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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多元族群下的客家政經研究 
一、族群關係、族群認同與族群邊界 
(一)客家政經研究利基於族群關係 

族群關係是當前台灣社會中被關注的
公共議題，客家政治與經濟研究必頇
立基於客家與其他族群之間的多元族
群關係。 

 

賴澤涵與劉阿榮在《多元文化與足全
關係》書中指出，以「族群」代替
「種族」研究的必要性！ 



王甫昌與張茂桂對於族群的定義，除
了強調文化和語言是構成族群的核心
要素外，似乎也強調祖先的同源性與
族群的獨特性。 

 

王明珂進一步闡述，若以體質、血緣、
文化或語言等客觀性特徵做為判斷族
群的意義，並不容易得到族群的正確
答案，祖先同源性才是族群的核心概
念。 



總而言之，族群的建構乃是立基於文
化或語言的族先共同性，以區分出
「我群」與「他群」的差別，從而形
成獨特的族群歸屬感。 

 

自台灣社會解嚴後，逐漸出線許多在
地化的族群關係研究(王甫昌，2002)。
當前有關族群關係的研究觀點而言，
從族群想像角度探討之研究文獻最為
豐富。 



(二)族群關係的黏著劑:族群認同 

Brass指出，族群認同是來自於族群這
個概念的形成，我們可以從族群的三
種角度去界定族群認同的意義︰ 

 



1.客觀定義 

-從族群本身所擁有的客觀特徵去界定，
族群認同是來自於對其所擁有外在客
觀特徵上的相似性所產生的一種歸屬
感。 

 

這種定義相當普遍，也普遍被弱勢族
群接受的看法。 

 

以目前狀況而言，最容易建構族群邊
界者莫過於族群語言的差異。 

 



2.主觀定義 

-從族群的主觀意識去界定族群類屬的
形成，某個族群之所以產生認同感，
完全是基於主觀上的喜歡、贊同與支
持該族群的一切。 

 

固然強化了族群本身的參與感，但同
時也喪失了那些客觀特徵上屬於某一
族群，但卻不認同該族群的隱形人，
依此而來的族群邊界自然更難以界定。 



3.行為定義 

-從族群間的互動行為方式去界定族群，
具有某項行為特徵者即認為是具備族
群認同感，反之則不具備族群認同感。 

 

台灣早期社會的各族群都具有相當的
打拼精神，這是台灣先民為求生存而
共同呈現的民族性格。 



界定族群認同必頇兼採上述三種觀點
進行深度的觀察，才能兼顧族群認同
的特質。 

台灣學者從事族群研究大致可以分為: 

(1)海外華人的認同研究 

(2)台灣民眾的認同研究 

    -1政治認同研究 

    -2族群認同研究 

 



(三)族群政經運作空間形塑族群邊界 

族群認同的結果，造成我群與他群之
間的族群邊界，是各族群同交會的邊
緣之處，是一種想像出來的邊緣地帶 

 

族群邊界不是一種實際的地理空間，
而是一種族群心理與政經權力運作下
的空間界限。 



台灣客家研究者往往將客家核心區認
為是桃竹苗，地理邊緣主義的說法，
並不符合台灣客家社會的實情。 

 

族群邊界與其說是地理邊緣，不如說
是政經關係運作的心理空間狀態 

 

族群邊界建構的空間邊緣地帶是邊緣，
不能侷限於地理空間的邊緣，更應強
調政經權力運作下，被族群邊界排擠
出來的社會邊緣地帶。 



二、政治經濟學 

凱因斯學派所建構的總體經濟學。經
濟活動本身是一種國家機關的政治決
定，無法純粹從經濟角度加以詮釋。 

 

國家是政治力的代表，市場是經濟力
的代表，政治經濟學是探討國家與市
場之間的互動關係。 

 



馬克思主義的政經觀是國家機關成為
資產階級運動政治權力，以爭取經濟
支配權的工具，無產階級遂成為被剝
奪的弱勢族群。 

 

綜合主義，歐洲國家最初的制度安排
是「國家機關/企業/勞工」，是利益調
和的政治系統。 

 



「國家機關vs.民間社會」二元論 

國家機關-「政治力」的代表 

   傳播媒體與企業- 「經濟力」 

   客家族群組成的民間社會- 「社會力」 

 

