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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的發展空間。因此，客委會客家文化發展中心

開啟「全國客庄村史聚落撰寫計畫」，希望先以

70個客家文化發展重點區為範圍，逐步累積地方

書寫的成果。

臺灣不同地區的客家廊帶各有其獨特的區域

特色，不同區域的客庄雖然都是以客家文化為

主，但卻不能視為同質的社會／族群空間，本計

畫在最初的階段先以桃竹苗地區做為全國客庄村

史寫作計畫的初步基礎，建立後續計畫的推動架

構，運用區域／族群／地方建立村史寫作的主

軸，將不同地區的客家聚落加以串聯，形成不同

區域特性的客庄村史，所得出的成果將會更能凸

顯臺灣客家族群的多樣性及豐富性，建立更完備

的客家史觀與知識體系，成為未來客庄發展的基

石。

一、村史寫作範圍與培訓課程

（一）全國客庄作為書寫的範圍

全國各地近幾十年來興起村史寫作的運動，

在政府及地方人民團體的推動下，已有不少的村

史相繼出版。其中，最早出現村史寫作的活動是

吳密察等人在1990年代推動的村史寫作，出版了

《村史運動的萌芽》一書，從花蓮、高雄、南

投、臺中、苗栗、新竹、臺北挑選了10個村史寫

作標的，可視為最早的村史寫作。

在這之後，有鑑於村史寫作對於建立地方認

同、進行社區總體營造等工作的成效具有相當大

的助益，因此一些縣市的政府開始陸續在轄區內

推動村史寫作的計畫。例如彰化縣政府文化局便

於2004年首度推展「大家來寫村史」計畫，在10

多年間陸續出版了39本的村史。此外，金門縣政

府也鼓勵縣內居民進行村史寫作，並於2017年出

版了6冊的村史成果。至2018年為止，彰化縣和

金門縣是村史累積最完整的縣市，幾乎境內每個

鄉鎮市都有村史成果（表1）。

就2018年臺灣各地的村史累積而言，這些成

果呈現零碎的分布型態，且書寫的成果多是以縣

市為單位，以族群為主題或是以整個臺灣客家帶

為主題的村史撰寫其實較為少見（圖1）。桃、

竹、苗地區，除了新竹的梅后蔓（五峰鄉）、六

家庄（竹北市），苗栗的獅潭村（獅潭鄉）等，

桃竹苗客家帶大部分的地區，村史的寫作仍有很

圖1    目前全國的村史累積圖
         資料來源：白偉權繪製。

客家客家家 記家－記家家 記記憶憶客博物客博物客客 客家憶客憶憶 家家

圖1    目前全國的村史累積圖
         資料來源：白偉權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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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來知識生產開始從學院轉向民間，歷史

書寫已逐漸不是知識階層的專利。臺灣也在1990

年代開始盛行庶民寫村史的村史運動。在村史寫

作運動中，過去沒有權利寫與被書寫的人，如今

成了書寫村史的主體，「寫」歷史的主體落到社

區居民身上。村史強調社區的主體性、且以在地

人的觀點來蒐集與詮釋地方史料，呈現出在地文

化特殊性的多元主義觀點。經由專業人員的策劃

與協助，透過社區居民的寫作過程，讓社區居民

有機會去追索、挖掘、發現和重建關於自身的、

家族的和社區的共同記憶。透過共同參與的過

程，來寫出共同的歷史，從文史角度從事社區營

造、地方重建。在書寫的過程及其過程中的動

員、交流、成長，也有助於社區意識的建立。

由於近年來社區家族歷史與村史特色快速的

流失，因此保存與延續社區的集體記憶與精神文

化遺產變得十分迫切。有鑑於此，客委會客家文

化發展中心於2017年開始辦理客庄村史聚落寫作

計畫，「發現村史撰寫計畫」對於喚起地方共同

記憶與形塑地方觀光資源效果顯著，因此擴大辦

理。本文作者即為「全國客庄村史聚落撰寫計畫

第一期」的執行者，希望藉此機會說明計畫內容

與介紹執行成果。

因為是第一期的村史撰寫計畫，委託單位與

執行單位有許多的企圖心，期望能完成以下四個

目標：（1）建立客庄聚落村史撰寫的專業課程

與實作模組，培養村史寫作人才，參與本期村史

寫作，並做為後期計畫中村史寫作的種籽人員。

（2）在書寫村史的同時，可以在書寫之客庄進

行與村史寫作相關之文化資產、史料之調查，作

為村史寫作素材，並提供客家文化園區未來蒐藏

展示之參考。（3）建立全國客庄村史聚落撰寫

計畫的發展機制或推行架構。（4）徵集客庄村

史寫作人才撰寫村史，形成可出版的村史資料。

為了完成以上四項目標，計畫以兩階段的方式甄

選撰稿者。首先，先推動相關課程，辦理兩場次

（40小時）之客庄村史人才培訓課程。培訓課程

之後，甄選出有相關寫作經驗且對客家文化、地

方歷史具有濃厚興趣的村史寫作人才。以下即分

別說明相關的課程規劃與村史書寫的範圍。

國家歷史的基石：村史的在地書寫
文 / 張翰璧（國立中央大學客家語文暨社會科學學系特聘教授）

張維安（國立陽明交通大學人文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研究員）



       現 有 村 史 累 積 的 地 區

東海村（龍井區）

啟智社區（中西區）、銀同社區（中西區）、延平社區（加里區）、

澄山社區（左鎮區）、復興社區（永康區）、文朱社區（安平區）、

松安社區（南區）、金華社區（南區）、中興社區（柳營區）、

礁坑社區（新化區）、龍興社區（龍崎區）

大洲社區（三星鄉）、惠好村（員山鄉）、白米社區（蘇澳鎮）

南華村（吉安鄉）、鳥踏石仔漁村（花蓮市）

青嶼（金沙鎮）、后浦（金城鎮）、水頭（金城鎮）、

瓊林 （金湖鎮）、古寧頭（金寧鄉）、上林鄉（烈嶼鄉）

清境社區（仁愛鄉）、愛蘭臺地（埔里鎮）、日月村（魚池鄉）

富田村（內埔鄉）、勝利新村（屏東市）、六根村（佳冬鄉）、

佳冬村（佳冬鄉）

龍肚（美濃區）

媽祖田（土城區）、安邦新村（中和區）、石碇（石碇區） 

梅后蔓（五峰鄉）、六家庄（竹北市）

獅潭村（獅潭鄉）

大丘園（二水鄉）、二水（二水鄉）、二八仔（二水鄉）、

犁頭厝（二林鎮）、蘆竹塘街（二林鎮）、土人厝（二林鎮）、

樹包廟（大村鄉）、中圳仔（北斗鎮）、北斗街（北斗鎮）、

西門外崙仔平（彰化市）、彰化市（彰化市）、牛稠仔（彰化市）、

臺化街（彰化市）、永靖街（永靖鄉）、竹子村（永靖鄉）、

瑚璉村（永靖鄉）、中路里（田中鎮）、泉厝村（伸港鄉）、

甘仔井（和美鎮）、火燒庄（和美鎮）、長沙村（花壇鄉）、

茄苳腳（花壇鄉）、王功（芳苑鄉）、三塊厝（員林市）、

經口村（埔心鄉）、油車穴（埔心鄉）、鹿港街（鹿港鎮）、

許厝埔（鹿港鎮）、舊眉村（溪州鄉）、漢寶村（福興鄉）、

張厝村（社頭鄉）、東山保（員林市）、番仔崙（員林市）、

南平庄（員林市）、員林街仔（員林市）、百果山（員林市）

縣   市

臺 中 市

臺 南 市

宜 蘭 縣

花 蓮 縣

金 門 縣

南 投 縣

屏 東 市

高 雄 市

新 北 市

新 竹 縣

苗 栗 縣

彰 化 縣

表１    2018年村史累積的地區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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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行政區的界線不必然是村史寫作的範

