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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屏东潮州移民的族群关系 
— — 从硬性文化与软性文化的视角来看潮客关系 

[日]横田浩一 

(韩山师范学院 潮学研究院，广东 潮州 521041) 

一

、 前言 

本文从硬性文化与软性文化的视角来对台湾屏东潮州移民的族群关系进行探讨。在这里硬性 

文化是指通过地域开发或文化产业等政治经济力量重新创造的文化，与日常生活的实践有着巨大 

的距离。另一方面，软性文化指的是与日常生活有着密切关系的物质与民俗。这些区分基于德 · 

塞尔托的定义①。 

本文将从上述的观点来分析台湾南部屏东的族群关系，并且重点讨论未被关注的从大陆潮州 

地区移民到台湾南部的人群。众所周知，在台湾几乎没有以潮州话为母语的社会集团，尽管存在 

潮州会馆等组织，但他们往往被埋没于闽南人与客家人之中，存在感较薄弱 。事实上，即使他 

们在潮汕地区有自己的老乡，在那里有说潮汕话的亲戚，但到目前为止仍未得到相关研究者的关 

注。这与台湾的政治、社会上的背景有关，很多时候潮汕人与语言上较为接近的闽南人都被纳入 

福佬的范畴，但是据我所知，以此背景为基础，对台湾潮客关系的先行研究仍在少数。本文将着 

眼于台湾南部的潮州移民，对台湾客家的硬性文化与大陆潮汕文化的相似处及台湾的潮汕文化进 

行考察。 

作为本文议论的基础，首先对潮州人族群关系的前期研究进行了整理。一般来说，关于大陆 

潮汕地区族群关系的研究总是被注目于其与客家的关系，而潮汕的历史学者也对此问题展开过有 

关讨论。其中陈春声提到：许多客家人在从农村移居到汕头的过程中，离开了已经习惯的环境， 

周围朝夕相处的人来自四面八方，客家的认同感变得明显起来@。另外，陈先生还指出客家知识 

分子通过大众传媒使客家中原起源说的历史记忆得到广泛传播，并在话语权方面取得明显的 “正 

统性” 。值得注意的是，他探讨了从背面到表面的族群认同互动过程、近代的传播媒介与普及 

客家认同感的关系。 

由此可见，历史学者利用历史资料对族群关系的问题进行了探讨。另一方面，周大鸣先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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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学者则从人类学的角度来考察族群互动关系的问题①。他们所调查的地域是 “半山客”地区。 

