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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到「客家」，在某些人的腦海裡浮現的可

能是山歌、粄條、藍衫、油紙傘等印象。鐵道交

通是傳統社會邁向現代化過程的必備條件。與前

述的刻板印象不同的是，臺灣在這個現代化過程

裡，有一股來自客家族群的助力。查覺到這股不

容小覷的力量，客家委員會客家文化發展中心透

過相關研究，將推出「鐵道與客家」特展，向社

會大眾介紹客家族群在鐵道事業上的付出以及客

家臺鐵人家庭生活的樣貌，希望能讓臺灣的鐵道

文化增添一份族群要素。

　　底下本文先介紹客家觀點下的臺灣鐵道

史，然後說明大批客家人投身鐵路工作的各種

偶然的歷史與必然的結構因素。接著，呈現的

是臺鐵客家人的家庭生活與在臺鐵內部的工作

狀況。最後本文將闡釋客家與臺灣鐵道彼此間

如何相互建構。

鐵道的重要性

　　直觀來說，火車或鐵道對生活的影響是巨大、

便利與快捷的。退休的臺鐵員工（前臺中火車站

站長）李慶金先生說「火車將山裡的人帶了出來」， 

這句話可以放在這個架構裡思考（薛雲峰 2020）。

然而，這句話更可以延伸到李先生沒說到的部分，

也就是火車不只把山裡的人和物帶了出來，也把

外面的一切帶了進去。火車這種現代性的運輸工

具不只是讓住在丘陵（李先生所說的「山裡」）

的客家人有機會出來參與外在世界的運作，也是

造成我們今日所見的現代臺灣的力量之一。

　　換言之，鐵道所影響的不只是「山裡的人」

或客家人，更是整個臺灣。有了完整的鐵道建設

之後，臺灣就成為內在（產經、地理和族群文

化）多元但卻可經由相互連接的鐵道抵達的整

體，前面提到的那種可相互交流和理解的現代臺

灣才能成立或得以想像。交通的運輸除了人的旅

行、上下班（課）的通勤、商業貨物及所有基礎

建設所需物資的運動，同時也更加將城市與鄉村

的區別拉大，讓都市的人口和資源更集中，也就

是更都市化，而鄉村也在火車的運輸線下成為都

市物資與休閒的腹地。

　　除了促進都市化，鐵路也帶來從事鐵路工作

者的移民，這些移民形成新的社區、聚落，甚至

是城鎮。另外，鐵道的興建也讓原本存在的客庄

更凝結與強化。例如南部客家六堆聚落裡的竹田

與西勢兩個站，一方面將米、糖運至大都會，另

一方面也隱然成為六堆對外交通的樞紐（薛雲峰 

2020）。

客家視角下的臺灣鐵道：從歷史講起

　　臺灣鐵道與客家人的密切關係要從歷史講

起。臺灣第一條鐵路建於清領時代的後期（1887

年），迄今已130餘年。臺灣的鐵道事業從一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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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報導人提到，臺鐵內部的職員等級由下到上分別是士級、佐級、員級、高員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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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有客家族群的參與。臺灣的第一條由臺北到基