圍。從地理學的觀點進行分類，「村」具有兩種

意義，其一是行政村，其二是自然村。前者是因

行政需求，進而按照人口數而劃定的行政空間，

當中往往包含許多的自然村或一般所認知的「社

區」。後者則是以人與人的社會關係為主體，所

形成的小聚落，是與人們日常生活關係最為密切

的基層空間單位。在臺灣歷史當中，自然村便是

清代所稱的「土名」，或是日治時期所稱的「小

字」。

日常生活中，各個自然村之間並非各自獨

立，而是相互往來，甚至會相互凝聚成更大的生

活空間單位，例如清代若干土名相互所組成的「

莊」。每個莊內部往往有著共同的信仰、生產資

源，甚至防禦機制，社會關係緊密。這些具有社

桃竹苗客家文化廊帶，位在雪山山脈西側的

淺山地帶，地形上屬於丘陵區，主要包含竹東丘

陵、飛鳳丘陵、苗栗丘陵等，海拔介於500至

1,000公尺之間。本區因其沿山的環境條件，因

此擁有許多自然資源，許多的客家人自清代以來

便進入本區，發展樟腦、茶業、大菁、木材、山

產等的維生活動（圖2）。其中，樟腦和茶葉更

是19世紀末至20世紀初支撐整個臺灣經濟命脈發

展的生產活動。此外，本區由於地處內山，歷史

上客家人也經常面對自然環境、內山原住民出草

等的環境挑戰，使得本區客庄的發展獨特，且有

異於其他地區的地方特色。

桃園、新竹、苗栗三個縣市是臺灣北部主要

的客家人分布地帶，在這三個縣市的47個鄉、

鎮、區當中，便有39個屬於客委會所公布的客家

文化重點發展區，占了桃竹苗全區的約83%，超

過八成，具有濃厚的客家色彩。根據2016年《

105年度全國客家人口暨語言基礎資料調查研

究》的數據，在桃園市的8個客家文化重點發展

區方面，共有5個區的客家人口比例超過半數，

其中，新屋區的客家人口比例更達到77%。新竹

縣市的客家人口比例也相當高，在13個客家文化

重點發展區當中，超過八成鄉鎮擁有過半的客家

人口，其中在北埔、峨嵋、新埔、關西、橫山幾

個鄉鎮，超過89%的居民都是客家人。苗栗的情

形也與新竹相似，在18個客家文化重點發展區當

中，客家人數過半的鄉鎮便超過七成。其中公

館、頭屋、三灣、大湖的人口特色更為顯著，超

過88%都是客家人。

圖2    桃竹苗客家文化廊帶之地形圖
         圖片來源：白偉權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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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    桃竹苗客家文化廊帶之地形圖
         圖片來源：白偉權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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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象而已，而是把它作為一個過程：一種關心地

方的社會運動。其目的和改變、重構、活化社區

的理念有密切的關係，但是和大家在媒體上看到

的社會運動，諸如抗爭之類的，非常不同。微型

的社會運動往往和日常生活、生活世界的結構有

關。由分析日常生活、認識自己、認識社區作為

一種改變事情的起點或一種作法，就是一種活化

社區、改變社會的開始，我們可以稱其為微型社

會運動的一環。村史寫作作為一種社會運動，某

角度就是要大家關心自己周邊的事情，通過寫村

史來寫自己周邊的事情，也因此更加認識自己周

遭底事務（與物）。寫出幾本村史不是目的，重

點在於其過程，以村史寫作為關心地方的一種方

法，才是目的。

培訓課程安排兼顧理論與實務，每場20小

時，共計80小時，課程規劃如表2。除了傳統寫

作村史與地方調查的課程外，還規劃「影音記錄

與剪輯方法」，希望可以協助資料蒐集的多元

化，並進一步以紀錄片的方式書寫村史。「臺灣

研究線上資料庫應用」則是提供更多蒐集管道的

來源，利用數位資料奠定更扎實的村史資料。此

外，「研究倫理」則是本計畫要提醒寫作者，書

寫的專業性。所有相關的村史課程內容，也上載

至youtube。第一期的課程在時間和資源的限制

下，先規劃6門課，希望後面的計畫執行可以累

積更多的課程，建立更完整的網上課程，並分享

給更多有志書寫庶民史的作者。

本次計畫，除了規劃相關課程，並強調研究

倫理外，對於村史的寫作也採取更具彈性的方

式，希望突破傳統方志的撰寫方式，可以針對當

地具有代表性的特色作為主軸進行撰寫，例如著

重介紹該區特色產業的歷史、發展過程、現況

等。表3是村史寫作的建議內容，書寫者可以選

取有興趣，又可以突顯人地、社區關係的書寫主

軸。

基本上，本次計畫的執行，是希望將村史視

為一部與社區議題有關的作品，需要通過一種關

懷在地、有抓地力的態度來寫作。把寫村史作為

一種運動的態度，也是我們推動客庄村史寫作的

精神。寫村史不是只有單純的記錄某一個時空範

疇的「歷史現象」，或是把一個地方作為寫書的

表2    村史課程內容規劃

 課 程 名 稱

臺灣村史與地方志寫作

影音記錄與剪輯方法

鄉土資源實察方法

臺灣研究線上資料庫應用

文獻與口述歷史

研究倫理

 時  數

4小時

4小時

4小時

4小時

3小時

1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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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意義的「莊」，理論上會演變成今天的行政

村，但在實際的經驗上，許多的行政村卻因為人

口的變遷，而被合併或取消，導致今天的行政村

往往難以對應於過去的街莊範圍，因此無法完全

反映真實的社會關係（如圖3）。上述的現在行

政村與過去歷史上街莊的生活圈，都是選取寫作

對象的重要參考依據。

因此，村史書寫標的選取，將以人與人的社

會關係所組成的自然村為基礎，這樣的社會空間

就是「地域社會」（territorial society）的概念，

強調在一定空間範圍內，人們能擺脫血緣和原鄉

地緣的束縛，透過長期互動，而建立一個以空間

或鄉土為基礎來維繫人群關係的社會。操作定義

上，其內部可能包含若干的小聚落，但整體而

言，內部居民互動密切，彼此具有共同體的意

識，有共同的地方認同意識，都可以算是自然村

的單位。而在空間上，自然村除了核心建地之

外，也包括屬於該村的設施、信仰中心、自然景

觀、農地、水圳等等的生活空間。當然，自然村

的選取也將參考客發中心「最小不能小過一個行

政村／里，最大不能超過一鄉鎮市的三分之一」

之原則。

（二）村史寫作培訓課程

過去，臺灣各地的村史寫作，已經累積相當

多的成果，也有許多寫村史的專家，「全國客庄

村史聚落撰寫計畫第一期」計畫，希望延攬有經

驗的作者外，也希望培養更多有興趣的寫作人

才。因此，在客家文化重點發展區當中，舉辦4

場「村史寫作工作坊」培養村史寫作人才，並於

培訓課程後，徵選具有寫作能力者進行後續之村

史寫作。

圖3    苗栗公館鄉及銅鑼鄉一帶日治時期與現今行政界線的變遷
         圖片來源：白偉權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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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村史內容架構

說明

人口、家戶、產業與維生方式、位置、空間範圍

村莊本身或所屬地區的開發歷史

以較為宏觀的角度撰寫村莊所在地區的地理環境脈絡，例如地理位置、

地形、河流水文等。

村莊周邊的各種地名，含大地名、小地名、地標名名稱由來的釋義。

信仰文化，重要廟宇、教堂、鸞堂，廟宇機能，供奉神祇等。

具有悠久歷史或能夠代表當地族群與文化特色的產業。

以訪談的方式蒐集村莊中的重要歷史人物、耆老、家族，以及有特殊

事蹟、貢獻的人物故事。

村莊中的學校，以及書院、私塾等。

村莊居民共同參與的重要節慶、慶典。

對於村莊人民有特殊集體記憶等動植物及其他自然物。

具有地方特色及族群特色的飲食文化。

村莊中特殊的自然風景、自然現象。

村莊中的歲時祭儀、禮俗等。

流傳於村庄中的故事、禁忌等。

口耳相傳的俗諺。

書寫該村莊的文學創作作品，包含詩歌、散文。

村莊中重要的歷史建築包含宗祠、廟宇、敬字亭、三合院等。

其他對於該村有特殊意義的人、事、物及主題。

章 節 內 容

村社基本資料

開發歷史沿革

地區環境特色

地 名 來 由

民 俗 信 仰

特 色 產 業

耆老及重要人物

教 育 機 構

社 區 活 動

動 植 物

飲 食

自 然 景 觀

風 俗 習 慣

民 間 傳 說

俗 語 諺 語

文 學 作 品

歷 史 建 築

其 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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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詮釋性的理解

