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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客家人口遷移及其語言遺失

張維安 1︑黃美玲 2︑蕭錦炎 3

摘要

近幾十年來，臺灣客家民眾遷移現象上升，族群內婚比例下降，明顯的影響客語的使用機會。

跨族群通婚現象，使得在家庭使用客語的機會減少，研究顯示相較之下雙親皆為客家人者，其

子女的客語能力比父母中僅一人為客家人者更佳。高社經地位客家民眾有較高遷徙機會，遷徙

現象使得客家民眾在許多生活場合說客語的機會下降，研究顯示居住在客家文化重點發展區內

的客家民眾，其客語聽、說能力，明顯較居住在非重點區者來得好。相同的，出生以後一直居

住在非重點區者，其客語能力遠遠落後於全體客家民眾的平均值。族群外婚、遷移及實際的客

語環境明顯的和客語人口密度有高度的相關，換言之，人口遷移、跨族群混合居住，跨族群通

婚等結構變遷，都降低了客語的使用機會和交談對象。語言使用機會的減少，導致年輕一代客

語使用能力降低，除了影響客語傳承外，也會影響客家族群身分的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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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91年及92年兩次「台灣客家民眾客語使用狀況」調查，由於缺乏客家人口母體名冊，以及基於研究方法為面訪的限制，樣本分布較

　　偏重於客家村，且有地域 (街道) 集中的現象；此外，由於建置樣本所憑據之基礎資料年代久遠，可能與客家民眾的分布現況有所差

　　異。因此本文未將其列入討論，研究者仍可於客家委員會網站查詢相關資料。

研究論文

一︑前言

　　1988年12月28日「還我母語運動」大遊行以

來，客家語言（以下簡稱客語）的使用情形，一直

是許多客家民眾、學術界和公部門共同關心的議

題。客家委員會從民國93年開始至105年4，已經累

計至少達10次調查資料（參考表1），可以說幾乎

每年都有客語相關的調查，有時單獨針對客語使用

進行調查，有時則是在客家人口基礎資料調查研究

中，針對客家民眾的客語使用情形進行調查。客家

委員會在這段期間內也推出許多客語振興相關的

「措施」，例如，客語字典和客語教材的編寫、客

語薪傳師的認證、全客語沉浸式浸式教學、客語能

力認證、客家行政考試、客語生活學校、客語家

庭、客語歌曲、客家戲、客家電台與相關頻道。

各級地方政府客家事務相關局處，則另外加碼辦

理各種活動，共同推動客語復興。與客語振興的

相關政策與措施，已有許多學術研究發表，例如

在客語教材方面，鍾屏蘭（2011）討論了從語料

庫的開發探討客語教材的編輯與出版、陳雅鈴

（2016）研究幼兒園客語系列教材發展歷程及成

果、江俊龍（2015）分析日本《客家語入門》的

教材分析及其所反映的美濃客語、徐超聖與李佳

芬（2012）探討新竹縣關西國小高年級客家學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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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客 家 委 員 會 客 語 使 用 相 關 調 查

資料來源：客家委員會網站，https://www.hakka.gov.tw/Content/Content?NodeID=626&PageID=37585。

本表資料來源即為各次調查名稱，調查對象、調查方法、調查時間及樣本數，引自該次調查報告。

年度 調查名稱 調查對象 調查方法 調查時間

105

103

102

100

96

99

97

95

94

93

樣本數

1 0 5年度全國客
家人口暨語言基
礎資料調查研究

居住於臺閩地區內具有

中華民國國籍者

電 話 隨 機 抽 樣 調

查，搭配第二階段

客家民眾家戶面訪

105年8月15日

至12月15日

電訪65,732份
面訪1,313份

1 0 3年度臺閩地
區客家人口推估
及客家認同委託
研究成果

居住於臺閩地區內具有中

華民國國籍者

103年1月16日

至2月25日 78,174份

101至102年度臺
灣客家民眾客語
使用狀況調查研
究

設籍臺閩地區內具有中華

民國國籍、且為《客家基

本法》認定之客家人

電話隨機抽樣調查
10 2年3月2日

至6月15日
16,569份

9 9至10 0年全國
客家人口基礎資
料調查研究

電話隨機抽樣調查
99年1 1月1 0日

至12月31日
65,566份

98至99年度臺灣
客家民眾客語使
用狀況調查研究

設籍臺灣地區內且具有本

國國籍之客家人(廣義認

定之客家人)

電話隨機抽樣調查
99年4月24日

至6月7日
6,023份

97年度全國客家
人口基礎資料調
查研究

居住於臺閩地區內各年齡

層之一般民眾
電話隨機抽樣調查 97年7月3 0日

至9月26日
51,803份

96年度臺灣客家
民眾客語使用狀
況

設籍臺灣地區具有本國國

籍之客家人(廣義認定之

客家人)
電話隨機抽樣調查

96年9月1日至

10月5日
6,029份

95年度臺灣客家
民眾客語使用狀
況

設籍臺灣地區具有中華民

國國籍之客家人 電話隨機抽樣調查
95年9月1 5日

至10月13日 6,021份

94年度臺灣客家
民眾客語使用狀
況

設籍臺灣地區(未含澎湖

縣)具有中華民國國籍之

客家民眾
電話隨機抽樣調查

94年8月3日至8

月24日及12月8

日至12月20日
4,231份

全國客家人口基
礎資料調查研究

居住於臺閩地區內之民

眾
電話隨機抽樣調查

93年4月2 6日

至6月12日
37,693份

電話隨機抽樣調查

居住於臺閩地區內具有中

華民國國籍者

客語學習與族群認同。客家廣播媒體和客家電視台

的研究也不少（劉嘉薇 2015；李美華 2016）。本

文的討論有別於從制度措施或學校教學對客語使用

之影響，而是從社會變遷和人口移動的角度，分析

臺灣客家人口的遷移對客語使用的影響。全文分成

二︑臺灣客家人口遷移現象

　　(一)以人口增加與移動為社會變遷動因

　　社會學家涂爾幹在其社會變遷理論當中提到

兩個與本文相關的概念：物質密度（ma t e r i a l 

density）與道德密度（moral density, dynamic 

density）。物質密度（人口密度）意味著在一特

定空間中人口數量的增長，道德密度（人際互

動）則顯示因為人口增加而帶來的人際互動密

度。人類社會因為人口增加及其帶來的社會互動

增加，從而產生競爭生存物資的狀態。社會發展

的過程中，日趨複雜精密的社會分工是解決前述

競爭的社會設計。

　　涂爾幹的主張可以從三方面來解釋：社會的容

量、社會的物質密度、社會的道德密度。所謂社會

的容量（the volume of a society）就是一個既有

團體的人口數，但單單只有容量的增加，並不足以

作為社會分化的原因。我們可以設想有許多人同時

散居在廣大的土地上，互相獨立生活，彼此之間並

不發生互動的關係。由於將人口數作為社會分化的

原因並不充分，所以我們得再考察物質密度（ma-

terial density），在一個既定空間裡的人數，用

我們常用的語言就是人口密度，因此不只是人口數

要多，而且還得有一定程度的密度。除了這兩者之

外還要加上道德密度（moral density），也就是

說還要加上他們之間的溝通（或交通）的強度，才

構成社會分化的基礎（張維安 1993：80）。

　　社會分化是「和平解決」生存競爭的一種方

式。分工使競爭緩和，因為分工之後他們之間的相

似程度降低，凸顯了他們之間的差異性，這樣每個

人都能夠生存，因為彼此之間的相異，不但不是相

互競爭，反而是增加彼此之間的依賴。涂爾幹的方

法論強調的是一個社會現象必須由另外一個社會現

象來解釋，而不是用個人的現象來解釋（張維安  

1993：80-81）。

　　社會分化凸顯彼此相異的人們納入社會有機整

合（organic solidarity）當中，相對於過去的傳統

社會的機械連帶（mechanical solidarity），有

機連帶（organic solidarity）強調人們因為彼此

之間的相異而結合，是一個以相異、分工、互賴

為基礎的有機連帶。在社會變遷過程中，人口密

度的增加及其所帶來的「互動」，可說是社會變

遷的動因。

　　60年代臺灣的客家社區，在概念上相似於經

歷人口密度增加帶動與其他社區的互動，客家人

口乃向其他更現代化的地方遷移，增加與非客家

人口之間互動的頻率。客家與其他族群間的互

動，整體而言，語言、經濟、婚姻，乃至於宗教

信仰等更廣泛的文化層面無不彼此影響。根據統

計資料顯示，這100年（1918至2017年）來我國

人口密度不斷提高，導致人群互動機會日益增

加，社會從機械連帶走向有機連帶，分工成為社

會整合的基礎。隨著物質密度、道德密度的增

加，意味著人口移動的可能性與必然性，而人口

移動必然帶來不同語言、文化與生活習慣的接觸

與變化。本文以客家民眾之人口增加和移動及其

所帶來的族群互動關係做為理解其語言、文化變

化的動因。

　　人口遷移以及所帶來的影響一直是社會學家

相當關注的一環。一個人或一群人在空間上的流

動，也代表著行動者所承載的文化知識、資金、

技術或其他的社會資本的流動，更重要的是將帶

來進一步的人群互動。例如，明清時期，閩粵贛

人口飽和，加上清初遷海復界之後，大量客方言

人群向粵東沿海或珠江三角洲一帶流徙。在這些

客方言人群外移的邊緣，客方言人群與以廣府方

言為主的「本地人」之關係遂逐漸緊張，進而在

1 9 世 紀 以 降 頻 頻 發 生 「 土 客 衝 突 」 （ 林 正 慧 

2013），進而影響到客家意識的誕生。從臺灣北

部客家族群遷徒高雄縣市的開發史中，可以發現

他們所帶去的北部義民爺信仰在地化後的文化合

成現象（林秀昭   2009 )，甚至帶來臺灣南客與北客

之間的差異（張維安、張翰璧  2020）。1960 年至

1970年，臺灣經濟快速發展，臺北周圍的桃、

竹、苗地區的客家人口因就業、就學而往都市遷

移。遷移到臺北市的客家族群，散居在臺北市各

四節：首先是社會變遷理論與客家人口遷移現象之

探討；其次以調查資料為基礎，分析客家人口遷

移、跨族群通婚對客語使用機會的影響；再其次是

分析臺灣客家人口遷移與客語能力的變化；最後是

結論：思考客家人口遷移對客語使用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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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客 家 委 員 會 客 語 使 用 相 關 調 查