隆，以及隨後臺北到新竹的鐵路，鋪設鐵路所需

的枕木與砂石，便是由黃南球與陳朝綱這兩位客

家墾首及鄉紳提供；施工的過程裡，客庄的勞動

力自然也就投入到鐵道建設裡（薛雲峰 2020）。

　　後來的日治時代，自1908年起的西部縱貫線

鐵道的興建，最早通車的是現在山線，後來才有在

1917年規畫與興建海線的縱貫線（1922年完工通

車）。山線早於海線開通，除了有施工設計時地質

的考量（當時海線施工難度較高），也有將丘陵與

山地資源向臺北與其他都會運送的意圖。也就是因

為山線途經許多客家聚落，為數不少的客籍工人便

投入其中的建設（林秀昭  2011﹕82-84）。日治時

代後期，由於太平洋戰爭的關係，日本帝國全體動

員，在臺的日本人投入戰場，所遺留下來的大量鐵

道工作空缺有相當部分由客家人遞補（薛雲峰 

2020）。

　　有了這些基礎，在戰後，中華民國政府接收

日本政權留下來的鐵道事業。民國40到70年代

間，臺鐵的工作人員裡客家人的比例達到顛峰

（不同的報導人有不同的估算，從七成到九成都

有），甚至直到今天臺鐵員工裡客家人的比例應

該都還有三成以上。而客家人在臺灣總人口比例

上，隨著不同單位不同時間的調查有所差異，但

最高不超過20%。2從這個人口比例的數字可以知

道臺鐵內部的客籍員工的人口占比是存在顯著性

意義的。在臺灣鐵道發展的這百餘年的過程裡，

歷經西部幹線（1908）鐵路電氣化（西部鐵路電

氣 化 [ 1 9 7 3 - 1 9 7 9 ] 、 北 迴 線 鐵 路 電 氣 化

[1992-2003]、東部鐵路電氣化[2009-2013]）、北

迴（1980）、南迴（1991）以及日治時期就開始

建設的森林鐵路與臺糖鐵路等等的建設，客家人

的力量都在其中扮演重要的角色（林秀昭  2011：

82-84）。

　　就在百年來臺灣鐵道系統逐步完善的過程之

中，前面提到的都市化隨之開展，也促成許多因為

鐵道興建與通車的客家移民。例如花蓮的吉安、鳳

林、玉里，北臺灣的七堵、樹林等城鎮、臺北市的

虎林街和通化街等地方、高雄市的三民區一帶（林

秀昭  2009：67)，以及阿里山和林田山等地因森林

鐵路而形成的聚落，都與鐵道客籍工作者的移入有

關（薛雲峰  2020)。其他的具體例子，除了隨著阿

里山和林田山森林鐵路的興建，而為當地帶來不少

客家移民之外，東勢這個客家聚落的形成與興盛，

也和運輸林業資源的鐵道交通有部份關連。

客家臺鐵人的家庭生活

　　一般來說，客家臺鐵人大部分出身於務農的

客庄。我們的報導人們回憶到，當時（民國40到

70年代）工作不好找，客庄所在地多山坡地，在

食指浩繁、手足眾多的大家族環境下，光靠幾分

薄田，生活確實是清苦的。除了種田，當時這些

家族也以在丘陵地種植香茅或伐樟、焗腦來貼補

家用。像臺鐵這種能保障收入的職業，在這個背

景下，自然也就對客庄居民具一定的吸引力了。

客庄內若有人在鐵路局裡工作，透過親友的人際

關係，如父子、兄弟、叔侄、朋友同窗或鄰居的

連帶，相互介紹而去鐵路局工作的便很常見。以

報導人自己的話來講，這種因親屬網絡的引介到

臺鐵工作的情形，就像「粽子一串一串一樣」。

　　這種過去因親友關係網絡而進臺鐵的情形，

現在也不復存在了。這是因為社會逐漸多元化，

城鄉界線漸漸模糊，不像過去在鄉下除了辛苦務

農外幾乎別無他途謀生，只好透過親友的介紹做

鐵路局的工作，所以客家臺鐵人的下一代繼續做

臺鐵工作的就慢慢少了。

　　除了受親友影響而到臺鐵就職，在離職這個

問題上，家族或鄉親鄰里似乎也發揮等量齊觀的

影響力。在提到臺鐵工作的辛苦時（主要是高工

時、低薪資），有幾個報導人說當時他們萌生辭

意，想另謀他就，家中長輩及鄰里鄉親知道之後

的第一反應是「不要辭職啊！辭掉了，哪裡去找

那麼好的頭路！」，以及「連公家工作都做不

好，還能做什麼？」面對這種巨大的社會壓力，

這種辭意馬上被勸退，所以他們只好咬著牙做下

來，就這麼一路做到退休。

　　上面的例子說明了當時客庄的傳統性質。也

就是因為這種傳統的封閉性質，有些報導人也提

到，當初他們決定到鐵路局工作的原因之一，是

小時候在客庄看到奔馳的火車，心裡油然而生的

一種新奇感。詩人葉日松先生便提到，他小時候

看到「高級的火車」行過客庄時，內心立志長大

後要變 成 搭得 起火車的 有錢人（薛雲峰  2020 ）。

臺鐵機務處退休的宋處長也提到，他童年時去外

婆家的路上，總是看到「雄壯威武」的火車，讓

他覺得進步與嚮往，這也讓出身農村的他，可以

透過對火車的想像來連結外在世界。

　　這些客家臺鐵人入行的過程，現在看來有些

神奇，但若考量當時沒有高學經歷的要求，而且

一開始的薪水和其他國營事業（如郵局、電信

局 、 臺 電 、 中 油 等 ） 比 起 來 也 低 不 少 （ 詳 下

文），所以當時進臺鐵的門檻並不高，以通過臺

鐵特考作為任用資格是較後來的事，這也與現在

大家搶破頭要進國營企業工作的情形大相逕庭。

報導人談到，在面試現場上發現裡面的口試甚至

是以客語進行，口試的場合當下就變得輕鬆愉快

起來。

　　門檻不高的前提下，大多數的客家臺鐵人都

是由這個途徑進來，進來後多半是從基層做起。

從基層做起的意思是一開始可能是臨時工、實習

生，或者是從學徒或打掃工作開始，後來才一路

慢慢透過升遷或內部考試往上爬，最後抵達列車

長、站長，甚至臺鐵的機廠的主管或臺鐵本部的

處長等高階職務。3

　　由於早期的客家臺鐵人多半來自農村，所以

報導人提到他們或同事很多都是選擇住家裡，通

勤（搭火車）上下班；凌晨3、4點就起床通勤上

班，下班回家後已是晚上7、8點了。會選擇這種

通勤生活的原因很多，除了客庄的生活習慣，以

及家裡需要他們在假日幫忙農事之外，這些從基

層做起的客家臺鐵人在漫長的職業生涯裡，工作

地點調動的可能很大，以及臺鐵的低薪讓他們難

以承受在都會區購屋的負擔。4

　　在1978年中山高速公路全面通車之前，鐵道

擔負臺灣相當大部分陸路交通的任務，所以當時

火車的班次與運行的時段比現今多且長。這連帶

影響臺鐵員工的家庭生活，當時臺鐵員工，特別

是運務單位，很多人都是做一休一（工時常常長

達近24小時）。這些人凌晨3、4點就起床（如同

上段提到的，這些人住在竹苗客庄老家，離工作

的地點很遠，故需很早起床），出門搭臺鐵班車

上班，晚上回家後也已是7點多甚至超過8點。有

些員工甚至連農曆過年都沒得放假。例如報導人

賴先生說，在臺鐵工作期間他曾經20幾年幾乎每

一年過年都在工作。家人雖有抱怨，但久了之

後，也就習以為常了。

　　在訪談裡（大多為男性），我們也顧及臺鐵

員工家屬的觀點。許多報導人的太太在一旁回想

起過去的歲月時，除了提到因為先生低薪，所以

太太及家裡的小孩們很多都要做家庭手工（如聖

誕燈泡）來貼補家用的經濟困難外，也提到她們

對先生職業安全上的擔心。例如，每逢颱風、地

震這些天災，不管是運務的列車長或工務段主管

的鐵軌或隧道的客家臺鐵人的家屬，總是憂心忡

忡，擔心工安問題的發生。話雖如此，幾十年的

臺鐵生涯後，全家人最後都一起挺過來了。

4.　不過報導人也提到，仍然有人因為鐵路工作而到外縣市購屋及定居，這也符合前面提到，因臺鐵工作而形成許多新客家聚落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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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有客家族群的參與。臺灣的第一條由臺北到基

