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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本書之英文原著作者為巴博德（Burton Pasternak, 1933-），

美國哥倫比亞大學（Columbia University）博士，紐約市立大學

（City University of New York）榮譽教授，研究領域為社會組

織、社會人口學、生態學與中國研究。2本書原文本係作者於

1960年代，在臺灣南部兩個閩、客村落的調查成果，後續於

1972年由史丹佛大學出版中心（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出版

的Kinship and Community in Two Chinese Villages。

1  感謝詹素娟、吳翎君兩位指導教授督促筆者閱讀本書，並與筆者分享相關看法，筆者獲益甚多。然本文如有缺失，文責仍由筆者自負。

2  詳參：紐約市立大學網頁：http://www.hunter.cuny.edu/anthropology/faculty-staff/professors-emeriti（取用日期：2021年4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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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書中譯本的主要編著者為黃宣衛，英國聖安祖大學（St. Andrews University）博士，中央

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研究員，也長期於國立東華大學任教。研究領域為文化人類學，研究區域

以臺灣東部為主，著有專書與地方志（或合著）數本，也主編不少研究論文集，並有學術論文

數十篇，學術能量甚強。3

黃宣衛在〈中譯本導論〉中，已開宗明義本書在編輯過程，除了翻譯之外，還加上2020年

完成的作者訪談稿，以及邀請客家文化發展中心的邱秀英博士，與新營社區大學的蔡佩如博

士，分別協助進行屏東縣新埤鄉打鐵村與臺南市六甲區的中社村（現為里）「田野現場再調

查」，有助於讀者理解兩個村落的現今概況。（巴博德 2021：9-11）因此，我們除了閱讀巴博

德在1960年代的第一手調查整理，也能看出這兩者村落的歷史變遷，或可從中看出臺灣社會演

變的脈絡。

本書出版訊息公布後，已經引起跨學界的關注與轟動，相信也有不少同道人士對本書有濃

厚興趣，進而撰寫書評。與此同時，筆者不禁反思，作為一個歷史學門學院中的研究生，這本

書的撰寫與編譯再出版能帶給我們什麼啟發呢？因此，本文除了針對本書的研究方法與成果，

還有翻譯本中的新增內容進行討論，也希望在1960-1970年代，西方學界大量進入臺灣調查的背

景脈絡中，指出這波風潮對於臺灣歷史學界（特別是臺灣史）的影響。然筆者畢竟才疏學淺，

難免疏漏，尚祈方家不吝指正。

二、內容簡介

本書除〈前言〉說明研究緣起與調查經過，共分成五個章節，以及〈新增中譯本導讀〉及

三個附錄，分別簡述如後。

〈中譯本導讀〉由主編黃宣衛主筆，簡要介紹本書原作者背景，讓讀者能快速掌握作者的

學科訓練及學術軌跡。接著說明本書翻譯緣起，以及如何組成田野調查團隊，和延攬翻譯工作

3  詳參：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網頁：https://tinyurl.com/2chwpuzh（取用日期：2021年4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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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陣容，其目的在於盡量忠於原著。黃宣衛也指出，雖然西方的田野調查方法曾在1920年代傳