之間的相互對抗是為台灣客家族群的
政治奮鬥史。 

 

 



客家公民社會的重要性-在台灣族群關
係網絡中建構一個獨立自主的客家公
民社會領域，展現其做為台灣社會獨
特性與必要性的文化特徵。 

 

在客家政治與客家經濟的二元論下，
必頇加上公民社會的觀點。 



本書的概念架構 

 

客家企業家 
精神與倫理 

     公民社會領域 

客家政治與 
民主發展 

客家經濟與 
產業發展 

 

經濟領域 政治領域 

客家社區治理 客家文化創意產業 
 
 客家社會內容產業 

客家行政與政策 
 

客家法律與制度 



在多元觀的政經研究途徑下，本書
邀集各個領域的專家，撰寫不同主
題的專門論述︰ 

(一)政治領域 

(二)客家事務 

(三)經濟領域 

(四)公民社會領域 



貳、客家運動的展開與客家政策的形成 
分成三階段加以敘述; 

一、還我母語運動(1988-1990) 

二、客家社團的蓬勃興起(1991-2000) 

三、客家政策機構的建制(2001-至今) 



二、客家社團的蓬勃興起(1991-2000) 

1990年12月台灣客家公共事務局協會
成立，其立會宗旨是建構「新介客家
人」 

 

台灣客家公共事務協會首任會長鍾肇
政提出「新介客家人」的主張，主要
是認為客家人有兩種； 

(1)活在過去光輝傳統的客家人 

(2)在多數福佬人面前，隱藏客籍身分的
客家人 



1994，台灣客家公共事務協會為了推
動客家政策，特別成立「新客家助選
團」，組成「陳水扁客家界後援會」，
當時民進黨市長候選人陳水扁撰寫客
家政策白皮書。客家政見有五項； 

(1)成立客語專業電台 

(2)編撰台北市客家發展史 

(3)推動國小、國中母語教學 

(4)舉辦一年一度的台北市客家文化節 

(5)設立客家文物館 

 



1994年文建會積極推動社區總體營造，
客家社區也從自身的資源出發，發展
出具有客家文化特色，兼具在地風貌
的現代客家社區。 

 

美濃客家鄉鎮的獨立性立刻吸引全國
民眾的目光。 

 

1998年台北市政府舉辦與過去不一樣
的「客家文化節」，推出「通化街客
家街路文化節」。 

 



客家論述得到社會認同之因素 

(1)還我母語運動是最重要的催生力量，
使得社會民眾終於注意到一直處於社
會邊緣的「隱形族群」之生存權 

 

(2)客家議題的重要性受到台灣社會各
族群的肯定，在各種場合中逐漸成為
大家討論的焦點，甚至成為選舉活動
候選人重要政見之ㄧ。 

 

(3)民進黨對於客家政策的支持，使得
該黨執政之後成為推動客家政策最重
要的推手。 



三、客家政策機構的建制(2001-至今) 

 
2001年6月14日行政院客委會正式成立。 

 

隨後各種客家文化的維護與發揚活動得
以順利推動。其中對於「客語」的推動
更是努力。為了讓客家產業復甦，於是
舉辦各種節慶活動。 

 

各縣市政府為了保護與發揚客家文化，
開始設置客家文化館。此外，又推動客
家文化園區。 



2008年，國民黨重新奪回政權， 
行政院客委會重大政策方向則有︰ 

(1)積極推動《客家基本法》，以做為客
家政策的「憲法」。 

(2)公務人員高普考首度增設「客家事務
行政」類科。 

(3)授予「客語薪傳師」資格給通過中高
級認證且精於語言、歌謠、戲劇及文學
的民眾。 

(4)推動「客庄十二大節慶」，並辦理許
多大型藝文活動，以提振客家地區之觀
光產值。 



叁、台灣客家的族群性格 
一、客家文史工作者眼中的客家族群性格 

許多客家文史工作者對於客家族群政
治性格的觀察是︰維持現狀、亟求安
定、服從統治當局、呈現高度的政治
信任感。 



二、隱形的客家族群 

客家族群隱形化的問題，是客家研究
者最關心，也是最為人所熟知的客家
危機之ㄧ。最先闡述此現象者為徐正
光在《徘徊於族群與現實之間》書中
序言 

 