「讓事實自己說話」的精神，在社會科學中

相對的複雜。在客觀經驗資料的呈現外，有加上

詮釋性理解的必要性。就是說我們對文物本身所

具有的文化、社會意義，對於村落、生活脈絡具

有的意義是什麼？還是要靠作者去解釋它，這是

很關鍵的部分。1 研究到「是什麼」的層次，仍

留有各種解讀空間，這就是我們強調的「詮釋的

必要性」。詮釋性理解的必要性，是因為事實它

不會說話，需要作者去詮釋它。此時，最重要的

是不能強迫他人接受自己的詮釋，只能以足夠的

理由來說服聽者。詮釋的判準不在於是否客觀，

而在於是否有道理，是否能說服別人。資料、證

據、數字或分析邏輯，不外乎是說服讀者的一個

方式。就研究倫理的角度來說，當我們去解釋它

的時候，需要有所根據，不能為了預想好某一個

結論，而歪曲事實或杜撰資料。詮釋或評價時，

不妨可以揭示自己的立場或價值判斷。詮釋固然

有個人的價值在內，但不是沒有判準，資料的可

證性與邏輯的一致性、開放的討論與社會的共

識，以及學術社群共享的共識，都是詮釋是否妥

當的對話來源。

二、寫作倫理

（一）客觀的讓事實說話

研究倫理方面，近些年來臺灣非常重視研究

倫理，在寫村史的工作坊加上研究倫理是我們的

創意，也是我們的責任。其實不是強調什麼創

意，而是說研究倫理這件事情越來越重要。

研究倫理相關的內容很多，一般說來有幾個

面向是基本的：誠實、正確、效率和客觀。誠實

的重要性是最基本而清楚的，作者沒有誠信的研

究態度，就不必討論後面三項了。前面提到的抄

襲、引用不當都算在誠信的項目下。關於正確，

是指當我們在做研究的時候，首先就是要「據

實」處理所有資訊，而且要盡量做到「是什麼說

什麼」，這是實證研究的精神。前面我們雖然強

調作者要對這些事實（資料）進行有意義的詮

釋，詮釋內容或也許有個人的角度，比較有討論

的空間，但是內容要正確（有時要能驗證），要

精確的呈現研究成果，要避免錯誤，雖然有時不

易做到據實處理所有資訊，但仍要鼓勵大家如此

做，即使有時候難免出錯。第三個就是明智的運

用資源避免浪費。最後一個就是要讓事實自己呈

現，以避免有不當的偏差。

1  可參考張維安，1988，〈韋伯論社會科學之「價值中立」〉。《臺大社會學刊》19: 1-22。翟本瑞、張維安、陳介玄，1989，

  《社會實體與方法︰韋伯社會學方法論》。臺北︰巨流圖書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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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庄地區的許多現象，都需要透過寫作把它

講出來。通過詮釋，也許可以發現客庄的特色。

以上三點就是把客庄村史寫作當作關心客庄、認

識客庄的方法；使客庄因為書寫而被看到，因為

詮釋而讓客庄具有社會文化意義的存在。期許還

有更多期的村史寫作計畫可以順利推動。

三、代結語：「因為寫作而存在」

此次的客庄村史寫作的推動計畫，包含以下

幾點理念：首先，客庄村史寫作，仍然具有前述

社會運動的意涵，其目的在於擾動地方，讓大家

關心周邊的事務、使民眾對地方有認識、有感

覺，進一步更貼近的去瞭解它，去看它的變化，

去說它的意義。在這裡，我們強調的是寫村史並

不僅止於紀錄靜態的「歷史」，而是當作一種方

法，一種認識客庄、關心社區的方法。

其次，深化前述社會運動的概念。也許可以

說，寫村史是「讓客庄存在」的一個方法。讓客

庄存在的意思，並不是指寫作前那個村落在空間

上不存在，因為我們寫它，所以民眾認識它，然

後在社會意義下它才真正的存在，替客庄寫村

史，就是凸顯客庄在社會意義上的存在。第三，

對社區進行一種研究性的詮釋。寫村史不只是擾

動地方、凸顯客庄社會意義的存在、觸動居民認

識周邊事務（和事物）的敏感性，更重要的是這

些歷史、社會現象或獨特風俗，因為被寫作、因

為被詮釋而有（脈絡性的）意義，因為詮釋更加

豐富地方存在的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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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詮釋的適當性

村史寫作，期待做到詮釋的層次，詮釋需要

有一定程度的「社會客觀性」，實證社會科學相

當程度也分享這樣的立場。面對「客觀性」的困

境，詮釋社會科學強調互為主觀性。就是我們對

一件事情的解釋，主要是訴諸於社會、訴諸於學

術社群（scientific community）的共識。「意

義」常隨著時代不同而有變化，所以有人說，歷

史是為了現代人而存在的（不是自己客觀地存

在），歷史的意義會隨著不同時代而有所改變（

歷史是為現代人而存在）。要非常清楚的根據經

驗事實，嚴密的邏輯以及詮釋的觀點來解釋所發

現的事情。解釋其意義的時候，我們可能有這個

時代的關心、可能有個人的關心、或在地人的關

心，其立足點、出發點可以不同，但自己要非常

的清楚。

以共識作為適當性的判準，有時候也有其一

定的迷思，例如社區訪談的結果，可能有資訊上

共同的錯誤，因為可能是共同的來源，雖然資訊

可能並不正確，卻為社區所共同接受與分享。因

此我們在社區收集資料需要有一定的敏感度來判

斷所有收集的資料是否合理；其次，即使發現資

料本身並不合理，卻為當地社區所接受與流傳

時，我們仍然需要重視其對當地社區所具有「社

會真實」的意義。有些資料是所謂歷史上客觀地

存在，有些資料可能歷史上沒有真正的存在，可

是卻在村民心中有意義的存在，我們仍然要重視

對他們生活所具有的價值。有些傳說並不是真正

的存在，但是卻能夠發生真正的社會效用。村史

寫作時需要多層次的角度去看待，並非有人報導

就一定對、一定存在，有時明知不存在，卻也有

其所具有的意義，可進一步加以詮釋。

（四）歷史現場的創造

下面這個例子，是我們在海外田野考察中所

碰到的案例，說明現場的紀錄可能會出現材料的

陷阱。即使到現場去採訪，很多東西也並非眼見

為真，再次說明「資料自己不會說話」。比如

說，我們第一次去砂拉越石隆門考察，蒐集了一

些現場的資料；第二次去的時候發現增加了一個

紀念碑，還有碑文上面的文字，成了我第二次所

蒐集的資料；第三次去的時候發現紀念碑的旁邊

增加了小小的設施：一座旗杆，當然也成為我蒐

集的材料；第四次去的時候，旁邊出現新的建

築。這告訴我們，很多歷史資料甚至是所謂的「

歷史現場」有些是當代人所創造的。當代田野考

察的需要斟酌是否把所見的碑文、廟宇、旗杆，

都視之為原來就存在的歷史資料。

村史寫作強調的是希望藉由嚴謹的資料蒐集

與寫作，詮釋、敘事、寫作，來論述地方的浮

現，讓地方活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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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客家文化發展中心賡續文化資源普查業務

在客庄文化資源的普查邁入第14年，客家委

員會將此項業務移交給客家文化發展中心（以下

簡稱客發中心），中心依據文化資產保存法更新

整合了客庄文化資源種類及系統，建立一套客觀

且規範化的普查方法與流程，報導形式以專題報

導為主，文章篇幅多為短篇敘寫或中篇的深度

描寫，以呈現該區域不同的角度和樣貌。在

2019~2020年度由新竹縣兩河文化協會完成了芎

林鄉；中華世界客家婦女協會完成三義鄉、苗栗

縣卓蘭客家饒平文化協會完成銅鑼鄉；財團法人

美濃愛鄉文教基金會完成杉林區、甲仙區。這四

個計畫的普查成果反映出三種客庄現況：

第一種是傳統的純客庄，

處於新竹縣尖石、五峰等高山

地區與新竹平原交界的芎林

鄉，大約清嘉慶、道光年間先

民沿溪谷墾拓各坑、窩，並陸續

在家屋或田園旁設園頭伯公或山

伯公奉祀以祈求平安。日據時期

北臺灣茶葉外銷逐漸暢旺，芎林丘

陵地區逐漸由雜作轉為茶園。二次大

戰後臺灣推廣農產品外銷爭取外匯，茶

產業開始蓬勃發展。1971年茶外銷失

利，農民選擇改種海梨柑果樹，而受到氣

候變遷影響，海梨柑品質不穩定，巿場競

爭力低，和其他傳統客庄一樣，面臨著人口

大量外移、產業需轉型升級、文化語言邊緣化等

嚴峻課題。因此在憂患客家文化及族群認同的快

速流失，使之有較強的危機意識，而造成學者、

地方文史工作者及政府部門等有較積極投入，有

關芎林的研究報導、專書、論文陸續發表，大大

發掘芎林的文化底蘊。新竹縣兩河文化協會則期

許能以新的角度看待和詮釋大家所熟悉的芎林，

在此次普查中，仔細調查了92座伯公，客庄的伯

公與當地的拓墾有密切的關係，紀錄伯公的同

時，可以順便紀錄下許多庄民的生活故事。同時

還調查芎林拓墾足跡、水梘與石橋、百年教育，

更不忘紀錄在地產業特色，如王爺坑茶產業、中

坑竹篾庄、高梘頭笠嬤庄、紙寮窩造紙等，顯現

在地客庄的文化特色與故事。

圖1    臺灣客庄普查執行概況圖
        （註：紅字為本年度（2021年）執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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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緣起