入中國，並於1930年代開始顯著影響，但又於1950年代因政治因素中斷。臺灣的人類學研究，

則是以日治時期歷史學派為主流，復加白色恐怖陰影壟罩，更鮮少碰觸與現實生活有關的議

題。在冷戰氛圍下，來到臺灣研究的西方學者，主要是將臺灣作為中國鄉村的一例，替代改革

開放前難以抵達的中國本土。（頁14）

編者更進一步認為，原作者以村落／社區的研究方式，成功挑戰過去Maurice Freedman（斐

利民）有關繼嗣理論（descent theory）的研究範式，也增進本地人類學者對漢人社會的研究興

趣。1970年代，李亦園、王崧興等人開展對漢人社會的田野調查工作，以及後續的「臺灣省濁

水大肚兩溪流域自然與文化史科際研究計畫」（簡稱濁大計畫），使漢人社會研究呈現多元繽

紛的局面。這也說明「漢人」並不是一個整體，而是歷史過程中不斷形成、演變，當然也沒有

一個所有漢人共享的文化傳統。（頁21）而田野現場再調查更具有多重意義，其一是翻譯所

需，再者係能瞭解田野地點的當代變化，見證臺灣社會的改變。如今，臺灣研究在學術上的意

義已不再是中國的替代品。（頁29）

第一章〈導論〉以大綱式的說明，明確指出打鐵村與中社村的不同，前者是客家人村落，

後者則是閩南人村落。打鐵村並未出現強力的父系世系群（patrileneages），而中社村卻有明顯

的繼嗣群（descent groups），父系扮演重要角色。作者認為，兩者之間的差異，不能簡單以都

市化或種族起源解釋，反而需要探討是什麼樣的社會、地理與經濟特質，造成兩者明顯差異。

（頁46）接著，作者便介紹兩個村落各自的環境，像是打鐵村的環境較中社村更適合農耕，但

這些差距並不是很明顯，若非長期觀察恐怕也不易發現。

第二章〈農業〉，作者開頭指出兩個村落的生計都仰賴農耕，因此分析他們的農業資源取

得過程，以及農業生產活動，是相當重要的步驟。（頁65）打鐵村的部分，有高比例的外地地

主與佃耕，土地租賃與購買會避免親友，以免價格尷尬。灌溉層面，無論是相關團體或是灌溉

管理人，都與親屬關係無關，反而後者多是經濟弱勢的村民。村莊之間有勞力交換的情況，互

相幫助的案例多於雇用員工，隨著抽水機更新與耕耘機的引進，對外勞力需求更顯著，只是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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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偏好配合度高的客家人。資本和貸款，傳統的穀會成員與親屬關係連結不強，主要原因還是

害怕尷尬。

中社村則是在土地部分，幾乎都掌控在特定繼嗣群手中，出售時也會盡量尋求繼嗣群內買

家。這裡的水源並不充足，需要輪耕，大部分仰賴降雨，合作機會不多，直到灌溉系統更新後

開始出現偷水現象。勞力組織多來自鄰近成員，故親屬比例較高。資金和信貸，中社村並沒有

穀會類似組織，主要受限於一年的收穫期太長，私人借貸反而更彈性，地主便成為最主要的資

金來源，連結到父系團體在地方上的領導地位。整體來說，打鐵村除了農業灌溉優勢，近年也

開始種植香蕉的現金作物，以及農業團體輔助，近年發展較中社村佳。

第三章〈親屬〉，打鐵村的婚姻與姻親關係，因為經濟活動需要大量合作，呈顯出跨父系

親屬、同村庄鄰里優先的現象，大大擴展人脈，婚喪儀式同樣是以鄰里組成居多，更有「父母

會」幫忙喪家。若是無法產子，打鐵村的人傾向收養無血緣關係的孩子，即使只有女兒也盡量

避免招贅。二戰結束後，產業變遷導致人口外流，女性地位提高、父系連結減弱，世系群祭祀

公業組織也不復見。（頁116-121）這些對於父系親屬依賴較低的原因，很有可能是因為父系親

屬的土地掌握程度相對較低。

中社村的家庭數與人口顯著成長，而且與自然增加比較相關，婚姻會以擴大姻親連結範圍

為原則，盡量選擇外村的配偶，以此避免與近親結婚，這裡的儀式活動也較打鐵村強調父系親

屬連結，但沒有「父母會」組織。收養兒子會從近親領養，養女卻都沒有血緣關係，比較像是

收養女傭，同時招贅情況也比較常見。中社村在戰後的人口外流也顯著，不過即使分家後也對

父系親屬認同感很高，應該是因為繼嗣群掌握村內的土地比例很高，是打鐵村的六倍面積。

第四章為〈村落整合性〉，打鐵村村長的聲望與權威有限，需要透過其他鄰長或戶長的授

權才能代表發言，規模較大的姓氏群體影響力相對更大，但沒有任何單一繼嗣群能夠壟斷控制

村落。隨著時間演變，權威與影響力漸漸跟著教育和經濟開始普及。打鐵村也表現出較為團結

的氛圍，不論是社區整合或是儀式祭拜，都沒有表現出家族或世系群領導的模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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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社村卻明顯由賴家主宰社區事務，其他民眾對公眾事務關心程度不高。雖然賴姓世系群

