格。整棟房子的

結構是「昌」字形，象徵家族的昌盛、昌隆，分為正廳、左右廂房及兩個庭院。正廳大門上

方為著「青錢第」三個大字，左右豎立兩根古色古香的石柱。柱上的斗拱及橫樑，雕工細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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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色古香。「青錢第」格局堂皇，周圍翠林修竹環繞，意境幽雅，沐浴其間，易引發思古情

懷，的確是值得保護的古厝。 

而位於四湖村瑞湖國小前方的劉氏宗祠，主祀來台開基始祖恩寬公及派下列祖列宗

的神位，配祀觀音佛祖及福德正神。劉氏宗祠初建於清乾隆二十五年(一七六○)，距離現在

已有兩百三十五年歷史。宗祠佔地廣闊，前有西湖溪沖積平原，後是連綿翠嶺，氣勢恢弘。

祠宇屬三合院建築，覆蓋綠色琉璃瓦，燕尾式屋脊，雖沒有雕樑畫棟，不過在樸實素雅中，

顯露出客家人恬淡平和風格。 

（四）教學進度 

本課程以休閒遊憩觀點著手，讓學習者在了解休閒遊憩相關知識的同時，能兼顧在

地實務案例。由於聯合大學位處苗栗縣，而苗栗又以客庄聚落為主體。本課程「客庄與休閒」

是以客家族群文化及其生存的聚落的介紹為主，輔以近年來客委會推動的「客庄十二大節慶」

為案例，介紹客庄聚落與其推動之文化創意、休閒服務產業。課程主要內容包括：(1)休閒、

遊憩意涵及休閒服務產業；(2)全球、亞太及兩岸休閒服務產業發展趨勢；(3)休閒服務產業

的供給系統；(4)旅遊地吸引力的發展與經營；(5)文化觀光與生態旅遊。至於各週教學進度

如下： 

週別 進   度 

一 
課程內容說明、教學方式的運用、評分標準的依據及方式、課程議題及客堂報

告的設計說明 

二 休閒、遊戲與遊憩意涵 

三 
旅行的意義與休閒服務產業 
(客委會客遊世界築夢計畫介紹) 

四 
全球、亞太及兩岸休閒服務產業發展趨勢 
(全球華人足跡與台商) 

五 觀光休閒產業的供給系統 

六 旅行仲介服務業及旅行社  (大陸客屬聚落) 

七 旅遊資訊服務  (東南亞客屬聚落) 

八 餐旅接待服務及旅館業  (山那邊．綠葉方舟案例) 

九 期中考 

十 旅遊景點的地方產業及群聚  (新竹內灣案例) 

十一 特色商店與商街  (苗栗勝興客庄案例) 

十二 休閒渡假村介紹與管理  (泰安溫泉會館案例) 

十三 民宿介紹與經營  (苗栗南庄案例) 

十四 世界遺產與文化觀光概論  (新竹北埔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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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 節慶活動設計與管理  (客庄十二大節慶) 

十六 國家公園、國家風景區及生態旅遊  (雪霸國家公園案例) 

十七 城市觀光與鄉村旅遊  (苗栗縣公館鄉黃金小鎮) 

十八 期末分組報告與綜合討論 

 

（五）校外參訪實錄 

1.校外參訪(2017.3.19)北埔、獅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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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校外參訪(2017.5.6)西湖、公館： 

 

 

二、預算支用情形：‧ 

經 費 單  價 數  量 總  價 計算方式及說明 

人事費  小計： 16,000  

研究助理 4,000 1人 x 4月 16,000 聘約一名共4人月 

     

業務費   小計： 48,000  

圖書影音資料蒐集 5,921 1 5,921 客家文化相關之圖書及影音資料 

演講鐘點費 16,000  16,000 教授演講鐘點費、交通費 

參訪活動費 9,000 2 18,000 參訪活動之交通費用 

活動業務費 8,079 1 8,079 參訪活動學員保險、餐點等費用 

材料費   小計：   

     

雜支  小計： 6,000  

 文具、消耗性紙張  1 3,036 計畫執行需用之行政庶務性耗材 

 研究助理勞健保險 741 4 2,964  

行政管理費  小計：   

行政管理費(10%)     

總計：70,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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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檢討與建議： 

一、成果效益： 

本計畫之「客庄與休閒」通識課程，是接受客家委員會補助的通識推廣課程。選課

學生的人數達到執行學校(國立聯合大學)的人數上限50人，雖然有學生表示希望能增加名額，

但基於資源分配利用基礎，只能割愛。課程開授期間，學生均能在活動後以心得分享，表達

參與課程的高度熱誠，也表示課程內容安排的深廣度，可說是廣受學生歡迎的一門課程。本

課程也安排學生參訪北埔老街、南埔社區、獅潭老街、西湖吳濁流藝文館等客庄，瞭解客庄

文史內涵，以及地方產業的發展現況。讓學生能印證課堂的講授，深刻理解臺灣鄉村聚落客

庄的發展，尤其是結合休閒旅遊與地方產業的模式，讓學生能更了解休閒遊憩的意義，發展

通識教育全人的思維。同學普遍希望爾後仍有相關課程，能多瞭解客家文化、客庄風情，尤

其政府正大力推動「浪漫台三線計畫」，希望爾後能多到這類客庄旅遊。 

本「客庄與休閒」通識課程，經學校及學生評量後，為國立聯合大學105-2學期績

優通識課程第一名(佐證資料如附件)。 

 

二、與原訂計畫之落差及原因分析： 

無 

 

三、建議事項： 

本計畫之「客庄與休閒」通識課程，開課理念在於深化在地化之客家文化學習，也

讓臺灣通識教育在客家文化與客庄旅遊課程能夠落實生活化，從課程開設、師資延聘、教學

評量、實際參訪、學生實作等方面，都能將客家族群的文化精神傳揚出去。在通識教育多元

化與在地化的趨勢下，強調對本土客家文化素養傳承應有的重視。在地文化普及化到深化，

將是現階段通識教育客家在地文化課程的重點；使選課之學生，對臺灣深耕之客家文化能夠

有深刻的認識與了解。依執行過程的反思回饋，提出下列建議： 

1.通識課程之開授可以讓更多學生了解客家文化、客庄在地產業，對客家傳承及推

展可獲得深刻的理解與成效。  

2.對於客家知識體系已建立之內涵，可透過課程予以延遞。 

 

四、結論： 

客家委員會在推動「補助大學校院發展客家學術機構計畫」上，除了客家語言、文

化及產業的研究外，亦補助相關通識課程的開授，其目的在擴大客家文化的學習或認同。為

發揮在正規學制中傳遞客家知識的效果，使客家族群文化的內涵能由小學、中學，而延伸到

最高學制的大學之中。大學通識課程的開授就在培育即將進入社會階段的學生具備公民素養，

其涵蓋層面廣泛；簡單地說，就在培育學生未來生活上各種必備的基本知能。本次開授「客

庄與休閒」通識課程，以休閒遊憩觀點著手，讓學習者在了解休閒遊憩相關知識的同時，能

兼顧在地實務案例。本課程「客庄與休閒」是以客家族群文化及其生存的聚落的介紹為主，

輔以客委會推動的「客庄十二大節慶」為案例，介紹客庄聚落與其推動之文化創意、休閒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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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產業。本課程之教學設計，除授課教師對於客庄歷史與文化概念的講授外，也有桃竹苗地

區客庄聚落的實際參訪，熟悉客庄開墾歷史與客庄產業面貌。在大學通識教育中開設「客庄

與休閒」之通識課程，係為激發學生學習苗栗在地客家節慶民俗與地方產業興趣，也讓更多

學生了解客家文化、客庄在地產業，對客家傳承及推展可獲得深刻的理解與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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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客庄與休閒」通識課程選讀學生名單 

系級 姓名 系級 姓名 

日建築五甲 陳佑宸 日機械二丙 張晏誠 

日機械四丙 蔡宗穎 日機械二丙 郭柏亨 

日建築四甲 余秉承 日機械二丙 李麗玉 

日電子四甲 陳奕鈞 日機械二丙 張巧玲 

日電子四甲 陳怡瑄 日機械二丙 廖柏軒 

日電子四甲 邱禹華 日機械二丙 詹詠傑 

日電子四甲 王溦君 日機械二丙 翁辰儒 

日電子四甲 吳昆瑾 日機械二丙 潘彥廷 

日電子四乙 王 皓 日機械二丙 李俊億 

日電子四丙 曾文宏 日機械二丙 黃紹凱 

日光電四乙 徐維智 日機械二丙 陳濰愷 

日資工四甲 蔡紘睿 日機械二丙 林子倫 

日華文四甲 陳羿如 日機械二丙 顏伯洋 

日文觀四甲 杜欣儒 日機械二丙 楊弘晟 

日能源三甲 許慶鴻 日機械二丙 張晁溥 

日化工三乙 張育誠 日機械二丙 蘇峻弘 

日土木三甲 陳宥蓉 日機械二丁 蔡淑雅 

日土木三甲 鐘慧琪 日電機二乙 林俊宏 

日電機三丁 張家齊 日電機二丙 洪廷易 

日電子三丙 徐義恒 日華文二甲 陳姝媚 

日經管三甲 歐陽淑華 日華文二甲 黃宛俞 

日經管三甲 黃淑萍 日經管一乙 楊雅涵 

日語傳三甲 徐紹峰 日經管一乙 謝宜珊 

日文觀三甲 葛映君 日經管一乙 楊沛紅 

日文觀三甲 毛胤文 日經管一乙 陳姿霖 

 

附件二  「客庄與休閒」通識課程評量 (按積分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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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委會補助大學校院發展客家學術機構計畫 

106 年度整合型研究計畫成果報告書 

子計畫 13 

國立聯合大學開設「客家語言與文化」通識課程計畫 

執行單位：國立聯合大學文化觀光產業學系 

    計畫主持人：劉煥雲副教授 

    聯  絡  人：劉煥雲副教授 

    聯絡電話： 

    傳  真： 

E-MAIL：

    日  期：106年 11月 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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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 計 畫 名 稱：臺三線上貓裏客家人文地產景之推展策略研究 

子計畫名稱：子計畫13國立聯合大學開設「客家語言與文化」通識課  

             程 

壹、前言： 

       本課程「客家語言與文化」可以讓學生了解到臺灣客家語言與文化的特色，

亦可認識到客家之由來、客家禮俗、客家精神、乃至客家諺語、俚語與客家山

歌、八音等內容，對當前臺灣族群關係與客家族群認同，可以獲得基本的體認。

本課程之教學設計，除了由授課老師課程講授介紹客家語言與文化之外，還要

教授日常客家生活會話，英語與客語會話並重，激起學生學習客語之興趣。此

外，修課期間並要求修課之學生進行苗栗客家庄之參訪行程，從田野中認識客

家文化，並將客家話學以致用。本計畫主要在大學通識教育中開設「客家語言

與文化」相關之通識課程，除了由授課教師講解之外，為激發學生學習客家文

化興趣，廣泛的透過課程認識台灣客家文化，特邀請客家學術研究專家及苗栗

客家文史工作者、文化產業專家，以演講方式蒞校協同教學，讓授課方式多元

化，增進學習興趣。落實我國憲法注重多元文化之旨趣，從大學通識客家教育

中，能夠深化客家文化之學習。也讓台灣通識教育多元文化課程能夠普及化，

從課程開設、師資延聘、教學評量、學生選課等工作上，都能將台灣客家語言

與文化傳揚出去。在通識教育多元化的趨勢下，強調對本土客家文化素養傳承

應有的重視。從普及化到深化，將是現階段通識教育客家文化課程的重點；使

選課之學生，對台灣客家語言與文化能夠有整全之認識與了解。 

貳、執行情形： 

一、計畫之執行概況： 

已按照計畫聯絡能蒞校上課之學者專家名單，並已經邀請十位老師蒞校演

講：分別是張民光老師(2/21，講題是客家語言概要)、許素華老師(3/7，講題是

客家勤儉觀與理財觀)、張民光老師(3/14、講題是客家諺語)、邱英政老師(3/21，

講題是苗栗火旁龍節慶)，張民光老師(3/28，講題是客語生活會話)，葉昌玉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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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4/11，講題是客家福菜與文創產業)，張宏忠老師(4/25，講題是客家社區營