行政院客家委員會為落實新客家運動，推行

「客庄文化資源」政策，於2005年起展開「客庄

文化資源普查計畫」，以勞務採購之方式辦理，

逐年委託在地的非營利組織進行全面性的基礎調

查工作。2007年則朝深入主題調查及出版計畫之

方向，為普查工作的延續計畫。繼而於2008年加

入國科會的「臺灣客庄文化數位典藏計畫」，建

構前述的珍貴調查成果，予以有系統地析出、整

合並數位化，對客家文化的徵集、流通、分享與

應用得以真正產生實際的效益（黃郁文 2009：

4-6）。2017年「苗栗客家文化園區」更名為「

臺灣客家文化館」，以「全球客家博物館及圖資

研究中心」為定位，致力成為研究海內外客家文

化的平臺。藉由客庄文化資源普查成果，建構主

題性文化資源資料庫，逐步累積客家研究、典藏

與展示之基礎資料，促進客家文化保存、典藏、

推廣，推展全球客家及族群博物館研究與創新發

展之目標。

客家委員會自2005年起推動的客庄文化資源

普查工作，以桃園、新竹、苗栗、臺中、高雄、

屏東、花蓮等客家人口較多或密度較高的縣市，

分年分期以鄉鎮為調查對象。桃園巿規劃8個市

區為客庄文化資源普查的範圍，目前已完備5個

鄉鎮，本年度（2021年）進行中壢區、大園區、

大溪區。新竹縣11個鄉鎮為客庄文化資源普查的

範圍，已完備6個鄉鎮，本年度持續竹北巿、新

埔鎮、橫山鄉、湖口鄉、新豐鄉。新竹巿2個巿

區為普查範圍，本年度進行香山區、東區。苗栗

縣18個鄉鎮為普查範圍，已完備11個鄉鎮，本年

度持續推動苗栗市、竹南鎮、西湖鄉、泰安鄉、

通霄鎮、苑裡鎮、後龍鎮。臺中巿普查5個巿

區，已完備4區，本年度完成和平區。花蓮縣普

查8個鄉鎮，已完備7個鄉鎮，本年度辦理花蓮

市。而南投縣普查2個鄉鎮、雲林縣普查1個鄉

鎮、高雄市普查4個巿區、屏東縣普查8個鄉鎮、

臺東縣普查3個鄉鎮，以上各縣巿均已完備。預

計2022年將完成70個客家文化重點發展鄉區。

文 / 曾純純（國立屏東科技大學客家文化產業研究所特聘教授兼所長）

文化進程中的傳遞與延續—
淺談客庄文化資源普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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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種是都巿化聚落，苗栗縣三義鄉和銅鑼

鄉空間結構由臺鐵、高速公路、高速鐵路及各快

速幹道等交通建設之串聯，降低該區域與南北區

域間旅行時間，除了縮減各地區之空間距離差

異，也因交通集結點、公共建設或產業投資等，

形成新的發展核心，帶動區域整體之繁榮成長，

特別是銅鑼科學園區，引進新的人口與產業，成

為工業發展軸帶之一。三義鄉和銅鑼鄉從原本的

農村集居逐漸成為一個都會區衛星集居地，傳統

聚落面臨破碎與重整，都市化發展而造成的傳統

歷史文化空間與生活脈絡脫節，客家文化在這樣

的狀態下如何被保存與再現？中華世界客家婦女

協會普查三義鄉，蒐集了李騰華家族、吳德興家

族、吳賜懋家族保存之古文書共177件，是對三

義清代土地開發史的補充與辨證。苗栗縣卓蘭客

家饒平文化協會普查銅鑼鄉，也收錄了14張的古

文書，主要是清道光年間老雞隆的墾戶集資開墾

水圳的契約書，還有鬮書及土地買賣契約，呈現

族群、家族與地方互動發展的關係。還有挖掘出

三義快要消失的婚俗：吳氏押山水、林氏嫁女祭

生魚片；亦根據團隊的專業考證出銅鑼勤善寺的

屋頂剪黏及通樑、門楣彩繪皆為著名匠師的作

品，讓民俗文物獲得新生命，以促進客庄民眾對

族群珍貴文物的認識。在不斷追求創新的時代，

仍不時與過去的本源對話，尋找過去的記憶，將

客家文化永續發展。

第三種是客家族群邊界聚落，杉林與甲仙位

於六堆地區的邊陲，與當地平埔、閩南文化的交

錯與混雜，造成了一種錯綜複雜的文化雜揉（

hybridity），透過客庄文化資源普查，杉林客庄

有兩個被單獨崇拜的土地伯婆，原本和一般常見

伯公祠一樣，因供奉的石頭形似女性，所以奉為

土地伯婆，特別是新庄仔土地伯婆祠因香客問事

的神蹟靈驗，而香火鼎盛，已呈現與六堆地區不

同的信仰／性別圖像。在過去族群競墾互動輻

輳，文化與認同夾陷（caught-in-between）之地

的杉林、甲仙進行的文化資源普查，隱隱揭示了

一些21世紀臺灣社會應對族群與文化課題的體認

與啟發，值得我們更進一步的探究、省思。

客庄文化資源普查在客發中心持續推動，

2021~2022年將完成19個鄉鎮的普查，可見推廣

此一公民參與途徑，仍需在政府的政策支持，才

能持續透過系統性整理與保存工作，累積在地知

識與文化記憶發展之基礎。

三、資料開放運用

在數位時代當中，客庄文化資源從調查與紀

錄到保存與推廣，以數位化與實體的方式進行典

藏。在承接「臺灣客庄文化數位典藏計畫」的使

命，匯集全球重要或具代表性客家文化的數位素

材，建置「客家文化資產數位網」典藏資料庫，

整合客家文化資源，並納入客委會10幾年來進行

客庄文化資源普查工作，所獲得珍貴的文化資源

和家戶社會調查資料。透過單一入口網站與容易

使用的平臺介面，讓使用者可以自由學習、無限

次觀看、共享數位內容，並提供商業／非商業等

不同需求。2019年客發中心更與中研院人社中心

地理資訊科學研究專題中心（簡稱GIS專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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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簽訂學術合作備忘錄，結合客家研究和GIS