具領導地位，也有派系之分，但是面臨外部挑戰者仍會團結整合。這裡的村民鄰居多是父系親

屬，跨親屬協會的數量一直不多，甚至儀式祭拜團體的區分方式是富人、窮人的差異。

第五章是〈差異的因素〉，作者透過前述的田野調查與資料分析，指出打鐵村因為強調結

社互助使得父系關係淡化，在祭祀公業也能發現有效融合各父系群體，然而中社村卻是以繼嗣

群為主，彼此合作機會較少。透過其他田野案例的比較，作者認為「都市化與工業化」和「族

群」因素應能排除。進一步爬梳資料，發現「日本殖民政策」應該是重要的原因，日本總督府

經常施壓於打鐵村的祭祀公業，使得跨親屬聯繫較強的打鐵村迅速崩解，二戰後也難以回復。

至於「早期移居的性質和條件」則是另一項重要因素，打鐵村基於邊陲的安全防衛需求，建立

起不同家庭和世系群分支的密切合作，而中社村開墾的風險較低，反而更需要擔心灌溉問題，

所以父系群的合作需求也較低。（頁180-191）不過隨著國家控制力量進入，村民間的合作需求

會開始增加，更具有凝聚力。因此，作者認為中國地方的村庄4發展取決於許多條件，不可變的

（起源、氣候、土壤等）；可變更的（農業技術、農作物、政府政策等），沒有定律可循。（

頁200-201）

〈附錄一〉為口述歷史，作者說明自己因為服役而有機會到亞洲，拿到哥倫比亞大學博士

學位後，取得獎學金到臺灣進行調查，因為當時中國並非合適的田野地點。作者回憶到，除了

健康外，臺灣保守的社會對於陌生臉孔也是挑戰，特別是他的孩子，所幸他很快就和村民建立

關係、取得信任，也理解到當地臺灣人對於「外省人」的剝削並不喜歡。後來，因為中國開

放，作者便轉移田野地點至中國了，最特別的經驗應該是與費孝通（1910-2005）的對談。可惜

的是，中國沒有意願完全接受外國人類學家的調查。作者返回美國後，於1995年退休，同時將

興趣轉移至其他地方，對中國與臺灣的瞭解已不如以往。

〈附錄二〉是打鐵村的重新田野調查內容。首先要面臨的困難就是原書的報導人年紀增

長、人口外流，但經過數十年，臺灣地方研究興起，已有《新埤鄉志》可以參考。隨著時代變

遷，個人隱私觀念加強，土地財產部分多不願透露；科技進步後，鑿井灌溉可以改善水源紛

4  當時臺灣成為中國封閉下的替代田野地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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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鐵村與中社村的發展差異，特別是打鐵村因為邊陲地帶的防衛需求，而非展出跨父系親屬的

合作模式。若非親自蹲點調查這麼長的時間，恐怕是難以打入村民生活圈中，進而取得口訪論

述與田野資料。本書在重新編譯後，也能看出編輯團隊的用心，盡量將專有名詞的翻譯重新放

回歷史脈絡中，使非專業領域的讀者也能掌握重點。更顯而易見的，從英文原文書名與中文翻

譯書名的對照，就能清楚知道本書的田野調查場域為臺灣村落，這便映證自1960年代至今，臺

灣社會發展與演變的軌跡。

而這波西方學者來臺調查的風潮，對歷史研究者又有何影響呢？首先，人類學者所引進的

田野調查方法，告訴我們歷史研究不能只從文獻紀錄著手，因為這些資料除了可能不盡完善，

還是透過他人之手而寫，親臨現場更有助於我們理解研究主體。如清代地方志的傳抄傳統便是

如此，許多地方資料可能已過時或是不真實。

其次，我們可以發現有些學者會不斷回到田野地點，重新進行調查研究，更新及延續舊有

的知識脈絡，避免研究與現況變化出現太大落差。再者，跨學科的方法論引進，有助於我們分

析不同地區的差異條件，透過相似的案例進行比較研究，加深我們的研究厚度。雖然就現在的

觀點看來，本書對於地方知識的認識可能有落差，但我們應該清楚認知到，這是在當時研究基

礎較為缺乏的時空背景所誕生的作品。亦即，我們應該在該作品書寫的時空背景中看待這本書

籍的貢獻，避免以後見之明過度嚴厲評論，才能取得更適當的評價。

或許本書受限於當時臺灣史研究尚未真正開展，許多文獻資料並不充足，歷史背景論述較

少。但時至今日，臺灣已有不少出色的鄉鎮志，都履行了實地調查、因地制宜的書寫架構，不

再是一成不變的重複抄寫，使得地方知識與時俱進。6這些著作正是提醒我們回到歷史研究的根

本，先詳讀基礎文獻與先前研究，再配合實地考察與口訪，佐證資料正確性並更新資訊，藉以

加強我們的研究深度。

加諸本書原作者並未持續耕耘本研究的後續調查，使得後續發展與驗證中止。至此，我們

更能理解本書重新編輯出版時，為何要再加入兩個村落的現況調查，如此有助我們以更新、更

6  如尹章義總編纂，2010，《續修五股鄉志》。新北：五股鄉公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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爭；不變的是，天后宮仍是村內重要信仰中心。拜現今科技發達所賜，不論是地圖繪製或是相