造)，葉昌玉老師(5/9，講題是客家語言之美及初級客語會話)，聞健老師(5/16，

講題是客家建築文化及。5/20率領修課學生到新竹地區參觀義民廟、劉氏宗祠)，

張民光老師(5/23，講題是如何準備客語認證考試)。 

此外，修課學生也依據分組名單，並依選定地點，分別到苗栗鄰近客家庄

實地訪查，及苗栗客家文化園區參觀學習。並已經在期末做口頭報告。學期結

束後，開課教師也針對「客家語言與文化」課程進行檢討。 

二、預算支用情形： 

  本計畫依照修正後經費預算動支完畢。 

參、檢討與建議： 

一、成果效益： 

  本課程「客家語言與文化」在聯大已經開設多年，提供不同的學生選修，

可以讓學生了解到臺灣客家人的語言、及其文化的特質，亦可認識到客家禮俗、

客家精神、乃至客家話與客家山歌，對當前臺灣族群關係與族群認同，可以獲

得基本的客語表達能力體認。本課程「客家語言與文化」之教學，除了計劃主

持人的課程講授外，還使用客家委員會不住之經費，聘請不同領域的客家學術

與文史專家蒞臨演講。除華語教學外，並參雜英文與客家話教學。而且，修課

學生已經進行苗栗線境內客家文化參訪行程，學生必須在到客家庄生活體驗之

前，學會簡易的四縣腔客家話。 

二、與原訂計畫之落差及原因分析： 

基本上沒有落差。 

三、建議事項： 

建議客家委員會未來繼續補助大學開設客家通識課程。 

四、結論： 

      以上的教學模式，計劃主持人已經在聯合大學行之多年，效果良好，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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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獲甚多，教學評量普獲肯定，可以說是聯大學生四年求學中印象最深刻的客

家通識課程之一。 

 

肆、研究成果全文：通識課程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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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委會補助大學校院發展客家學術機構計畫 

106 年度整合型研究計畫成果報告書 

子計畫 14 

國立聯合大學開設「苗栗客家信仰與民俗」通識課程計畫 

執行單位：國立聯合大學文化觀光產業學系 

    計畫主持人：劉煥雲副教授 

    聯  絡  人：劉煥雲副教授 

    聯絡電話： 

    傳  真： 

E-MAIL：

    日  期：106年 11月 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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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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 計 畫 名 稱：臺三線上貓裏客家人文地產景之推展策略研究 

子計畫名稱：子計畫14：國立聯合大學開設「苗栗客家信仰與民俗」通識課程 

                         計畫 

壹、 前言： 

     一 本課程「苗栗客家信仰與民俗」開設於進修學士部夜間班，開設期程為

106年下半年，即106學年度之上學期。讓進修學士班之學生通過選修本課程，

了解到苗栗在地客家節慶民俗文化與宗教信仰的內涵及義意，同時透過課程學

習討論，剖析地方節慶民俗文化與宗教信仰的多元互動暨文化交融、培養田野

調查基本方法與實作經驗、培養書寫地方文史信仰資料的基本能力、培養在地

關懷意識與人文思維，繼而實際參與地方客家節慶民俗信仰文化活動，掌握客

家文化發展脈動，保存與傳承客家民俗信仰文化。 

      二、本課程之教學設計，除了計劃主持人的課程講授外，亦進行苗栗客家

節慶民俗信仰舉行地點、客家庄歷史古蹟、寺廟古蹟、文化景點等之實際參與

及參訪行程。本計畫主要在大學通識教育中開設「苗栗客家信仰與民俗」相關

之通識課程，為激發學生學習苗栗在地客家節慶民俗與信仰文化興趣，廣泛的

透過課程認識苗栗之客節慶民俗信仰文化，特邀請客家學術研究專家及苗栗客

家文史工作者、文化專家、節慶與民俗文化保存者，以演講方式協同教學，讓

授課方式多元化，增進學習興趣。 

      三、本課程旨在讓全球化時代大學通識課程，能夠深化在地化之客家民俗

信仰文化學習，發揮聯合大學在苗栗地區之學習優勢，讓台灣通識教育在地民

俗文化課程能夠普及化。本課程計畫之開設，從師資延聘、教學評量、實際參

訪、學生實作等方面，都能將苗栗在地客家節慶民俗信仰文化傳揚出去。在通

識教育多元化與在地化的趨勢下，強調對本土客家文化素養傳承應有的重視。

在地文化普及化到深化，將是現階段通識教育客家在地文化課程的重點；使選

課之學生，對苗栗在地之客家民俗與信仰文化能夠有整全之認識與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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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執行情形： 

  本計畫已聘請張民光老師(9/21民俗與信仰概論)、葉昌玉老師(9/28客家民間

信仰與習俗)、葉昌玉老師(10/5苗栗文昌信仰與開中門習俗)、邱英政老師(10/12

苗栗火旁龍習俗)、邱英政老師(10/12客家桐花節慶民俗)、葉昌玉老師(10/19苗

栗客家福菜節與民俗)、聞健老師(1/26客家伯公信仰與習俗、劉錦星老師(11/12

苗栗城隍爺信仰)、張民光老師(11/9 苗栗客家義民信仰)、張民光老師(11/16客

家三山國王信仰)、葉昌玉老師(11/23客家民節禮俗)等場次演講。同時，為讓修

課學生認識與體驗客家民俗文化，讓學生走出教室到戶外導覽解說客家民俗文

化，於12月10，實際到苗栗縣義民廟、五穀廟、玉清宮及劉恩寬古宅、父子雙

舉人宗祠及銅鑼李氏宗祠、苗栗謝氏宗祠戶外導覽講習，邀請客家社區營造與

民俗專家聞健老師導覽客家民俗信仰，讓學生認識客家信仰與民俗之變遷，實

地吸收完整客家民俗文化知識，認識苗栗多元客家民俗文化之特色。 

參、檢討與建議： 

一、成果效益： 

   本課程「苗栗客家信仰與民俗」在聯大已經開設多年，提供進修部學生選

修，可以讓學生了解到苗栗客家人的信仰與民俗文化的特質，亦可認識到客家

禮俗、客家精神、乃至客家敬天重祖精神，對當前客家族群關係的想引與民俗

節慶，可以獲得基本的體認。本課程「苗栗客家信仰與民俗化」之教學，除了

計劃主持人的課程講授外，還使用客家委員會提供之經費，聘請不同領域的客

家學術與文史專家蒞臨演講。除課堂教學外，並實際到校外進行田野教學。而

且，修課學生已經進行苗栗縣境內及其他縣市客家民俗文化參訪行程，實地瞭

解各地之客家民俗風情。客家信仰與節慶民俗是研究客家傳統文化重要的議題

範疇。透過苗栗在地節慶民俗信仰文化的探討，藉以發掘苗栗客家傳統民俗信

仰文化的內涵及義意，剖析地方民俗信仰的多元互動暨文化交融，繼而，運用

實際的田野調查及參與，培養田野調查基本工夫與實務經驗，同時能夠參與地

方民俗信仰活動，保存與傳承苗栗地方客家民俗信仰。本課程透過分組「苗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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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家庄民俗信仰文化田野調查」，分組參訪客家民俗節慶舉行、聚落宗祠、公

廳、蒸嘗、寺廟、古蹟等客家圖像，藉由小組討論與客家庄參訪方式，進行客

家民俗節慶與信仰文化之體驗，從中了解客家民俗信仰文化特質與客家人的

「硬頸精神」的特色，亦可認識到苗栗諸多客家民俗文化及客家人的生命價值。 

本「苗栗客家信仰與民俗」課程之特色，修課學生將實際參與節慶民俗與宗

教民俗活動，並分組參訪苗栗縣客家庄聚落、宗祠公廳、宗教寺廟、民俗古蹟

景點等客家圖像，如苗栗謝氏宗祠、湯氏宗祠，公館尖山雙舉人劉氏宗祠、西

湖舉人劉氏宗祠、銅鑼李氏宗祠、義民廟、文昌祠、伏波將軍廟等等。本「苗

栗客家民俗與文化」課程，將藉由小組討論方式之客家生活體驗之旅，與通識

教育強調『境教』之教學模式，息息相關，充份配合著。學生在修業以後，可

以培養出適當的正確的多元族群文化信念與民族精神生命智慧、藉由小組討論

與教學助教(TA)的帶領，可以培養出學生的關於客家學知識的分析思辨能力與

表達溝通技巧，以及培養出對於客家體驗之終身學習成長的動力，更重要的是

能夠獨立判斷族群關係（ethnic groups）的激越、思考民俗文化之間之種種意涵，

進而瞭解自我存在的意義與族群文化真諦，尊重台灣不同民族（福佬人、客家

人、外省人、原住民）的生命價值與多元文化。如此的教學設計，與聯合大學

通識教育的核心精神，完全吻合。 

二、預算支用情形： 

  本計畫依照修正後經費預算動支完畢。 

參、檢討與建議： 

一、與原訂計畫之落差及原因分析： 

基本上沒有落差。 

二、建議事項： 

建議客家委員會未來繼續補助大學開設客家通識課程。 

三、結論： 

      以上的教學模式，計劃主持人已經在聯合大學行之多年，效果良好，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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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收獲甚多，教學評量普獲肯定，可以說是聯大進修部學生四年求學中印象最

深刻的客家通識課程之一。 

肆、研究成果全文：通識課程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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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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生專題計畫 

苗栗客家聚落現存傳統建築調查暨再利用方式之研究

─以公廳景點打造與旅遊行程規畫為例

執 行 單  位：國立聯合大學 

指 導 教  授：劉煥雲  副教授 

計 畫 執  行：謝富美 陳姿妤 

聯 絡 電  話：

電 子 信  箱：

日 期：中華民國 106年 10月 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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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苗栗縣是客家大縣，遍佈18鄉鎮有許多古老的客家文化聚落。客家建築是客

家文化最有特色的一環，尤其是傳統三合院，是客家人移墾臺灣落地生根定居後，

所建造的客家人生命場所與生活空間，客家三合院蘊涵了許多客家人的文化意

含。 

本文旨在探討苗栗客家聚落現存傳統建築調查暨再利用方式之研究，同時探

討客家傳統三合院建築應該如何加以保存、活化，並思考建立現代新型式客家三

合院聚落的方向，使其能夠傳承傳統客家建築文化的內涵與特色。從客家建築三

合院轉型的問題，進而指陳客家文化的傳承與復興。現代客家人應以傳承為保存、

以創新為發展，推動客家文藝復興運動，促進客家文化之再生。臺灣觀光協會會

長葉菊蘭指示，未來將帶狀串連新埔、北埔、苗栗的古蹟群和宗祠，打造浪漫臺

三線中璀燦的「人文大道」讓文化產業生根、茁壯1。本研究以苗栗縣著名之公廳

景點打造與旅遊行程規畫為例，探討地方深度主題體驗旅遊行程，在規劃上，如

何結合文化觀光潮流和客家文化創意產業，來推銷地方產業文化之美。 

貳、苗栗客家聚落傳統公廳建築 

苗栗客家庄的建築，不管是形式、外觀、建材、結構、裝飾、空間甚至用途，

都蘊藏著民俗與哲理，也訴說著生活歷史的演變。根據黃鼎松(2011)的研究，苗

栗縣的公建築有如下的特色：在空間的表現上，具體呈現在「公廳」與「禾埕」；

在建材運用上，以建築物的在地資源優先考量，採用泥土、火磚、竹、木等；在

色彩美學上，吸收了閩南「紅磚紅瓦」的新風味(黃鼎松，2014：7-9)。它的建築

特色有： 

一、界域圈化性強 

因居住位置較偏僻有安全需求與當時閩、客、原族群間互動不良因素下，客

家庄建築往往具有較強的防禦性。諸如同時兼具防風與隱藏效果的竹林植栽、由

祖先廳中軸線向外延伸的較長外護龍、禾埕前配置蓄水池，及至今仍可在部分山

區民宅中，看到的鎗孔設置等，在在證明著客家建築的強烈防禦性。 

二、裝飾性較弱    

早年客家移民的拓墾侷限於丘陵、河谷平原交會處，耕地往往不大；連帶的

也影響著其財富累積的速度及規模。受到了經濟實力的限制及族群節儉成性，再

加上匠師來源貧乏，使得客籍移民在營建時，往往較不重視裝飾，即使有也以文

字、彩繪為主。 

1 資料來源：聯合新聞網

https://udn.com/news/story/7324/2707210?from=udn_ch2cate6641sub7324_pulldownmenu%E9
%83%A8%E5%88%86%E6%96%87%E5%AD%97%E5%8F%AF%E7%94%A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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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空間的規劃 