隆，以及隨後臺北到新竹的鐵路，鋪設鐵路所需

的枕木與砂石，便是由黃南球與陳朝綱這兩位客

家墾首及鄉紳提供；施工的過程裡，客庄的勞動

力自然也就投入到鐵道建設裡（薛雲峰 2020）。

　　後來的日治時代，自1908年起的西部縱貫線

鐵道的興建，最早通車的是現在山線，後來才有在

1917年規畫與興建海線的縱貫線（1922年完工通

車）。山線早於海線開通，除了有施工設計時地質

的考量（當時海線施工難度較高），也有將丘陵與

山地資源向臺北與其他都會運送的意圖。也就是因

為山線途經許多客家聚落，為數不少的客籍工人便

投入其中的建設（林秀昭  2011﹕82-84）。日治時

代後期，由於太平洋戰爭的關係，日本帝國全體動

員，在臺的日本人投入戰場，所遺留下來的大量鐵

道工作空缺有相當部分由客家人遞補（薛雲峰 

2020）。

　　有了這些基礎，在戰後，中華民國政府接收

日本政權留下來的鐵道事業。民國40到70年代

間，臺鐵的工作人員裡客家人的比例達到顛峰

（不同的報導人有不同的估算，從七成到九成都

有），甚至直到今天臺鐵員工裡客家人的比例應

該都還有三成以上。而客家人在臺灣總人口比例

上，隨著不同單位不同時間的調查有所差異，但

最高不超過20%。2從這個人口比例的數字可以知

道臺鐵內部的客籍員工的人口占比是存在顯著性

意義的。在臺灣鐵道發展的這百餘年的過程裡，

歷經西部幹線（1908）鐵路電氣化（西部鐵路電

氣 化 [ 1 9 7 3 - 1 9 7 9 ] 、 北 迴 線 鐵 路 電 氣 化

[1992-2003]、東部鐵路電氣化[2009-2013]）、北

迴（1980）、南迴（1991）以及日治時期就開始

建設的森林鐵路與臺糖鐵路等等的建設，客家人

的力量都在其中扮演重要的角色（林秀昭  2011：

82-84）。

　　就在百年來臺灣鐵道系統逐步完善的過程之

中，前面提到的都市化隨之開展，也促成許多因為

鐵道興建與通車的客家移民。例如花蓮的吉安、鳳

林、玉里，北臺灣的七堵、樹林等城鎮、臺北市的

虎林街和通化街等地方、高雄市的三民區一帶（林

秀昭  2009：67)，以及阿里山和林田山等地因森林

鐵路而形成的聚落，都與鐵道客籍工作者的移入有

關（薛雲峰  2020)。其他的具體例子，除了隨著阿

里山和林田山森林鐵路的興建，而為當地帶來不少

客家移民之外，東勢這個客家聚落的形成與興盛，

也和運輸林業資源的鐵道交通有部份關連。

客家臺鐵人的家庭生活

　　一般來說，客家臺鐵人大部分出身於務農的

客庄。我們的報導人們回憶到，當時（民國40到

70年代）工作不好找，客庄所在地多山坡地，在

食指浩繁、手足眾多的大家族環境下，光靠幾分

薄田，生活確實是清苦的。除了種田，當時這些

家族也以在丘陵地種植香茅或伐樟、焗腦來貼補

家用。像臺鐵這種能保障收入的職業，在這個背

景下，自然也就對客庄居民具一定的吸引力了。

客庄內若有人在鐵路局裡工作，透過親友的人際

關係，如父子、兄弟、叔侄、朋友同窗或鄰居的

連帶，相互介紹而去鐵路局工作的便很常見。以

報導人自己的話來講，這種因親屬網絡的引介到

臺鐵工作的情形，就像「粽子一串一串一樣」。

　　這種過去因親友關係網絡而進臺鐵的情形，

現在也不復存在了。這是因為社會逐漸多元化，

城鄉界線漸漸模糊，不像過去在鄉下除了辛苦務

農外幾乎別無他途謀生，只好透過親友的介紹做

鐵路局的工作，所以客家臺鐵人的下一代繼續做

臺鐵工作的就慢慢少了。

　　除了受親友影響而到臺鐵就職，在離職這個

問題上，家族或鄉親鄰里似乎也發揮等量齊觀的

影響力。在提到臺鐵工作的辛苦時（主要是高工

時、低薪資），有幾個報導人說當時他們萌生辭

意，想另謀他就，家中長輩及鄰里鄉親知道之後

的第一反應是「不要辭職啊！辭掉了，哪裡去找

那麼好的頭路！」，以及「連公家工作都做不

好，還能做什麼？」面對這種巨大的社會壓力，

這種辭意馬上被勸退，所以他們只好咬著牙做下

來，就這麼一路做到退休。

　　上面的例子說明了當時客庄的傳統性質。也

就是因為這種傳統的封閉性質，有些報導人也提

到，當初他們決定到鐵路局工作的原因之一，是

小時候在客庄看到奔馳的火車，心裡油然而生的

一種新奇感。詩人葉日松先生便提到，他小時候

看到「高級的火車」行過客庄時，內心立志長大

後要變 成 搭得 起火車的 有錢人（薛雲峰  2020 ）。

臺鐵機務處退休的宋處長也提到，他童年時去外

婆家的路上，總是看到「雄壯威武」的火車，讓

他覺得進步與嚮往，這也讓出身農村的他，可以

透過對火車的想像來連結外在世界。

　　這些客家臺鐵人入行的過程，現在看來有些

神奇，但若考量當時沒有高學經歷的要求，而且

一開始的薪水和其他國營事業（如郵局、電信

局 、 臺 電 、 中 油 等 ） 比 起 來 也 低 不 少 （ 詳 下

文），所以當時進臺鐵的門檻並不高，以通過臺

鐵特考作為任用資格是較後來的事，這也與現在

大家搶破頭要進國營企業工作的情形大相逕庭。

報導人談到，在面試現場上發現裡面的口試甚至

是以客語進行，口試的場合當下就變得輕鬆愉快

起來。

　　門檻不高的前提下，大多數的客家臺鐵人都

是由這個途徑進來，進來後多半是從基層做起。

從基層做起的意思是一開始可能是臨時工、實習

生，或者是從學徒或打掃工作開始，後來才一路

慢慢透過升遷或內部考試往上爬，最後抵達列車

長、站長，甚至臺鐵的機廠的主管或臺鐵本部的

處長等高階職務。3

　　由於早期的客家臺鐵人多半來自農村，所以

報導人提到他們或同事很多都是選擇住家裡，通

勤（搭火車）上下班；凌晨3、4點就起床通勤上

班，下班回家後已是晚上7、8點了。會選擇這種

通勤生活的原因很多，除了客庄的生活習慣，以

及家裡需要他們在假日幫忙農事之外，這些從基

層做起的客家臺鐵人在漫長的職業生涯裡，工作

地點調動的可能很大，以及臺鐵的低薪讓他們難

以承受在都會區購屋的負擔。4

　　在1978年中山高速公路全面通車之前，鐵道

擔負臺灣相當大部分陸路交通的任務，所以當時

火車的班次與運行的時段比現今多且長。這連帶

影響臺鐵員工的家庭生活，當時臺鐵員工，特別

是運務單位，很多人都是做一休一（工時常常長

達近24小時）。這些人凌晨3、4點就起床（如同

上段提到的，這些人住在竹苗客庄老家，離工作

的地點很遠，故需很早起床），出門搭臺鐵班車

上班，晚上回家後也已是7點多甚至超過8點。有

些員工甚至連農曆過年都沒得放假。例如報導人

賴先生說，在臺鐵工作期間他曾經20幾年幾乎每

一年過年都在工作。家人雖有抱怨，但久了之

後，也就習以為常了。

　　在訪談裡（大多為男性），我們也顧及臺鐵

員工家屬的觀點。許多報導人的太太在一旁回想

起過去的歲月時，除了提到因為先生低薪，所以

太太及家裡的小孩們很多都要做家庭手工（如聖

誕燈泡）來貼補家用的經濟困難外，也提到她們

對先生職業安全上的擔心。例如，每逢颱風、地

震這些天災，不管是運務的列車長或工務段主管

的鐵軌或隧道的客家臺鐵人的家屬，總是憂心忡

忡，擔心工安問題的發生。話雖如此，幾十年的

臺鐵生涯後，全家人最後都一起挺過來了。

4.　不過報導人也提到，仍然有人因為鐵路工作而到外縣市購屋及定居，這也符合前面提到，因臺鐵工作而形成許多新客家聚落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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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報導人劉先生回憶起這種全家克勤克儉最終