羅肇錦以「東方的吉普賽人」引喻客
家人隱忍、勤儉、堅毅、沉默，以走
避他方的悲情去面對生命，形成一個
看不見的隱形族群。 



根據丘昌泰研究客家族群隱形化趨勢，
主要是發生於客家族群比例較低的非客
家區域，特別是都會區域。 

 

蕭新煌、黃世明指出，客家族群隱形化
最嚴重的區域，大都發生於經濟活動最
為頻繁的非客家都會地區，客家族群為
謀生存，進入該經濟活動圈中，自然而
然設法融入其生活機能中，無形中消弭
可架族群的自我意識。 



台灣客家族群由於長期側身於社會的邊
緣，無法成為族群文化論述的中心，故
相較於原住民文化受到法律與憲法層次
的保障，客家族群一直成為台灣社會中
被漠視的族群。 

 

直到1988年還我母語運動的開拔，促使
台灣客家意識的覺醒。 

 

2001年行政院客家委員會的設置，客家
權益與文化才逐漸受到各方重視。 



肆、客家的傳統經濟與文化創意產業 
一、客家的傳統經濟 

台灣客家傳統產業的經營深深受「原鄉
記憶」的影響，大陸客家移民渡海來台，
就居住在土地較為貧瘠的丘陵地區，因
而衍生出「山區經濟」的型態 

藍染 

客家山區產茶 

樟木 

陶瓷 

菸草 



肆、客家的傳統經濟與文化創意產業 

二、客家文化創意產業 

近幾年來，台灣客家透過行政院客委
會的策略、非營利組織與社區發展組
織的配合，透過創意的發揮，將客家
文化融入於視覺藝術、數位網路與精
緻生活產業中成為一種高附加價值的、
跨越族群邊界的、生機蓬勃的客家文
化創意產業。 



台灣客家最著名的桐花祭可說是客家
文化創意產業的代表。客委會從2002

年起舉辦客家桐花祭，希望透過文化
扎根及精緻的文化活動，展現客家風
華，同時加強景點的打造及文化藝術
的裝置，妝點客家庄。幾年來在深耕
文化、振興產業、帶動觀光、活化客
庄上，創造了卓越成績。 



相較於傳統客家的文化認同，「哈克」
似乎更揉合了當代資訊科技與行銷管理
手法，將客家文化從保護與維繫轉變成
為一種能夠產生附加價值的文化產業。 

 

客委會成立之後的哈克風潮，則出現了
更多創新的技巧與特殊的表達形式，客
家已成為台灣新的流行時尚，當代客家
文化確實逐漸轉型為精緻生活文化的重
要內涵。 



伍、結語 

台灣社會雖然重視客家文化創意產業，
使得傳統的客家文化出現了新的生機，
得以揖注更多財政資源於客家文化的保
存與發揚上。 

 

但是，如果文化底部的土壤不夠肥沃，
這樣的優勢也只是一時的，最後必將淪
於商品文化而完全喪失客家文化的精隨。 



因此，客家文化創意產業根源於土地，
固然需要內需市場的支持，更需要正確
的客家文化內涵，才能永續發展。 

 

客家文化是世界特有的文化，再現客家
風華是所有世界各地客家人的共同願望，
台灣的客家人雖然目前在推動客家文化
產業上略具成效，但遭遇到的困難與挑
戰還是很多。 



歸納出幾點影響桃園縣客家文化館的因
素，包含政府缺乏專業職能、對於文化
事業以短打及移植的操作手法︰ 

   館舍經營單位、地方居民、文史團隊
對於文化館的認知與定位不同，而事實
上這是缺乏專業與人才不足所致。 

   若是後續進行委託經營，也提出以下
幾點供經營者作為參考︰ 



一、桃園縣客家文化館︰ 

   (一)加強文化館專業認知與館藏 

   (二)協助專職館員與培訓 

   (三)建立網絡溝通與回饋機制 

二、桃園縣政府文化局︰ 

   (一)協助專職管理與培訓  

   (二)建立橫向溝通機制 

三、文建會 

   (一)建立認定程序  

   (二)培訓地方專業人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