數位地圖。希望未來能推動數位化方式，客發中

心不只是資訊提供的平臺，更期許未來能夠將相

關珍貴文物等物件進行數位典藏，積極透過網際

網路方式傳播。

在系統性盤點客庄文化資源，常會發現珍貴

的文物，如屏東縣深耕永續發展協會普查佳冬

時，發現「賴熊飛大刀」，相傳為第四任六堆大

總理賴熊飛所持用過，經過客發中心委託學者鑑

定與研究，推斷確為清領時期所製物質，是目前

臺灣少見與清代武職相關的兵器文物。2017年客

發中心啟動客家實體文物典藏工作，賴家將家族

珍貴的文物捐贈給客發中心永久典藏。普查三義

的中華世界客家婦女協會，也協助客發中心完成

李騰華家族古文書共31件之實體物件捐贈。珍貴

的客家文物由客發中心負責保存、詮釋和維護，

透過各種方式持續推廣客家文化保存成果，以促

進各界對客家文化的參與及認同。

四、客家知識建構

客發中心為擴大對地方的深耕與認同，積極

推動全民參與在地知識建構，2017年推動「客庄

村史聚落撰寫計畫」，讓文化團體從鄉鎮的普查

深入到村庄各個角落，將相關文化資源普查成果

適切地融入村民生活中，共筆書寫客庄的村史，

2018年在國立交通大學執行團隊和屏東縣深耕永

續發展協會的協助下，呈現新竹縣芎林及湖口、

屏東縣佳冬這些巿鎮的聚落風貌、歷史文化。《

始終璞玉》紀錄了高鐵旁客庄芎林鄉的村史故

事，特別的是作者由交大大學生及研究生的參

與，展現了青春學生對於故鄉文化的情感與反

思；《從埤塘到街市》紀錄湖口鄉由客庄漸漸成

為繁榮街區，在都巿化和工業化的進程之中，搶

救小鎮的歷史記憶；《左堆瓊珍》、《翠玉蕉

集》則探索六堆唯一近海之客庄─佳冬鄉的六根

及昌隆，爬梳了佳冬客家村的歷史脈絡、自然環

境、族群互動、教育文化、宗教信仰及社區故事

等多元主題，勾勒出佳冬充滿傳統客庄農村韻味

的生動面貌，針對開庄歷史悠久的六根，該書亦

紀錄了古蹟保存及社區文化資產保存運動。

接續是臺東及臺中在地團隊成立村史工作

坊，集結眾人之力，編織每個人的記憶來完成五

本村史。《大原風情》紀錄鹿野鄉的景觀物產與

客庄的庶民生活；從《泉湧豐饒》中找尋關山地

區的客庄聚落發展源頭；在《東片山下》裡了解

池上鄉中的客庄產業、土地、信仰與觀光有著密

不可分的關係，而從《圳水生穗》、《來 客

庄》來探索大埔客家人在山城發展的足跡，一探

究竟「最客家」的聚落。2018年度推動「全國客

庄村史聚落撰寫計畫第一期」，在中央大學客家

學院協助輔導下順利完成走過九二一大地震石岡

區的《地牛翻身振土牛》，第一部詔安客村史的

《崙前榮華續薪傳》等11本村史，即將於本年度

出版。這些透過主題式的架構與共寫手法，由

下而上落實客庄文化資源的梳理與詮釋，以在

地人寫村史的民眾史觀切入，紀錄著人們的記憶

與聚落的形成。經過四年發展，客庄村史的理念

與行動在各地遍地開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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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全民共同參與

「客庄文化資源普查計畫」開啟了文化團體

普查客庄文史的風氣，這些文化團體多為在地居

民組成非以營利為目的之社會公益團體，長期扎

根地方史調查研究與應用，因為是自發的社團組

織，所展現的力量更令人驚豔。如新竹縣兩河文

化協會、臺中市大甲河聚落文化發展協會、社團

法人高雄市美濃愛鄉協進會、社團法人屏東縣深耕

永續發展協會、社團法人花蓮縣牛犁社區交流協會

等，這些團體以社區協作模式深耕當地，發掘為數

可觀的文化材料，其中亦有相當質與量的普查成

果。在臺灣北部、南部及東部各舉一例說明：

新竹縣兩河文化協會，以研究、保存新竹地

區固有文化資產，提升新竹縣文化及生活環境品

質，凝聚社區民眾文化意識，營造新竹地區文化

發展契機為宗旨。自1999年4月成立迄今，除編

輯與出版數十本鄉土文化有關之書籍外，並參與

社區營造與振興地方產業計畫—再造美麗新內灣

之工作，並舉辦童謠及鄉土教學等教師研習，且

認養「內灣林業展示館」、「峨眉社教站」暨義

工導覽工作，近年來並從事鄉土語言的調查、保

存與推廣的工作，未來將更朝向本土化與多元化

的發展方向努力。該協會對客家文化資源普查的

實踐經驗有新竹縣竹東鎮（2010~2011年、2012~

2013年、2017~2018年）、新竹縣芎林鄉（2019~

2020年）、新竹縣新埔鎮（2020年）及客委會委

辦深入主題姜滿堂家族史調查計畫（2008年）、

大隘地區童玩調查計畫（2011~2012年）、竹東

圳調查計畫（2012~2013年）等，還有2014~2015

年度客委會客家老師傅技藝保存計畫、2015~

2016年度客家文化資源回顧與展望。

深耕永續發展協會成立於2009年6月，組成

份子多為年輕的客家後生，秉持著愛鄉愛土的理

念，結合相關社區專業者及關心社區人士，從事

社區營造之研究與實務推展。主要是透過六堆生

活學院計畫的推動（2010~2015年），進行更深

入的客家文化傳承培訓，並將生活學院作其實踐

文化與社會行動的基地，該協會對客家文化資源

普查的實踐經驗有屏東縣萬巒鄉（2009~2010

年、2020~2021年）、屏東縣內埔鄉（2010~2011

年、2011~2012年）、屏東縣佳冬鄉（2012~2013

年、2017~2018年）、屏東縣新埤鄉（2017~2018

年）、屏東縣長治鄉（2020~2021年）及屏東縣

內埔鄉客家傳統技藝深度主題調查計畫（

2009~2010年）。

社團法人花蓮縣牛犁社區交流協會成立於

2001年，以營造綠化環境、人文教育、和社區產

業發展為主題，致力於塑造安全而美好的居住環

境為工作目標。關懷觸角伸及壽豐鄉豐田地區

的老人、婦女以及青少年，更關切自身的土地認

同，透過對土地歷史、禮俗及生活紀事的追尋，

從認識自己的社區、家鄉的風土人情做起，逐步

擴及對花蓮歷史淵源與地理環境的了解。曾執行

文化資源普查有花蓮縣鳳林鎮（2006年）、花蓮

縣壽豐鄉（2006年、2009~2010年）、花蓮縣玉

里鎮（2008年）、花蓮縣鳳林鎮、瑞穗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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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2012年）及客委會委辦深入主題花蓮縣壽

豐鄉豐田三村客庄遷徙紀錄（2008~2009年）、

壽豐客庄的容顏—客家生活文化採集（2010~

2011年）、豐田地區客家女性的移動與勞動（

2011~2012年）等調查計畫。

參與客庄文化資源普查的文化團體，其成員

身份多元，來自各行各業，不一定受過嚴謹的學

術訓練，其本身是因為具有族群認同或對族群文

化有興趣而加入者或被動員者的比率較高，從而

參與客庄文史的調查與紀錄，完成調查報告或專

書、村史之出版為結案。在長期關心與參與地方

公共議題，也對社區內的傳統文化保存有高度使

命感，形成更強的推動社區營造動機，最終轉化

為社區動員的資源，例如，推動週邊學校鄉土教

學課程、對古蹟與社區清潔維護區的認養、或舉

凡古蹟與社區文化相關之創意競賽與文化議題之

活動等。是故客發中心在動員、招募上更具成

效，成為生態博物館經營的基礎。

由文化團體帶領，以及專業文史工作者協

助，在普查過程催生了民眾的自主參與，透過普

查激起社區居民對在地文化的關心及熱情，凝聚

族群認同，形成「新客家文化運動」（黃郁文  

2009：9）。近年來更有團體積極帶領青年認識

自己的家鄉，並以創新手法，活化在地青年們的

社區參與意願。隨著客庄文化資源普查在臺灣各

地展開，文化團體及其文史工作者被肯定其價值，

也透過社區培力以及在地參與，承先啟後推動客庄

文化資源傳承。

六、結語

隨著數位化時代的來臨，客發中心結合各地

文化團體推動「客庄文化資源普查」，啟動集體

參與、建構在地知識和建立地方認同感的文化社

會運動，逐步累積並開放彰顯客庄特色的文化內

容，並將蒐整而來的文化材料逐步科普化、公共

化，作為臺灣客家文化教育扎根及內容產業發展

之最大利基，藉由科技將此臺灣客家之歷史記憶

及文化有效的傳遞與延續。

未來客發中心在整合文化團體群之專業、經

驗及行政資源，更要鼓勵民眾共筆協作，及擴大

數位平臺功能以提供民眾更新除錯，持續建構在

地知識的多元途徑，透過數位科技達到「客庄

文化資源」的整合及包容性成長，促成全球跨

域的資訊分享以及文化交流，建立在地永續村史

的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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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賴熊飛大刀」是殘長約170公分的刀兵，整體可分為刀