傳統民居將祭祀「天神」的位置，安排在入口圍牆靠左處，以符合「看天祭

天」的規格。在營建過程中，透過正式儀式將龍神安置於祖先神桌下方，並以「龍

神所在」供奉，以求家族日後之長治久安、永享萬年福地。正廳後方以土填高的

半月形土堆，名為「化胎」，有如房子的靠背，在風水上其有安穩的象徵，祈福

後代萬世昌隆，子孫綿延不斷。「歩口」較寬，便於放置農具，與婦女縫製女紅。

四、堂號與棟對 

正廳的門額書寫堂號，使用祖先發源地或發祥地，由其堂號得知家族姓氏。

廳下的棟樑上，常有一副棟對，上聯描寫原鄉宗族源流發展脈絡；下聯則描寫來

臺開基拓墾情形。 

苗栗客家聚落現存傳統建築比較著名的有苗栗市謝氏宗祠、苗栗市田心陳留

堂、苗栗市湯氏宗祠、頭屋「竹仔閣」、公館雙舉人故居陸、公館龍德第、公館

河排豫章堂、銅鑼澗窩惇敘堂、西湖青錢第、西湖彭城堂宗祠、西湖賴氏宅第群、

通霄李家隴西堂、通霄馬家庄、苑裡中溝鄭家「東里家風」、房裡蔡泉盛號、卓

蘭詹氏繼述堂、頭份魯國堂、頭份劉成裕嘗宗祠、頭份山下陳氏家祠、頭份上興

徐明桂宗祠、竹南崎頂西河堂等。而比較現代的客家建築如苗栗縣前縣長傅學鵬

在公館鄉的現代傅氏五虎下山型客家宗祠，是一個現代的特例。其實，苗栗臺三

線地區還有許多著名的客家建築存在，需要加以調查暨研擬再利用方式。 

表一、宗祠、公廳與家廟說明： 

 圖片 說明 

宗祠 
 

謝氏宗祠2 

供奉唐山開基祖、太始祖。是古儒教供奉祖先

和祭祀場所，是宗族的象征。宗廟制度產生

于周代。上古時代，士大夫不敢建宗廟，宗

廟為天子專有。宋代朱熹提倡家族祠堂：每

個家族建立一個奉祀高、曾、祖、禰四世神

主的祠堂四龕。 祠堂是族權與神權交織中心
3。 

2 圖片來源：http://blog.xuite.net/apex.cheng/wretch/117810861-

%E8%8B%97%E6%A0%97++%E5%8D%97%E8%8B%97++%E8%AC%9D%E6%B0%8F%E5%AE%97%E7
%A5%A0 

3 資料來源：百科網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AE%97%E7%A5%A0/6073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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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廳 

 

劉恩寬公廳4 

是客家人奉祀來臺祖以及派下後裔。客家人相

當崇敬祖先，他們對於祖先有一份「朝夕莫忘親

命語，晨昏須薦祖宗香」的特殊情感，這份情感

並不會因為先人的辭世而消失，相反地隨著時

間的推移，追念之情更深，為了具體表達對先人

的崇敬，客家人在生活的夥房中特別設置了公

廳，將祖先牌位請回家中供奉，以求晨昏定省，

每日奉祀5。 

家廟 

 

新埔林氏家廟6 

按《禮記》所載，古代只有帝王、諸侯和士大夫

可以設廟祭祖，平民百姓直到明朝才得以設立

「家廟」7。 

   其實苗栗散佈在18鄉鎮中，還有很多著名的宗祠建築、公廳、傳統聚落及

其他建築物，都具有各自的特色，也可以引入文化觀光旅遊路線規劃中，達到

文化資產再利用之目標。 

參、苗栗客家聚落傳統宗祠再利用 

苗栗縣是眾所皆知的客家人大本營，大部分居民說的是客家話、用的是客家

習俗、信的是三山國王及其他客家信仰、食物特色更是油、鹹、香。而苗栗縣的

歷史中也有許多顯赫的客家家族，其中之一即為謝姓。苗栗謝家來臺祖先有十多

位兄弟，隨著逐步開墾向外逐漸分散，於民國22年，分散苗栗各地的謝姓家族團

結起來，在今苗栗市南苗恭敬里完竣了謝家祠堂，目前供俸其家族祖先。故我們

以苗栗謝家宗祠為傳統宗祠再利用的據點來做說明8。 

謝家祠堂為全臺謝姓三大祖廟之一(另兩處位在屏東及南投)，早已遠近馳

名，日前更登入了苗栗十大歷史建築，雖已歷經70多年歷史，但祠堂結構完好、

環境維護乾淨，可見苗栗謝姓家族的團結和慎終追遠。以前老副總統謝東閔只要

來苗栗視察，一定會來此地上香，就是最好的例子。苗栗縣政府、市公所、國立

聯合大學或是大同國小的鄉土教學，都把這裡當作活教材。 

4 圖片來源：苗栗縣政府文化觀光局 http://www.mlc.gov.tw/build/index-

1.asp?Parser=99,6,29,27,,,44,,,,,,,2 
5 資料來源：https://www.hanwha.com.tw/blog-single.php?typeId=10&id=82 
6 圖片來源：新竹縣政府文化局

http://www.hchcc.gov.tw/ch/06culture/cul_02_main.asp?bull_id=1087 
7 資料來源：維基百科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A5%A0%E5%A0%82 
8 資料來源：http://blog.roodo.com/wugc/archives/512111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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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mlc.gov.tw/build/index-1.asp?Parser=99,6,29,27,,,44,,,,,,,2


宗祠為四合院式平面型建築，共分前殿、正殿及左右廟房，祠堂牆壁都是用

泥土、土磚搭建再粉刷，樑柱是用石頭打造而成。而正殿神龕上最大者謝申伯，

據說在周朝被開國元勳姜子牙冊封為公。最令人驚訝的，就是祠堂神龕上所供俸

的，不單單只有謝姓祖先，也有供俸許多曾協助謝家渡過難關的先人。 

目前管理謝家祠堂的是謝申伯公育英財團，其常務理事謝清敏表示，祠堂起

初是作為教謝家子弟的學堂所用，後來改為宗祠所用，所以正殿兩旁的牆上分別

刻有「忠孝」、「節義」，當時是用來訓勉謝家孩童要重視的。謝清敏很驕傲的說：

「我們苗栗謝家可是出了很多老師的，前苗栗縣長謝金汀、日前的圍棋美少女謝

依旻都是來自我們家族。」而最有文學味的，是祠堂內共有20多幅門聯，都是各

地謝家人所創作提供的。 

歷史建築謝家祠堂的前院，竟成了某連鎖餐廳的汽車停車場，令人感到驚訝。

對此，管理人謝傳業表示，苗栗縣政府雖已將謝家宗祠列為歷史建築景點，其實

卻沒有甚麼實質效用，政府也缺乏主動幫助。他感慨地說：「謝家宗祠的維修，

靠的都是董事會個人掏錢，政府並沒有出資補助。目前經費只能將祖先留下來的

土地，租借他人做耕種或商業用途，才有額外經費維護。」 

至於謝家祠堂的未來發展，謝傳業表示，租借土地給他人獲得經費不是長期

辦法，現正與苗栗縣政府合作，積極整治謝家祠堂後方山坡地，分三期工程將之

美化，並與週遭做整體的社區營造，未來民眾來參觀謝家祠堂後，也可以攜家帶

眷到後山走走，這樣不但達到文化教育功能，也可得到家族育樂功能。 

若苗栗縣政府相關單位能著力在歷史建築活力再造，宗祠也能成為旅遊景

點，那曾經是文人薈萃的謝氏宗祠，能獲得政府經費補助打造成書香、茶香、

花香交互舞動的雅緻韻味，例如：配合節慶活動吸引人潮，舉辦各項活動像是

圍棋、繪畫、書法、朗讀說故事比賽等…，營造文人腦力激盪的場所，重現古

時謝家學堂的文化氛圍，也讓附近商家得到利益極大化。 

肆、 苗栗縣旅遊資源再發揮 

近十年來，苗栗縣的觀光知名度和能見度在國內外迅速提升，在國際觀光

局主導、其他局處、縣內大專院校、鄉鎮農會、社區大力配合下，行銷策略因

時、因地、因人、因事，靈活多元創意激發以達到「行銷苗栗」為目的。 

苗栗縣的觀光資源豐富多元、老街古宅、歷史古蹟，分布在各鄉鎮。為了宗

讓遠來的遊客，在一定的時間內順暢地觀光更多景點，我們以苗栗客家聚落現存

傳統建築調查暨再利用方式之研究─以公廳景點打造與旅遊行程規畫了五條路

線，結合宗祠與在地特色產業，方便遊客做不同的文化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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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 五條路線規劃 

 旅遊路線名稱 備註 
一 苗栗宗祠‧乙未戰爭巡禮 悲壯抗日英雄巡禮 
二 有鹹來寮‧海線宗祠巡禮 海景風光先民智慧石滬 
三 茶香‧茶鄉 香醇茶飲美妙滋味 
四 古道漫遊 走訪先民的養家活口步履 
五 舊山線尋訪~臺三線生態體驗 臺三線舊鐵道漫遊 

 

一、苗栗宗祠‧乙未戰爭巡禮 

(一)行程說明 

甲午戰後，清廷將臺灣割讓日本，光緒21年（1895）5月20日，日軍進佔臺灣，

登陸今新北市貢寮區的澳底鹽寮，接著攻陷瑞芳、基隆，6月7日進佔臺北。當時

臺灣抗日政權的首領唐景崧，倉促應戰，未經堅強抵抗，敗走廈門，未幾，丘逢

甲等人也棄守內渡。不過，義憤填膺的臺灣子民，卻不肯放鬆，誓死抗日，吳湯

興、姜紹祖、徐驤等帶領義民多次重創日軍，後因餉彈俱罄，浴血奮戰，在暉如

雨砲火中不幸壯烈成仁，史稱乙未戰爭。 

客委會主委李永得談起臺三線的規劃行程，以「客家文化體驗」為主軸，「歷

史大道」從林業重鎮的竹東、閩客合力開墾的北埔，以及談乙未戰爭中客家先民

保衛士的悲壯故事9。乙未戰爭戰鬥地域之廣、時間之長、人數之多、犧牲之大，

超越荷蘭征澎湖、鄭成功驅逐荷蘭、清廷征鄭克塽、牡丹社之役及法艦襲基隆等

戰役，可謂臺灣史上最大的戰爭。 

  

 

 

 

 

 

 

 

 

 

 

 

 

 

 

 

9 資料來源：聯合新聞網

https://udn.com/news/story/7324/2707210?from=udn_ch2cate6641sub7324_pulldownmenu%E9
%83%A8%E5%88%86%E6%96%87%E5%AD%97%E5%8F%AF%E7%94%A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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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行程規劃 

  

第一天 

時間 地點 活動內容 

8：00～8：30 三義火車站 統一集合，搭車出發 

8：30～9：00 吳湯興衣冠塚 乙未英雄行禮 

9：00～10：00 銅鑼澗窩惇敍堂 欣賞禾埕的特別材質 

10：00～11：00 公館雙舉人故居 書香世家、福德傳香 

11：00～13：00 中平東山好 午餐時間 

13：00～14：00 公館龍德第 享受視野遼闊、清明寧靜 

14：00～17：00 貓貍山 

丘滄海先生紀念碑 

羅福星先生紀念碑 

賴氏孝節坊 

功維敘隧道 

17：00～19：00 
邀悅膳坊 晚餐時間 

19：00～ 
玉清宮香客大樓 晚安時間 

254



 