資料來源：客家委員會網站，https://www.hakka.gov.tw/Content/Content?NodeID=626&PageID=37585。

本表資料來源即為各次調查名稱，調查對象、調查方法、調查時間及樣本數，引自該次調查報告。

年度 調查名稱 調查對象 調查方法 調查時間

105

103

102

100

96

99

97

95

94

93

樣本數

1 0 5年度全國客
家人口暨語言基
礎資料調查研究

居住於臺閩地區內具有

中華民國國籍者

電 話 隨 機 抽 樣 調

查，搭配第二階段

客家民眾家戶面訪

105年8月15日

至12月15日

電訪65,732份
面訪1,313份

1 0 3年度臺閩地
區客家人口推估
及客家認同委託
研究成果

居住於臺閩地區內具有中

華民國國籍者

103年1月16日

至2月25日 78,174份

101至102年度臺
灣客家民眾客語
使用狀況調查研
究

設籍臺閩地區內具有中華

民國國籍、且為《客家基

本法》認定之客家人

電話隨機抽樣調查
10 2年3月2日

至6月15日
16,569份

9 9至10 0年全國
客家人口基礎資
料調查研究

電話隨機抽樣調查
99年1 1月1 0日

至12月31日
65,566份

98至99年度臺灣
客家民眾客語使
用狀況調查研究

設籍臺灣地區內且具有本

國國籍之客家人(廣義認

定之客家人)

電話隨機抽樣調查
99年4月24日

至6月7日
6,023份

97年度全國客家
人口基礎資料調
查研究

居住於臺閩地區內各年齡

層之一般民眾
電話隨機抽樣調查 97年7月3 0日

至9月26日
51,803份

96年度臺灣客家
民眾客語使用狀
況

設籍臺灣地區具有本國國

籍之客家人(廣義認定之

客家人)
電話隨機抽樣調查

96年9月1日至

10月5日
6,029份

95年度臺灣客家
民眾客語使用狀
況

設籍臺灣地區具有中華民

國國籍之客家人 電話隨機抽樣調查
95年9月1 5日

至10月13日 6,021份

94年度臺灣客家
民眾客語使用狀
況

設籍臺灣地區(未含澎湖

縣)具有中華民國國籍之

客家民眾
電話隨機抽樣調查

94年8月3日至8

月24日及12月8

日至12月20日
4,231份

全國客家人口基
礎資料調查研究

居住於臺閩地區內之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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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6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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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的討論有別於從制度措施或學校教學對客語使用

之影響，而是從社會變遷和人口移動的角度，分析

臺灣客家人口的遷移對客語使用的影響。全文分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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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以人口增加與移動為社會變遷動因

　　社會學家涂爾幹在其社會變遷理論當中提到

兩個與本文相關的概念：物質密度（ma t e r i a l 

density）與道德密度（moral density, dynamic 

density）。物質密度（人口密度）意味著在一特

定空間中人口數量的增長，道德密度（人際互

動）則顯示因為人口增加而帶來的人際互動密

度。人類社會因為人口增加及其帶來的社會互動

增加，從而產生競爭生存物資的狀態。社會發展

的過程中，日趨複雜精密的社會分工是解決前述

競爭的社會設計。

　　涂爾幹的主張可以從三方面來解釋：社會的容

量、社會的物質密度、社會的道德密度。所謂社會

的容量（the volume of a society）就是一個既有

團體的人口數，但單單只有容量的增加，並不足以

作為社會分化的原因。我們可以設想有許多人同時

散居在廣大的土地上，互相獨立生活，彼此之間並

不發生互動的關係。由於將人口數作為社會分化的

原因並不充分，所以我們得再考察物質密度（ma-

terial density），在一個既定空間裡的人數，用

我們常用的語言就是人口密度，因此不只是人口數

要多，而且還得有一定程度的密度。除了這兩者之

外還要加上道德密度（moral density），也就是

說還要加上他們之間的溝通（或交通）的強度，才

構成社會分化的基礎（張維安 1993：80）。

　　社會分化是「和平解決」生存競爭的一種方

式。分工使競爭緩和，因為分工之後他們之間的相

似程度降低，凸顯了他們之間的差異性，這樣每個

人都能夠生存，因為彼此之間的相異，不但不是相

互競爭，反而是增加彼此之間的依賴。涂爾幹的方

法論強調的是一個社會現象必須由另外一個社會現

象來解釋，而不是用個人的現象來解釋（張維安  

1993：80-81）。

　　社會分化凸顯彼此相異的人們納入社會有機整

合（organic solidarity）當中，相對於過去的傳統

社會的機械連帶（mechanical solidarity），有

機連帶（organic solidarity）強調人們因為彼此

之間的相異而結合，是一個以相異、分工、互賴

為基礎的有機連帶。在社會變遷過程中，人口密

度的增加及其所帶來的「互動」，可說是社會變

遷的動因。

　　60年代臺灣的客家社區，在概念上相似於經

歷人口密度增加帶動與其他社區的互動，客家人

口乃向其他更現代化的地方遷移，增加與非客家

人口之間互動的頻率。客家與其他族群間的互

動，整體而言，語言、經濟、婚姻，乃至於宗教

信仰等更廣泛的文化層面無不彼此影響。根據統

計資料顯示，這100年（1918至2017年）來我國

人口密度不斷提高，導致人群互動機會日益增

加，社會從機械連帶走向有機連帶，分工成為社

會整合的基礎。隨著物質密度、道德密度的增

加，意味著人口移動的可能性與必然性，而人口

移動必然帶來不同語言、文化與生活習慣的接觸

與變化。本文以客家民眾之人口增加和移動及其

所帶來的族群互動關係做為理解其語言、文化變

化的動因。

　　人口遷移以及所帶來的影響一直是社會學家

相當關注的一環。一個人或一群人在空間上的流

動，也代表著行動者所承載的文化知識、資金、

技術或其他的社會資本的流動，更重要的是將帶

來進一步的人群互動。例如，明清時期，閩粵贛

人口飽和，加上清初遷海復界之後，大量客方言

人群向粵東沿海或珠江三角洲一帶流徙。在這些

客方言人群外移的邊緣，客方言人群與以廣府方

言為主的「本地人」之關係遂逐漸緊張，進而在

1 9 世 紀 以 降 頻 頻 發 生 「 土 客 衝 突 」 （ 林 正 慧 

2013），進而影響到客家意識的誕生。從臺灣北

部客家族群遷徒高雄縣市的開發史中，可以發現

他們所帶去的北部義民爺信仰在地化後的文化合

成現象（林秀昭   2009 )，甚至帶來臺灣南客與北客

之間的差異（張維安、張翰璧  2020）。1960 年至

1970年，臺灣經濟快速發展，臺北周圍的桃、

竹、苗地區的客家人口因就業、就學而往都市遷

移。遷移到臺北市的客家族群，散居在臺北市各

四節：首先是社會變遷理論與客家人口遷移現象之

探討；其次以調查資料為基礎，分析客家人口遷

移、跨族群通婚對客語使用機會的影響；再其次是

分析臺灣客家人口遷移與客語能力的變化；最後是

結論：思考客家人口遷移對客語使用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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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相對於在人口、經濟優勢的閩南族群與政治