刃與刀莖（圖1）。刀刃長約120公分，直背，平脊，尖部微

翹，中段以上採假刃設計，中段以下刀背厚度約1公分。刀面

留有參差、凹凸的鐵鏽痕跡，刀刃有崩口。刀莖則長約60公

分，莖身開有6個榫孔，除主體外，還留有刀格、刀環及切羽

（圖2）。

做為賴文榮、賴文淵兄弟家族的傳家信物，「賴熊飛大

刀」由家族長子代代相傳。它的收藏脈絡大概可以追溯到百年

之前，1900年左右，「大刀」藏於賴文榮家族伙房後側，由賴

文榮的祖父－賴鳳儀（1898-1977）及其父祖輩保管。日治時

期，為躲避日人搜繳鐵器，賴鳳儀將大刀埋藏於老屋牛棚的稻

糠堆下（圖3）。約1970、80年代，賴文榮的父親－賴道乾（

1923-2011）在替換稻糠時偶然掘出大刀，大刀已鏽跡斑駁，

刀柄等木結構業已腐朽，為防止大刀繼續毀損，賴道乾自行除

鏽、上漆，並置於木匣之中保存（李建緯、邱正略、吳慶泰 

2019：237-240）。2019年，有感於客發中心的拳拳之心，賴

文榮、賴文淵兄弟遂決定捐贈「賴熊飛大刀」予客發中心，讓

文物能發揮更大的價值，讓民眾得以認識，讓客家精神得以凝

聚和傳承。

文 / 李博揚（逢甲大學文物資產與文物保存研究中心專案研究員）

 賴熊飛與「賴熊飛大刀」—從嘉慶八年
「重修府學文廟粵籍捐題碑記」碑聊起重修

刀

刃

刀

莖

圖1    「賴熊飛大刀」（典藏品M20190010001）
圖版：《客家委員會客家文化發展中心館藏
文物「賴熊飛大刀」調查研究計畫案成果報告書》，頁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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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夏天，客家文化發展中心委託逢甲大

學李建緯教授執行「館藏文物『賴熊飛大刀』調

查研究計畫案」，目的是想透過嚴謹的學術研

究，增進對賴熊飛及其所用之「大刀」的認識。

該計畫案已於2020年上半年完滿結案。不

過，賴熊飛相關文物的收集在計畫案結束時還未

臻完滿，主要原因是收藏地點正在施工，而且碑

碣所在區域較為隱蔽以至無緣親見，對此我們一

直耿耿於懷。這件文物就是嵌於臺南孔廟節孝祠

後牆的「重修府學文廟粵籍捐題碑記」碑（以下

簡稱「粵籍碑」）（圖4）。所謂「粵籍」，從

清代乾隆之後，逐漸成為在臺客語人群的代稱和

自我認同（李文良 2019：283）。2020年8月

底，為拍攝臺東天后宮「靈助平蠻」匾的原

匾，再到臺南孔廟訪查「粵籍碑」，為心中「

賴熊飛大刀」的研究劃下圓滿的句點。

圖2    刀格、刀環、切羽（典藏品M20190010001）
圖版：《客家委員會客家文化發展中心館藏文物
「賴熊飛大刀」調查研究計畫案成果報告書》，頁18。

圖3    賴熊飛大刀埋藏處
         2019.12.18作者攝於賴文榮家族老宅。

圖4    「重修府學文廟碑記」碑
            2020.08.25作者攝臺南孔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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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麼要從「粵籍碑」談起？除了是筆者私

心將它訂為自己對「賴熊飛大刀」研究的里程碑

外，「粵籍碑」的豎立，其實也是清代南臺灣客

家群眾在政治、經濟、社會的地位提升後的具體

表現之一（李建緯等 2019：180）。賴熊飛正是

在這樣的社會背景下成長，於在蔡牽事件時成為

六堆第四屆大總理，領導堆眾協助清政府平亂，

並在亂平之後成功走入官紳階級。以下，我們分

成3個部分，首先是賴熊飛的傳說與生平。其

次，是「賴熊飛大刀」的形制與年代。最後，討

論賴熊飛與「賴熊飛大刀」的關係。

首先，「閩籍碑」所載錄的捐款金額普遍都

大於銀30元，其中臺南商紳林朝英更捐銀500

元，這應該也就是「粵籍碑」為何會有「金額之

少、勒石之小」評述的原因。但若看內埔天后宮

的營建，客家群眾的捐款金額其實也都只是個位

數，有超過2位數的多是客家的嘗會組織，可見

同時期客家群眾的捐款金額，其實沒有明顯的差

異。換句話說，臺南府城文廟的重修與他家附近

要蓋天后宮是一樣重要的事。因此，「粵籍碑」

上客家群眾的捐款真的很小嗎？似乎只是參與的

人沒那麼多，同時也是客家人量力而為的表現而

已。

圖7    「重修府學文廟閩籍捐題碑記」碑
          2020.03.04作者攝於臺南孔廟。

圖8    「建造天后宮碑記」碑
圖版：《臺灣地區現存碑碣圖誌》，頁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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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從臺南孔廟嘉慶8年（1803）

     「重修府學文廟粵籍捐題碑記」碑聊起

「粵籍碑」的設立，肇因於嘉慶初年，孝廉郭紹芳等人見臺灣府

學「歲久傾圮」倡議重修。嘉慶8年（1803）竣工後勒石記事（圖5），

並記錄捐款的諸位大德。較為特別的是，此次立碑還特地分閩、粵兩

籍，其中的《粵籍碑》共載錄1百多人，當中就包括就我們故事的主

人公「舉人  賴熊飛」（圖6）。

《臺灣記憶》資料庫對「粵籍碑」有這樣的評述：「其金額之

少、勒石之小⋯⋯允為特色。」（https://tm.ncl.edu.tw/）這樣的評述

引起我的興趣，但所謂的「金額之少」又是多少呢？單從「粵籍碑」

碑文來看，除了公費捐銀103元外，每個人的捐款都只有個位數，似

乎真的不多。

可實情又是如何？我們拿另外兩塊同是嘉慶8年（1803）的碑記

來比較。第一件是臺南孔廟的「重修府學文廟閩籍捐題碑記」碑（以

下簡稱「閩籍碑」）（圖7），它是「粵籍碑」的姊妹碑，碑上記錄

著重修文廟的閩籍人士及捐款金額。第二件是嵌在內埔天后宮的「建

造天后宮碑記」碑，碑上記述內埔天后宮的建造始末及捐款人和捐款

金額（圖8）。

圖6    「粵籍碑」局部。    
圖版：《臺灣地區現存碑碣圖誌》
         臺南市（上）篇，頁36。

圖5    「重修府學文廟粵籍捐題碑記」碑」   2020.08.25作者攝臺南孔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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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傳說之外的賴熊飛與其成名之戰

傳說之外的賴熊飛又是怎樣的人？我們從石

碑、官方奏摺，以及地方志的記載，拼湊出另一

個版本的賴熊飛。

「賴熊飛」一名最早出現在內埔昌黎祠乾隆

49年（1784）「文宣王祀典引」碑上，在一眾捐

獻名單中看到「鎮平白馬  賴熊飛」（臺灣銀行

經濟研究室編 1994：245-251）。前面提到在臺

南孔廟嘉慶8年（1803）「粵籍碑」，碑上載有

的「舉人 賴熊飛」（圖6）。可見早在乾隆49年

（1784）時，賴熊飛已經與南臺灣六堆產生連

結，並在將近20年後，賴熊飛取得「舉人」的身

份。

此後，賴熊飛之名開始見於各類帶有武力、

軍事活動的奏摺中，如嘉慶9年（1804）賴熊飛

在佳冬、水底寮等地協助官方捉拿小刀會成員（

愛新泰：1804）。這些奏摺中，記錄最為詳細

的，莫過於嘉慶10年（1805）〈內地舟師已抵臺

水陸夾攻蔡牽幫船情形〉的東港之役（玉德等：

1805）。

東港之役發生在嘉慶10年（1805）寒冷的2

月，這是適合從中國東南沿海南下臺灣的季節，

「大出海」蔡牽率領一眾海盜從福建出發。他先

是騷擾岐後（高雄旗津），再轉進東港（屏東東

港）準備登陸。得到消息的總兵愛新泰隨即分兵

前往東港，加上賴熊飛率領六堆堆眾及平埔族屯

三、誰是賴熊飛？

「賴路二的大刀來囉，不好哭囉！」（客語）

這是賴文榮先生跟我們傳述賴熊飛傳說時，

我印象最深刻的一句。深刻的原因不僅因為客語

「哭」的發音，無法透過國語、閩南語類比猜測

其意思外，這種華人文化習慣使用的「虎姑婆」

模式，讓我感到熟悉而不禁莞爾。

傳說賴熊飛在嘉慶初年取得武舉身份後，便

來到左堆佳冬投靠叔父賴開達，他為人豪邁、武

藝高超，旋受眾人推舉擔任第四任大總理，率眾

抵禦海盜蔡牽的侵擾。賴熊飛因治軍嚴謹，又善

使大刀，所以出堆前，父母都警告六堆子弟：「

敵人不必怕，違背軍令被賴路二斬頭才可怕」、

「寧願與敵人拼個死，不讓賴路二過刀。」這也

是佳冬流傳「賴路二大刀，蓋得人驚」俗諺的原

因。不過，蔡牽事件尚未結束時，賴熊飛即因朝

廷徵召他做宮廷侍衛而卸任大總理一職，並準備

前往北京就任。他從東港出帆，廈門登岸，在福

建遭到閩人下毒致死。

賴熊飛的傳說與六堆早期幾任大總理的故事

有許多相似的「套路」，比如在六堆有危機之

時，猶如救世主突然出現。在事件結束前後，又

因各種原因返回原鄉，1或遭到小人暗算。這除

了是傳說在傳播的過程中常見的「浸潤」現象，

也是早期來臺的先民們將自己的生活經驗與理想

意識，投射到知名人物的故事當中所致。

1  這裡所謂的「返回原鄉」，統泛的指離臺灣回到原生家鄉，或是被清政府授與官職在他省任職，比如李直三等幾位大總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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番的支援，清政府聯軍與蔡牽集團在東港的戰役一觸即發。