共同熬過來的生活經歷，略有感慨地說，這個過

程雖然苦，但結果卻是甜美的，特別是這對家裡

的子女教養是好的。他特別提到，臺鐵人的子

女，一般說來成就都不會差。這是因為父母親的

辛苦子女們都看在眼裡，所以不管是在求學或工

作上，他們也會被這種努力與克勤克儉的精神同

化。以他自己的家庭為例，他的一對兒女，一個

交大畢業，另一個目前擔任法官。擔任法官的女

兒，努力克服困難，最後跨過學科差別的障礙

（大學原本不是唸法學），畢業後考取司法官。

　　在問到鐵道工作對他們人生的影響和意義

時，報導人們都不約而同地說對臺鐵是感恩的。

他們說，起點或過程雖然辛苦，但最終對臺鐵還

是肯定的，因為鐵路工作給他們一個得以溫飽的

生活、或者過得去的人生，家庭裡子女的教育與

發展也頗為正向。另外，對於這個工作可以為社

會提供服務，他們也覺得高興與光榮。從這些表

達裡，我們多少可以看出鐵道工作是如何成就以

及成就了多少他們人生的意義。

臺鐵內部的客家人

　　首先在臺鐵內部的行政結構上，精省之前的

臺鐵（臺灣鐵路管理局）屬於臺灣省政府交通處

管轄（1948-1998）。在這種行政架構之下，臺鐵

做為省府處級底下的單位，所以無論是高階主管

或中低階的員工的薪水自然偏低。此外，身為國

營事業的臺鐵，身負服務偏遠區域交通的責任，

所以就算某些特定路線虧損也仍需維持營運，無

法如同一般私人企業那般以盈虧來調整服務或票

價。再加上除了受到省府與交通部的管轄外，在

盈虧自負的前提下，設備與系統升級、維修、車

輛更新與汰換都要自己想辦法。另一方面，由於

票價受到省議會和立法院的監督和節制，無法輕

易上漲以反映成本。解決這些問題的辦法之一即

是從內部薪資結構著手，因此薪資相較之下較不

容易調升。這就是報導人們一再提到臺鐵低薪的

結構性因素。

　　這種結構性因素的影響不只在員工薪資上，

另外還有高階主管階層的人事問題這個面向。報

導人們提到早期的臺鐵（尤指1998年之前的臺

鐵）最高階的管理階層，有不少是從軍警單位退

休的人員空降到臺鐵擔任的。這意味著，在當時

許多辛苦地從最底層一路往上爬的客家臺鐵人，

不管能力如何，終究還是只能從事中階的執行任

務，無法登上最高階的管理與決策階層。

　　這也就是為什麼報導人接著提到，臺鐵高階

人員裡的客家人比例也沒有想像的高。這句話的

意思是，假設臺鐵所有的員工裡客家人佔五成，

那麼如果高層裡約有一半是客家人，便不令人意

外。若高階臺鐵客家人的比例高於五成，則出於

意料的高；若低於五成，則沒有意料中的高。照

報導人的說法，顯然高階領導階層裡客家人比例

是低於整體臺鐵客家員工的占比。

　　這個現象並不完全是上面提到的外來人員空

降占高層職缺所造成的，而是客家人在工作環境

裡的性格問題。報導人們進一步解釋道，客家人

勤勞、不計較，只求做好本份的工作，所以比較

任勞任怨，也可以說是比較沒有職位的企圖心。

這種工作性格在兩個面向上表現得很清楚。一是

在面對低薪高工時的環境時，這種性格讓客家臺

鐵人比較能咬著牙做下去，所以相較於福佬同

事，離職率要低得多（有報導人提到他的工班裡

有9個客家人有8個人留下來，一做便做了幾十

年。另一位報導人提到同期報到的4個人裡，只有

他一個人做到退休，另外3個非客家人不久後即離

職）。就算是有臨時加班需求，也不大會拒絕，

更遑論是情緒性反彈。碰到有升遷機會時，若是

在薪資影響不大的前提之下，反正薪水會隨年資

上調，升遷與否若薪水上面差別不大的話，有些

客家臺鐵人可能選擇維持現狀，而不是爭取更高

的職位。

　　這種說法部分說明了客家人在高階職務的比

例低於整體客家人在臺鐵的占比這個問題。報導

人也以這種工作態度來解釋客家人在臺鐵工會裡

比較沒那麼活躍的現象（雖有個別差異，但整體

而言大致如此）。「參加工會就好像是反抗上級

一樣」，報導人的這句話道出了客家人的工作倫

理觀以及對組織領導權威的看法。

　　在問到族群（主要是福佬和客家）之間是否

有隱隱然的對立或存在小團體或派系時，報導人

說在早期（民國70年代之前）的確是有少數福佬

人對臺鐵內部客家人有隱約的敵意。具體表現在

當時一些福佬員工對臺鐵內部普遍使用客語這件

事情上公然表達不滿（有些甚至出口辱罵「憨客

仔！」、「講什麼客家話！」），但我們並沒有

聽到報導人提到臺鐵內部有依族群而畫分成的派

系，並且這種族群之間的緊張隨著時代推進，也

幾乎完全消失了。

　　報導人們異口同聲地說客家人勤儉、肯做、不

計較，所以能在低薪高工時的環境留下來（而這也

是客家人在臺鐵比例高居不下的原因之一），所以

職場流動率低。然而，臺鐵的一個文物保存單位裡

面的主管李先生卻提出另一個看法。李先生（福佬

客，家族已兩代不講客家話，所以我們視他的意見

為一個福佬觀點）認為他的客家同事們的確有勤

儉、努力工作、不計較的工作態度，但對於客家臺

鐵人流動性低這個問題，他的看法卻是客家臺鐵人

的流動性比福佬臺鐵人高。

　　乍看之下，這個觀點推翻前面報導人的描

述，但實際上並不衝突，而是彼此互補。李先生

說，一般說來，在臺鐵，福佬人比較浪漫，意思

就是比較不會考慮長遠，不大會為未來打算，有

工作就好，不怎麼求上進。相反地，他看到的客

家臺鐵人則會利用臺鐵內部的考試升遷制度，較

積極的參加各種升遷考試，一旦考試及格，則常

常會隨職務升遷而調到臺鐵其他單位工作。他同

時也略帶感嘆地表示客家人愛讀書、會考試，性

格上也比浪漫的福佬人實際。這就是李先生所說

的客家臺鐵人流動性高的意思。

　　李先生的描述離現實並不太遠。在我們的訪

談個案裡這種現象並不少見（就算不是訪談者自

己親身經歷，訪談裡也提到這種情形是很常見

的）。底下，以兩個個案做為例子來說明。首先

是目前退休後在為臺鐵當導覽志工的劉先生（民

國44年次）。劉先生是典型的客庄出身，因為親

人（舅舅）在臺鐵工作，也跟著進到臺鐵。一開

始，他從最基層做起，民國62年在苗栗機務段當

練習生（臨時甲種普通工），負責清掃蒸汽火車

頭。對於這個工作的辛苦，他的描述是「全身都

沾滿煤灰，從早上清痰到下午，痰才沒有煤

灰」。當時他的薪水是「一天新臺幣36元，一個

月約一千多元。同時期外面紡織廠作業員一個月

的薪水約二到三千元」。隨後他在民國64年通過

技術士級特考成為正式員工，67年調到彰化站，

69年考上機車助理（副駕駛）同時調回苗栗，70

年考上佐級，71年考上正駕駛，75年考上員級，

77年到苗栗機務段擔任運轉所副主任，85年考上

高員級，92年擔任苗栗機務段主任。從劉先生的

職業生涯簡史裡可以看到兩件事。第一，臺鐵工

作隨著職務調動工作地點到外縣市是很平常的

事；另外，從基層一路升遷的過程裡必須經歷一

系列的升等考試（訪談中提到為了升等考試，他

還向他兒子討教微積分）。而升遷和調動這兩件

事是彼此分不開的。

　　另一個例子是出身自新竹縣新豐鄉的宋先

生。宋先生（民國44年次）的父親在日治時期就

從事鐵道工作，這也種下了他日後職業選擇的遠

因。民國62年高中畢業時，宋先生考上臺鐵特

考，從最低階的正式員工（士級）做起，一開始

月薪2,700元，而當時外面幫忙插秧的臨時工，

每日日薪100元（圖1）。接著，宋先生在民國65

年考上佐級，接著參與第一期臺鐵鐵路電氣化的

轉型，調往北部與英國工程師合作。民國68年考

上司機員，職務再次調動，主跑北迴線。72年，

調往臺鐵總局。在這個階段，宋先生考取臺鐵與

臺北工專第一期的建教合作班，同時也更上一層

樓通過升級考試。民國82年，考取台法技術合作

計劃案，赴法國第戎學習高鐵技術，返國後回任

臺鐵，後來一度赴高鐵任職，接著再回臺鐵擔任

機務處處長直到民國109年退休。宋先生的例子

更是明顯，他從基層的員工做起，一路著隨著工

作性質的更迭而轉換工作地點，同時，也不斷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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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報導人劉先生回憶起這種全家克勤克儉最終