上優勢的外省族群環伺下，客家人顯然是少數且

弱勢的族群。為了適應都市的社會環境，策略性

的選擇將自己族群的語言、文化隱藏起來，此舉

造成客家族群意識日漸淡薄，在私領域中國語取

代母語，公領域中以國語、閩南語為主，因而出

現客家都市隱形化的情形  (  黃玉嬌   2012   )。隱形化

說明了客家族族群所面臨的複雜環境，特別是在

語言使用上面的限制，第一代遷移到都市的客家

人採取集體噤聲或集體記憶被強制遺忘；第二代

都市客家人除了遺失自己的語言，也將會遺失自

己的族群認同。這就是鍾肇政所擔心的「再過幾

年，就沒有人會講客家話了。客家話一旦消失，

客家人就消失了」（葉高華  2017）。

　　針對人口近四百萬的臺灣第二大族群客家民眾

而言，自18世紀以來，客家先民不斷從中國東南沿

岸不同省分，飄洋過海來到臺灣，與本地的原住民

和來自大陸各地的漢人（尤其是福老人），有深層

和全面的互動。在臺灣定居、落地生根、再遷移，

不斷和其他族群互動，混合居住，在同一職場工

作，跨族群的通婚頻繁，語言的使用產生了激烈的

變化。這些雖是社會發展過程中各族群所普遍面臨

的現象，不過對於臺灣客家語言的使用似乎產生特

別激烈的影響！本文利用客家委員會歷年的人口調

查、語言調查資料，5從客家人口遷徙、族群通婚

的角度切入，探討不同遷移經驗、婚配形式的客家

民眾，其客家語言使用的變遷趨勢。

　　(二)臺灣客家人口遷移

　　首先，從臺灣客家民眾6過去十年遷徙情況來

看，超過10.6%的客家民眾曾經遷徙或變更居住

地。依不同成長時期發現，幼兒期（0-6歲）居住

變動的比例為4.9%、青年初期（7-15歲）增加到

8.4%、15歲以後居住最久的地方和前一階段居住地

區變動的比例為24.1%，計算不同人生階段居住變

動的淨值（不重複計算）為33.8%。換言之，有超

過三分之一的客家民眾曾經遷離其出生地，且隨著

年齡增長，變更居住地的比例也隨之增加。

　　客家民眾變更居住地的原因，不論哪個人生階

段皆是以「追隨家庭」為主。其次的原因，則依人

生階段而有所不同。幼兒期（0-6歲）因為「就

學」（7.7％）、青年初期（7-15歲）因「就學」

（12.3％）及「工作需要」（1.5％）的關係而改

變居住地區的比例逐漸增加、「15歲以後」分別有

25.1％的客家民眾因為「結婚關係」及17.8％因為

「工作需要」而改變居住地。整體來看，成年以後

「結婚關係」和「工作需要」是客家民眾改變居住

地區的主因。

　　依照客委會公告的「客家文化重點發展區」劃

分，客家民眾的遷徙情況可分為四種7，「出生之

後一直居住在重點區」的客家民眾占54.8%、「在

重點區出生，15歲以後遷移出去」占17.2%、「非

重點區出生，15歲後遷徙到重點區」占2.5%、「出

生以後一直居住在非重點區」占25.4%。在客家文

化重點區和非重點區之間遷移的比例合計19.7%，

不過遷移的方向，則以從客家文化重點區遷移到非

重點區較多，亦即從鄉村地區遷往都會地區移動的

現象。為了教育與工作，促使客家聚落的人口逐漸

往都會地區、非客家重點發展區方向移動，在各種

生活場域與其他族群相遇的機會增加，跨族群通婚

的機會也隨之增加，不過使用客家話的機會則相對

減少。

5.　105 年度全國客家人口暨語言基礎資料調查研究 ， 第二階段客家民眾家戶面訪，分析時依據第二階段面訪樣本權值推估 。18歲以上客家民眾

　　1,313人。該調查資料為本文撰文時，客家委員會最新一期之全國性客家人口及語言基礎資料研究，具有重要參考依據。

6.　指《客家基本法定義》之客家人，即「具有客家血緣或客家淵源，且自我認同為客家人者」。

7.　操作型定義：「客家文化重點發展區」(重點區）為客家委員會公告客家人口達三分之一以上之70個鄉鎮市區，其餘鄉鎮市區為「非客家文化重

　　點發展區」(非重點區）。「105年度全國客家人口暨語言基礎資料調查研究」調查第二階段面訪調查中，將不同人生階段分為「 出生階段 」、

　　「0-6歲(幼兒期）」、「 7-15歲」及「15歲以後」居住的鄉鎮市區，再從居住鄉鎮市區的改變情況，分為四類遷徙情況：(1) 「 出生以後一直居

　　住在重點區區」、(2)「重點區出生，15歲以後遷徙出去」、(3)「非重點區出生，15歲後遷徙到重點區」、(4)「出生以後一直居住在非重點區」

　　。另有部分受訪者「0-6歲(幼兒期）」及「7-15歲」階段居住鄉鎮市區包含重點區及非重點區，不納入分析。

(三)高教育程度客家民眾遷徙較頻繁

　　陳肇男（1990）及洪嘉瑜與銀慶貞（2008）探

討臺灣人口遷徙屬性與動機發現，各類遷徙都以年

輕人與高教育程度者為主，高社經地位的民眾因為

遷徙利益大，遷徙的機率也較大。謝高橋及張清富

（1997）認為在臺灣教育程度愈高者，因具有較豐

的學識與技能，適應環境的能力亦較佳，因此遷移

的機率也相對較高。

　　從表2可以看出，專科及以上教育程度者過去4

年、或10年內有遷徙的比例高於全體客家民眾，分

別為55.2%及69.4%；而小學及以下與國初中「由其

他鄉鎮市搬來，已經搬來10（含）年以上」者，也

就是過去曾經遷徙、但已經穩定居住的比例為

12.7%及12.4%，明顯高於整體客家民眾的比例。顯

示客家民眾的遷徙行為與一般民眾8相似，也就是高

社經地位者，遷徙的機率也相對較高。

三︑人口遷移與跨族群通婚

　　人口遷移的頻率增加，勢必增加人群之間的互

動，從而增加跨族群通婚的機會。從97年到105年

表2 客家民眾遷徙情況與教育程度交叉分析

遷徙情況

教育程度

卡方檢定 (P-value)=0.000***

小學及以下 國初中 高中職

總和

整體 100.0            31.9     49.7

從出生以來
就住在這裡

100.0             31.2     54.9

由其他鄉鎮
市搬來，已
經搬來 4 年
以內

100.0             38.8     55.2

由其他鄉鎮
市搬來，已
經搬來4(含)
-10年

100.0            22.2     69.4

100.0     33.1     41.8

資料來源：105年度全國客家人口暨語言基礎資料調查研究，第

二階段客家民眾家戶面訪，分析時依據第二階段面訪樣本權值

推估。樣本數1,313人。

由其他鄉鎮
市搬來，已
經搬來10(含)
以上

年的調查結果顯示，歷年以來客家民眾族群內婚

的比例幾乎都不到一半，也就是說有超過一半以

上的客家人是和非客家人通婚（即跨族通婚），

其中在97年為49.5%、99年下降為47.0%、102年再

下降到38 . 6%。1 0 5年的調查結果雖然上升到

46.2%，但仍未達五成（請參考表3）。從整體趨

勢而言，客家民眾族群內婚比例下降，跨族群通

婚的比例增加。

　　王甫昌、彭佳玲（2018：14）指出父母代的

跨族群通婚對於語言傳承的衝擊相當大。黃宣範

（1993）、徐正光、蕭新煌（1995）等人的研

究，都曾特別指出跨族群通婚對客語維持的負面

衝擊。尤其徐、蕭二人的研究結果發現，在臺北

都會區中，若夫妻都是客家人的家庭，家中最常

使用語言是客語的比例高達83%，不過只要是跨族

群通婚的家庭，這項比例就降到三至四成以下或

更低（ 徐 正 光、蕭 新 煌  1995：18 ）。跨族群通婚

的比例增加明顯影響客家民眾在家庭內客語的使

用情況。特別是因為結婚而遷徙至客家人口密度

較低的地區（非客家文化重點發展區），導致客

表3 臺灣各族群婚配狀況
單位 :%

配偶身份

105 年

配偶族群

不知

/

未答

總計

97 年 100.0

99 年 100.0

103 年 100.0

100.0

49.5

47.0

38.6      

資料來源：客家委員會「97年度全國客家人口基礎資料調查研究」、

99年至100年全國客家人口基礎資料調查研究、103年度臺閩地區客

家人口推估及客家認同委託研究成果、105年度全國客家人口暨語言

基礎資料調查研究。

說明：「自己身分」客家人的定義在97年為「單一自我認定」為客家

人者、99年及以後為「客家基本法定義下之單一自我認定」為客家人

者。配偶身分則由受訪者由「臺灣客家人、大陸客家人（34年以後來

臺）、福老（河洛\閩南)人、大陸各省市人及原住民」5個選項進行選

擇，訪問時未提示「臺灣人」選項，受訪者若回答臺灣人時，再以前

述5個選項追問，若受訪堅持則紀錄後統計。「其他族群」包括外國

人、中國人、居住在該地區的人等。105年將「大陸客家人」、「華

僑客家人」併入「客家人」估算。

自己身份

客家人

其
他
族
群

臺

灣

人

原

住

民

大陸

各省

市人

福

老

人

大陸

客家

人

客

家

人

客家人

客家人

客家人

0.7

0.6

0.7      

0.6

0.5

0.5

0.8      

8.5

8.8

7.2

7.8      

38.3

39.1

49.3

41.2    46.2

0.7

1.7

1.4

2.1      

1.1

1.7

1.2

1.0      

0.7

0.5

1.0

0.9      

8.　本文所使用之「客家民眾」是指客家委員會「105年度全國客家人口暨語言基礎資料調查研究 」調查中，依據客家基本法定義:客家人

　　：指具有客家血緣或客家淵源，且自我認同為客家人者。相對於「客家民眾」之外的閩南人、大陸各省市人、原住民等各族群，為利

　　於比較分析，皆使用「一般民眾」稱之。

專科及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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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

8.1

3.0

1.4

12.7

8.8

5.8

3.0

6.9

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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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相對於在人口、經濟優勢的閩南族群與政治