4日，蔡牽先派400名海盜乘舢舨船強行登岸，戰鬥中砲擊打死清

軍守備黃雲臺，蔡牽集團旗開得勝。當天深夜，愛新泰終於從鳳山趕

到東港，隨即重新部署，他讓賴熊飛所帶領的六堆堆眾及平埔族為主

的「屯番」作為埋伏，再讓官兵為餌，誘敵深入，將海盜圍而攻之。

5日早晨，愛新泰的誘敵戰術成功，海盜們遭到清政府聯軍的圍

攻，慌亂的海盜只能想辦法突圍，退回岸邊上船撤退，這次戰鬥中不

少海盜來不及上船而溺斃於灘頭。可惜的是，愛新泰所部並無船隻，

此役雖有斬獲，但也只能眼看海盜逃回海上。為打破這種你進我退，

你退我追的僵局，愛新泰隨即聯絡邱良功的海軍前來支援，以期海陸

包圍蔡牽，畢其功於一役。

8日，天剛亮，偵察兵急忙的向蔡牽報告，遠方洋面上看到清軍

船艦正向這邊駛來，聽後，蔡牽或許想起上次攻打鳳山的失敗，隨即

命人起錨撤退。愛新泰發現蔡牽船艦有異隨即往海邊移動，到達時只

見蔡牽大部已開出深洋，還有兩艘因為落後而離岸不遠。心有不甘的

愛新泰下令開砲，使兩艘敵艦一毀一擱淺。此時，賴熊飛率眾衝入海

中，爬上擱淺的船隻與海盜進行肉搏，此役共殲滅近70名海盜，並生

擒7人，繳獲海船1艘、杉板船5艘、大砲3尊、鳥槍25桿，並籐牌等

械，戰果頗為豐碩。

嘉慶10年（1805）底，蔡牽再次騷擾南臺灣，六堆也啟動自我防

衛機制，賴熊飛轉戰於東港、枋寮、水底寮等處，活動範圍大致在六

堆及其周邊區域。嘉慶11年（1806），蔡牽攻入鳳山，同知錢澍逃往

內埔求助，賴熊飛便率6千堆眾與屯番一路從內埔往新園方向推進，

最後渡過下淡水溪攻回鳳山縣城。

上述嘉慶10∼11年的反擊戰記錄只有大致的行軍方向，對賴熊飛

的記述過於簡略，相當可惜。不然按照奏章所說的「大小十餘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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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賴熊飛與「賴熊飛大刀」的關係

「賴熊飛大刀」的研究，大家最為關心且好

奇的，或許就是賴熊飛是否曾經拿著這把大刀上

陣保家護鄉呢？對此，出於學術的嚴謹，我們其

實無法給予肯定的答案，因為並沒有任何影像、

圖畫或文獻可以直接證明，但從一些蛛絲馬跡，

或可提供一些想像。

誠如前面所說的，「賴熊飛大刀」應當就是

文獻中的「綠營長刃大刀」。所謂「綠營」，即

是滿清入主中原後，所成立以步兵及水軍為主的

軍隊（趙爾巽等 1977：3891）。賴熊飛在嘉慶10

年（1805）受封的福建興化右營五品守備，即屬

綠營的編制（趙爾巽等 1977：3891）。其次，從

〈請追粵砲議〉（鄭蘭：1883）的記述，儘管官

方對於六堆客家保有火砲感到束手無策，但這也

說明六堆客家至少從康熙末年的朱一貴事件

時，就有保留官方提供之武器的傳統。其三，賴

熊飛從受封到他前往任職地也有半年以上的時間

在細節上，「賴熊飛大刀」也有兩點符合清代刀

兵的特色。其一，刀刃中段以上的大面積反刃，

這種形制不見於日本刀兵，卻在明清時期的中國

刀兵上時常可見。其二，刀刃前段平脊但刀尾微

翹的現象，除日本的薙刀外，更趨近於清代的

長刃刀兵（周緯 2006：179）。綜上，「賴熊

飛大刀」的正式稱呼應為「傳賴熊飛所用綠營長

刃大刀」。

另一方面，「賴熊飛大刀」表面滿佈鐵鏽，

據科學工藝博物館的吳慶泰老師以及多位匠師的

研判，刀身上的鐵鏽是經過長時間的水氣自然形

成，推測「賴熊飛大刀」應已製成超過1百年（

李建緯等 2019：169）。綜上所述，我們認為「

賴熊飛大刀」應是清代中期左右的文物（李建緯

等 2019：187）。

3  允祿、蔣溥等纂，《皇朝禮器圖式》，收錄於《文淵閣四庫全書》656冊，1986。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吳承洛，1984，《中國度量衡史》，

   頁66。上海：上海書店。我們依照清代的度量衡進行換算，「賴熊飛大刀」殘長約5.3尺，刃部約3.4尺、莖部約1.9尺。

表1    「賴熊飛大刀」與相關文獻紀錄尺寸表

         項 目

「賴熊飛大刀」

《皇朝禮器圖式》

《紀效新書》

《武備志》

《武備要略》

《單刀法選》

全長（尺）

5 . 3

5 . 1

6 . 5

6 . 5

4 . 9

5

刃長（尺）

3 . 4

3 . 3

5

5

3 . 5

3 . 8

柄長（尺）

1 . 9

1 . 8

1 . 5

1 . 5

1 . 4

1 . 2

刃    寬

約 0 . 1 8

0 . 1 5

未註明

未註明

未註明

未註明

編    號

1

2

3

4

5

6

製表：2020.01.15作者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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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其行軍路線所提到的大樹腳、三又河等地名

（愛新泰等：1806），我們對賴熊飛能有更多

的認識。

蔡牽事件後，賴熊飛受朝廷封賞為五品守

備，「有缺即補，以示鼓勵。」（全國圖書館

微縮複製中心編 2004：1265-1276）自此，賴熊

飛之名在臺灣區域的史料中嘎然消失，不見蹤

影。幸好有賴氏族人在原鄉收集的訊息，得知

蔡牽事件後賴熊飛可能到福建興化擔任守備。

依此線索，我們在道光年間《莆田縣志稿》中尋得賴熊飛在嘉慶10

年（1805）任右營守備的紀錄，嘉慶13年（1808）賴熊飛升職改署

左營都司，管理該處軍器（佚名 2008：604、609）。不過，在此以

後，《莆田縣志》中就不再看到賴熊飛的其他記錄，也因缺乏其他的

線索，我們也先暫停了追尋賴熊飛生平的腳步，或許賴熊飛就如賴氏

族人所傳：於興化府職務上因公殉職了（賴子淳 2017：29）。

五、「賴熊飛大刀」的形制、年代與定名

刀兵在漫長的發展歷史中，出於用途的不同或使用者的習慣，形

制也愈發多樣（曾公亮、丁度等撰 明萬曆27年刻本）。2整體來說

，依據刀柄的長短可粗分為單手持拿的「短柄」（圖9），雙手持拿

的「雙手柄」，以及整體長度接近甚至超過常人身高的長柄刀兵（

圖10）。而據賴文榮先生的回憶，可以確定「賴熊飛大刀」屬於雙手

持拿的雙手柄刀兵（圖1）。

由此，在進行文獻及傳世刀兵的對比之後，我們認為「賴熊飛大

刀」即是清代《皇朝禮器圖示》中所載的「綠營長刃大刀」。首要原

因即是兩者的尺寸比例基本一致（表 1）（允祿、蔣溥等 1986）。3

圖9    山東青島市博物館藏短柄刀兵
2017.12.06作者攝於青島市博物館。

2  曾公亮、丁度等撰，《武經總要》，卷13，明萬曆27年刻本，書中載：「健鬥者，競為異製以自表，

   故刀則有太平、定我⋯⋯之制，要皆小異，故不悉出。」

圖10    彰化埔心
黃耀南故居所見常柄刀兵

2019.12.18
作者攝於黃耀南故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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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客家文物研究的展望與思考