半山客的意思是住在潮汕地区的客家人②。他们从语言、婚姻关系、民间信仰、宗族的角度来重 

新思考 “‘客家人’，‘潮汕人’是什么”、“客家人，潮汕人的认同除了方言 (口头语言)以外， 

还有什么”等问题 。 

为了解决上述问题，周先生根据三个假设分析了客家与潮汕的族群认同。详情如下：①潮客 

族群独立发展；②客家族群潮汕化；③潮汕族群客家化④。虽然这些研究对从前没有被提到过的 

潮汕与客家的族群认同问题进行了探讨，但因为这需要以某个前提条件为基础，因此存在一定的 

局限性。而这里所说的前提条件就是：潮汕与客家的族群本来就明显的存在着。他们从这点出发， 

对潮汕与客家的族群认同进行研究。相对于以上视角，笔者认为族群认同是由境界模糊到后来逐 

渐明显的过程，同时笔者也对其背景进行了分析。在此先讲述一部分结论：台湾客家的硬性文化 

是原来在大陆的潮汕地区与客家地区之间在某些程度上共有的软性文化，后来在台湾由于政治 

上、经济上与社会上的原因才变成了硬性文化。 

另外，从客家的自我意识与文化因素的资源化的视角下对他们的族群认同进行分析时，仅从 

大陆的观点来考察的话并不容易理解，因此笔者认为需要对大陆与台湾的客家文化两者之间作比 

较。而首要考虑的是，台湾的文化政策与旅游产业的影响。特别是台湾 1980年代以后的民主化， 

突显了主张客家认同感的趋势 。在这个潮流当中，他们提到将民间信仰与风俗习惯作为客家认 

同感的依据。下文将对这个客家运动进行整理，在第三部分以后则是对在台湾如何对待大陆潮汕 

文化这一点进行议论。 

二、台湾客家运动与作为文化资源的民间信仰 

1、台湾客家运动 

在 1980年代解除 “戒严令”以后，客家运动在台湾逐渐被展开。本节将根据田上的研究并 

按时间顺序来考察这场运动 。根据田上的研究，被采纳从中原南迁来的作为族群概念 ‘客家’ 

的客家意识是：1980年代后半期表面化所衔接的客家运动。 

将它连接这场运动的社会背景是，首先内省人不满于对包括客家话在内的台湾本土语言压迫 

性的政策。其次，随着民主化的进展，仅福佬话在语言上的地位被重新提高，有些客家人认为这 

并不公平。这两个原因促使了客家运动表面化④。1988年成立 “客家权益促进会”，同年，该会在 

台北还举行了 “还我母语运动”的示威。这场运动的目的是：要求即日起每日播放客家话的电视 

新闻及渔业气象，并要求广播电视对方言的限制条款修正为保障条款，建立多元化的语言政策。 

1990年成立台湾客家公共事务协会。该协会积极参加各种政治运动，特别是陈水扁客家界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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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学报》2004年第4期。 

②贝闻喜、刘青山、李锋：《潮汕半山客》，公元出版有限公司，2005年，第 1页。 

③周大鸣：《动荡中的客家族群与族群意识——粤东地区潮客村落的比较研究》，《广西民族学院学报》2005年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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援会的成立，这被认为是对他的选举运动的支持。而他们支持陈水扁的理由是他以实现五项客家 