上優勢的外省族群環伺下，客家人顯然是少數且

弱勢的族群。為了適應都市的社會環境，策略性

的選擇將自己族群的語言、文化隱藏起來，此舉

造成客家族群意識日漸淡薄，在私領域中國語取

代母語，公領域中以國語、閩南語為主，因而出

現客家都市隱形化的情形  (  黃玉嬌   2012   )。隱形化

說明了客家族族群所面臨的複雜環境，特別是在

語言使用上面的限制，第一代遷移到都市的客家

人採取集體噤聲或集體記憶被強制遺忘；第二代

都市客家人除了遺失自己的語言，也將會遺失自

己的族群認同。這就是鍾肇政所擔心的「再過幾

年，就沒有人會講客家話了。客家話一旦消失，

客家人就消失了」（葉高華  2017）。

　　針對人口近四百萬的臺灣第二大族群客家民眾

而言，自18世紀以來，客家先民不斷從中國東南沿

岸不同省分，飄洋過海來到臺灣，與本地的原住民

和來自大陸各地的漢人（尤其是福老人），有深層

和全面的互動。在臺灣定居、落地生根、再遷移，

不斷和其他族群互動，混合居住，在同一職場工

作，跨族群的通婚頻繁，語言的使用產生了激烈的

變化。這些雖是社會發展過程中各族群所普遍面臨

的現象，不過對於臺灣客家語言的使用似乎產生特

別激烈的影響！本文利用客家委員會歷年的人口調

查、語言調查資料，5從客家人口遷徙、族群通婚

的角度切入，探討不同遷移經驗、婚配形式的客家

民眾，其客家語言使用的變遷趨勢。

　　(二)臺灣客家人口遷移

　　首先，從臺灣客家民眾6過去十年遷徙情況來

看，超過10.6%的客家民眾曾經遷徙或變更居住

地。依不同成長時期發現，幼兒期（0-6歲）居住

變動的比例為4.9%、青年初期（7-15歲）增加到

8.4%、15歲以後居住最久的地方和前一階段居住地

區變動的比例為24.1%，計算不同人生階段居住變

動的淨值（不重複計算）為33.8%。換言之，有超

過三分之一的客家民眾曾經遷離其出生地，且隨著

年齡增長，變更居住地的比例也隨之增加。

　　客家民眾變更居住地的原因，不論哪個人生階

段皆是以「追隨家庭」為主。其次的原因，則依人

生階段而有所不同。幼兒期（0-6歲）因為「就

學」（7.7％）、青年初期（7-15歲）因「就學」

（12.3％）及「工作需要」（1.5％）的關係而改

變居住地區的比例逐漸增加、「15歲以後」分別有

25.1％的客家民眾因為「結婚關係」及17.8％因為

「工作需要」而改變居住地。整體來看，成年以後

「結婚關係」和「工作需要」是客家民眾改變居住

地區的主因。

　　依照客委會公告的「客家文化重點發展區」劃

分，客家民眾的遷徙情況可分為四種7，「出生之

後一直居住在重點區」的客家民眾占54.8%、「在

重點區出生，15歲以後遷移出去」占17.2%、「非

重點區出生，15歲後遷徙到重點區」占2.5%、「出

生以後一直居住在非重點區」占25.4%。在客家文

化重點區和非重點區之間遷移的比例合計19.7%，

不過遷移的方向，則以從客家文化重點區遷移到非

重點區較多，亦即從鄉村地區遷往都會地區移動的

現象。為了教育與工作，促使客家聚落的人口逐漸

往都會地區、非客家重點發展區方向移動，在各種

生活場域與其他族群相遇的機會增加，跨族群通婚

的機會也隨之增加，不過使用客家話的機會則相對

減少。

5.　105 年度全國客家人口暨語言基礎資料調查研究 ， 第二階段客家民眾家戶面訪，分析時依據第二階段面訪樣本權值推估 。18歲以上客家民眾

　　1,313人。該調查資料為本文撰文時，客家委員會最新一期之全國性客家人口及語言基礎資料研究，具有重要參考依據。

6.　指《客家基本法定義》之客家人，即「具有客家血緣或客家淵源，且自我認同為客家人者」。

7.　操作型定義：「客家文化重點發展區」(重點區）為客家委員會公告客家人口達三分之一以上之70個鄉鎮市區，其餘鄉鎮市區為「非客家文化重

　　點發展區」(非重點區）。「105年度全國客家人口暨語言基礎資料調查研究」調查第二階段面訪調查中，將不同人生階段分為「 出生階段 」、

　　「0-6歲(幼兒期）」、「 7-15歲」及「15歲以後」居住的鄉鎮市區，再從居住鄉鎮市區的改變情況，分為四類遷徙情況：(1) 「 出生以後一直居

　　住在重點區區」、(2)「重點區出生，15歲以後遷徙出去」、(3)「非重點區出生，15歲後遷徙到重點區」、(4)「出生以後一直居住在非重點區」

　　。另有部分受訪者「0-6歲(幼兒期）」及「7-15歲」階段居住鄉鎮市區包含重點區及非重點區，不納入分析。

(三)高教育程度客家民眾遷徙較頻繁

　　陳肇男（1990）及洪嘉瑜與銀慶貞（2008）探

討臺灣人口遷徙屬性與動機發現，各類遷徙都以年

輕人與高教育程度者為主，高社經地位的民眾因為

遷徙利益大，遷徙的機率也較大。謝高橋及張清富

（1997）認為在臺灣教育程度愈高者，因具有較豐

的學識與技能，適應環境的能力亦較佳，因此遷移

的機率也相對較高。

　　從表2可以看出，專科及以上教育程度者過去4

年、或10年內有遷徙的比例高於全體客家民眾，分

別為55.2%及69.4%；而小學及以下與國初中「由其

他鄉鎮市搬來，已經搬來10（含）年以上」者，也

就是過去曾經遷徙、但已經穩定居住的比例為

12.7%及12.4%，明顯高於整體客家民眾的比例。顯

示客家民眾的遷徙行為與一般民眾8相似，也就是高

社經地位者，遷徙的機率也相對較高。

三︑人口遷移與跨族群通婚

　　人口遷移的頻率增加，勢必增加人群之間的互

動，從而增加跨族群通婚的機會。從97年到105年

表2 客家民眾遷徙情況與教育程度交叉分析

遷徙情況

教育程度

卡方檢定 (P-value)=0.000***

小學及以下 國初中 高中職

總和

整體 100.0            31.9     49.7

從出生以來
就住在這裡

100.0             31.2     54.9

由其他鄉鎮
市搬來，已
經搬來 4 年
以內

100.0             38.8     55.2

由其他鄉鎮
市搬來，已
經搬來4(含)
-10年

100.0            22.2     69.4

100.0     33.1     41.8

資料來源：105年度全國客家人口暨語言基礎資料調查研究，第

二階段客家民眾家戶面訪，分析時依據第二階段面訪樣本權值

推估。樣本數1,313人。

由其他鄉鎮
市搬來，已
經搬來10(含)
以上

年的調查結果顯示，歷年以來客家民眾族群內婚

的比例幾乎都不到一半，也就是說有超過一半以

上的客家人是和非客家人通婚（即跨族通婚），

其中在97年為49.5%、99年下降為47.0%、102年再

下降到38 . 6%。1 0 5年的調查結果雖然上升到

46.2%，但仍未達五成（請參考表3）。從整體趨

勢而言，客家民眾族群內婚比例下降，跨族群通

婚的比例增加。

　　王甫昌、彭佳玲（2018：14）指出父母代的

跨族群通婚對於語言傳承的衝擊相當大。黃宣範

（1993）、徐正光、蕭新煌（1995）等人的研

究，都曾特別指出跨族群通婚對客語維持的負面

衝擊。尤其徐、蕭二人的研究結果發現，在臺北

都會區中，若夫妻都是客家人的家庭，家中最常

使用語言是客語的比例高達83%，不過只要是跨族

群通婚的家庭，這項比例就降到三至四成以下或

更低（ 徐 正 光、蕭 新 煌  1995：18 ）。跨族群通婚

的比例增加明顯影響客家民眾在家庭內客語的使

用情況。特別是因為結婚而遷徙至客家人口密度

較低的地區（非客家文化重點發展區），導致客

表3 臺灣各族群婚配狀況
單位 :%

配偶身份

105 年

配偶族群

不知

/

未答

總計

97 年 100.0

99 年 100.0

103 年 100.0

100.0

49.5

47.0

38.6      

資料來源：客家委員會「97年度全國客家人口基礎資料調查研究」、

99年至100年全國客家人口基礎資料調查研究、103年度臺閩地區客

家人口推估及客家認同委託研究成果、105年度全國客家人口暨語言

基礎資料調查研究。

說明：「自己身分」客家人的定義在97年為「單一自我認定」為客家

人者、99年及以後為「客家基本法定義下之單一自我認定」為客家人

者。配偶身分則由受訪者由「臺灣客家人、大陸客家人（34年以後來

臺）、福老（河洛\閩南)人、大陸各省市人及原住民」5個選項進行選

擇，訪問時未提示「臺灣人」選項，受訪者若回答臺灣人時，再以前

述5個選項追問，若受訪堅持則紀錄後統計。「其他族群」包括外國

人、中國人、居住在該地區的人等。105年將「大陸客家人」、「華

僑客家人」併入「客家人」估算。

自己身份

客家人

其
他
族
群

臺

灣

人

原

住

民

大陸

各省

市人

福

老

人

大陸

客家

人

客

家

人

客家人

客家人

客家人

0.7

0.6

0.7      

0.6

0.5

0.5

0.8      

8.5

8.8

7.2

7.8      

38.3

39.1

49.3

41.2    46.2

0.7

1.7

1.4

2.1      

1.1

1.7

1.2

1.0      

0.7

0.5

1.0

0.9      

8.　本文所使用之「客家民眾」是指客家委員會「105年度全國客家人口暨語言基礎資料調查研究 」調查中，依據客家基本法定義:客家人

　　：指具有客家血緣或客家淵源，且自我認同為客家人者。相對於「客家民眾」之外的閩南人、大陸各省市人、原住民等各族群，為利

　　於比較分析，皆使用「一般民眾」稱之。

專科及以上

學
術
研
究

9.6

8.1

3.0

1.4

12.7

8.8

5.8

3.0

6.9

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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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身分的隱形化，從而影響下一代客家民眾的客