有賴於客家文化發展中心的遠見及重視，「

賴熊飛大刀」成為我國少數進行系統性調查研究

的客家文物。此次的研究成果主要在兩方面，第

一，進行嚴謹的歷史學研究，梳理賴熊飛的人物

生平，並將賴熊飛納入其所處的社會環境背景，

觀察賴熊飛的歷史地位。第二，從文獻與文物著

手，判斷「賴熊飛大刀」的形制源由，並考察「

大刀」的製作工藝，進行科學檢測，完滿了文物

的生命史。雖然在一些細節上與地方的家族或族

群記憶可能略有出入，但整體來說，學術研究確

讓相關的傳說變得更為真實而富有血肉，也讓客

家六堆的文化面貌，因為有「賴熊飛大刀」的加

入更為立體。我們也希望透過「賴熊飛大刀」的

研究，能夠帶動我國各地客家文物的研究，及客

家群眾對家族文物的重視，未來可進行以材質、

事件或人物等各種主題式的文物調查研究。

與之同時，我們也應當思考如何區分、定義

客家文物。閩、客等族群固然在語言、民俗等確

實足以進行區分，但在生活環境、政治制度等方

面都同屬漢人文化的大傳統當中，這樣的文化背

景讓文物與客家文化的對應性被削弱。以「賴熊

飛大刀」為例，倘若此刀非賴熊飛這一客家人所

用，則刀與客家的關聯性則完全消失。因此，

定義客家文物，以及尋找足以代表客家文化之文

物，都是吾輩尚需努力之處。

差（愛新泰：1806），在這段時間內，賴熊飛還

協助清政府收復鳳山縣城，在這樣的歷程中取得

清政府配發的兵器也不無可能。

另一方面，「綠營長刃大刀」雖可理解為清

代綠營的配置兵器之一，但也並非所有兵丁或官

兵的常備兵器，而是有它適用的場域和軍種。從

雍正初年全國軍隊操演兵械的變動可見端倪，北

方地區的河北、山西地區，普遍降低大刀的訓

練，轉向籐牌、鳥槍和大礮的操演（張廷玉纂

1986：638-639）。與之相反的，江南、江西各

水師在既有的弓矢、鳥槍之外，增練籐牌、大

刀、鉤鐮槍等武器（趙爾巽等 1977：3983）。值

得注意的是《水師輯要．趕繒船備用器械》中也

看到戰鬥船隻需要準妥「雙手大刀十把」的記錄

（陳良弼 2002：335）。而徐宗幹在《戰車練砲

圖說輯要》中也指出這類雙手柄刀兵「單刀快

便，利於南省，南省山多，若兵行山谷之間，深

林密菁，左右逼近，鳥鎗弓箭皆無所施。」（徐

宗幹：同治戊辰吟雨樓藏本）

上述兩點分別指出水師是使用雙手柄刀兵的

主要軍種之一，且不只海、河，山多平地少的華

南丘陵地帶，也是大刀適用的場域。因此，「賴

熊飛大刀」出現在孤懸海外，又丘陵密佈的臺灣

其實並不奇怪，所以賴熊飛也確有持拿著這把「

大刀」保家護鄉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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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的文化資源/資產樣貌⋯⋯，透過進入這個博

物館場域，進行相關的觀察、資料蒐集、深入理

解，以作為未來各項活動的運用。

（二）各項地圖資源的網羅

   1.臺灣百年歷史地圖為開端

最早中央研究院在數位典藏計畫執行的內

容，是蒐集藏品、並以數位化方式保存，而「地

理資訊科學研究專題中心」主要將所收藏的地圖

和航空照片進行數位化作業，進而進行數位人文

上的加值及運用，於是開發出「臺灣百年歷史地

圖」（林富士 2016：176）。也就是將這些地圖，

透過GIS的技術統一起來，讓老地圖和現在的地

圖、不同年代、不同主題的地圖，能夠相互比

對，更進一步將不同的圖資在資訊整合的平臺

上出現。

考量建置客家文化地圖應具備有基礎圖資，

且這些圖資的整合必須透過整體的網路之客家文

化基礎架構的建立，以做為蒐羅和接納所有客家

文化空間資訊的基礎數位環境，也能讓客家文化

資源與數位資訊與世界接軌。於是以現有建構完

整的「臺灣百年歷史地圖」下拉出「六堆百年歷

史地圖」作為基本底圖，並在此百年歷史地圖基

礎上，提供未來可陸續增加六堆研究相關向量與

影像圖層。

2004）。更進一步解釋，六堆客家文化園區是以

生態博物館為發展基底，結合六堆的客庄聚落，

希冀成為臺灣南部客家文化的窗口，透過各項展

演活動的辦理，展現並活化客家文化，進而以保

存及延續客家文化（何金樑 2018：222）。而面

對位處高屏兩縣市涵跨12鄉區的六堆整體空間範

圍，總面積高達9,370平方公里，該如何著手於

對地方的理解，甚至是對於在地文化資源的掌

握，而「文化地圖系統」就成為重要的考量。

（一）從生態博物館的角度

從《六堆客家文化園區綜合規劃》報告書來

看，對於整個六堆是以一個完整的園區來看待；

採行「生態博物館」的理念，兼以「類博物館」

的理念發展地方鄉鎮成一個完整的網狀模式，藉

由「主題園區」（六堆客家文化園區）與「地方

園區」（12個鄉區）完整呈現六堆文化遊憩觀光

之經濟契機，輔以社區總體營造理念與六堆鄉民

共同創造主題園區並推動地方園區的發展（行政

院客家委員會 2004）。雖說整個六堆被視為一

個生態博物館，然而展現的是一座活的博物館，

一座含有在地居民及其生活的空間場域。呂佩怡

以香港的民間博物館計畫的案例提到「一座活的

博物館，概念上脫離把博物館視為一硬體建築與

保存機構，拓展到外部的真實生活環境」（呂佩

怡 2015：11）。我們再回過頭來看，六堆客家文

化園區為這個生態博物館的核心，整個六堆常民

生活的樣貌就是在這座活的博物館展現。然而各

種文化軌跡在在地居民長期的與環境的互動，產

生的聚落型態、族群特色、民俗慣習及有形與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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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以六堆生態博物館的整體營運空間為範

疇，嘗試透由「文化地圖」作為一種運用，並藉

此與六堆生態博物館的定位展開對話，希冀能對

於六堆客家文化園區作為認識六堆客庄的入口網

站，能產生重要的效益。

一、前言

「想起六堆，遽遽行來

  前後左右先鋒中 斡來斡去，都睹著 

  濃濃客家風情

  適中堆竹田 行過後堆內埔

  就到先鋒隊萬巒 適麟洛入前堆

  佳冬美濃伸出  熱情左右手攬等佢

  大細路兩片高壯介椰仔樹

  在路唇像鄉團義兵

  守護等六堆客家庄」

                             陳寧貴/六堆

「六堆」是現今高屏地區客家族群聚落的統

稱，不是官定的行政區域或地理名詞，而是民間

在長期的歷史進程中，因著國家與社會的互動發

展，在語言、生活及心理上自主孕育而生的文化

生命共同體。從六堆客家文化園區規劃伊始，即

以「生態博物館」為定位，在當時是希望以社區

總體營造之方式，導引客家文化能具體落實。而

進一步以設置客家文化園區為起點，擴大到民眾

參與的活動設計與舉辦，以提升居民的凝聚力（

行政院客家委員會 2004）。

本文以六堆生態博物館的整體營運空間為範

疇，嘗試透由各類的文化地圖作為一種運用，並

藉此與六堆生態博物館的定位展開對話，希冀能

對於六堆客家文化園區作為認識六堆客庄的入口

網站，能產生重要的效益。

二、將「文化地圖」納入六堆生態博物館的

      營運

過去六堆客家文化園區被定為「文化、資

訊、學習、教育中心」（行政院客家委員會

文 / 邱秀英（客家文化發展中心文資典藏組副研究員）

洪瑩發（國立政治大學華人宗教研究中心博士後研究員）

地圖會說話?
淺談文化地圖應用於生態博物館—

以六堆為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