第二天 

時間 地點 活動內容 

8：00～8：30 玉清宮香客大樓 統一集合，搭車出發 

8：30～9：30 
苗栗田心陳留堂 

緬懷祖先篳路藍縷以啓森林 
9：30～10：30 苗栗謝家祠堂 

10：30～11：00 中途路程  

11：00～13：00 牛欄窩茶餐館 午餐時間 

13：00～14：00 徐驤紀念公園 乙未英雄行禮 

14：00～15：00 中途路程  

15：00～16：00 
姜紹祖墓 乙未英雄行禮 

16：00～17：00 
新竹火車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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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景點特色 

1、 吳湯興衣冠塚 

吳湯興，別號紹文，祖籍廣東蕉嶺，先人來臺，定居苗栗銅鑼灣庄樟樹林，

少年入洋，平日以義俠聞名於鄉里。 

因率領義民抗日不幸壯烈犧牲，其妻黃賢妹在苗栗聞訊，從容投水自盡，獲

救後，復絕食以殉，年僅27歲，其節烈，聞者無不哀痛。 

臺灣光復後，政府紀念其忠貞精神，於民國46年（1957）12月12日，奉迎吳

湯興英靈入祀苗栗忠烈祠，後再奉准入祀臺北圓山忠烈祠。乙未年吳湯興殉難後，

其忠骸並未尋獲，65年（1976）裔孫整修夫人墳墓時，將吳湯興生前衣冠與夫人

遺骸同穴葬於苗栗縣三義鄉打爛缸公墓。81年（1992）其裔孫改建其坐落於銅鑼

雙峰山麓樟樹林之吳氏古墳（原清光緒10年建）時，遷移併入。 

 2、銅鑼澗窩惇敘堂 

惇敘堂是李家宗祠，初建於嘉慶25年

（1820），屬泥磚（土埆牆）瓦屋的客家三合

院，曾經多次休葺，至昭和10年（1935）4月

21日大地震時全毀，1年後重建，改為穿鑿屏

仔壁，屋頂覆蓋水泥瓦（日本瓦），坐向沿用

舊屋，橫屋（護龍）配合地形，左右各兩落。

民國70年（1981）曾家整修彩繪，82年（1993）

正身屋頂改為綠色琉璃瓦。 

另外，外埕左前方，遺有「石筆」殘座

以及武石（技勇石）兩塊，日昭和初年，22世

裔孫金淇、金濱，先後畢業於日本京都帝國

大學，其父祥甫（宗萼）及族人認為是無上

光榮，豎立石筆一座，以志其事。後來，大

東亞戰爭時，美軍飛機誤其為高射炮，曾多

次在空中盤旋，族人恐其轟炸掃射，將石筆放倒，不慎斷裂散佚，現僅有基座一

塊。 

另還有更具特色的是其內埕鋪設卵石在苗栗地區實屬罕見。 

3、公館雙舉人故居 

尖山村4鄰65號的留府為地方望族，道光年間，14年劉獻廷（1834）、20年劉

禎（1840）兩人先後中舉，光宗耀祖，成為地方美談，鄉人因此稱該地為「舉人

坪」，也稱為「劉舉人伙房」。另外，劉家的女婿林逢香亦為舉人，可謂一門三舉

人」，在地方上更傳為佳話。 

10 圖片來源：http://www.to-go.com.tw/article_info.php?id=241 

圖一 銅鑼澗窩惇敘堂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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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建築風格：外城入口處宅第前

方有一半月型水池，在內、外埕之間

設有一道院牆，院門建築頗為考究，

屋脊為燕尾翹脊，莊嚴耀眼，兩邊的

脊堵都有栩栩如生的泥塑彩繪歷史

人物。左牆上供奉著「天神」，厚重的

門板漆成棕褐色，門楣上有「鐵漢樓」

3字，似乎訴說著劉家子弟有著客家

人「硬頸堅毅」的鐵漢精神。門兩邊

有對聯：「水自南來屈曲到門千頃浪；

山從西起巍峨插漢一雙峰。」描寫「舉

人宅」是倚山面水的吉屋。 

雙舉人故居充分顯示其書香世家、熱心公益、淡泊明志、寧靜致遠的船家特

質。 

4、公館龍德第 

圖三 公館龍德第
12
 

龍德第坐落公館鄉館東村，坐東朝西，辰山乙向，勘輿上稱「獅頭洞」。格

局上是一座完整的三合院，除橫屋外，有內外埕、水池及三開間式的巍峨門樓，

在苗栗地區現存客家傳統民居中，極為少見。林宅背倚八角崠山脈西麓，翠嶺綿

亙；前臨田疇平鋪之公館平原，氣勢雍容，視野遼闊。 

龍德第改建於臺灣中部大地震之後，迄今已有70餘年，外貌樸實無華，左右

橫屋，林甫裔孫均還住在裡面，各種構件雖無雕樑畫棟，但佈局大方樸素，處處

11 圖片來源：https://www.mobile01.com/waypointdetail.php?id=3267 
12 圖片來源：https://www.flickr.com/photos/idisdao/15684956386 

 

圖二 公館雙舉人故居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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窗明几淨，置身其間，另人有股清明寧靜、舒暢平和的感受。居住於斯，必然身

心康泰，知足常樂，這也是客家三合院吸引人的地方。 

5、貓貍山公園 

 (1)丘滄海先生紀念碑 

「東寧才子」丘逢甲，是清季本縣境3位中式「進士」的文人之一，中日甲

午戰後，清廷割讓，丘逢甲倡議自主之策，建立臺灣民主國，率義軍抗日，後因

勢單力薄不敵強大的日軍，而愴然內

渡，講學於潮州韓山書院，著有《嶺雲

海日樓詩鈔》，藉詩作聊慰對臺灣的惓

惓思情，同時對臺灣之淪日，也表露了

無盡的哀痛和憤恨，後人尊稱他為「愛

國詩人」。 

 (2)羅福星先生紀念碑 

羅福星在巴達維亞（今印尼雅加

達）出生，之後隨父母回到廣東嘉應州

鎮平縣高思鄉大地村。在1903年來到苗

栗就讀公學校，之後1906年又隨祖父回到廣東，回鄉途經廈門時，聽到革命黨人

宣傳，決定加入革命，1907年，在廣東加入同盟會，在擔任教員同時暗中招募華

僑，也曾在緬甸擔任同盟會所經營的書報社書記。至1911年時率領了2千多民兵

回廣東參與黃花崗之役。 

1912年，中華民國建立後，至

臺灣成立同盟會支部，以大稻埕為

活動範圍進行地下抗日運動，往來

臺北與苗栗之間，以華民會、同盟

會、三點會、革命會等集會爭取、

招募更多抗日同志，並從大陸走私

武器運至臺灣，主張以革命推翻日

本殖民統治。提出「驅逐日人，收

復臺灣」的口號，宣稱一旦起事大

陸方面就會立即出兵前來，1913年

已擁有5百名會員，並已密謀起義抗日。 

1913年9月，新竹廳大湖支廳的一批槍隻遭竊，警方循線偵破羅福星在各地

建立的組織，羅福星在12月6日逃到淡水準備搭船暫避大陸，然遭警方發現，根

據羅福星身上所帶黨員名冊，警方也逮補了相關人士，日本總督府在苗栗成立臨

時法院，依情節不同，對參與人士分別進行審訊，羅福星是被日方判絞刑，年29

歲。 

13 圖片來源：http://www.tonyhuang39.com/tony0909/tony0909.html 
14 圖片來源：http://www.tonyhuang39.com/tony0909/tony0909.html 

圖四 丘滄海先生紀念碑
13
 

圖五 羅福星先生紀念碑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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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賴氏節孝牌坊 

貞節牌坊，為古時表揚守寡婦女、終生守一的堅貞風範而設。四娘是公館人， 

自幼家境貧寒，父母將她送給尖山「雙舉人」中的劉獻廷做童養媳，許配其

子劉金錫，14歲時其夫不幸去世，她

決意堅守「忠臣不事二主，烈女不嫁

二夫」的古訓，抱璞守貞，矢志不嫁，

守節盡孝，享壽83歲。香人感念她節

孝可風，於是呈請清廷旌表，光緒9年

（1883）奉准立坊，時年78。 

賴氏節孝坊深具古蹟保存價值，

於民國74年（1985）8月19日正式公告

為苗栗縣縣定古蹟，因有些構件已毀

損，苗栗縣政府於85年（1996）動工

整修，87年（1998）完工。88年（1999）「九二一地震」時受損傾斜，易有局部

重新修建。 

 (4)功維敘隧道 

「功維敘」語出《尚書》〈大禹謨〉「九功維敘」。九功包括六府（水、火、

金、木、土、穀）和三事（正德、利用、厚生）。原意旨君王治理國事，首在於

養民，六府應當妥善治理，三事應當和諧，則九功（九件事），方能維持理順。

兒玉源太郎引用此詞，意旨順遂、暢通。 

功維敘隧道位於苗栗車站南端與南

勢車站間的貓裏山下，隧道全長465公尺

單線軌道。1902年（明治35）6月25日開工

興建，翌年3月31日即完工通車，整座隧

道建築型式、工法均以紅磚材料砌建而

成，所以隧道擁有宏偉的歐式城堡磚砌景

觀，日治時期臺灣第四任總督兒玉源太郎

於苗栗隧道北口題「功維敘」。 

苗栗市公所於2003年整理後重新開

放。2015年市公所加以美化，隧道內裝上七彩燈光，不停的變化，令人有如置身

如夢似幻的境界，穿梭時光，走入百年隧道，別有洞天。 

 6、苗栗謝氏宗祠 

15 圖片來源：http://blog.xuite.net/hsu042/twblog1/122927646-

%E5%9F%8E%E9%84%89%E9%9B%9C%E8%A8%98---

83.+%E8%8B%97%E6%A0%97+%E8%B3%B4%E6%B0%8F%E7%AF%80%E5%AD%9D%E5%9D%

8A+%E5%8F%8A+%E5%BE%90%E6%B0%8F%E3%80%81%E6%A5%8A%E6%B0%8F%E7%AF%8

0%E5%AD%9D%E7%A2%91 

16 圖片來源：http://ivynimay.blogspot.tw/2015/07/1040708.html 

 

圖六 賴氏節孝牌坊
15
 

圖七 功維敘隧道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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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初年，謝氏宗親陸續來到苗

栗，成為此地開發初期的拓墾大戶，為

了凝聚謝家來臺子弟，祭拜祖先、慎終

追遠而集資籌建。 

謝氏宗祠主祀周封大始祖申伯謝

公、妣王、高、張太夫人暨列祖列宗神

位，並祀先世興周元勳諱尚字子牙姜公

暨妣神位。根據謝氏宗譜，謝氏鼻祖為

炎帝神農民，姓姜。申伯是周宣王元舅，

曾率兵北伐玁狁，克敵致果，因而勳賞

封於謝城（今河南唐河縣），並以國為

姓，是為謝氏始。宗祠右橫屋牆上，勒石銘刻「申伯公祠記」，記述宗祠籌建始

末。 

謝氏宗祠的一大特色是匾額及柱聯特別多，匾額多達14方，對聯共有28副。 

7、苗栗田心陳留堂 

廷紀公謝氏宗祠，係日治大正初期，謝家位於今臺中火車站的土地被徵收，

謝氏子孫乃將徵收補償金，轉購買今公嘗地。其坐向是坐西朝東，辛山兼酉。早

期後面是一片稻田，遠處以西山鳳形為「靠山」，前臨三汴圳的田寮大排，越過

後龍溪，遙望墨硯山、三臺疊翠的山巒，是宏偉的「案山」。陳留堂屋是標準客

家三合院，正身及落廒屬燕尾屋脊，其上以圓錢陶飾、柵欄陶飾及陶瓷畫作裝飾。 

唯近年來子孫散居各處，以

住家功能存在的宗祠，困於經費

及技術能耐，多年來對宗祠的存

廢掙扎努力。眼看近年來宗祠已

經開始頹圮，尤以「北落廒」屋

頂毀損尤劇。家族成員特申請苗

栗縣政府協力保存深具藝術之

美的傳統建築，以為苗栗開發史

上，客家人「追懷祖德、承先啟

後」的精神留下見證，苗栗縣政

府已於民國98年（2009）5月19日登陸為本縣歷史建築。 

17 圖片來源：http://blog.xuite.net/apex.cheng/wretch/117810861-

%E8%8B%97%E6%A0%97++%E5%8D%97%E8%8B%97++%E8%AC%9D%E6%B0%8F%E5%AE%97

%E7%A5%A0 

http://catalog.digitalarchives.tw/item/00/5d/f5/02.html 

18 圖片來源：http://catalog.digitalarchives.tw/item/00/5d/f5/02.html 

圖八 苗栗謝氏宗祠
17
 

圖九 苗栗田心陳留堂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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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徐驤紀念公園碑記 