語能力。客家語言流失的原因相當複雜，而高比

例的跨族群通婚正是其中一個重要的原因。理論

上客家民眾族群內婚，有助於在私領域（如家庭

之內）保存客語，不過這種期待，似乎也沒有真

正發生，關鍵即在於社區中強勢的非客語通用語

言，如閩南語、華語等，可能是造成客語流失的

更大原因所在。

　　從105年度全國客家人口暨語言基礎資料調查

研究顯示，當父母雙方皆為客家人的客家民眾中，

有82.0%具備良好的客語聽力，並且有65.6%可說

流利的客語；由客家人與非客家人組成的家庭中，

能大部份聽懂客語的客家子女比例降為67.8%，並

且僅有50.0%能說流利的客語。從表4可以看出，

父母雙方皆為客家人的家庭，相較於僅有單方為客

家人者，其子女客語能力差距超過14%，足見婚配

族群對於客語保存與延續之影響。

四︑客家人口遷移與客語能力的變化

（一）整體客家民眾客語能力面臨危機

　　客語使用機會日益減少，使得客家民眾的客語

能力面臨重大的危機。從表5客家民眾主觀感受在

家庭及外出說客語的機會增減趨勢歷年比較來看，

在102年調查時，有29.7%的客家民眾認為過去一

年，日常生活中說客語的機會減少，其中有10.4%

認為「在家庭中」說客語機會減少、41.1%認為

「出門在外時」減少、48.1%認為在家庭中、出門

在外時「都減少」；而到了105年的調查時，認為

說客語機會減少的比例上升到36.1%，其中10.8%

表4 家庭組成對子女客語能力影響
單位 :%

聽的能力

資料來源：105年度全國客家人口暨語言基礎資料調查研

究。聽的能力包含：完全懂、大部份懂；說的能力包含：

很流利、流利。

父母皆為客家人

父母有一方為客家人

差距

82.0

67.8

14.2

    

65.6

50.0

15.6

      

說的能力父母親群體

認為「在家庭中」說客語機會減少、40.8%認為

「出門在外時」減少、47.6%認為在家庭中、出門

在外時「都減少」。從歷年調查結果趨勢比較可

以看出，有越來越多客家民眾感受到說客語的機

會持續在減少，無論是在家庭中或是社會上，都

面臨嚴重的客語流失問題。無論是客家委員會或

是地方政府客家事務相關局處，在推動客語復興

的各項政策與活動時，顯然都面臨嚴峻的挑戰。

　　在表6所述100年與105年調查結果相比較發

現，5年後的客家民眾在不同場合，或是與不同對

象說客語的比重都是呈現下降的趨勢，其中下降

最明顯的是和子女說客語的比重在近5年間下降了

7.7個百分點，僅有20.2%。家庭客語使用環境在

客語傳承扮演最為重要的角色，但是由於和子

女、夫妻間說客語比重的不斷流失，使得客家民

眾經由以家庭為途徑，將客語傳承給下一代子女

的機會大大的減少。依照目前的情況進一步推

論，下一個世代的客家民眾與子女說客家話的比

例可能僅有現在的4%，也就是20%乘以20%，只

剩下4%。若是家庭傳承客語的環境沒有獲得改

善，可以想見未來非常快速的速度消失。

表5 客家民眾主觀感受在家庭及外出
      說客語的機會增減趨勢歷年比較

單位 :%

102 年

樣本數：102年12,040人、105年11,674人。未包含「不會

說」客語及代答者認為受訪者「年紀小，不會表達」者。

說明：增加包含增加非常多及增加一些；減少包含減少一

些及減少非常多。減少及場合百分比以回答減少者估算。

增加

沒變

減少及場合

     在家庭中

     出門在外時

     都減少

     未回答

未回答

19.5

47.3

29.7

   10.4

   41.1

   48.1

    0 .4

 3.5

    

105 年
增減 / 場合

年度

16.3

46.5

36.1

   10.8

   40.8

   47.6

    0 .8

 1.0

    

　　

（二）客家文化重點發展區與客語能力的變化

　　從社區強勢的非客語通用語言影響居民客語使

用的重要性，可知社區語言環境的營造對客語傳承

的意義。客家委員會近年以來不斷營造更好的客語

使用環境，其目的就在於透過語言環境的營造，強

化客家民眾的客語傳承，如著重「跨域建立客語薰

陶環境，打造客語母語社區環境」，以營造學校、

家庭、社區及公共領域使用客語的環境，透過客語

沉浸式教學，落實客語從幼兒階段開始扎根，並鼓

勵客語使用延續到家庭及社區，自然營造講客環境

（客家委員會 2021）。

　　從表7所述，居住在重點區內的客家民眾，其

客語聽與說的能力明顯較居住在非重點區者來得

好，雖然沒有證據顯示重點區內的客家民眾有比較

強烈的說客語動機，不過由於在重點區內的客家人

口比例相對較高，在社區內使用客語溝通的機會也

相對較高，因此和非重點區比較起來，客家民眾的

客語聽、說能力都比較好。依此邏輯，當使用客語

的人群人口達到一定的密度之後，說客語的機會就

會相對的增加，但是這種語言使用的行為在客家人

口向非客家地區遷移之後，使用客語的機會也會相

對減少，從而使得往非重點區遷移的客家民眾客語

能力也相對下降。在《客家基本法》中將客家人口

比例達三分之一以上的鄉（鎮市區）列為「客家文

表6 客家民眾在不同場合︑對象
      說客語的趨勢歷年比較

單位 :%

100 年

資料來源：99年至100年全國客家人口基礎資料調查研

究；105年度全國客家人口暨語言基礎資料調查研究。

與自己父母

親戚長輩

兄弟姊妹

夫妻間

和子女     

社區鄰里

工作場所

政府機關

50.5

51.7

44.2

38.9

27.9

24.6

14.7

   -

    

105 年場合或對象

49.7

48.3

40.7

31.5

20.2

24.4

13.7

 4.2

    

差距

-0.8

-3.4

-3.5

-7.4

-7.7

-0.2

-1.0

   -

    

化重點發展區」，並要求政府相關單位應加強該

地區內客語、文化與文化產業之傳承及發揚，有

一定的道理，因為這裡有比較好的條件來推動客

語、保存客語及客家文化的傳承。

　　不過以客家人口聚集地區做為客語發展的保

存環境，卻在近年以來受到不同程度的挑戰。理

論上客家文化重點發展區內，因為有超過三分之

一以上人口為客家人，有助保存或是推動客語傳

承，不過將歷年以來的調查結果資料加以分析比

較，似乎也存在新的可能性，因為調查資料顯示

出重點區與非重點區之間客家民眾的客語能力差

異逐漸縮小，從99年的24.5%差距，縮小到102年

的22.5%，再縮小到105年的18.1%，居住在重點

區內的客家民眾客語的聽、說能力不但沒有上

升，反而有些微下降的趨勢，而更重要的發現

是：非重點區客家民眾的客語聽、說能力，呈現

逐年上升。

　　進一步從重點區內外不同年齡層客家民眾客

語說的能力分析來看，從表8得知，102年重點區

內外客家民眾客語說的能力，以13歲以下的差距

最小，為14.0個百分點，而30-39歲的差距最大，

為31.3個百分點。而到了105年重點區內外各年齡

層客語說的能力差距都縮小了，其中又以13歲以

下有比較大的變化，105年的調查結果反而以非重

點區者的客語說的能力較好；30-39歲的差距僅剩

表7 客家文化重點發展區內外
      客語聽說能力歷年比較

資料來源：99年為客家委員會「98至99年度臺灣客家民眾客

語使用狀況調查研究報告」，重點區依據客家委員會97年12 

月26日發布之60個鄉鎮市區；102年為客家委員會「101至

102年度台灣客家民眾客語使用狀況調查」，重點區依據100

年2月5日公告新竹縣北埔鄉等69個鄉（鎮、市、區）；105

年為客家委員會「105年度全國客家人口暨語言基礎資料調

查研究」，重點區依據客家委員會中華民國106年2月24日客

會綜字第1060002892號公告發布之70個鄉鎮市區。

單位 :%

99 年

重點

非重點區

差距

80.5

50.5

30.0

    

102 年

地區

105 年

聽的
能力

說的
能力

59.8

35.3

24.5

    

80.3

55.9

24.4

    

60.9

38.4

22.5

    

74.7

54.1

20.6

    

56.0

37.9

18.1

    

聽的
能力

說的
能力

聽的
能力

說的
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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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身分的隱形化，從而影響下一代客家民眾的客