政策为竞选诺言。这五项是：①建立专门播出客家话的广播；②编辑 《台北市客家发展史》；③ 

在中小学推进母语教育；④每年举行台北市客家文化节；呼吁客家文化享有平等的地位；⑤建立 

客家文物馆。由于这些承诺，客家公共事务协会给予陈水扁全面的支持 。田上由此得出的结论 

是：台湾的客家运动基本上以台湾为地理范围，一边以语言的问题为主要争论点，一边主张扩大 

台湾客家的权益②。 

如上所述，台湾客家运动受到台湾民族主义的影响，将作为台湾人的自己与作为客家人的自 

己融合在一起，从而形成新的自我意识。在这里笔者所关注的是，台湾客家运动在主张自己的语 

言为基础的认同感的同时，发掘出台湾地方文化特色文化的倾向。这个特色文化即饮食文化、民 

间信仰与民间建筑。而这些文化上的特色不仅仅是自我认同感的一个依据，也成为能给旅游开发 

文化资源带来经济利益的对象。在下一节笔者将例举类似事例。 

2、作为文化资源的昌黎祠 

在台湾南部屏东县内埔乡有台湾唯一的昌黎祠。昌黎祠是祭祀唐代文人韩愈的庙宇，根据他 

的出生地河北省昌黎，起名昌黎庙。目前，这座庙成为了内埔乡具有代表意义的文化资沥 。除了 

昌黎庙以外，在内埔乡有着在大陆被认为潮汕人信仰的三山国王庙 ，对当地的人们来说它是重 

要的文化传统的象征⑨。2002年以后，农历9月 9日韩愈节，一个用来祝贺韩愈生日的活动每年 

都会被举行，它也成为了当地吸引民众的一大活动。 

在这里简单地介绍内埔乡昌黎祠的历史。昌黎祠的前身是 “文宣王祀典会”，它曾经是在六 

堆地区的一种教育事业。乾隆二十六年 (1761)原乡举人何元濂创办 “文宣王祀典”，1803年该 

会的成员成为昌黎祠主要倡建者 。昌黎祠具备官方儒学功能：祭祀、延师教育六堆子弟、奖励 

科举。以昌黎为民，乃推崇韩愈在岭南兴学有功，祠祀以表尊崇④。 

1990年代后半期台湾地区客家意识得到发扬，地方文史工作者为活化传统小区，刺激地方经 

济，发掘地方特色，倡导举办 “韩愈节”活动，以满足活化经济的目标⑧。这个活动所强调的是， 

昌黎祠是在台湾唯一主祀韩愈的祠庙及韩愈与一样客家重视教育的理念。后来因为韩愈节具有族 

群的象征性，受到政府机构的重视。第二届之后，屏东县政府客家事务局藉由经费补助等方式， 

逐步介入，并举行 “诗词吟唱”、“创意商品”、“书法比赛”等与文化相关的活动。并且，几年来 

县政府、客委会扩大活动项目并结合 “六堆运动会 “、“内埔老街再造”等活动，渐渐被地方及 

“中央”客事务主管机关吸纳成为整体客家活动的一部分⑨。总而言之，在内埔的韩愈节作为代 

表地域客家文化特色的信仰，被地方政府与客家团体重新创造。 

那么，为什么在大陆代表潮汕地区的韩愈信仰在台湾客家地区也会有呢?吴炀和的解释是： 

“岭南为客家人迁出地，梅州旧属潮州范围，地缘关系密切，因此建昌黎祠其中不免隐含某种程 

①田上智宜：《“客人”加岛客家，＼·一 工灭二、y夕·7，／f-y-．、／于4于 一 形成匕变容》，第 171—172页。 

②田上智宜：《“客人”加岛客家／、、～ 工灭二、y夕·7，／f尹’／于／f于4一 形成 变容》，第 173页。 

③刘梅玲：《台湾客家 地域再编：南部地方都市老事例匕L， 》，《社会学杂志》26，2009年，第95页。 

④陈春声：《三山国王信仰与台湾移民社会》，《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集刊》第80期，1995年，第 62页。 

⑤刘梅玲：《台湾客家 地域再编：南部地方都市老事例匕L 》，《社会学杂志》26，2009年，第95页。 

⑥也有写着 1827年成立的碑文，建立年间不清楚。 

⑦吴炀和：《信仰与族群认同：以台湾六堆客家韩愈信仰转化为例》，《第9届潮学国际研讨会论文集》，201 1年， 

第 329页。 

⑧吴炀和：《信仰与族群认同：以台湾六堆客家韩愈信仰转化为例》，第 330页。 

⑨吴炀和：《信仰与族群认同：以台湾六堆客家韩愈信仰转化为例》，第 33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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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地域主观认同，也是倡建者有意选择的认同对象 ①。虽然当时的梅州属于潮州府，但梅州人 