共同熬過來的生活經歷，略有感慨地說，這個過

程雖然苦，但結果卻是甜美的，特別是這對家裡

的子女教養是好的。他特別提到，臺鐵人的子

女，一般說來成就都不會差。這是因為父母親的

辛苦子女們都看在眼裡，所以不管是在求學或工

作上，他們也會被這種努力與克勤克儉的精神同

化。以他自己的家庭為例，他的一對兒女，一個

交大畢業，另一個目前擔任法官。擔任法官的女

兒，努力克服困難，最後跨過學科差別的障礙

（大學原本不是唸法學），畢業後考取司法官。

　　在問到鐵道工作對他們人生的影響和意義

時，報導人們都不約而同地說對臺鐵是感恩的。

他們說，起點或過程雖然辛苦，但最終對臺鐵還

是肯定的，因為鐵路工作給他們一個得以溫飽的

生活、或者過得去的人生，家庭裡子女的教育與

發展也頗為正向。另外，對於這個工作可以為社

會提供服務，他們也覺得高興與光榮。從這些表

達裡，我們多少可以看出鐵道工作是如何成就以

及成就了多少他們人生的意義。

臺鐵內部的客家人

　　首先在臺鐵內部的行政結構上，精省之前的

臺鐵（臺灣鐵路管理局）屬於臺灣省政府交通處

管轄（1948-1998）。在這種行政架構之下，臺鐵

做為省府處級底下的單位，所以無論是高階主管

或中低階的員工的薪水自然偏低。此外，身為國

營事業的臺鐵，身負服務偏遠區域交通的責任，

所以就算某些特定路線虧損也仍需維持營運，無

法如同一般私人企業那般以盈虧來調整服務或票

價。再加上除了受到省府與交通部的管轄外，在

盈虧自負的前提下，設備與系統升級、維修、車

輛更新與汰換都要自己想辦法。另一方面，由於

票價受到省議會和立法院的監督和節制，無法輕

易上漲以反映成本。解決這些問題的辦法之一即

是從內部薪資結構著手，因此薪資相較之下較不

容易調升。這就是報導人們一再提到臺鐵低薪的

結構性因素。

　　這種結構性因素的影響不只在員工薪資上，

另外還有高階主管階層的人事問題這個面向。報

導人們提到早期的臺鐵（尤指1998年之前的臺

鐵）最高階的管理階層，有不少是從軍警單位退

休的人員空降到臺鐵擔任的。這意味著，在當時

許多辛苦地從最底層一路往上爬的客家臺鐵人，

不管能力如何，終究還是只能從事中階的執行任

務，無法登上最高階的管理與決策階層。

　　這也就是為什麼報導人接著提到，臺鐵高階

人員裡的客家人比例也沒有想像的高。這句話的

意思是，假設臺鐵所有的員工裡客家人佔五成，

那麼如果高層裡約有一半是客家人，便不令人意

外。若高階臺鐵客家人的比例高於五成，則出於

意料的高；若低於五成，則沒有意料中的高。照

報導人的說法，顯然高階領導階層裡客家人比例

是低於整體臺鐵客家員工的占比。

　　這個現象並不完全是上面提到的外來人員空

降占高層職缺所造成的，而是客家人在工作環境

裡的性格問題。報導人們進一步解釋道，客家人

勤勞、不計較，只求做好本份的工作，所以比較

任勞任怨，也可以說是比較沒有職位的企圖心。

這種工作性格在兩個面向上表現得很清楚。一是

在面對低薪高工時的環境時，這種性格讓客家臺

鐵人比較能咬著牙做下去，所以相較於福佬同

事，離職率要低得多（有報導人提到他的工班裡

有9個客家人有8個人留下來，一做便做了幾十

年。另一位報導人提到同期報到的4個人裡，只有

他一個人做到退休，另外3個非客家人不久後即離

職）。就算是有臨時加班需求，也不大會拒絕，

更遑論是情緒性反彈。碰到有升遷機會時，若是

在薪資影響不大的前提之下，反正薪水會隨年資

上調，升遷與否若薪水上面差別不大的話，有些

客家臺鐵人可能選擇維持現狀，而不是爭取更高

的職位。

　　這種說法部分說明了客家人在高階職務的比

例低於整體客家人在臺鐵的占比這個問題。報導

人也以這種工作態度來解釋客家人在臺鐵工會裡

比較沒那麼活躍的現象（雖有個別差異，但整體

而言大致如此）。「參加工會就好像是反抗上級

一樣」，報導人的這句話道出了客家人的工作倫

理觀以及對組織領導權威的看法。

　　在問到族群（主要是福佬和客家）之間是否

有隱隱然的對立或存在小團體或派系時，報導人

說在早期（民國70年代之前）的確是有少數福佬

人對臺鐵內部客家人有隱約的敵意。具體表現在

當時一些福佬員工對臺鐵內部普遍使用客語這件

事情上公然表達不滿（有些甚至出口辱罵「憨客

仔！」、「講什麼客家話！」），但我們並沒有

聽到報導人提到臺鐵內部有依族群而畫分成的派

系，並且這種族群之間的緊張隨著時代推進，也

幾乎完全消失了。

　　報導人們異口同聲地說客家人勤儉、肯做、不

計較，所以能在低薪高工時的環境留下來（而這也

是客家人在臺鐵比例高居不下的原因之一），所以

職場流動率低。然而，臺鐵的一個文物保存單位裡

面的主管李先生卻提出另一個看法。李先生（福佬

客，家族已兩代不講客家話，所以我們視他的意見

為一個福佬觀點）認為他的客家同事們的確有勤

儉、努力工作、不計較的工作態度，但對於客家臺

鐵人流動性低這個問題，他的看法卻是客家臺鐵人

的流動性比福佬臺鐵人高。

　　乍看之下，這個觀點推翻前面報導人的描

述，但實際上並不衝突，而是彼此互補。李先生

說，一般說來，在臺鐵，福佬人比較浪漫，意思

就是比較不會考慮長遠，不大會為未來打算，有

工作就好，不怎麼求上進。相反地，他看到的客

家臺鐵人則會利用臺鐵內部的考試升遷制度，較

積極的參加各種升遷考試，一旦考試及格，則常

常會隨職務升遷而調到臺鐵其他單位工作。他同

時也略帶感嘆地表示客家人愛讀書、會考試，性

格上也比浪漫的福佬人實際。這就是李先生所說

的客家臺鐵人流動性高的意思。

　　李先生的描述離現實並不太遠。在我們的訪

談個案裡這種現象並不少見（就算不是訪談者自

己親身經歷，訪談裡也提到這種情形是很常見

的）。底下，以兩個個案做為例子來說明。首先

是目前退休後在為臺鐵當導覽志工的劉先生（民

國44年次）。劉先生是典型的客庄出身，因為親

人（舅舅）在臺鐵工作，也跟著進到臺鐵。一開

始，他從最基層做起，民國62年在苗栗機務段當

練習生（臨時甲種普通工），負責清掃蒸汽火車

頭。對於這個工作的辛苦，他的描述是「全身都

沾滿煤灰，從早上清痰到下午，痰才沒有煤

灰」。當時他的薪水是「一天新臺幣36元，一個

月約一千多元。同時期外面紡織廠作業員一個月

的薪水約二到三千元」。隨後他在民國64年通過

技術士級特考成為正式員工，67年調到彰化站，

69年考上機車助理（副駕駛）同時調回苗栗，70

年考上佐級，71年考上正駕駛，75年考上員級，

77年到苗栗機務段擔任運轉所副主任，85年考上

高員級，92年擔任苗栗機務段主任。從劉先生的

職業生涯簡史裡可以看到兩件事。第一，臺鐵工

作隨著職務調動工作地點到外縣市是很平常的

事；另外，從基層一路升遷的過程裡必須經歷一

系列的升等考試（訪談中提到為了升等考試，他

還向他兒子討教微積分）。而升遷和調動這兩件

事是彼此分不開的。

　　另一個例子是出身自新竹縣新豐鄉的宋先

生。宋先生（民國44年次）的父親在日治時期就

從事鐵道工作，這也種下了他日後職業選擇的遠

因。民國62年高中畢業時，宋先生考上臺鐵特

考，從最低階的正式員工（士級）做起，一開始

月薪2,700元，而當時外面幫忙插秧的臨時工，

每日日薪100元（圖1）。接著，宋先生在民國65

年考上佐級，接著參與第一期臺鐵鐵路電氣化的

轉型，調往北部與英國工程師合作。民國68年考

上司機員，職務再次調動，主跑北迴線。72年，

調往臺鐵總局。在這個階段，宋先生考取臺鐵與

臺北工專第一期的建教合作班，同時也更上一層

樓通過升級考試。民國82年，考取台法技術合作

計劃案，赴法國第戎學習高鐵技術，返國後回任

臺鐵，後來一度赴高鐵任職，接著再回臺鐵擔任

機務處處長直到民國109年退休。宋先生的例子

更是明顯，他從基層的員工做起，一路著隨著工

作性質的更迭而轉換工作地點，同時，也不斷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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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　刊登於台灣民聲日報的第一屆（民國62年）鐵路局特考[士級]的廣告。見左下角小角落處。

         資料來源：http://das.nlpi.edu.tw/handle/zaw2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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藉由內部考試提升職位。甚至他還參加赴法國進

修的考試，成為臺鐵將國外鐵道新知帶回國的種

子技術人材。回到國內後，他也努力不懈，原本

討論

　　前面從各面向探討臺灣鐵道與客家族群的關

係，接下來將分別以現代性與共同體、歷史的偶

然與結構的必然、臺鐵內部的客家力量、客家臺

鐵人的生活等四個面向，進一步討論與分析。

　　一︑現代性與共同體

　　鐵路是現代世界的產物。火車對傳統世界的

影響，比汽車來得既早且深遠。鐵道所以和現代

化或現代性（modernity）息息相關，最主要的是

它帶來時／空的革命，或者說它是形塑新的想像

的共同體（imaged community），這是現代國家

頼以存在的基礎之一。

　　在前現代性（pre-modernity）時代，每個社

群都有其時間與空間的質感（亦可稱此為地方傳

統），在每個地方傳統下，有自己的食衣住行、

宗教、飲食等慣習、規範、歷史記憶、歲時祭

儀、語言、生態與經濟生產方式，與鄰近社群間

或多或少相互區別。這些區別小則只是所謂風俗

的差異，大則可能到需要語言的通譯或使異鄉人

難以在當地立足的程度。

　　相對地，現代性境況下想像共同體的最大特

徵之一，就是存在著前現代時期所無法體會的空

洞（empty）且 普 同（homogeneous）的 時 空 感

（Anderson 1983:24）。在這種時空感下，地方的

差異、  歷史的重量，及人群的社會文化區隔，都

不再涇渭分明。要從前現代的境況跨入到現代性，

其條件是各種資源、  訊息的流通或法律與規範的

貫徹，都必須最大程度地遍及國土的每一個角落。

　　前現代的傳統社會與現代國家的普遍性治理

通則大相逕庭。這種傳統得以存在與彼時彼地的

封閉性有關，而交通的便利與否是決定封閉程度

要素之一。在傳統的臺灣，數日方可及之地，例

如從臺北到高雄，在鐵道通車後，就縮短到數小

時內即可抵達。除了這種時空感或生活空間感

（生活圈或共同體的範圍）的改變（時空異質感

及不同的社會與文化間的障礙被消弭），新的物

資的輸入與輸出、新的人群互動與觀念的交流、

商業或資本主義的興盛，甚至是世界新的關係

（全球化的面向之一）等等都是鐵道運輸所帶來

的改變。

　　換言之，鐵道帶來連結打破傳統社群之間因

異質所結構出的區隔，而形成空洞而普同的時

空。這種新的時空質感就是現代世界的運作基

礎。也就是說，鐵道的建設或火車的運輸不但是

現代性的物質性根源，它帶來的影響更是有社會

性、文化性及心理性的革命性的影響。這就是在

前文李慶金先生提到「火車將山裡的人帶了出

來」這句話表面意義下更深刻的解讀。在鐵道未

舖設的時代，臺灣對「山裡的」客家人而言，只

是模糊而無法具體想像的概念，火車通行之後，

山裡的人被「帶了出來」，客家人的生活圈從原

本相對封閉的客庄，擴展到全臺灣。客家人從此

變成現代意義下臺灣共同體的一分子。

　　二︑歷史的偶然與結構的必然

　　從族群的角度來看，臺灣的客家人長期「壟

斷」鐵道工作的現象，可以說是歷史的偶然與政

經結構的必然，二者之間交互作用後的結果。

　　回顧臺灣史，明鄭敗亡後，清廷本無認真經

略臺灣之意，直到清季國際列強以貿易、戰爭及

殖民主義打開中國封閉的國門，東南海疆的防守

便成為大清帝國江山能否穩固的關鍵，臺灣的地

位由此變得動見觀瞻起來。臺灣鐵道的創建，與

當時劉銘傳的開山撫番、設撫墾局、清丈土地、

現代教育、郵政、山林資源與礦產的開發、都市

規畫等等一連串的施政，都是在同一脈絡（也就

是把臺灣現代化的大局）之下展開的。

　　當時的鐵道建設，除了從國外運送來臺的火

車頭（騰雲號與御風號），鐵軌的興建與隧道的

開通就必須仰仗在地資源。客籍的大墾戶或鄉紳

黃南球、陳朝綱等人提供的物資，及這些人所帶

動的客家勞力，就填上這個結構上缺口，這便是

進臺鐵時只有高中的學歷，但在不間斷的在職進修

後，也取得國立大學的工學博士學位，臺鐵退休

後，在大學裡授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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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　刊登於台灣民聲日報的第一屆（民國62年）鐵路局特考[士級]的廣告。見左下角小角落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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藉由內部考試提升職位。甚至他還參加赴法國進

修的考試，成為臺鐵將國外鐵道新知帶回國的種

子技術人材。回到國內後，他也努力不懈，原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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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根據在此教習所養成訓練的鄭萬經先生的回憶，除了完整的鐵道相關的技術與工程的訓練課程 ， 也包括基本的學科如語言（ 日語、英語  )

       與數學。鄭宋兩位先生在訪談時都，提到他們曾與從英國劍橋大學畢業的留學生及英國技師合作。這幾個或許不算多數的例子，可以代表

       客家臺鐵人，藉由從事鐵路這個工作而獲得一些難得的涉外經驗。鄭先生在訪談裡也提到不少戰後那幾年臺鐵在兩個不同政權之間過渡的

       一些歷史。

圖2　1942年（昭和17年）臺北鐵道工場第5回技工見習教習生記念。 鄭萬經先生提供。

6.　關於日治時期苗栗站及苗栗機務段附近（苗栗三義一帶）地形崎嶇坡度頗大的描述，以及苗栗車站整合鄰近一帶內山與丘陵聚落（西湖、

       公館、大湖、獅潭、五鶴山 ）資源（ 木材、肥料、榖物、樟腦、砂糖、食鹽、金屬等 ）往南北都會輸出的情況，見傅彩惠 ( 2012：

        81）的研究。

圖3　做為輔助機車停放的苗栗機關庫於1935年的大地震後受損，1937年重建完成。資料來源：國家文化記憶

         庫：https://memory.culture.tw/Home/Detail?Id=56868&IndexCode=online_metad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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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段主要討論的是歷史與政權的更迭、鐵道