語能力。客家語言流失的原因相當複雜，而高比

例的跨族群通婚正是其中一個重要的原因。理論

上客家民眾族群內婚，有助於在私領域（如家庭

之內）保存客語，不過這種期待，似乎也沒有真

正發生，關鍵即在於社區中強勢的非客語通用語

言，如閩南語、華語等，可能是造成客語流失的

更大原因所在。

　　從105年度全國客家人口暨語言基礎資料調查

研究顯示，當父母雙方皆為客家人的客家民眾中，

有82.0%具備良好的客語聽力，並且有65.6%可說

流利的客語；由客家人與非客家人組成的家庭中，

能大部份聽懂客語的客家子女比例降為67.8%，並

且僅有50.0%能說流利的客語。從表4可以看出，

父母雙方皆為客家人的家庭，相較於僅有單方為客

家人者，其子女客語能力差距超過14%，足見婚配

族群對於客語保存與延續之影響。

四︑客家人口遷移與客語能力的變化

（一）整體客家民眾客語能力面臨危機

　　客語使用機會日益減少，使得客家民眾的客語

能力面臨重大的危機。從表5客家民眾主觀感受在

家庭及外出說客語的機會增減趨勢歷年比較來看，

在102年調查時，有29.7%的客家民眾認為過去一

年，日常生活中說客語的機會減少，其中有10.4%

認為「在家庭中」說客語機會減少、41.1%認為

「出門在外時」減少、48.1%認為在家庭中、出門

在外時「都減少」；而到了105年的調查時，認為

說客語機會減少的比例上升到36.1%，其中10.8%

表4 家庭組成對子女客語能力影響
單位 :%

聽的能力

資料來源：105年度全國客家人口暨語言基礎資料調查研

究。聽的能力包含：完全懂、大部份懂；說的能力包含：

很流利、流利。

父母皆為客家人

父母有一方為客家人

差距

82.0

67.8

14.2

    

65.6

50.0

15.6

      

說的能力父母親群體

認為「在家庭中」說客語機會減少、40.8%認為

「出門在外時」減少、47.6%認為在家庭中、出門

在外時「都減少」。從歷年調查結果趨勢比較可

以看出，有越來越多客家民眾感受到說客語的機

會持續在減少，無論是在家庭中或是社會上，都

面臨嚴重的客語流失問題。無論是客家委員會或

是地方政府客家事務相關局處，在推動客語復興

的各項政策與活動時，顯然都面臨嚴峻的挑戰。

　　在表6所述100年與105年調查結果相比較發

現，5年後的客家民眾在不同場合，或是與不同對

象說客語的比重都是呈現下降的趨勢，其中下降

最明顯的是和子女說客語的比重在近5年間下降了

7.7個百分點，僅有20.2%。家庭客語使用環境在

客語傳承扮演最為重要的角色，但是由於和子

女、夫妻間說客語比重的不斷流失，使得客家民

眾經由以家庭為途徑，將客語傳承給下一代子女

的機會大大的減少。依照目前的情況進一步推

論，下一個世代的客家民眾與子女說客家話的比

例可能僅有現在的4%，也就是20%乘以20%，只

剩下4%。若是家庭傳承客語的環境沒有獲得改

善，可以想見未來非常快速的速度消失。

表5 客家民眾主觀感受在家庭及外出
      說客語的機會增減趨勢歷年比較

單位 :%

102 年

樣本數：102年12,040人、105年11,674人。未包含「不會

說」客語及代答者認為受訪者「年紀小，不會表達」者。

說明：增加包含增加非常多及增加一些；減少包含減少一

些及減少非常多。減少及場合百分比以回答減少者估算。

增加

沒變

減少及場合

     在家庭中

     出門在外時

     都減少

     未回答

未回答

19.5

47.3

29.7

   10.4

   41.1

   48.1

    0 .4

 3.5

    

105 年
增減 / 場合

年度

16.3

46.5

36.1

   10.8

   40.8

   47.6

    0 .8

 1.0

    

　　

（二）客家文化重點發展區與客語能力的變化

　　從社區強勢的非客語通用語言影響居民客語使

用的重要性，可知社區語言環境的營造對客語傳承

的意義。客家委員會近年以來不斷營造更好的客語

使用環境，其目的就在於透過語言環境的營造，強

化客家民眾的客語傳承，如著重「跨域建立客語薰

陶環境，打造客語母語社區環境」，以營造學校、

家庭、社區及公共領域使用客語的環境，透過客語

沉浸式教學，落實客語從幼兒階段開始扎根，並鼓

勵客語使用延續到家庭及社區，自然營造講客環境

（客家委員會 2021）。

　　從表7所述，居住在重點區內的客家民眾，其

客語聽與說的能力明顯較居住在非重點區者來得

好，雖然沒有證據顯示重點區內的客家民眾有比較

強烈的說客語動機，不過由於在重點區內的客家人

口比例相對較高，在社區內使用客語溝通的機會也

相對較高，因此和非重點區比較起來，客家民眾的

客語聽、說能力都比較好。依此邏輯，當使用客語

的人群人口達到一定的密度之後，說客語的機會就

會相對的增加，但是這種語言使用的行為在客家人

口向非客家地區遷移之後，使用客語的機會也會相

對減少，從而使得往非重點區遷移的客家民眾客語

能力也相對下降。在《客家基本法》中將客家人口

比例達三分之一以上的鄉（鎮市區）列為「客家文

表6 客家民眾在不同場合︑對象
      說客語的趨勢歷年比較

單位 :%

100 年

資料來源：99年至100年全國客家人口基礎資料調查研

究；105年度全國客家人口暨語言基礎資料調查研究。

與自己父母

親戚長輩

兄弟姊妹

夫妻間

和子女     

社區鄰里

工作場所

政府機關

50.5

51.7

44.2

38.9

27.9

24.6

14.7

   -

    

105 年場合或對象

49.7

48.3

40.7

31.5

20.2

24.4

13.7

 4.2

    

差距

-0.8

-3.4

-3.5

-7.4

-7.7

-0.2

-1.0

   -

    

化重點發展區」，並要求政府相關單位應加強該

地區內客語、文化與文化產業之傳承及發揚，有

一定的道理，因為這裡有比較好的條件來推動客

語、保存客語及客家文化的傳承。

　　不過以客家人口聚集地區做為客語發展的保

存環境，卻在近年以來受到不同程度的挑戰。理

論上客家文化重點發展區內，因為有超過三分之

一以上人口為客家人，有助保存或是推動客語傳

承，不過將歷年以來的調查結果資料加以分析比

較，似乎也存在新的可能性，因為調查資料顯示

出重點區與非重點區之間客家民眾的客語能力差

異逐漸縮小，從99年的24.5%差距，縮小到102年

的22.5%，再縮小到105年的18.1%，居住在重點

區內的客家民眾客語的聽、說能力不但沒有上

升，反而有些微下降的趨勢，而更重要的發現

是：非重點區客家民眾的客語聽、說能力，呈現

逐年上升。

　　進一步從重點區內外不同年齡層客家民眾客

語說的能力分析來看，從表8得知，102年重點區

內外客家民眾客語說的能力，以13歲以下的差距

最小，為14.0個百分點，而30-39歲的差距最大，

為31.3個百分點。而到了105年重點區內外各年齡

層客語說的能力差距都縮小了，其中又以13歲以

下有比較大的變化，105年的調查結果反而以非重

點區者的客語說的能力較好；30-39歲的差距僅剩

表7 客家文化重點發展區內外
      客語聽說能力歷年比較

資料來源：99年為客家委員會「98至99年度臺灣客家民眾客

語使用狀況調查研究報告」，重點區依據客家委員會97年12 

月26日發布之60個鄉鎮市區；102年為客家委員會「101至

102年度台灣客家民眾客語使用狀況調查」，重點區依據100

年2月5日公告新竹縣北埔鄉等69個鄉（鎮、市、區）；105

年為客家委員會「105年度全國客家人口暨語言基礎資料調

查研究」，重點區依據客家委員會中華民國106年2月24日客

會綜字第1060002892號公告發布之70個鄉鎮市區。

單位 :%

99 年

重點

非重點區

差距

80.5

50.5

30.0

    

102 年

地區

105 年

聽的
能力

說的
能力

59.8

35.3

24.5

    

80.3

55.9

24.4

    

60.9

38.4

22.5

    

74.7

54.1

20.6

    

56.0

37.9

18.1

    

聽的
能力

說的
能力

聽的
能力

說的
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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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12.7個百分點（3年間差距降低18.6個百分點)；

50-59歲與60歲及以上客家民眾客語說的能力差距

幾乎維持一致。上述調查結果或許可以歸因於非重

點區推動客語傳承的效果，並且對於49歲以下客家

民眾的推動效果，普遍比50歲以上者來得更好；另

一方面，13歲以下居住在非重點區者，客語說的能

力高於重點區者，其原因可能是自90學年開始實施

九年一貫課程以來，國民小學一至六年級將鄉土語

言列為必修課程（包含客語等其他語言），且持續

至今有關。

（三）遷徙改變與客語能力的變化

　　前述重點區與非重點區歷年調查結果分析比較

可知，整體客家民眾的客語能力高低與社區的通行

語言有關，從個體來說，居住地的遷徙改變也會影

響其客語的使用習慣與能力。從表9客家民眾在重

點區內外遷徙情況與客語聽說能力調查結果顯示，

「重點區出生，15歲後遷徙出去」者，其客語聽、

說能力都是最好，有92.8%聽懂客語、81.1%能說流

利的客語；其次以「出生以後一直居住在重點區」

表8 客家文化重點發展區內外
      客語說的能力歷年比較

資料來源：102年為客家委員會「101至102年度台灣客家民眾

客語使用狀況調查」，重點區依據100年2月5日公告新竹縣北

埔鄉等69個鄉（鎮、市、區）；105年為客家委員會「105年

度全國客家人口暨語言基礎資料調查研究」，重點區依據客

家委員會中華民國106年2月24日客會綜字第1060002892號公

告發布之70個鄉鎮市區。

說明1：102年客家文化重點區樣本數5,827人、非客家文化重

點區9,031人；105年客家文化重點區樣本數6,329人、非客家

文化重點區6,539人。

說明2：說的能力=很流利的比例+流利的比例。

單位 :%

整體

13 歲以下

13-18 歲

19-29 歲

30-39 歲

40-49 歲

50-59 歲

60 歲及以上

60.9

24.3

24.4

37.5

62.4

83.6

89.4

92.0

    