頭份鎮仁愛公園旁有座楊統領廟，奉

祀乙未戰爭抗日勇將楊載雲，民國96年頭

份鎮公所為紀念鎮籍客家抗日英雄徐驤，

把仁愛公園改建為徐驤紀念公園，並把楊

統領廟納入，讓兩位先烈的悲壯事蹟相互

輝映，啟發後輩效法他們愛鄉愛國的偉業

英風。 

徐驤，咸豐8年（1858）生於頭份鎮上

興里，字雲賢，號昂，氣勢雄壯，18歲中式

秀才，文武兼備，在頭份開班授徒，教育

當地子弟。甲午戰爭後，清廷將臺灣割讓

給日本，本省各地紛組義勇軍抗戰，徐驤

時年38歲，也號召義軍反抗。翌年（1895）

乙未戰爭爆發，徐驤與吳湯興、姜紹祖共

同抗日，始稱「客家三傑」。 

徐驤帶領義軍從桃園、新竹等地賀日軍對戰到竹南，一度反攻新竹，但因勢

單力薄退至竹南尖筆山、苗栗、大甲溪、八卦山、斗南、嘉義、臺南，歷經13次

戰役，清黑旗軍守衛劉永福一度勸他內渡大陸見機行事，但他誓與臺灣共存亡，

終至壯烈成仁，被譽為這場戰爭最英勇的先烈。徐驤於斗六光榮陣亡時，劉永福

感歎說出「內地諸公誤我，我誤臺民」。因此，大家都肯定徐驤為「臺灣抗日領

袖第一人」。 

9、新竹北埔姜紹祖墓 

姜紹祖20，譜名金韞，別號纘堂，為新竹北埔「金廣福」墾首姜秀鑾的曾孫，

家境富裕。自幼勤學，能詩文，富民族意識。當日軍登陸臺灣時，姜紹祖散盡家

產，在北埔村招募壯丁，組織「敢字營」的義軍。響應丘滄海先生的號召與日軍

奮戰，義軍傷亡慘重，毫不退縮。 

1895年7月11日彈盡援絕，姜紹祖吞食身旁親兵暗藏的鴉片自盡，年僅19歲，

可憐少年壯烈成仁，其遺體被偷運回北埔故里，葬於今日北埔鄉外坪村。姜紹祖

在自殺前留下「斷頭詩」表明遺志，取名為「自輓」： 

邊戍孤軍自一枝，九迴腸斷事可知。男兒應為國家計，豈敢偷生降敵夷。另外，

當時水仙崙古戰場是新竹市最高山係姜紹祖「敢字營」義軍與日軍鏖戰的場所，

死傷慘重，一步一血淚「五步哭山」之名由此而來。 

 

19 圖片來源：http://nicecasio.pixnet.net/blog/post/449762693-%E5%BE%90%E9%A9%A4-

%E5%A7%9C%E7%B4%B9%E7%A5%96 
20 資料來源：

http://library.taiwanschoolnet.org/cyberfair2013/1895/hompage/%E5%A7%9C%E7%B4%B9%E7%A
5%96.htm 

圖十 徐驤紀念公園碑記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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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有鹹來尞‧海線宗祠巡禮 

(一)行程表 

時間 地點 活動內容 

８：００～８：３０ 後龍火車站 統一集合，搭車出發 

８：３０～９：００ 後龍石滬 看捕魚、魚兒進得去出不來 

９：００～９：３０ 鄭崇和墓 觀賞國定一級古蹟石像 

９：３０～１１：００ 通宵神社 
日式建築遺址欣賞，虎頭山公園漫

遊 

１１：００～１２：３０ 粥店 
夏天吃粥 舒爽暢快 

冬天吃粥 大家最愛 

１２：３０～１４：００ 馬家庄 客家建築聚落 

１４：００～１５：００ 通霄精鹽廠 海鹽產品、保養、清潔用品大收集 

１３：００～１７：３０ 阿水飯店 品嘗新鮮海產，老饕口碑第一選擇 

１７：３０~ 後龍火車站 旅程結束 

  

(二)景點特色 

1.後龍石滬 

石滬(或稱魚滬)是漁民於潮間

帶以人工方式，將大小不等的石塊

砌成ㄇ字或半圓形，待漲潮魚群隨

潮水進入其中，潮水退去時魚蝦便

渾然不覺地被留在裡頭，這時居民

便可算準潮汐起落按時前往捕撈，

為早期沿海居民重要經濟來源。  

最早後龍沿海一帶有22座石

滬，至今僅存母乃、合歡二座，由

北至南編號第11號的合歡石滬，為

現存最完好的一座，仍有漁民維持美日兩次的巡補工作，維護早期漁民捕魚的智

慧。 

2.鄭崇和墓 

21 圖片來源：http://blog.xuite.net/cafemom2013/twblog/327625424-《石滬生態小旅行》苗栗後龍合

歡石滬%E3%80%82 當一日小小漁夫，體驗石滬捕魚的樂趣 

圖十一 後龍石滬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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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唯一國定古蹟。鄭崇和

以耕讀起家，門下多碩俊達才，兼事

墾務，善於經營，次子鄭用錫被認為

是清領臺灣後第一位考取進士的臺

灣人。 

嘉慶１０年（１８０５），海盜

蔡牽進犯淡水，他奉詔招募鄉勇防

守後龍。當時新竹一帶，閩粵移民雜

處，時有械鬥事件發生，經崇和公召

兩方父老，力陳利害，並曉以大義，

始得平息；又竹塹山區，原住民輒出殺人，他便召集壯丁，依山勢地形設隘，以

保護行人。２０年（１８１５），農產歉收，他發粟平價：當時文風未開，竹塹

人士倡議建文廟，崇和公慨捐巨款，命子用錫督工，新竹文風之盛，肇始於此。 

鄭崇和墓的構造，以磚、土、石為主，木的裝飾內容，簡潔而不繁複，石材

以花崗岩及顏色不均的砂石為主，在簡潔中透露出剛勁渾厚的色彩，有石雕藝術

之美，雖然歷經百餘年風吹、日曬、雨林，石材已有若干風化剝落現象，但大致

依然紋理分明，工藝之精緻猶然而見。 

鄭崇和墓修建於同治６年（１８６７），迄今已有１３０餘年的歷史，歲月

推移，風雨摧殘，石材難免風化損毀。古蹟為先人智慧與藝術之結晶，是一項珍

貴之文化資產。 

3.通霄神社 

日本的「神社」建築，蘊涵

歷史、文化、思想與政治精神，

明治維新後，日本政府本著「祭

政一致」精神，推動「神道國教

化」政策，神社成為國家治權政

治至高無上的精神象徵。日本首

任治臺總督樺山資紀，採取恩威

並施的方針治臺，一方面利用臺

灣民間鄭成功信仰，透過宗教活

動友好行為；一方面在臺灣基礎

建設上，推動天皇崇拜的國家神

道。 

明治30年（1897），臺灣總督府開始在各地興建神社，祭祀征討臺灣殉職的能

久親王（北白川宮），以及造化三神，利用神社的普遍建立，控制人民思想，達

到鞏固統治權力的目的。 

22 圖片來源：http://www.mlc.gov.tw/monuments/index-1.asp?Parser=99,6,29,27,,,2,,,,,,,1 

23 圖片來源：http://www.mlc.gov.tw/build/index-1.asp?Parser=99,6,30,27,,,10 

圖十二 鄭崇和墓
22
 

圖十三 通霄神社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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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各地只要能久親王住過、到過的地方，興起興建「北白川宮能久親王御

遺跡」紀念碑的風潮。日本治臺50年，全臺興建204所神社，主要祭祀能久親王的

神社就有108座。 

通霄神社拜殿在光復後改建為「通霄忠烈祠」，維持祭祀的空間機能，除了

供奉延平郡王鄭成功，拜殿四面加砌磚牆開窗，原木桁梁屋架外側，改成中國傳

統建築閩南式燕尾翹脊屋頂包覆，屋頂脊飾中央還加裝國民黨徽，凸顯當時的黨

國意識型態。 

社務所下方的宿舍，是典型的日式住宅，雖然光復後使用者稍有改裝，但大

體維持日式住宅的式樣。據地方耆老口述，日治時期宿舍為警察俱樂部，是一處

專供警察休息或招待日本人住宿的地方。 

4、通霄馬家庄 

楓樹窩馬家庄坐落在通霄鎮楓樹里，屋宇沿山腳成線狀羅列，為里內較大的

聚落之一。楓樹里坐落在通霄鎮中部偏東，與銅鑼為鄰，全境屬通霄丘陵一部份，

通霄溪支流楓樹窩溪，

穿梭期間，形成溪谷縱

橫的地貌，海拔約在40

公尺至80公尺之間，處

處矮稜浪湧，低崗雜

錯。早年天然楓樹成

林，每屆秋冬時節，楓

紅遍地，充滿詩情畫

意，有如人間仙境，先

民入墾時，因而稱之為

「楓樹窩」。居民以客

家人為主，民風淳樸，

勤儉刻苦，多數務農為生。 

馬家庄因前任總統馬英九先生於行政院法務部長任內，經警察大學馬傳鎮教

授之引薦，開始每年春節均前往祭祖，而名聞遐邇。馬英九當時當選總統後，苗

栗縣政府對周邊設施積極營建，使馬家庄有了脫胎換骨的轉變。 

馬家庄奠基之處，翠稜綿亙，田疇起伏，屋舍儼然，雞犬相聞，好一片武

陵勝景，恬靜祥和，令人流連。 

 

 

三、茶香‧茶鄉 

 (一)行程表 

24 圖片來源：http://blog.xuite.net/mejun0322/index/64284237-馬家庄 

圖十四 通霄馬家庄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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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地點 活動內容 