是否与韩愈信仰有着密切的关系尚未得到证实。在这里我想确认的是，在清代潮汕与客家的区分 

较为模糊，韩愈信仰可能没提到为地域认同感与族群的象征。但是在后来客家运动趋势高涨之后， 

重新被贴上客家文化的标签就是内埔的韩愈信仰。这点我会在考察的部分重新进行议论。下一节 

将对自称福佬的人们如何表象三山国王信仰与客家的问题进行分析。 

三、台湾屏东佳佐地区的陈氏与族群认同感 

1、佳佐的陈氏一族与移居的历史 

笔者做的田野调查的潮州市饶平县 c村与从 c村移民到台湾屏东县万峦乡的后裔，从 2006 

年合作编辑族谱。2009年出版了 “两岸 c乡 (吴)陈氏族谱史志汇编 (意见募集版)，2011年终 

于出版了 C乡 (吴)陈氏族谱的完整稿 。族谱由上卷 (原乡编)与下编 (台湾编)构成，c乡 

(吴)陈氏的简介、始祖的介绍与大陆与台湾各个房的家谱被记载。本文所关注的是，台湾陈氏 

在下卷台湾编特意写着 “在台 ‘潮州府’人并非客家人”，主张了自己并不是客家人的事实。他 

们以不讲客家话与至今在大陆的原乡并不是客家地区的事实为根据主张~n_lz所述④。那么，接下 

来将仔细分析他们在族谱里所主张的事情 。 

根据族谱记载 1701年C村从开基祖第 1 1世的陈继青移居到现在的台湾屏东县万峦乡，从事 

地域开发。然后 1726年第十四世陈善在、陈善天与陈善存等五兄弟渡台，他们当中列举的三兄 

弟人垦在林后庄、四块厝、加走。他们迁台湾的原因是，“受清政府招募而移台 “、“为生活所迫 

而人垦台湾”或 “至台依亲” 。另外，他们主要是走 “官道”，是持有清廷正式批文的；主要是 

为 (吴 )陈二房第十世陈锡周从 1682年开始，出任潮州府张大人主簿兼刑书，在潮州府为官的 

陈锡周回c村故里传达代办至台湾的正式文件。根据台湾万峦陈氏的后裔陈sQ的调查，清雍正 

四年 (1726)陈氏十四世5兄弟，从厦门出港台南登陆，往南至炭顶登岸。其先祖陈家族在嵌顶 

登岸，逐步向山区开垦，从林后庄 (今泗林)、四春 (四块厝 )、东岸新庄 (今仑东)、佬藤林、 

加走 (今佳佐)庄沿线一路定居下来 。 ． 

这些台湾陈氏一族被分为 4派。即十二世为祖先的 “元胜陈”、十二世陈乃俊与陈乃杰为祖 

先的 “广源陈”、十二世陈瓜为祖先的 “饶平陈”与十四世陈善存为祖先的 “c陈”。这4派是现 

在在屏东佳佐地区 “皮仔寮 (今佳兴路附近)”的主要居民。除了这个地区以外，许多其他姓氏 

混住在一起，闽、粤、潮人生活交叉区块自然是一个氛围极其紧张的区域，闽粤人的摩擦更是零 

星不断⑦。 
． 

清代雍正年间所谓客家@的人群所开垦的地区已经被福佬人开拓，不得不居住在时常发生水 

灾且地理位置较差，无法形成聚落的场所。这种情况下，当地福佬与客家族群关系对立，经常发 

①吴炀和：《信仰与族群认同：以台湾六堆客家韩愈信仰转化为例》，第 329页。 

②为了保护个人隐私，村落的名称与人名使用假名。 

③笔者所做田野调查c村人们，在编族谱的时候和台湾的陈氏用普通话沟通。这是因为他们所说的方言是闽南 

语，虽然和潮州话是同一系统的语言，但互相之间交流并不容易。 

④在族谱提到移居台湾历史的部分是意见征求版与完整版完全一样的。在本文参考完整版的页数。 

⑤ 《C乡 (吴 )陈氏族谱》，2011年，第333页。 

⑥邱坤玉：《屏东县万峦乡佳佐地区汉人开垦之研究：以陈超家族为例 高雄师范大学客家文化研究所硕士论文， 

2009年，第 93页。 

⑦邱坤玉：《屏东县万峦乡佳佐地区汉人开垦之研究：以陈超家族为例》，第 161页。 

⑧在这里的客家所指的意思是不讲闽南语的福建汀州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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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冲突 。除了他们以外，熟番住在山区，生番则避入山区②。于是福佬的陈氏为了对抗客家人， 