102 年說的能力

年齡

105 年說的能力

重點區 差距
非重
點區

38.4

10.3

6.9

12.7

31.1

55.4

64.7

73.1

    

22.5

14.0

17.5

24.8

31.3

28.2

24.7

18.9

    

56.0

11.3

12.3

25.4

39.6

61.8

80.4

86.7

    

37.9

14.8

2.4

6.2

26.9

40.1

56.0

68.4

    

18.1

-3.5

9.9

19.2

12.7

21.7

24.4

18.3

    

重點區 差距
非重
點區

者，有84.7%聽懂客語、69.8%能說流利的客語。

這兩種遷徙情況者的客語聽、說能力都較全體客

家民眾高。此處出現一項與語言環境理論的推論

不符的情況，也就是一直住在重點區民眾的客語

聽、說能力，不如15歲以後遷徙出去到非重點區

者。推論其原因可能是因為後者遷徙到非重點區

之後，其生活周圍的客家民眾人數較少，日常接

觸客語的機會也較少，相對的會自覺其客語能力

屬於比較好的一群；也可能是因為遷移到非重點

區的客家民眾，受到政府客語發展政策的影響，

進一步體認到客語對客家民眾的重要性，從而更

為肯定自己的語言能力。也可能是因為前者（未

移出重點區者）更重視客語之外的其他通行語

言，而影響其客語聽、說能力。

　　此外，「非重點區出生，15歲後遷徙到重點

區」者，聽懂客語的比例為80.6%，高於全體客家

民眾，但是能說流利的客語比例為47.7%，較全體

客家民眾為低。其聽、說能力的差異，顯示出居住

在「重點區」的客語民眾，可能習慣性的在還沒有

確認交談的一方是客家人的情況下，優先採用其他

通行語言和這些移入者溝通，因此形成上述從非重

點區遷徙到重點區者聽客語的能力提高，但是由於

說客語的機會減少了，使得說客語的能力卻降低。

　　「出生以後一直居住在非重點區」者，客語

聽、說的能力遠遠落後於全體客家民眾，僅有

26.4%聽懂客語、15.7%能說流利客語，因為與非

客家民眾互動機會較多，從而造成其客語聽、說

能力的下降。這顯示出客語使用環境，特別是說

客語人口的密度，對於推動客語傳承有一定的重

要性，也因此營造客語友善使用環境，對於提升

整體客家民眾的客語能力至關重要。但是相對的

較令人擔憂的是，重點區客家民眾的客語聽、說

能力的下降，由於重點區是推廣客語、傳承客語

的重點地區，其客語能力下降顯示客語發展政策

與方法似乎需要調整。

　　

　　居住環境影響客家民眾客語能力的具體說明，

可以再從客家民眾在重點區遷徙與不同對象講客語

頻率的情況來分析。從表10可以發現，無論是「出

生後一直居住在重點區」，或是「重點區出生，15

歲後遷徙出去」的客家民眾，和父親、母親講客語

的頻率都是最高。但是「重點區出生，15歲後遷徙

出去」者，與配偶、子女講客語的明顯頻率落後於

「出生後一直居住在重點區」及「非重點區出生，

15歲後遷徙到重點區」者。這方面正如王甫昌、彭

佳玲（2018：13）所指出，對於人口比例較低的客

家人來說，除非是住在客家人佔絕對多數的社區

中，尚能維持在社區的環境中使用客語的習慣，一

旦進入客家人佔少數的地區，則通常必須以地區中

具有優勢的語言來溝通，而不利於客語能力的維持

或傳遞。推論其客語能力落後的原因，可能是因為

遷移到重點區之外的客家民眾，其通婚的配偶可能

並非客家人，因此與配偶講客語頻率下降有關。特

別 是 與 子 女 講 客 語 的 頻 率 下 降 到 僅 有 一 成

（10.3%），減少的頻率相當的明顯。由此說明了

表9 客家民眾在重點區內外遷徙
      情況與客語聽說能力

資料來源：105年度全國客家人口暨語言基礎資料調查研究，第二

階段客家民眾家戶面訪，分析時依據第二階段面訪樣本權值推估。

說明1：人生階段分為「出生階段」、「0-6歲（幼兒期）」、

「7-15歲」及「15歲以後」；客家文化重點發展區（重點區）之鄉

鎮 市 區 依 照 客 家 委 員 會 中 華 民 國 1 0 6 年 2 月 2 4 日 客 會 綜 字 第

1060002892號公告發布為準。

說明2：分析時不包含106位受訪者在「0-6歲（幼兒期）」及「7-15

歲」階段已有遷徙情況者。

說明3：客語聽、說的能力為第一階段電話訪問結果。客語聽的能力

=完全聽懂的比例+大部分聽懂的比例、客語說的能力=很流利的比

例+流利的比例。

單位 :%

總計

出生以後
一直居住
在重點區

重點區出
生 15 歲後
遷徙出去

非重點區
出生 15 歲
後遷徙到
重點區

出生以後
一直住在
非重點區

重點區
內外遷徙

情況
流利 不流利普通聽懂 聽不懂普通

樣
本
數

總

和

客語說的能力
卡方檢定 (P-value)

=0.000***

1,207

662

208

30

307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71.2

84.7

92.8

80.6

26.4

    

5.5

2.9

3.0

13.4

    

23.3

12.4

4.2

19.4

60.2

    

57.4

69.8

81.1

47.7

15.7

    

9.9

11.0

7.5

31.4

6.9

    

32.7

19.3

11.4

20.8

77.3

    

客語聽的能力
卡方檢定 (P-value)

=0.000***

-

在重點區營造友善客語使用環境，對於客家語言

傳承的重要性，目前居住在重點區內的客家民

眾，仍有相當比例與下一代子女使用客語交談，

但是在重點區以外的客家民眾，與下一代子女使

用客語交談的頻率則是相當的低落。與王甫昌、

彭佳玲（2018：15）的觀察相似：一旦客家人大

量遷離原先以客家人為主的社區聚落，不但社區

中語言傳承的機制受到影響，客家作為少數人與

其他不同背景民眾認識、接觸、跨族群通婚的可

能性都大為增加，連同家庭作為客家語言傳承的

社會場域也都將受到影響。

五︑結論

　　本文旨在探討不同遷移經驗、婚配形式的臺

灣客家民眾，其客語使用的差異及變遷趨勢，藉

由客家人口遷徙、族群通婚的角度進行分析。隨

著臺灣經濟快速發展及整體人口不斷成長，臺北

周圍傳統客家民眾聚集的桃、竹、苗地區的客家

表10 客家民眾在重點區內外遷徙   
       情況與不同對象講客語頻率

資料來源：105年度全國客家人口暨語言基礎資料調查研究，第二

階段客家民眾家戶面訪，分析時依據第二階段面訪樣本權值推估。

說明1：人生階段分為「出生階段」、「0-6歲（幼兒期）」、

「7-15歲」及「15歲以後」；客家文化重點發展區（重點區）之鄉

鎮 市 區 依 照 客 家 委 員 會 中 華 民 國 1 0 6 年 2 月 2 4 日 客 會 綜 字 第

1060002892號公告發布為準。

說明2：分析時不包含106位受訪者在「0-6歲（幼兒期）」及

「7-15歲」階段已有遷徙情況者。

說明3：講客語頻率=幾乎全講客語+大多數講客語。

說明4：a表示有25%統計格期望值低於5，此現象會造成檢定結果不

穩定，因此其分析僅供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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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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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12.7個百分點（3年間差距降低18.6個百分點)；

50-59歲與60歲及以上客家民眾客語說的能力差距

幾乎維持一致。上述調查結果或許可以歸因於非重

點區推動客語傳承的效果，並且對於49歲以下客家

民眾的推動效果，普遍比50歲以上者來得更好；另

一方面，13歲以下居住在非重點區者，客語說的能

力高於重點區者，其原因可能是自90學年開始實施

九年一貫課程以來，國民小學一至六年級將鄉土語

言列為必修課程（包含客語等其他語言），且持續

至今有關。

（三）遷徙改變與客語能力的變化

　　前述重點區與非重點區歷年調查結果分析比較

可知，整體客家民眾的客語能力高低與社區的通行

語言有關，從個體來說，居住地的遷徙改變也會影

響其客語的使用習慣與能力。從表9客家民眾在重

點區內外遷徙情況與客語聽說能力調查結果顯示，

「重點區出生，15歲後遷徙出去」者，其客語聽、

說能力都是最好，有92.8%聽懂客語、81.1%能說流

利的客語；其次以「出生以後一直居住在重點區」

表8 客家文化重點發展區內外
      客語說的能力歷年比較

資料來源：102年為客家委員會「101至102年度台灣客家民眾

客語使用狀況調查」，重點區依據100年2月5日公告新竹縣北

埔鄉等69個鄉（鎮、市、區）；105年為客家委員會「105年

度全國客家人口暨語言基礎資料調查研究」，重點區依據客

家委員會中華民國106年2月24日客會綜字第1060002892號公

告發布之70個鄉鎮市區。

說明1：102年客家文化重點區樣本數5,827人、非客家文化重

點區9,031人；105年客家文化重點區樣本數6,329人、非客家

文化重點區6,539人。

說明2：說的能力=很流利的比例+流利的比例。

單位 :%

整體

13 歲以下

13-18 歲

19-29 歲

30-39 歲

40-49 歲

50-59 歲

60 歲及以上

60.9

24.3

24.4

37.5

62.4

83.6

89.4

92.0

    