片拍攝，都已經比原書方便許多。5不過邱秀英等人指出，透過天后宮等廟宇的匾、梁柱或桌邊

的捐贈名單等史料，應該有助我們釐清村莊的長期歷史發展。筆者認為，這可能是當時作者巴

博德的學科背景不同，加上關注的並非長期歷史發展，而沒有進一步分析的內容。

〈附錄三〉則是中社村（里）的重新田野調查。中社里的人口雖然成長，但呈現老化現

象，因為火車站的交通便利，里內的林鳳營反而有較好發展。受惠於水庫保持供水穩定，稻米

耕種已經打響名號，雖然中社里還是以務農為主，但大地主的權勢已經不如過去。民安宮一直

是信仰中心，宋江陣更享譽全國，凝聚居民向心力。不過特別的是，六甲區至今尚無專屬的鄉

鎮志，使得大家想要瞭解該地歷史文化，除了透過臺南市政府出版品外，巴博德的作品更是重

要的著作。

三、綜合評論

戰後隨著美國現代化理論與區域研究興起，西方學者開始對東亞地區展開調查，臺灣當時

便成為中國對外封閉的替代地點。（張隆志 2010：104）丁仁傑曾指出，在康乃爾大學（Cornell 

University）人類學系的Lauriston Sharp（1907-1993）教授影響下，Bernard Gallin首先來彰化埔鹽

鄉調查，之後還有Arthur Wolf（1932-2015）在海山溪洲，以及Norma Diamond（1933-2011）調

查臺南市四鯤鯓，他們先後成為人類學中國研究專家。（丁仁傑 2016：130）到了1975年，更

有一位影響臺灣史研究甚深的人類學系博士生來到臺灣，在王世慶（1928-2011）等人帶領下，

於臺北三峽和樹林展開訪談，為臺灣平埔族研究提供重要論點，此人便是John R. Shepherd。（

張隆志 2016：VII）確實如張隆志所說，這一波來自西方的浪潮，特別是社會科學理論、田野調

查與歷史文獻的結合，成為歐美歷史與人類學者對中國社會研究的典範。（張隆志 2009：168）

西方學者所帶入的社會科學理論，與田野調查方法都是當時臺灣學術界所欠缺的，經由長

期的田野觀察，可以補足底層社會文獻紀錄不足。本書也從經濟活動與環境因素等條件，分析

5  如天后宮、文財公、伯公與五營的地圖標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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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的田野調查方法，對照與理解臺灣社會發展的脈絡。筆者更透過本書的閱讀，得到幾個提

示：紮實的研究方法、詳實的田野調查、詳盡的史料解讀。同時若能積極與國外交流研究經

驗，更有助於我們重視本土研究史料，進而與地方各界積極合作。

四、對臺灣史研究的反思

若我們回顧戰後初期的政治環境，便能知道當時研究臺灣史實在是處處險境。許雪姬曾

說，楊雲萍是戰後開創臺灣史研究的先驅，（許雪姬 2010：74）正凸顯研究臺灣史的孤寂。雖

然有「臺灣省文獻會」推動編纂《臺灣省通志》、出版《文獻專刊》（今臺灣文獻），也有民

間發起的〈臺灣風土〉（今《臺灣風物》）7，（許雪姬 2010：74-78）但基本上仍是處於中國

史下的地方史，臺灣史一直沒有主體性，研究議題也受到限制。不過值得一提的是，1957年起

周憲文在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任職期間，發起編輯的《臺灣文獻叢刊》309種，為日後的臺灣史