路線選擇等偶然因素，如何造就為數可觀的客家

人從事鐵道工作。然而尚有社會文化結構的必然

因素。前面正文裡提到，世居靠內陸的丘陵地並

且人口上居弱勢的客家人，在當時除了務農難以

他種方式謀生，而鐵路局的工作，雖然高工時低

薪資，對肯吃苦的客家人來說正好是可以接受的

選擇。另外，鐵道本身的現代性質也是吸引世世

代代居住在封閉農庄的客家人的部分原因。從這

裡我們似乎可以看出，歷史的偶然與政經、社會

文化結構的必然二者之間的接合，促成臺灣的客

家人這百餘年來與鐵道的難解之緣。

　　三︑臺鐵內的客家力量

　　報導人們提到民國40到80年之間，客家人在

臺鐵內的占比最多高達到八成。一個龐大的體系

要能順暢運作，高層的指揮固然是關鍵，但缺乏

一個穩定可靠的中下階層也是不可能做得到的。

這近40年來，客家人在龐大的臺鐵體系裡扮演

的，就是低調到近乎無聲的中堅力量這個角色。

　　雖然位居決策層級客家人沒有意料中的多， 

但由於客家臺鐵人在總體人口基數廣大，所以高

層裡的客家人事實上也不少。除了各地大小車站

的站長、臺北機廠、各工務段的段長之外，歷任

臺鐵內部的正副局長、一級主管（處長）由客家

人出任是常見的。

　

　　在我們的展前研究裡，有些報導人也提到一

些客家人對臺鐵的重要貢獻，已退休的黃民仁副

局長就是一個好例子。黃先生在他副局長任內，

在臺鐵經費向來拮据的情況下，仍排除萬難，堅

持將鐵軌木枕的材質由原木全面更換成異粒混凝

土，大幅降低行車風險。此外，為配合國家交通

建設政策，臺北火車站在2001年開始「臺鐵捷運

化」，臺北機廠在另覓新址，搬遷到富岡的過程

裡，黃副局長也是關鍵人物之一。

　　第二個例子是我們訪談到的宋先生。在民國

60年代臺鐵電氣化的過程裡，他是與英國工程師

合作，協助臺鐵系統轉型的關鍵人物之一。稍後

在民國80年代，他也是第一批奉派到法國學習鐵

臺灣鐵道創建與通行伊始（1887年，清光緒13

年）即與客家人有緊密關連之故。

　　稍後，日本政府以更積極的態度經營臺灣，

諸多相關基礎建設的施政裡就包括臺灣鐵道系

統。不只是車站、鐵道、隧道等硬體建設，在臺

北還有為經營鐵道而設的訓練學校（臺北鐵道技

工見習教習所，見圖2），其中的臺灣學生也有為

數不少是客家人。這些日治時期受日本鐵道機電與

相關鐵道土木工程的學生，成為戰後中華民國政府

來臺後，在兩個不同政權銜接之際，能把原本運作

良好的鐵道延續下去的主要力量。此外，這個基礎

也讓過去日治時期日本輸入鐵路技術與戰後西方國

家先進鐵道新知毫無問題地接軌。關於這點，在我

們的展前研究裡，報導人鄭先生和宋先生都提供詳

細的描述。5

　　日本治臺初期，鐵道事業方面，在計畫將清

代基隆到新竹路段延伸成縱貫西部臺灣的路線

時，曾一度在靠內陸的山線及沿岸的海線之間難

以抉擇。後來，在考量施工困難度（當時靠海的

鐵道施工技術上尚有某些有待克服之處）、物產

運輸及防衛因素後，決定走山線（第二條走海線

的縱貫線是幾年之後的事）。這就是前面提到，

臺灣鐵道縱貫線（山線）因為經過客庄之故，偶

然帶動一波客家人投身到鐵道事業的背景。此

外，報導人劉先生也提到，自日本時期的縱貫線建

設起，苗栗機務段就變得非常關鍵，因為它擔負連

結縱向南北鐵路（縱貫線／山線坡度大，為免火車

無力爬坡，故需輔助機車救援，以維持南北交通順

暢）及橫向內山資源與外部平地社會之間交通運行

的保養維護工作，所以需要勞動力（圖3）。6而這

也是苗栗一帶許多客家人在日治時期就投入鐵道工

作的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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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的原因之一。

學
術
研
究

80 -



7.　關於客家人在臺灣社會裡習慣扮演隱形人的角色，請參見徐正光（1991：4）的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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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當年（1976）臺鐵員工人數統計見：https://eventsinfocus.org/news/1609

9.　當年（1976）臺灣人口數統計見：https://pop-proj.ndc.gov.tw/dataSearch2.aspx?r=2&uid=2104&pid=59

10.  當年（1976）臺灣人口生育率的統計見：https://pop-proj.ndc.gov.tw/dataSearch2.aspx?r=2&uid=2104&pid=59 