102 年說的能力

年齡

105 年說的能力

重點區 差距
非重
點區

38.4

10.3

6.9

12.7

31.1

55.4

64.7

73.1

    

22.5

14.0

17.5

24.8

31.3

28.2

24.7

18.9

    

56.0

11.3

12.3

25.4

39.6

61.8

80.4

86.7

    

37.9

14.8

2.4

6.2

26.9

40.1

56.0

68.4

    

18.1

-3.5

9.9

19.2

12.7

21.7

24.4

18.3

    

重點區 差距
非重
點區

者，有84.7%聽懂客語、69.8%能說流利的客語。

這兩種遷徙情況者的客語聽、說能力都較全體客

家民眾高。此處出現一項與語言環境理論的推論

不符的情況，也就是一直住在重點區民眾的客語

聽、說能力，不如15歲以後遷徙出去到非重點區

者。推論其原因可能是因為後者遷徙到非重點區

之後，其生活周圍的客家民眾人數較少，日常接

觸客語的機會也較少，相對的會自覺其客語能力

屬於比較好的一群；也可能是因為遷移到非重點

區的客家民眾，受到政府客語發展政策的影響，

進一步體認到客語對客家民眾的重要性，從而更

為肯定自己的語言能力。也可能是因為前者（未

移出重點區者）更重視客語之外的其他通行語

言，而影響其客語聽、說能力。

　　此外，「非重點區出生，15歲後遷徙到重點

區」者，聽懂客語的比例為80.6%，高於全體客家

民眾，但是能說流利的客語比例為47.7%，較全體

客家民眾為低。其聽、說能力的差異，顯示出居住

在「重點區」的客語民眾，可能習慣性的在還沒有

確認交談的一方是客家人的情況下，優先採用其他

通行語言和這些移入者溝通，因此形成上述從非重

點區遷徙到重點區者聽客語的能力提高，但是由於

說客語的機會減少了，使得說客語的能力卻降低。

　　「出生以後一直居住在非重點區」者，客語

聽、說的能力遠遠落後於全體客家民眾，僅有

26.4%聽懂客語、15.7%能說流利客語，因為與非

客家民眾互動機會較多，從而造成其客語聽、說

能力的下降。這顯示出客語使用環境，特別是說

客語人口的密度，對於推動客語傳承有一定的重

要性，也因此營造客語友善使用環境，對於提升

整體客家民眾的客語能力至關重要。但是相對的

較令人擔憂的是，重點區客家民眾的客語聽、說

能力的下降，由於重點區是推廣客語、傳承客語

的重點地區，其客語能力下降顯示客語發展政策

與方法似乎需要調整。

　　

　　居住環境影響客家民眾客語能力的具體說明，

可以再從客家民眾在重點區遷徙與不同對象講客語

頻率的情況來分析。從表10可以發現，無論是「出

生後一直居住在重點區」，或是「重點區出生，15

歲後遷徙出去」的客家民眾，和父親、母親講客語

的頻率都是最高。但是「重點區出生，15歲後遷徙

出去」者，與配偶、子女講客語的明顯頻率落後於

「出生後一直居住在重點區」及「非重點區出生，

15歲後遷徙到重點區」者。這方面正如王甫昌、彭

佳玲（2018：13）所指出，對於人口比例較低的客

家人來說，除非是住在客家人佔絕對多數的社區

中，尚能維持在社區的環境中使用客語的習慣，一

旦進入客家人佔少數的地區，則通常必須以地區中

具有優勢的語言來溝通，而不利於客語能力的維持

或傳遞。推論其客語能力落後的原因，可能是因為

遷移到重點區之外的客家民眾，其通婚的配偶可能

並非客家人，因此與配偶講客語頻率下降有關。特

別 是 與 子 女 講 客 語 的 頻 率 下 降 到 僅 有 一 成

（10.3%），減少的頻率相當的明顯。由此說明了

表9 客家民眾在重點區內外遷徙
      情況與客語聽說能力

資料來源：105年度全國客家人口暨語言基礎資料調查研究，第二

階段客家民眾家戶面訪，分析時依據第二階段面訪樣本權值推估。

說明1：人生階段分為「出生階段」、「0-6歲（幼兒期）」、

「7-15歲」及「15歲以後」；客家文化重點發展區（重點區）之鄉

鎮 市 區 依 照 客 家 委 員 會 中 華 民 國 1 0 6 年 2 月 2 4 日 客 會 綜 字 第

1060002892號公告發布為準。

說明2：分析時不包含106位受訪者在「0-6歲（幼兒期）」及「7-15

歲」階段已有遷徙情況者。

說明3：客語聽、說的能力為第一階段電話訪問結果。客語聽的能力

=完全聽懂的比例+大部分聽懂的比例、客語說的能力=很流利的比

例+流利的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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遷徙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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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遷徙到
重點區

出生以後
一直住在
非重點區

重點區
內外遷徙

情況
流利 不流利普通聽懂 聽不懂普通

樣
本
數

總

和

客語說的能力
卡方檢定 (P-value)

=0.000***

1,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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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

100.0

100.0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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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2

84.7

92.8

80.6

26.4

    

5.5

2.9

3.0

13.4

    

23.3

12.4

4.2

19.4

60.2

    

57.4

69.8

81.1

47.7

15.7

    

9.9

11.0

7.5

31.4

6.9

    

32.7

19.3

11.4

20.8

77.3

    

客語聽的能力
卡方檢定 (P-value)

=0.000***

-

在重點區營造友善客語使用環境，對於客家語言

傳承的重要性，目前居住在重點區內的客家民

眾，仍有相當比例與下一代子女使用客語交談，

但是在重點區以外的客家民眾，與下一代子女使

用客語交談的頻率則是相當的低落。與王甫昌、

彭佳玲（2018：15）的觀察相似：一旦客家人大

量遷離原先以客家人為主的社區聚落，不但社區

中語言傳承的機制受到影響，客家作為少數人與

其他不同背景民眾認識、接觸、跨族群通婚的可

能性都大為增加，連同家庭作為客家語言傳承的

社會場域也都將受到影響。

五︑結論

　　本文旨在探討不同遷移經驗、婚配形式的臺

灣客家民眾，其客語使用的差異及變遷趨勢，藉

由客家人口遷徙、族群通婚的角度進行分析。隨

著臺灣經濟快速發展及整體人口不斷成長，臺北

周圍傳統客家民眾聚集的桃、竹、苗地區的客家

表10 客家民眾在重點區內外遷徙   
       情況與不同對象講客語頻率

資料來源：105年度全國客家人口暨語言基礎資料調查研究，第二

階段客家民眾家戶面訪，分析時依據第二階段面訪樣本權值推估。

說明1：人生階段分為「出生階段」、「0-6歲（幼兒期）」、

「7-15歲」及「15歲以後」；客家文化重點發展區（重點區）之鄉

鎮 市 區 依 照 客 家 委 員 會 中 華 民 國 1 0 6 年 2 月 2 4 日 客 會 綜 字 第

1060002892號公告發布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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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4：a表示有25%統計格期望值低於5，此現象會造成檢定結果不

穩定，因此其分析僅供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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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因為就業、就學、婚配等原因而往都市遷

移。整體趨勢顯示，過去10年有超過10.6%的客家

民眾，曾經因為各項原因遷徙或變更居住地。調查

也顯示高社經地位客家民眾有較高遷徙機會。

　　人口遷移的頻率增加也帶動人群之間的互動，

進而增加跨族群通婚的機會，近10年以來客家民

眾族群內通婚的比例不到五成，客家民眾族群內通

婚比例下降，增加了與其他不同族群婚配的比例，

此現象使得在家庭內使用客語的機會減少，對於客

語的傳承也相當不利。研究發現，當父母雙方皆為

客家人時，其子女的客語能力較父母中僅一人為客

家人者為佳。在跨族群通婚增加不可改變的趨勢

下，應思考如何提升客家民眾說客語的意願，如鼓

勵親子學客語、說客語，客語生活家庭推廣等活

動，增加客語在家庭內使用的機會。

　　就遷徙的角度來看客語能力，居住在客家文化

重點發展區內的客家民眾，其客語聽、說能力明顯

較居住在非重點區者來得好，從趨勢來看，重點區

與非重點區之間客家民眾的客語能力差異逐漸縮

小，非重點區客家民眾的客語聽、說能力，呈現逐

年上升。上述結果雖然可以部分說明客語推廣政策

的效果，如推動學校鄉土語言教學成效等，然而

「出生以後一直居住在非重點區」的客家民眾，客

語能力遠遠落後於全體客家民眾，卻也更凸顯了營

造客語使用環境對推動客語傳承之重要性。

　　綜上所述，隨著人口遷移頻率增加，客家族

群內婚配比例降低，日常生活講客語的機會和對

象也減少，再加上遷徙造成環境因素減少說客語

的機會，皆是影響客語傳承的重要原因。客家委

員會近年以來雖致力於營造客語社區環境，但從

歷年調查資料分析卻發現令人擔憂的現象，居住

在客家文化重點區的客家民眾其客語聽、說能力

呈現下降的趨勢，由於重點區是推廣客語傳承的

重點地區，其客語能力下降顯示客語發展政策與

方法似乎需要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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