研究奠定基礎。（張隆志 2010：108-109）這樣的政治局勢籠罩臺灣許久，反而在海外較能從事

臺灣相關研究。（許雪姬 2010：81-82）

眾人皆知，提到Arthur Wolf 來臺灣調查經驗，無不立刻聯想到王世慶的身影。前者1959年

來臺進行漢人家庭與童養媳研究時，王世慶是在地文獻專家，其母親則是童養媳出身，對於當

地童養媳文化瞭若指掌，就在這樣的機緣下兩人交情日益深厚。（翁佳音 2003：244）而後，

任職於史丹佛大學的Arthur Wolf 於1970年再度來臺，在臺期間邀請王世慶隔年赴美，以樹林的

移民與信仰圈為主題發表論文。（許雪姬、劉素芬、莊樹華 2003：199）就此開啟王世慶於大臺

北海山地區的研究路程，1971年6月發表《臺灣省通志．人民志．宗教篇》，10月又參加Arthur 

Wolf 舉辦的「中國社會的宗教與禮俗會議」，還有後續諸多著作。（溫振華 2003：11-1）1974

年到1978年間，王世慶又在美國猶他家譜學會（Genealogical Society of Utah）支持下，搜集

1,218件臺灣族譜，（張隆志 2010：109）貢獻不可說不大，影響臺灣研究（特別是臺北地區）

相當深遠。

7  《臺灣風物》創刊於1951年，發行人為陳漢光，楊雲萍擔任主編，宋文薰、曹永和、賴永祥等協助編輯。該刊物強調「傳承《民俗臺灣》
   的精神及特色」，並隨著臺灣史研究的興起，刊物也越來越「學術化」與「專業化」，自十七期起長期由林本源中華文化教育基金會贊助，

   2017年亦正式成立編輯委員會，其於臺灣史研究的重要性不言可喻。詳參：莊宏年，2021，〈《臺灣風物》編務成員年表〉，《臺灣風物》
   70卷（1）：135-154。〈臺灣風物資料庫簡介〉，《臺灣風物》：https://folkways.twcenter.org.tw/about/intro.jsp。取用日期：2021年7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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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0年代，由張光直主持的「濁大計畫」，以及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推動的「中國現

代化區域研究計劃」，都是這波浪潮的影響。（張隆志 2009：169）其中，濁大計劃更促進現

在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成立，成為目前臺灣史研究的重鎮。在當時政治環境中，若非來自

西方學界的刺激，臺灣學界的轉變恐怕沒有這麼快速。

而後，Arthur Wolf指導的John R. Shepherd於1975年來到臺灣，同樣在王世慶等學者帶領

下，進入臺北三峽和樹林展開訪談。他所帶入的研究方法與觀點，對臺灣學界產生許多刺激，

像是他所提出的清國「理性國家說」，與施添福的「國家剝削論」，還有後續柯志明主張的「

歷史機遇論」，都是清代臺灣治理的重要論述，也可以說是清代臺灣史研究必讀書目。

2018年，John R. Shepherd接受曹永和文教基金會的邀請，再度來臺演講，地點選在他當

初田野地點的三峽，與在地的國立臺北大學合辦，具有重要意義（圖1）。會後，John R. 

圖1    2018年John R. Shepherd（前排左二）在國立臺北大學進行演講
        （國立臺北大學歷史學系洪健榮教授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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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epherd更到昔日田野地點，與當時田野調查的陪同兼翻譯女學生再會首（圖2）。由王世慶到

協助翻譯的劉秀媛小姐，除了代表世代傳承，也是一種跨國度的認識，與跨文化的交流，這是

臺灣史研究中相當重要的歷史記憶，更成為臺灣歷史發展中的一筆重要註腳。

後續，雖然因為中國開放，許多人類學者轉向中國調查，來臺人數減少許多，但仍然不乏

對臺灣研究有興趣的西方學者。目前較為人知的例子，如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康豹（Paul 

R. Katz）特聘研究員，於1988-1989年間，在中央研究院臺灣田野研究室（今臺灣史研究所）擔

任首位訪問學人，就此開啟長期的宗教史研究。7其目前在臺灣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開設的「臺

灣民間信仰發展史專題」，Philip Clart、James L. Watson、Arthur Wolf 與 Stephan Feuchtwang

圖2    John R. Shepherd 與昔日田野調查翻譯劉秀媛小姐再會首
        （國立臺北大學歷史學系洪健榮教授提供）

7  康豹（Paul R. Katz），2019，〈東西學界的橋梁─悼念宋光宇老師〉，李世偉主編，《近代華人宗教活動與民間文化─宋光宇教授紀
   念文集》。新北：博揚文化事業有限公司年，頁42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