11.  近5年（2016）來臺鐵員工人數統計同樣見附註6。另外，近年來臺鐵內客家人約占三成的比例也是來自報導人們的估算，目前據悉並

       沒有臺鐵內部或學術單位的統計數字支 持或否定這個估算。

道與高鐵系統，後來將所學帶回臺灣，促進臺灣

鐵道交通的進步。臺鐵的穩定和可靠與客家臺鐵

人的付出之間的關係由此可見。

　　另一個值得討論的是，訪談裡報導人們提到

臺鐵內部客家人的高人數占比時，均顯露飛揚的

神采。客家人在外面的社會裡數量上是弱勢，但

在臺鐵內部，客家人卻是優勢族群（至少在民國

80年之前是如此）。也就是說，相較於在外在社

會需要當個「隱形人」，在臺鐵客家人可以更自

在，或者進一步說，臺鐵內的客家人更有大家庭

內的安全感與認同感。7而這或許是在高工時低薪

資的條件下，客家臺鐵人仍願意堅持下去的另一

個可能原因。在訪談時曾和報導人討論這一點，

得到的答覆亦是肯定的。

　　四︑客家臺鐵人的生活

　　這裡本文要進一步主張，前面提到的客家人

在臺鐵內部的高占比現象，並不是個別的職業選

擇的總合，而是臺灣客家社會的集體現象。

　　以客家人從事臺鐵工作最高峰的時間區段之

一的民國60年代為例。1976年（民國65年）時，

臺鐵的員工總數約24,000人。8對於那個時代客家

人在臺鐵的比例，報導人們憑印象說法不可能精

確，彼此間也並不一致，大約從最高的九成到較

低的八成、七成都有。若以七成來算，則那時

24,000人裡有近17,000個臺鐵員工是客家人。當年

臺灣總人口約莫1,600萬人，以總人口的20%為客

家人的高推估值來算的話，當時全國有320萬的客

家人。9當年的生育率為3.1%，所以大約是一個家

戶是5口之家。10由此算來，客家臺鐵人家庭最高

峰的人口數約為85,000人，在總客家人口裡（320

萬），平均下來大約是每38個客家人裡有一位，

在生計上直接仰頼臺鐵薪資維生。依比例來看，

從事鐵路工作這件事對客家人來說不算罕見，這

也是為何本文主張臺灣客家人從事鐵路工作這件

事或許可視為客家社群的集體現象。

　　目前臺鐵員工總數已降至13 , 0 00人左右，

而客家人在臺鐵裡的占比也只有三成左右，但在

1988年之前客家人在臺鐵近40年的高占比，卻

是沒有太大問題的。11依此年代的長度與人數的

比重，我們就不得不考慮鐵路這個職業和客家社

群彼此間的相互影響是什麼。

　　在集體的層次上，客家人如何影響臺鐵，由

於本展前研究尚在進行中，並且報導人們也說得

不甚清楚，這個議題有待來日再深入探討。此處

討論一下臺鐵的工作如何影響客家人的生活。

　　首先是遷居。本文較前部分已提及，客家臺

鐵人因工作性質需經常調動單位，以及許多臺灣

的客家聚落形成或多或少也與鐵道工作有關。換

句話說，臺鐵工作，把客家人帶出原來的客庄，

到他鄉落地生根，形成新的客庄。在「日久他鄉

即故鄉」的過程裡，客家人隨著鐵路工作一次次

的流動與搬遷。

　　相較於上述的流動（當然不是每個客家臺鐵

人都有因工作而搬遷的經驗），臺鐵工作本身卻

是穩定的象徵。前面已經提到報導人們說鄉親父

老們是怎麼看待這份工作的。簡單講，對他們

（至少是鄉親父老們）來說，比起辛苦的務農，

這是份有固定收入、可以做到退休的「公家」頭

路，是再怎麼樣都要珍惜這個難得的機會的。於

是臺鐵客家人就在這種物理性的流動與心理性的

不動二者間的張力裡，展開臺鐵工作生涯。

　　這種生涯所面對的經濟困難，解決方式之一

即是以加班或兼差來補貼。報導人說到，客家人

在臺鐵裡之所以能留得住，肯加班是其中一項原

因。另外，前面沒有提到的是兼差的現象。在高

工時低薪資的情況之下，想要光靠臺鐵薪水存活

是很艱難的，兼職便成為大部分臺鐵人心照不宣

的秘密。例如報導人頼先生就提到他剛到臺鐵工

作時，下午4點下班後去清掃大樓兼差的生活。此

外在那個「家庭即工廠」的年代，家裡的太太除

了上班，回家後和孩子一起兼做家庭手工貼補家

用亦屬常見。還有許多客庄出身的臺鐵人，在下

班後或假日也會下田幫忙家族的農事。訪談裡，

男性的報導人回憶起這種生活多半雲淡風清，但

他們的太太們卻在一旁略帶心疼地邊抱怨邊補充

道，本來做一休一的工作，這樣下來，能休息的

時間就更少了。更有甚者，有些做票務和運務的

臺鐵人，不只是平日休息的時間被如此佔用，甚

至他們過年和家人團聚的時間都被工作剝奪。

　　然而，這種咬著牙堅持下去的生活，對家裡

的子女來講是一種深刻的身教。客家臺鐵人的子

女們在日常裡見證到，雙親在經濟上戰戰兢兢，

勤勉生活的身影，因而從中學習到工作倫理，也

養成相應的生活態度。這就是為什麼有報導人

說，他所看到的臺鐵人家庭一般說來小孩子的發

展都是很好的。他口中很好的意思並不是功成名

就，而是顧家，或自己會自動自發，至少不會走

上歪路。從這裡就更可以理解，我們造訪的報導

人們談及這份工作對他們一生的影響時，他們提

到的都是「感恩」。

　　對這些客家臺鐵人而言，這個工作對生活的

價值不全是經濟收入，更有一種穩定與未來的希

望（這裡的「未來」包括他們的下一代）。他們

用這種角度看待工作與生活，而這或許也隱隱約

顯露出，臺鐵的文化與客家人的集體性格（如勤

奮的工作倫理）之間相互增強的部份。臺鐵的工

作除了加深客家人的行事與思考的慣習，臺鐵也

改變了不算少數的客家人。前面提到的臺鐵這個

工作讓我們的報導人「走出山裡」，走進現代，

甚至走向國際。

　　最後，鐵道工作下的生活也顯示出客家人

與國家（公職或國營企業）之間的關係。如果

我們考慮客家人在鐵道這個行業長時期且人數

多的現象，或許可以進一步說，這是客家人社

會參與的集體形式之一。12這種形式，不管是自

己選擇或因緣際會所造成，與客家人在公共領

域裡扮演何種公民的角色與如何自我肯認有

關。肯認（recognition）存在於自我定位與他

人認可之間的政治性張力裡   (   Taylor    19 94    )。

也就是說，自我的認同不能獨立存在，而必須

在公共領域內永無止盡的與他者對話的過程裡

才能產生。從臺灣的鐵道與客家這個例子，我

們似乎可以隱隱然看到，有相當一部分的客家

人如何藉著從事鐵道工作來和社會對話，進而

在公民社會裡尋求定位。 

結論

　　本文分別從鐵道與現代國家之間的關係、客

家人如何在歷史的偶然與政經權力結構的必然二

者交織的情況下，進入鐵道這個事業、臺鐵內部

的客家力量，以及客家臺鐵人的家庭與生活等面

向，來討論數十年來臺灣客家人與鐵路工作之間

的交集或者緣分。本文除了把客家人集體從事鐵

道事業的現象描述出來，也試圖解釋此一現象的

成因，並進一步詮釋臺灣客家人集體踏入這個行

業對其族群自身與對社會的意義。

　　我們看到臺灣的鐵道如何在國際情勢的變局

與政權交迭之際發展出來，而在鐵道建設之初，

一些掌握相當人力物力的客家墾戶所扮演的重要

角色。同時，鐵道興建過程裡，途經的路線與國

12.　徐正光先生在《  徘徊於族群與現實之間  ：客家社會與文化  》一書的序文裡提到長年以來臺灣的客家人一直有社會的「  隱形人  」

        的意象，也就是缺乏足夠的社會參與（1991：4  ）。他認為臺灣的客家人應更朝成為臺灣整體社會的一分子的方向更積極地參與

        公共事務（Ibid.：9  ）。本研究的觀點則認為，過去數十年來，客家人或許在公共領域裡稍顯低調，但並非在公共領域裡缺席或

        完全無聲。或者，並非要在社會運動中出現才算是社會參與。廣義說來，不管是工作或日常生活，在公共領域裡的各種實踐都可

        視為社會參與。本展前研究即是展現這種客家人以不那麼顯眼的方式呈現自我社會形象與公共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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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關於客家人在臺灣社會裡習慣扮演隱形人的角色，請參見徐正光（1991：4）的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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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當年（1976）臺鐵員工人數統計見：https://eventsinfocus.org/news/1609

9.　當年（1976）臺灣人口數統計見：https://pop-proj.ndc.gov.tw/dataSearch2.aspx?r=2&uid=2104&pid=59

10.  當年（1976）臺灣人口生育率的統計見：https://pop-proj.ndc.gov.tw/dataSearch2.aspx?r=2&uid=2104&pid=59 