８：００～８：３０ 竹南火車站 統一集合，搭車出發 

８：３０～９：３０ 竹南崎頂西河堂 
沿海觀賞木麻黃，欣賞綠

草成蔭的古厝 

９：３０～１１：００ 頭份劉成裕嘗宗祠 
欣賞古典彩繪建築及浮雕

的美感 

１１：００～１３：００ 怡明茶園 午餐時間 

１３：００～１４：００ 頭份上興里徐明桂宗祠 

尋找客家先祖「樂善好

施」、「勤儉樸實」的優良文

化 

１４：００～１５：００ 頭份魯國堂 
觀賞半月池邊全用鵝卵石

砌就的特色 

１５：００～１７：００ 古早味擂茶坊 晚餐時間 

１７：００～ 竹南火車站 旅程結束 

 (二)景點特色 

 1.竹南崎頂西河堂 

道光年間，崎頂西河堂來臺祖郎觀公：「乘風飄流過黑水；胸藏子孫萬年計。」

落腳在崎頂，繁衍後代。 

第３世祖林開公，率族人將山

頂庄荒煙漫埔開墾為田園，連年聘

僱傭工耕作，卓然有成，資產日增。

又徵求族人同意，捐地建信仰中心

「保興宮」，同時也捐地開闢「保興

街」，與新竹市南港里連接。「昔人

日已遠，典型在夙昔。」林開公廓

然大公之精神，著實令人感佩，晚

年致善為樂，贏得里民景仰，遂以

「崎頂王」之美名傳頌一時。 

日昭和元年（1926）林家第一

代祖厝，無償供給日人「森林主事」久留居住辦公，於崎頂沿海造林，栽植木麻

黃及松，次年更在附近種植35萬棵木麻黃，保護鄰近田園及綠化環境。 

竹南鎮內近百年或超過百年的古厝，咸因都市計畫而拆除重建，林開古厝

位於崎頂禮山頂，建築樸實的傳統三合院古厝，引人發思古幽情。古厝雖然藏

身於綠葉成蔭的玉蘭花園中，地處偏僻、交通不便，但紅磚建築聚落於鄉間原

野，輝映於藍天白雲之下，綠樹之間，仍常有幕名者前去探訪宏偉壯麗的古厝

建築，留住目光和時間，令人流連忘返。 

25 圖片來源：https://udn.com/news/story/7322/1848568 

圖十五 竹南崎頂西河堂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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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頭份劉成裕嘗宗祠 

頭份地區早年

之開闢，由北而南，

先形成之庄落，皆在

中港溪之北，東興位

於渡河而過的背方，

相對於中港溪北岸

較繁榮的頭份街而

得名。由於茄冬坑小

溪流經，故又名下茄

冬腳。 

地形上，東南面

為淺山，其餘為中港溪沖積平原，劉家最先在此開墾，因土腴水豐，地利人和，

遂孕育出劉家望族。清道光23年（1843），鄉民創設「永寧渡」義渡，以方便渡

河，劉家代為管理，公允誠正，也為後裔子孫奠下從政之基石。 

宅第古厝從官紳到富賈、農家，都各有不同的格局，閩、客建築也不盡相同，

這些居住文化的特色，都表現了中國人家族倫理的傳統觀念。第22世祖劉瓊香，

號裕二。道光7年（1827），遷來本鎮老河壢，再移居下河背頂頭屋，為徐氏佃農，

克勤克儉，積有餘資，乃承購吳氏下河背現劉氏宗詞附近田產，營建家屋，子孫

繁衍，成為本鎮有名一大家族。 

宗祠有其建築特色，在立面土臺左右各

１幅青斗石立體浮雕：二十四孝、打虎、哭

墳、背母、單衣順母……。另有立劉家祖妣

楊孺人攜幼子渡臺含辛茹苦，開創事業的大

型雕塑，祈福後代萬世昌隆，子孫出入相將

光耀門楣。 

 

圖十七 立體浮雕27 

 

 

 

3.頭份上興里徐明桂宗祠 

26 圖片來源：http://hoboifarm.pixnet.net/blog/post/249652025-劉成裕公嘗%28 劉屋夥房%29 
27 圖片來源：http://hoboifarm.pixnet.net/blog/post/249652025-劉成裕公嘗%28 劉屋夥房%29 

圖十六 頭份劉成裕嘗宗祠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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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30年（1765），廣東鎮平人第14世

祖徐明桂、吳有浩兄弟子姪及其族人第13

世祖徐俊彩、第14世祖徐倫桂等百餘人，

墾闢頭份東興茄冬坑一帶，拓田園，墾成

上、中、下東興、桃仔園等地，建村落而

居，其後裔子孫繁盛，遂成為本鎮一大望

族。 

第14世祖徐明桂精於醫道，由鎮平原

鄉渡海經安平港登陸臺灣後，繼續北上到

達頭份鎮。清乾隆34年（1769）4月間，到

達中港社，適逢居住東興村茄冬坑一帶之

原住民道卡斯族酋長患病，乃憑其精湛醫術，挺身而出醫治之，遂得酋長之助，

以墾闢東興一帶之「番埔」。此為漢人墾闢中港溪流域，由平原進入山區之開始。 

宗祠的正廳懸有「樂善好施」匾額１方：徐明桂一生熱心公益，道光9年（1829）

淡水同知李慎彝頒贈此匾，今高懸在神龕上，勘為後裔楷模。在廳堂的木樑屋瓦

雖露疲態，乾坤八卦依舊運行。縷縷香煙繚繞，列祖列宗神主牌所訴說的，將不

只是一個徐家嘉應州移民的家族故事，同時也就是一段頭份河背的開拓史。徐家

耆老扶梯點燈，慨然出借族譜，知無不言，言無不盡，「樂善好施」就是徐家薪

火綿延的傳家寶。 

4.頭份魯國堂 

「魯國堂」所在的地名

「土牛」，是清代劃分漢人

和原住民的界線，這種界線

大多以山腳、山根或溪流為

藉，沒有山溪者，及挖溝或

堆土，由於所堆的土堆，形

狀如臥牛，故稱「土牛」。 

「魯國」是曾氏堂號，

所以，頭份「魯國堂」也稱

「曾家古厝」。曾氏一世祖，及鼎鼎大名的孔夫子高徒「曾參」，一般稱他曾子，

他是山東費縣人，曾氏因此以「魯國」為堂號。 

「魯國堂」初建於昭和3年（1928），經歷10年（1935），及民國88（1999）

年兩次大地震仍毫法無損，可見初建施工所採用建材講究，才能如此堅固屹立不

搖。 

四、古道漫遊 

28 圖片來源：http://www.serenityhills.com.tw/appreciate2.php?Key=653&Type=2&Cate=new 

29 圖片來源：http://blog.xuite.net/apex.cheng/wretch/302532927 

圖十八 頭份上興里徐明桂宗祠28 

圖十九 頭份魯國堂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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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行程表 

時間 地點 活動內容 

８：００～８：３０ 通霄火車站 統一集合，搭車出發 

８：３０～９：００ 挑鹽古道 古道漫遊 

１０：３０～１１：００ 九華山 敬佛 

１１：００～１４：００ 銅鑼茶廠 
絕美景觀大驚奇 

品茶、採茶、製茶體驗 

１４：００～１５：００ 客家文化園區 

常設館和不同主題展覽品欣賞 

客家兒童繪本親子體驗 

東南亞客家先民拓墾事蹟追憶 

１５：００～１６：３０ 銅鑼澗窩惇敘堂 
欣賞內禾程的石頭建材是以鵝卵

石鋪設，在苗栗地區極為少見 

１６：３０～ 賦歸 旅程結束，領餐盒 

 

(二)景點特色 

１、挑鹽古道 

挑鹽古道是一條連結苑裡、

通霄與銅鑼地區的步道，為清道

光年間時所建的官道，是海鹽從

通霄運往銅鑼的主要道路，因此

有了「挑鹽古道」的名稱。早期的

泥土路遇雨即泥濘不堪，因此在

清同治四年時(1865 年)地方人士

便出資於路面鋪石塊，因古道彎

曲有如礱鉤，因此也稱為「礱鉤

崎」，大石砌成的步道與兩旁悠悠

林蔭融合，形成自然幽靜的古道氣息。坡度難易適中約有 1237 階，油桐樹散居

其間，若在每年４、５月間，桐花盛開，總吸引很多遊客前來。 

早年臺灣的鹽產地在南部海濱，因陸路交通不便，都以船運鹽，當時由南部

的鹽運抵通霄港（今通霄溪河口）後， 再以牛車載運到鹽館埔（今通霄鎮城南

里三鄰附近）存放，再運送至山區城鎮。 

30 圖片來源：http://www.tonyhuang39.com/tony0879/tony0879.html 

圖二十 挑鹽古道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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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從鹽館埔以上的山路陡峭崎嶇，無法行駛牛

車，必須仰賴挑夫以挑擔方式，將鹽、糖、魚貨等商

品運送至山區聚落， 回程時再將山區所產的農產運

往通霄銷售。 

當時以鹽館埔出發，虎頭崁古道翻越虎頭山，通

往銅鑼灣（銅鑼），這條山路修建於清朝道光時代， 

同治年間鋪設卵石路，長一千二百多階，彎曲如「礱

鉤」（磨利的彎曲勾子），被稱為「礱鉤崎」。 而

通往三叉河（三義）的挑鹽古道經過的山嶺，被稱為

「挑鹽崎」，這些地名至今依然存在。 

２、九華山 

「大興善寺」現位於三義

鄉西湖村（民國94年10月以前

苗 栗 縣 銅 鑼 鄉 九 湖 村 十 六

鄰），創建者為福慧尼師，福

慧尼師的一生極富傳奇色彩，

自從遁入空門後，即施行不倒

單、禁語等頭陀苦行，即使傳

授弟子也是用筆談。  

尼師專修大悲法門，大悲水

遠近馳名，若虔心祈求，則

可治百病。大興善寺四周環境清幽，翠竹環繞，林木蓊鬱。殿裡供奉

南無觀世音菩薩，廟宇雖然簡陋樸拙，但香火鼎盛，信徒廣披全省各

地，假日來此進香的車輛大排長龍，每次都造成嚴重塞車。九華山的

佛茶，遠近馳名，如遇諸佛菩薩聖誕，寺內為了歡迎大家回寺，供應

了平安湯圓、平安麵、平安素菜飯，與大家共沾法喜。  

３、銅鑼茶廠 

棣屬臺灣農林公司的銅鑼茶廠，以自然農法、有機栽種的方式，推廣環保永

續經營的生態教育。茶園面積占地41公頃，有機認証茶園3公頃，認証面積持續

增加中。主要特產為東方美人茶、綠茶、蜜香紅茶 。地處多霧丘陵臺地，屬酸

性黏質紅泥土壤，加上日夜溫差大，溼度相對偏高，所生產的茶葉厚實、香氣濃

郁。 

31 圖片來源：http://www.tonyhuang39.com/tony0879/tony0879.html 
32 圖片來源：https://www.walkerland.com.tw/article/view/145411 

圖二十一 卵石路31 

圖二十二 九華山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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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植苗、施肥、除蟲, 除草到採收、

製茶皆採人工作業，以自然食物鏈原理

來呵護每一棵茶樹。自然環境下種植，

茶樹自然生長並維護生態平衡，茶葉葉

面完整，採逐批檢驗，通過 SGS 認證，

安全無虞。 

遠離塵囂來到銅鑼茶廠，品嚐道地

採茶人便當及回甘冷泡茶外，還可以體

驗採茶與製茶 DIY 樂趣哦！戴著農夫

斗笠，披上客家花布頭巾，腰繫竹編茶

簍，跟隨導覽員的腳步，穿梭在茶園之

間，尋找摘取傳說中一心二葉的感動，享受在地茶園風光、充份感受茶人的生活

日常。採完茶菁後，回到廠內依循 製茶步驟體驗萎凋、炒菁、揉捻、解塊、乾燥、

挑枝、包裝，手作出屬於自己的茶葉，攜回自用或分贈。 

一個世紀以來農林出產的茶葉，伴隨臺灣人的懷舊記憶，還有一路走來的歲

月軌跡。 

４、臺灣客家文化館34 

館區依基地所在的丘陵起伏地形設計，規劃有戶外空間、主展館區及附屬設

施，以廣場及環繞基地四周的步道動線將區域作和緩的連結，同時將建築物視為

整體景觀的一部分，館區等相關設施被水與綠景紋路所構成的人工山丘所包覆，

創造出梯田景觀的意象。 

 

圖二十四 臺灣客家文化館35 

33 圖片來源：http://www.ttch.com.tw/index.php?categoryid=366 

34 該館原名苗栗客家文化園區，已於 2017 年 8 月改名為臺灣客家文化館。 
35 圖片來源：https://miaoli.fun-taiwan.com/fnf-item.aspx?pid=S20120518111248 

圖二十三 銅鑼茶廠33 

270

https://miaoli.fun-taiwan.com/fnf-item.aspx?pid=S20120518111248


主展館區為館區主要空間，從館區入口空橋可通往2樓常設展區，透過展示

手法紀錄臺灣客家移民動人的故事、1樓有多媒體互動展示區；四周的特展區則

以不同客家魅力元素為主題，規劃有全球館、臺灣館、兒童館、文創館及第五特

展室等空間，映照著傳承與創新客家文化的深刻意涵；館區附屬設施包括可供親

子同樂的 DIY 體驗區及研習教室空間，研習教室旁的多媒體影音劇場讓您觀賞

動人的客家影片。 

階梯廣場的主舞臺區規劃有透過客家音樂、社團匯演等不同形態的藝文表演

活動，引領觀眾貼近客家文化；沿著主舞臺後方的散步道，可以走到具有客家意

象的半月池，善用地勢打造的展望區，可遠眺銅鑼景觀；觀賞山腳下客庄聚落景

觀；當您走累了，來到好客等路區和好客美食市集逛逛，行程結束前帶點客家文

創商品及美食當作等路(伴手禮)，讓好(ㄏㄠˇ)客人感受客家人的好(ㄏㄠˋ)客! 