娶原住民的妇女，并获得头目的 “封地赠赏”，作为 “嫁妆”⑨。 

从古至今，台湾屏东陈氏一直认为 “不要和客家人结婚”。因为他们祖先不希望后代子孙和 

客家人通婚，但事实上现在已经有两位客家媳妇了 。然而，屏东陈氏的有些后代，仍被先人或 

者自认为远祖是客家人 。因此，虽然有例外，但福佬的陈氏与客家人之间经常发生矛盾，至今 

仍然对客家人有不好的印象。 

2、在佳佐的三山国王信仰与其表象 

接下来从民间信仰层面来对台湾屏东佳佐陈氏的三山国王表象进行探讨。如上所述，在大陆 

三山国王被认为是潮汕具有代表性的信仰。三山国王原来是对广东省揭阳市揭西县的明山、巾山 

与独山的信仰。三山国王信仰的起源诸说纷纭，但传承的主要内容都是宋末皇帝败仗时在千钧一 

发之际得救于三山的神。这种信仰在台湾与大陆不同之处在于，大部分客家人信仰三山国王。如 

果村庄里存在着三山国王庙，其村庄则被认为是客家庄。 

陈氏所居住的万峦乡有4座主祀三山国王的庙宇。其中对他们来说最重要的是在佳和宫安放 

的三山国王 。这尊神像是同治十二年 (1873)张氏兴建佳兴宫时安放的④，后来 “日治”昭和年 

间，佐藤执行街道改善计划，拆除了佳兴宫@。在佳兴宫拆除前，主要祭拜的祭典、演戏酬神活 

动、还有一年一度的 “丁龟戏”都在此举行⑨。 

陈氏一族在族谱里针对村庄里的三山国王庙被认为是客家村的观点进行反驳： 

三山国王目前大多出现在客家庄，为客家的主祀的神祗，为何会出现在闽南村?其实这种观 

念是错误的。在清朝的移民潮中，不仅客家庄，甚至闽南庄，只要是从潮州府地区移民的百姓， 

主要都祭祀三山国王。就因潮属之镇平、平远、程乡(为现在的广东梅县市)为客家庄，大家就 

误认潮州府属于客家庄，就连只有20％是客家庄的潮属饶平县北部，也被误称饶平县为全部是客 

家庄，殊不知尚有80％的闽南庄，就连林后庄、四块厝、佳佐庄来自饶平c的吴陈 ，亦常误被归 

入河洛化的客家人⑩。 

他们主张三山国王是潮州地区的主要信仰，连客家人在历史上也归属于潮州府。祭祀三山国 

王的人大部分是闽南人。另外，他们以福佬与客家的范畴为依据，对这个丝毫未被质疑的前提提 

出异议。 

那么，在潮州原来只是一个地方神的三山国王，为何不仅仅是客家人，连闽南庄也热心信仰? 

推究其原因是三山国王是属 “山神”。因为受清朝初期渡海禁令的约束，早期广东移民台湾 

人数偏低，移民延迟多年，纵使在中南部平原地区开始落脚，但肥沃的可耕土地早已被占，所以 

多数只得转往山区垦殖，然而山区瘴疠丛生，谋生不容易，加上山区有严重的 “番害”——山地 

原住民，为了台湾原住民的出草馘首习俗，因为 “三山国王”是 “山神”，“山神”定能够制伏 “山 

①邱坤玉：《屏东县万峦乡佳佐地区汉人开垦之研究：以陈超家族为例》，第 121页。 

②邱坤玉：《屏东县万峦乡佳佐地区汉人开垦之研究：以陈超家族为例》，第 121页。 

③邱坤玉：《屏东县万峦乡佳佐地区汉人开垦之研究：以陈超家族为例》，第 190页。 

④邱坤玉：《屏东县万峦乡佳佐地区汉人开垦之研究：以陈超家族为例》，第211页。 

⑤邱坤玉：《屏东县万峦乡佳佐地区汉人开垦之研究：以陈超家族为例》，第4页。 

⑥ 《C乡 (吴)陈氏族谱》，2011年，第 393页。 

⑦邱坤玉：《屏东县万峦乡佳佐地区汉人开垦之研究：以陈超家族为例》，第 155页。 

⑧ 《C乡 (吴)陈氏族谱》，2011年，第 353页。 

⑨邱坤玉：《屏东县万峦乡佳佐地区汉人开垦之研究：以陈超家族为例》，第 156页。 

⑩他们原来为吴姓，后来改为陈姓。 

⑩ 《c乡 (吴)陈氏族谱》，2011年，第 39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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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之生番”的联想之下，而来选择。于是能在山里发挥神威，保护乡民，且又能和乡民 “沟通” 