11.  近5年（2016）來臺鐵員工人數統計同樣見附註6。另外，近年來臺鐵內客家人約占三成的比例也是來自報導人們的估算，目前據悉並

       沒有臺鐵內部或學術單位的統計數字支 持或否定這個估算。

道與高鐵系統，後來將所學帶回臺灣，促進臺灣

鐵道交通的進步。臺鐵的穩定和可靠與客家臺鐵

人的付出之間的關係由此可見。

　　另一個值得討論的是，訪談裡報導人們提到

臺鐵內部客家人的高人數占比時，均顯露飛揚的

神采。客家人在外面的社會裡數量上是弱勢，但

在臺鐵內部，客家人卻是優勢族群（至少在民國

80年之前是如此）。也就是說，相較於在外在社

會需要當個「隱形人」，在臺鐵客家人可以更自

在，或者進一步說，臺鐵內的客家人更有大家庭

內的安全感與認同感。7而這或許是在高工時低薪

資的條件下，客家臺鐵人仍願意堅持下去的另一

個可能原因。在訪談時曾和報導人討論這一點，

得到的答覆亦是肯定的。

　　四︑客家臺鐵人的生活

　　這裡本文要進一步主張，前面提到的客家人

在臺鐵內部的高占比現象，並不是個別的職業選

擇的總合，而是臺灣客家社會的集體現象。

　　以客家人從事臺鐵工作最高峰的時間區段之

一的民國60年代為例。1976年（民國65年）時，

臺鐵的員工總數約24,000人。8對於那個時代客家

人在臺鐵的比例，報導人們憑印象說法不可能精

確，彼此間也並不一致，大約從最高的九成到較

低的八成、七成都有。若以七成來算，則那時

24,000人裡有近17,000個臺鐵員工是客家人。當年

臺灣總人口約莫1,600萬人，以總人口的20%為客

家人的高推估值來算的話，當時全國有320萬的客

家人。9當年的生育率為3.1%，所以大約是一個家

戶是5口之家。10由此算來，客家臺鐵人家庭最高

峰的人口數約為85,000人，在總客家人口裡（320

萬），平均下來大約是每38個客家人裡有一位，

在生計上直接仰頼臺鐵薪資維生。依比例來看，

從事鐵路工作這件事對客家人來說不算罕見，這

也是為何本文主張臺灣客家人從事鐵路工作這件

事或許可視為客家社群的集體現象。

　　目前臺鐵員工總數已降至13 , 0 00人左右，

而客家人在臺鐵裡的占比也只有三成左右，但在

1988年之前客家人在臺鐵近40年的高占比，卻

是沒有太大問題的。11依此年代的長度與人數的

比重，我們就不得不考慮鐵路這個職業和客家社

群彼此間的相互影響是什麼。

　　在集體的層次上，客家人如何影響臺鐵，由

於本展前研究尚在進行中，並且報導人們也說得

不甚清楚，這個議題有待來日再深入探討。此處

討論一下臺鐵的工作如何影響客家人的生活。

　　首先是遷居。本文較前部分已提及，客家臺

鐵人因工作性質需經常調動單位，以及許多臺灣

的客家聚落形成或多或少也與鐵道工作有關。換

句話說，臺鐵工作，把客家人帶出原來的客庄，

到他鄉落地生根，形成新的客庄。在「日久他鄉

即故鄉」的過程裡，客家人隨著鐵路工作一次次

的流動與搬遷。

　　相較於上述的流動（當然不是每個客家臺鐵

人都有因工作而搬遷的經驗），臺鐵工作本身卻

是穩定的象徵。前面已經提到報導人們說鄉親父

老們是怎麼看待這份工作的。簡單講，對他們

（至少是鄉親父老們）來說，比起辛苦的務農，

這是份有固定收入、可以做到退休的「公家」頭

路，是再怎麼樣都要珍惜這個難得的機會的。於

是臺鐵客家人就在這種物理性的流動與心理性的

不動二者間的張力裡，展開臺鐵工作生涯。

　　這種生涯所面對的經濟困難，解決方式之一

即是以加班或兼差來補貼。報導人說到，客家人

在臺鐵裡之所以能留得住，肯加班是其中一項原

因。另外，前面沒有提到的是兼差的現象。在高

工時低薪資的情況之下，想要光靠臺鐵薪水存活

是很艱難的，兼職便成為大部分臺鐵人心照不宣

的秘密。例如報導人頼先生就提到他剛到臺鐵工

作時，下午4點下班後去清掃大樓兼差的生活。此

外在那個「家庭即工廠」的年代，家裡的太太除

了上班，回家後和孩子一起兼做家庭手工貼補家

用亦屬常見。還有許多客庄出身的臺鐵人，在下

班後或假日也會下田幫忙家族的農事。訪談裡，

男性的報導人回憶起這種生活多半雲淡風清，但

他們的太太們卻在一旁略帶心疼地邊抱怨邊補充

道，本來做一休一的工作，這樣下來，能休息的

時間就更少了。更有甚者，有些做票務和運務的

臺鐵人，不只是平日休息的時間被如此佔用，甚

至他們過年和家人團聚的時間都被工作剝奪。

　　然而，這種咬著牙堅持下去的生活，對家裡

的子女來講是一種深刻的身教。客家臺鐵人的子

女們在日常裡見證到，雙親在經濟上戰戰兢兢，

勤勉生活的身影，因而從中學習到工作倫理，也

養成相應的生活態度。這就是為什麼有報導人

說，他所看到的臺鐵人家庭一般說來小孩子的發

展都是很好的。他口中很好的意思並不是功成名

就，而是顧家，或自己會自動自發，至少不會走

上歪路。從這裡就更可以理解，我們造訪的報導

人們談及這份工作對他們一生的影響時，他們提

到的都是「感恩」。

　　對這些客家臺鐵人而言，這個工作對生活的

價值不全是經濟收入，更有一種穩定與未來的希

望（這裡的「未來」包括他們的下一代）。他們

用這種角度看待工作與生活，而這或許也隱隱約

顯露出，臺鐵的文化與客家人的集體性格（如勤

奮的工作倫理）之間相互增強的部份。臺鐵的工

作除了加深客家人的行事與思考的慣習，臺鐵也

改變了不算少數的客家人。前面提到的臺鐵這個

工作讓我們的報導人「走出山裡」，走進現代，

甚至走向國際。

　　最後，鐵道工作下的生活也顯示出客家人

與國家（公職或國營企業）之間的關係。如果

我們考慮客家人在鐵道這個行業長時期且人數

多的現象，或許可以進一步說，這是客家人社

會參與的集體形式之一。12這種形式，不管是自

己選擇或因緣際會所造成，與客家人在公共領

域裡扮演何種公民的角色與如何自我肯認有

關。肯認（recognition）存在於自我定位與他

人認可之間的政治性張力裡   (   Taylor    19 94    )。

也就是說，自我的認同不能獨立存在，而必須

在公共領域內永無止盡的與他者對話的過程裡

才能產生。從臺灣的鐵道與客家這個例子，我

們似乎可以隱隱然看到，有相當一部分的客家

人如何藉著從事鐵道工作來和社會對話，進而

在公民社會裡尋求定位。 

結論

　　本文分別從鐵道與現代國家之間的關係、客

家人如何在歷史的偶然與政經權力結構的必然二

者交織的情況下，進入鐵道這個事業、臺鐵內部

的客家力量，以及客家臺鐵人的家庭與生活等面

向，來討論數十年來臺灣客家人與鐵路工作之間

的交集或者緣分。本文除了把客家人集體從事鐵

道事業的現象描述出來，也試圖解釋此一現象的

成因，並進一步詮釋臺灣客家人集體踏入這個行

業對其族群自身與對社會的意義。

　　我們看到臺灣的鐵道如何在國際情勢的變局

與政權交迭之際發展出來，而在鐵道建設之初，

一些掌握相當人力物力的客家墾戶所扮演的重要

角色。同時，鐵道興建過程裡，途經的路線與國

12.　徐正光先生在《  徘徊於族群與現實之間  ：客家社會與文化  》一書的序文裡提到長年以來臺灣的客家人一直有社會的「  隱形人  」

        的意象，也就是缺乏足夠的社會參與（1991：4  ）。他認為臺灣的客家人應更朝成為臺灣整體社會的一分子的方向更積極地參與

        公共事務（Ibid.：9  ）。本研究的觀點則認為，過去數十年來，客家人或許在公共領域裡稍顯低調，但並非在公共領域裡缺席或

        完全無聲。或者，並非要在社會運動中出現才算是社會參與。廣義說來，不管是工作或日常生活，在公共領域裡的各種實踐都可

        視為社會參與。本展前研究即是展現這種客家人以不那麼顯眼的方式呈現自我社會形象與公共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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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在研究上，客家人在臺鐵的高占比這個現象或許可以和外省族群的某些職業選擇（如軍公教）以及一些原住民族群（如阿美族）過

        去從事遠洋漁業、建築板模及目前從事職業軍警的現象相互比較。

家政策的規畫（縱貫線與山林資源）及客庄的地

緣關係，讓客家人較容易接觸鐵道工作。此外，

在戰後的行政體系下，一提到臺鐵，一般人心中

浮現的是高工時、低薪資、不是所有人都樂意從

事的低入門門檻工作。而當時社經條件普遍並不

太好的客家人，在百餘年來客庄養成能吃苦耐勞

工作傳統下，接受這個工作，並藉著親友關係網

絡一個拉一個，集體進到臺鐵，鐵道工作和客家

族群就逐漸聚合在一起了。數十年來，客家人一

方面將自己的勞力與智慧貢獻於臺灣的交通，讓

臺灣步入現代性的境況；另一方面，鐵道工作也

讓相當一部分的客家人安身立命、展望未來，並

在現代公民社會立足。這些議題即將在博物館展

示與未來或許在學術上可以繼續深入討論。

　　在博物館展示方面，將來要呈現的是，鐵道工

作如何讓為數不算少的客家人進到公民社會，貢獻

他們的勞動力與智慧，也讓臺鐵在低調但穩定中成

長，成為臺灣現代化發展裡一股可靠的支撐力量。

這同時客家人在這個過程裡變得更多元，不再只是

以往的務農或耕讀傳家，也有在公務體系或國營企

業中從事技術與服務工作的另一個面向。由此，我

們或許可以說，鐵道與客家在某個程度上相互形塑

彼此。今天我們看到的客家意象與內涵，或許有部

分是經由鐵道工作的影響所致；相對的，今天的臺

鐵或者臺灣的現代化，也有某部分是數十年來客家

臺鐵人的貢獻所造就的。這些重點都在未來以博物

館展示的形式呈現。

　　從學術研究的角度來說，這個議題可以讓我

們進一步探究客家人的某些集體認知、行為、生

活樣貌，在怎麼的歷史、政治、經濟條件下被形

塑與實踐出來。反過來講，某個族群，在某個特

別的職業裡若從業人員的占比有顯著性意義的

話，對整個大社會會帶來什麼影響。13從這個相互

形成的過程裡，我們可以探問族群性格的虛與實

之間的辯證關係。「臺灣的鐵道與客家」或許是

一個族群內在本體性的建構與外在政經力量是如

何對話與相互協商的好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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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人類是社會的一份子，人類族群視為「自然

環境」的世界，事實上也是奠基於社會性、象徵

性所建構出來的世界，由社會決定飲食的方式，

飲食模式與社會之間的關係，即展現於人們決定

吃什麼、以及怎麼吃，人們承載著文化，並在其

中認識自己。因此當人們的飲食習慣變化，即意

味著人們在日常社會生活架構、傳統文化或認知

的轉變，反之亦然。當移民來到新的國度，面臨

社會生活的變化、遭逢當地人群飲食文化互動與

相互採借、在地性食材的利用，移民的飲食文化

特色亦可能隨著移民時間長短以及族群互動而漸

漸產生變化（Mintz 2020：39-46）。

　　飲食作為群體認同邊界的表徵，以及族群文

化外顯的標誌，亦是群體長期實踐的生活內涵。

除了語言之外，飲食向來也被視為是「客家意識」

的重要指標之一，具有實用與象徵的兩個面向，

一方面是飽足與營養，另一方面則是社會文化、

價值等延伸的表達（莊英章 2003）。整體來說，

「油、鹹、香」常被公認是客家菜餚的烹飪特色，

這與過去客家人的勞動條件，需要補充大量的體

力有關，在艱苦生活條件下所發展出來的飲食策

略，普遍呈現「素、野、粗、雜」的特色，反映

客家人在天然環境與食材限制下，盡可能利用野

菜、野味、禽畜的內臟等食材，並且大多沒有經

過細緻處理，因此菜色並不精緻、複雜，可謂客

家飲食文化基本上就是一種庶民文化（轉引自蕭

新煌、林開忠 2008：59）。飲食也經常與族群記

憶相連，日常生活裡的飲食往往伴隨著家庭記憶

呈現，節慶時節更是人們相聚，共同準備節慶飲

食的日子。在族群文化實作場域面向，當客家移

民遷徙到海外，除了承繼原鄉菜色之外，面臨傳

統食材取得不易的難題時，飲食也是最有可能因

為在地食材取得的便利性，逐漸在客家菜裡融入

當地特有的食材與料理。日常生活裡，人們除了

食用傳統客家菜色之外，最容易受到來自周邊族

群的飲食文化的影響，例如馬六甲的客家菜逐漸

「摻」了答荅娘惹，或是馬來食物、印度食物

等。除此之外，原先來自於不同祖籍的客家人之

間，因為在異鄉遭逢，彼此間的菜色細微差異亦

可能相互影響與學習。飲食的變遷，衍伸在過

年、祭祖、掃墓等儀式食物的準備也可能因此有

所變化，以及飲食知識的持有與論述，甚至不同

信仰的儀式食物差異等，形成各地客家飲食豐富

多樣的在地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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