５、銅鑼澗窩惇敘堂 

惇敘堂是李家宗祠，初建於嘉慶 25年

（1820），屬泥磚（土埆牆）瓦屋的客家三合院，

曾經多次休葺，至昭和10年（1935）4月21日大

地震時全毀，1年後重建，改為穿鑿屏仔壁，屋

頂覆蓋水泥瓦（日本瓦），坐向沿用舊屋，橫屋

（護龍）配合地形，左右各兩落。民國70年

（1981）曾家整修彩繪，82年（1993）正身屋頂

改為綠色琉璃瓦。 

    另外，外埕左前方，遺有「石筆」殘座以

及武石（技勇石）兩塊，日昭和初年，22世裔

孫金淇、金濱，先後畢業於日本京都帝國大

學，其父祥甫（宗萼）及族人認為是無上光

榮，豎立石筆一座，以志其事。後來，大東亞

戰爭時，美軍飛機誤其為高射炮，曾多次在空

中盤旋，族人恐其轟炸掃射，將石筆放倒，不慎斷裂散佚，現僅有基座一塊。 

 

 

 

 

 

 

 

 

 

36 圖片來源：http://www.to-go.com.tw/article_info.php?id=241 

圖二十五 銅鑼澗窩惇敘堂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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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舊山線尋訪~臺三線生態體驗 

(一)行程表 

第一天 

時間 地點 活動內容 

8：00～8：30 三義火車站 統一集合，搭車出發 

8：30～9：50 魚藤坪斷橋 欣賞地震後遺留下的橋墩及周邊風景 

9：50～11：00 勝興車站 走訪舊山線遺留鐵路享受時光之旅 

11：00～13：30 薑麻園生態農場 

桃、李自採體驗，現採現食。 

水果入菜，搭配時令山產、土雞、菜蔬午

餐餉宴 

13：30～14：30 大湖草莓酒莊 參觀各區特色及品嚐不同草莓食品 

14：30～15：40 雪霸國家公園 影視欣賞，參觀展示區 

15：40～17：00 清安豆腐街 
晚餐自行選擇，有黑皮臭豆腐、烤山豬肉、

客家麻糬、水粄……等 

17：20～ 泰安警光山莊 
夜宿及泡溫泉 

享受寧靜安逸的夜晚睡眠 

 

第二天 

時間 地點 活動內容 

8：00～8：30 泰安警光山莊 統一集合，搭車出發 

8：30～9：40 公館龍德第 緬懷祖先篳路藍縷以啓森林 

9：40～11：00 苗栗工藝園區 
陶瓷、纏花、藍染工藝製作體

驗，客家產業活化創新 

11：00～12：30 獅潭社區發展協會 傳統道地的客家菜餚 

12：30～14：00 咕咕嚕博士貓頭鷹之家 影視欣賞，生態園區體驗 

14：00～15：00 獅潭村史博物館 走路抵達及參觀文化歷史 

15：00～17：00 泉明蠶寶寶生態教育農場 
觀察、了解蠶寶寶，絲製被及

茶產品 

17：00～ 賦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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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景點特色 

1、魚藤坪斷橋 

圖二十六 魚藤坪斷橋37 

西元1895年中日甲午戰爭中國戰敗，將臺灣割讓給日本，開啟了臺灣日據時

代，日人政府致力於臺灣的開發，不僅開發西部縱貫鐵路，更順利開發地勢最險

峻的泰安到勝興約8公里的路段，建了6座隘道、3座橋樑，龍騰斷橋就是其中一

座；龍騰斷橋建於西元1905年，隔年立即完工，橋墩並無利用鋼筋或水泥，僅使

用紅磚塊和花崗石來達到平衡和吸震的效果，但在1935年7.3級的關刀大地震摧毀

下，毀損相當嚴重且無法修復，便在龍騰斷橋西方60公尺處建立一座全新的鐵橋；

1999年921大地震的摧殘下，第6支橋墩又斷了其中一節。 

魚籐坪斷橋位於苗栗縣三義鄉龍騰村，又稱為龍騰斷橋或糯米橋，處於山線

鐵路泰安火車站到勝興火車站之間，橋長約200尺跨越魚藤坪溪，和苗栗縣三義

鄉勝興車站一樣建立於日據時代，以糯米砌磚、呈現每層磚頭寬度不一的特色，

並有標示記號，橋面距地面有50公，是山線鐵路中最高的橋樑；龍騰斷橋因為在

西元1935年歷經關刀山大地震，因此只剩下橋墩供遊客欣賞，雖然無法看到龍騰

斷橋昔日的完整風貌，但遺留下來的橋墩也具有別種風情，成為龍騰斷橋的最大

特色所在。 

2、勝興車站 

勝興車站位於苗栗縣三義鄉，清朝時稱『伯公坑』，因為附近樟木叢生，曾

有十六座樟腦蒸餾寮，後來所以改稱『十六份驛』；勝興車站是臺灣西部縱貫鐵

路的最高點，車站內設有一座標示海拔高度402.326公尺的紀念碑；勝興車站建於

民國5年，至今已有90年的歲月，整棟建築以木頭為建材，且每根樑柱皆不使用

37 圖片來源：http://travel.network.com.tw/tourguide/point/showpage/118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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釘子，勝興車站外觀洋溢著濃厚的日據時代風味，特殊的是勝興車站這棟建築不

使用一根釘子，經過近百年歲月卻還能屹立不搖；勝興車站只是小站，並不停靠

莒光號，自強號等列車，但縱貫山線 

的高級列車卻時常在此暫停

會車，故有其重要功能，但在山線

雙軌鐵路通車後，勝興車站和沿

線舊有的鐵路及隧道，其鐵路運

輸功能的意義也將隨之走入歷

史，令人不勝唏噓。 

另外開天隧道建於西元1905

年，全長726公尺，由於民國24年

4月21日臺灣中部大地震時受損，

但是並不嚴重，仍然保持原來磚

砌結構，開天隧道靠進勝興車站

的北洞口上仍可看到後藤新平親

題的『開天』字跡，而斜坡上的廢棄營房，則是戒嚴時期駐守隧道口的部隊遺址

都十分具有歷史意義，相當值得民眾到開天隧道中體會歷史軌跡的丰采。 

3、薑麻園生態園區 

位於苗栗縣大湖鄉栗林村

「關刀山」山系的薑麻園，海拔五

百至八百多公尺，位於苗栗縣大

湖鄉與三義鄉的交界，苗１３０

縣道由西向東串聯大湖薑麻園及

三義雙潭兩個休閒農業區，早於

清朝時期，由於地形、土質、以及

氣候等特殊條件，加上先民刻苦

耐勞與擁有種植薑麻優越技術與

經驗，因此普遍種植生薑，不論是

質或量，均被政府與民間所讚譽，

「薑麻園」這個地名之稱呼也就漸漸地形成，長久以來一直是官方與民間共用的

正式地名至今。 

園區內農產品非常豐富，全年都有不同的農產，有草莓、桃李、寄接梨、甜

柿、柑橘、桂竹筍、薑。而較具特色，也具社區代表性的就是「薑」，同樣也是

一年四季都有，遊客一年季到薑麻園皆能品嚐到薑的產品。 薑麻園各農場也相繼

研發推出各具特色創意產品。 

而四季皆有蔬果可採，如12月至4月的草莓、4月下旬至5月下旬的水蜜桃、6

38 圖片來源：http://www.ipeen.com.tw/comment/68834 
39 圖片來源：http://mmweb.tw/46583/info/ 

圖二十七 勝興車站38 

圖二十八 薑麻園生態園區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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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上旬至下旬的紅肉李及7月至8月的高接梨，10至12月的柑橘。 

5月桃李季就要吃吃新鮮的桃李大餐，冬天就要吃草莓大餐，園區內的餐廳

利用當地的水果，做成一道道色香味俱全的水果大餐。其他像是以７、８月盛產

的高接梨入菜烹調成養生的水梨大餐，而想要吃道地的客家菜，這裡也有，絕對

讓您一飽口福。 

4、大湖草莓酒莊 

近年來國內的農業相關產業，

隨 WTO 開放的衝擊下大多朝向農

產精緻化邁進，有感於農業必需兼

顧農產技術升級及積極帶動地方觀

光資源，因此在農委會及輔仁大學

食品營養系的輔導與支持下，配合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行政院九二一

震災災後重建委員會，苗栗縣政府

等先後輔導轉型，於民國九十一年

順利成立大湖酒莊。 

在93年11月20日正式開放給大眾參觀，其每一樓層都有其特色。一樓是農特

產品展售區，二樓是放映室及禮品區，另有 DIY 紙黏土教學，三樓是草莓生態展

示區，四、五樓是具有田野風味特色的餐廳及空中花園，遊客可享用美食、餐飲、

品茗、喝咖啡、欣賞大湖地區風光，可鳥瞰大湖地區的景觀，本館是一個能更忠

實呈現大湖地區獨特草莓文化，讓成年人及兒童共度一段感性、知性、趣味的草

莓假期。 

另外，大湖酒莊最大特色在於生產製造草莓酒，且是亞洲第一個草莓酒置酒

產地，嚴謹製造過程及豐富充滿人文教育農村，目前全世界僅加拿大、美國有釀

製草莓酒，所以大湖酒莊是世界第三個、東南亞第一個釀製草莓酒地區，因此大

湖酒莊以提升研發技術水平為發展基點，達到精湛的酒品釀造技術，嚴格酒品篩

選管制，最優質的酒釀口感，建立自我品牌使行銷國際化。 

 

 

 

 

 

 

 

 

 

5、雪霸國家公園 

40 圖片來源：http://mypaper.pchome.com.tw/mepolina/post/1320023298 

圖二十九 大湖草莓酒莊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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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霸國家公園於 81年 7月 1日成立，是臺灣第五座國家公園，位於

臺灣中北部，屬高山型國家公園。園區以雪山山脈為主軸，範圍涵括

了新竹縣五峰鄉和尖石鄉、苗栗縣泰安鄉、臺中市和平區，總面積達

76,850公頃。園區內地形錯綜複雜，景色氣象萬千，高峰溪流景觀更

是雄偉壯麗，同時蘊涵完整豐富的動植物及人文資源，是一個進行深

度旅遊、寓教於樂的大自然戶外教室。   

遊 客 中 心 內 設 展 示 室

及視聽室，將園區地質、地

形、動植物及人文景觀資

源，以淺顯易懂的文字、生

動精彩的圖片畫面呈現出

來，遊客在這裡可以最短的

時間瞭解國家公園概況。旁

有八角形兩層建築，緊鄰生

態景觀湖，視野極佳，並有簡易餐飲以及國家公園出版品展售，是休

憩或閱讀自然的好場所。  

國家公園是百年事業，管理處則肩負著推動百年事業的神聖使

命。管理處的落成，除擴大服務的層面，還提供更完整的國家公園資

訊及解說教育服務，希望豐富生動的自然資源展示及解說服務，開拓

國人的生態視野，體驗福爾摩莎的真與美，為大地撒下保育的種子。 

6、泰安警光山莊 

苗栗泰安之野有溫泉，

名曰泰安溫泉，泉水清澈、

溫度適宜可療諸疾，因該地

北臨汶水溪谷，形同半島，

日 據 時 代 稱 該 地 為 「 上 之

島」；溫泉遂稱為「上島溫

泉」又稱虎山溫泉。緣於民

國 前 三 年 為 原 住 民 打 必 歷

社頭目 (DULAI GAINU)所發

現後報告汶水警察駐在所為始，越二載警察療養所乃建於此，迨臺灣

光復後更名為上島警察招待所。民國五十一年夏，前省政府主席黃公

杰蒞臨時，見該所山水優勝題名為水雲山莊，民國六十七年六月三日， 

蔣故總統經國先生駕臨巡視，因鑑於日據時代原名上島溫泉名稱不

雅，親賜改稱為泰安溫泉，寓有國泰民安之重大意義。自此知名度益

著，迄今已屆滿百歲之齡。自周休二日始，登山活動愈形增多對發展

41 圖片來源：http://www.spnp.gov.tw/Article.aspx?a=ytj8%2f%2f3cU%2b8%3d&lang=1 

42 圖片來源：http://www.mpb.gov.tw/house/01intro.asp 

圖三十 雪霸國家公園
41
 

圖三十一 泰安警光山莊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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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光活動極大助益。是處有崇山峻嶺、茂林修竹、靈峰秀嵐環佈其間，

且水質純良、風光明媚淑氣宜人，誠世外之桃源地。  

而泰安溫泉屬弱鹼性 (PH8)碳酸泉，可平衡現代人之酸性體質，長

年溫泉約 50度，對於關節炎、神經痛、胃腸病、香港腳、惡性皮膚病

等頗具有健康之效。  

7、公館龍德第 

 
圖三十二 公館龍德第

43
 

龍德第坐落公館鄉館東村，坐東朝西，辰山乙向，勘輿上稱「獅頭洞」。格

局上是一座完整的三合院，除橫屋外，有內外埕、水池及三開間式的巍峨門樓，

在苗栗地區現存客家傳統民居中，極為少見。林宅背倚八角崠山脈西麓，翠嶺綿

亙；前臨田疇平鋪之公館平原，氣勢雍容，視野遼闊。 

龍德第改建於臺灣中部大地震之後，迄今已有70餘年，外貌樸實無華，左右

橫屋，林甫裔孫均還住在裡面，各種構件雖無雕樑畫棟，但佈局大方樸素，處處

窗明几淨，置身其間，另人有股清明寧靜、舒暢平和的感受。居住於斯，必然身

心康泰，知足常樂，這也是客家三合院吸引人的地方。 

8、苗栗工藝園區 

國立臺灣工藝研究發展中心所

屬的「苗栗工藝產業研發分館」，原

為民國74年成立的苗栗陶瓷技術輔

導中心，因應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

會（文化部前身）所指導，配合推動

文化創意產業政策，故重新整建為

一處寬闊的苗栗工藝園區，推動地

方特色工藝產業之研究、設計、開

發、諮詢、人才培育訓練、工藝家進

駐交流等服務事項，並舉辦各項工

藝之展演活動，推動苗栗地區工藝教育與傳承，以饗愛好工藝文化者。 

另外有染織工坊提供專業課程，積極推動染、織、編、繡、結等技藝，增加

43 圖片來源：https://www.flickr.com/photos/idisdao/15684956386 
44 圖片來源：http://world.this.com.tw/hakka_center/hot_spot_show.php?id=20 

圖三十三 苗栗工藝園區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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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眾體驗工藝並落實生活之美。本工坊近年來特別致力於臺灣傳統藍靛與藍染技

術傳承，並不定期辦理藍染技藝研習與藍染特展，除積極技術研究與專業人才培

訓，協助地方社區推廣藍染文化活動，開創「臺灣藍、草木情、工藝心」的新藍

染文化。 

陶藝工房由工藝家湯潤清老師進駐，作品最大風格特色是以雕塑手法呈現陶

藝。此外多數的作品皆不上釉彩，藉此保持陶土原色。禪意及自然生態則是常出

現的題材，工坊提供陶藝體驗課程及陶藝技藝教學，讓民眾在園區能實際體驗陶

藝的樂趣。 

金工工坊由工藝家施于婕老師進駐，將客家傳統纏花與金工結合，讓傳統文

化結合創新技藝，跳脫傳統的思維，並獲得在國內外多項專利及獎項。工坊提供

遊客相關 DIY 體驗課程及金工課程教學，並開設小班制專業培育學員第二專長

或創業之技能養成及金工乙、丙級證照課程。 

 9、咕咕嚕博士貓頭鷹之家 

2003年3月，苗栗縣獅潭鄉有一群愛好

貓頭鷹的地方人士，為貓頭鷹愛好者成立

一個共同的家：咕咕嚕博士貓頭鷹之家！

經過十餘年努力，維護農場內大自然與野

生動物和平共處，將遊憩活動對自然環境

的衝擊降到最低，實現「無痕山林運動」

之理念。 

這裡除了收容受傷殘的貓頭鷹之外，

備有戶外生態教室，透過生態教育方式，

介紹貓頭鷹的型態、特徵和習性，讓更多

人能建立「關愛貓頭鷹，愛護大自然」的保育觀念。 

咕咕嚕博士貓頭鷹之家備有多媒體視聽教室、可愛禽鳥區，及頗具規模的貓

頭鷹戶外生態園區，提供完整的生態教學與導覽，並由專人指導鄉土再生紙製作

教學，用園區內的植物做一張張有味道的紙，蓋上貓頭鷹的圖案，並設計多款的

貓頭鷹素胚彩繪，藉由生態美學、環保教育，讓小朋友對大自然懂得珍惜與愛護。 

 

 

 

 

 

 

 

 

10、獅潭村史博物館 

45 圖片來源：http://miaolitravel.net/Item/Detail/咕咕嚕博士貓頭鷹之家# 

圖三十四 咕咕嚕博士貓頭鷹之家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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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於民國 81年 (西元 1999年 )

的「獅潭村史博物館」，以舊客家民

居改裝而成，而其建築本身就是個

歷史，這棟俗稱的「穿鑿屋」的客

家民居，保留傳統形式，靠工匠鑿

洞開榫銜接柱樑，竹籬刷泥上石灰

為牆，散發一種淳樸的印象。  

村史博物館空間展示許多來

自獅潭鄉親的老照片，還有數十件

歷史文物，部份廂房保留早年的陳

設，訪客參觀彷彿走進時光隧道，

回味往日生活記憶。  

相當富有歷史意義的「村史博物館」，實際上是由文化歷史工作者

楊長鎮先生，將家閒置老屋上重建改裝而成的，以自助式的方式來經營

博物館。  

館內展示了如：阿婆的嫁妝、阿公的公學校通信簿、阿爸當兵時給

阿母寫的家書，父母親的結婚照、家中三代務農使用的農具、祖父抓山

豬用的標槍、家裡第一臺收音機執照…等，充滿回憶的「昔時國民生活

文件」。  

11、泉明蠶寶寶生態教育農場 

在苗栗，獅潭縱谷裡一個寧靜的角

落，原本種著一塊塊水稻的梯田，在民國

六Ｏ年代末，因政府的推動開始栽種桑

樹，養起了白白胖胖的蠶寶寶，開始了專

業蠶農的生活，從一開始的圓繭生產然

後又轉化生產平面繭，一直到了八十年，

政府農業政策的轉變，蠶業廢除了，也沒

有人收購蠶絲了，望著一大片翠綠的桑

園和茫茫無知的未來，我們夫妻倆決定，

堅持要在臺灣留下這千年歷史的產業，

讓臺灣的小朋友能看到可愛的蠶寶寶，這也就開始了，「泉明生態教育蠶業農場」。 

在無農藥污染的生態桑園裡，養育著成千上萬的蠶寶寶，我們可以看著蠶寶

寶吃桑葉，慢慢長大然後吐絲、成蛹、羽化成蛾。庭院裡可以看到可愛的昆蟲和

小動物四處飛舞跑動，夜幕時還有螢火蟲陪伴著我們，運氣好時還可以看到大大

的天蠶喔！農場內還有專業的蠶寶寶解說員陪著大家一起看蠶寶寶。 

46 圖片來源：http://mypaper.pchome.com.tw/liulanggou/post/1312461590 

47 圖片來源：http://okgo.tw/butyview.html?id=999 

圖三十五 獅潭村史博物館
46
 

圖三十六 泉明蠶寶寶生態教育農場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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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結語 

 我們參考國立聯合大學配合國際文化觀光局「觀光拔尖領航方案」發展國際

觀光提升國內旅遊品質，讓國內外旅客體驗「旅行臺灣，心動苗栗」，促進幸福

苗栗閃耀國際為目標，於102年結合聯大學者及專家多次焦點訪談與實地探勘，

規劃了15條深度主題體驗旅遊行程(黃鼎松、廖綺貞，《苗栗縣的觀光發展》，2015：

44-46)，結合苗栗地景風貌、風俗民情、在地特色文化產業，期待讓苗栗遊客人

數與文化水平提升，創造發展地方產業繁榮客庄為目的，以這樣的思考方向引導

出我們發想宗祠再造與拓展人文特色的旅遊行程規劃。 

 除了上述的參考資料，我們也加入黃鼎松老師和廖綺貞老師在「苗栗縣的觀

光發展」一書中，以中港溪、後龍溪、大安溪為主軸，連結沿溪發展的地景地物

推出的觀光三軸線，也相當有人文特色。 

苗栗縣三義、南庄兩地去年初同獲國際慢城認證，使苗栗縣成為全國唯一擁

有「雙慢城」的縣市，縣府與地方全力營造慢城觀光形象，今年辦理的慢城商家

認證，共29家業者通過，昨辦理授證，期盼業者秉持慢城的理念，營造慢食、慢

活、慢遊的整體生活環境氛圍，帶動觀光及產業發展。認證計畫共70家業者參加

評選，經府工商發展處一年來輔導，其中29家業者通過苗栗縣國際慢城商家認證，

另有10家獲苗栗縣國際慢城熱情獎、31家獲苗栗縣國際慢城友善獎。苗栗縣長徐

耀昌與三義鄉長徐文達、南庄鄉長賴盛為等人昨共同頒發證書，與業者高呼「苗

栗慢城新生活，共創未來新希望」口號，宣示努力推動慢城理念和精神。獲慢城

商家認證的「燕子陶」業者張燕鳳說，她和丈夫原在苗栗市經營陶藝工作坊，幾

年前搬到南庄，希望當地居民和遊客也能享受玩陶的樂趣，很開心能獲慢城商家

認證，一同參與行銷慢城生活理念。苗栗縣府工商發展處工商科長邱宏宸表示，

縣府目前正著手建置慢城網站，將推薦獲認證及獎項的商家，日後配合行銷慢城

需求，也可能繼續辦理慢城商家認證，擴大參與，讓更多商家、地方居民一起融

入48。 

 以聯合大學客家學院文化觀光產業學系所學課程內容，推動在地客家文化與

產業創新增進苗栗觀光效益，而規劃了5條路線；以苗栗最具有味道的山、海、

古道、茶……等，結合生態與藝術的文化之旅，不只有古色古香的歷史建築，也

有真材實料的客家美食體驗，在旅遊市場的選擇中也增添了不同的苗栗在地風情，

以農業為經濟產業發展的苗栗縣，也能結合自然與觀光打造慢活路線，繁榮客庄

與活躍苗栗。 

    本研究因期程有限，只列舉出5條宗祠路線，尚未納入苗栗各地客家聚落。

為發展觀光，必須考慮如何活化現存傳統建築等，而且對於現存客家聚落、公廳、

宗祠等也必須詳加調查再加以利用。特別是當前政府施政目標是臺三線沿線所有

資源之重新打造，研究者認為臺三線沿線所有資源之重新打造，必須納入沿線所

48 資料來源：聯合新聞網

https://udn.com/news/story/7324/2765293?from=udn_ch2cate6641sub7324_pulldownmen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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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客家聚落、公廳、宗祠等之調查與再利用，如此才能將臺三線完整打造成國家

級的慢活大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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