的三山国王，就顺理成章地成为广东潮州地区移民者重要的保护神 。 

邱坤玉认为：汉人以 “三山国王”来镇守番界的说法，值得相信!②可是，他的简介和族谱不 

同。 

已经归化的平埔族人被称为 “熟番”，然而 “熟番”仍是番，但是他们经济上收人不但不输 

给人垦的汉族，而且早就懂得汉人的文化习惯，甚至在地方领导阶级上占有地位，汉人为了防番 

的企图建立三山国王庙，或许平铺族人亦融人与汉化了，这些庙宇最后竞也成为八社④的平埔族 

人共同的信仰④。 

如上所述，邱认为原本是汉人保护神的三山国王，后来变成了汉人与平埔族共同信仰的对象。 

这个说法更具说服力。根据台湾人类学者陈其南的研究，在彰化平原的一些三山国王庙，原本可 

能是客家人所建立供奉的，但后来此种祖籍意识也都被抛弃了，三山国王庙仍然屹立在闽人聚落 

中，受到不同祖籍人群的奉祀。清代台湾汉人社会中，新的地缘团体之建立是以寺庙神的信仰为 

基础，发展出新的村落或村落之社会组织⑨。从上面的万峦乡佳佐的事例来看，不仅仅是汉人， 

还有在汉人与平埔族之间也有可能形成这些以民间信仰为基础的地缘关系。 

如此，以三山国王信仰是形成地缘关系的重要文化因素为背景，需要了解各个地域独特的社 

会情况。尤其是为了了解因避免供奉三山国王而被认为是客家人的佳佐陈氏，需要对以客家人为 

中心的地域社会关系进行分析。 

在此地域原本存在一个叫做 “六堆”的客家的自卫组织。1721年提倡 “反清复明”的朱一贵 

发动 “叛乱”，占领全台。那时候，在台湾中南部的粤籍居民之中，因为从潮州府来的移民所讲 

的方言与漳州人、泉州人接近而跟随着朱一贵。反之，因为嘉应州及福建汀州人讲的方言根本不 

同而组织了乡勇并配合清朝。这个军事组织后来被称为 “六堆” 。 

在朱一贵的 “叛乱”之后，官方企图利用福佬与客家的对立从中谋取分而治文⑦。“叛乱”被 

镇压后，配合镇压的客家乡勇被称为 “义民”，清朝政府对此进行褒奖@。接着在乾隆五十一年 

(1786)“林爽文之乱”与嘉庆十年 (1805)的 “蔡牵之乱”，官方积极利用 “六堆”来镇压 “叛 

乱”。在后来，也有 “六堆”以义民的名义袭击村庄的事例⑨。如上所述，根据官方的政策，地域 

居民里存在的差别也被体现出来凹。 

道光二十六年(1846)二月间的分类冲突，是起源于著藤林与万峦庄的窃牛事件，客民与闽、 

潮移民的冲突日益扩大，造成临近闽、潮人与粤人聚落间相互焚抢斗杀，随后在台湾总兵武举凤 

的坐镇下出兵平乱∞ 。 

①《c乡 (吴)陈氏族谱》，2011年，第 395页。 

②邱坤玉：《屏东县万峦乡佳佐地区汉人开垦之研究：以陈超家族为例》，第 145页。 

③这表示平埔族住的凤山八社地区。 

④邱坤玉：《屏东县万峦乡佳佐地区汉人开垦之研究：以陈超家族为例》，第 145页。 

⑤陈其南：《台湾汉人移民社会的建立与其转型》，《家族与社会：台湾与中国社会研究的基础理念》，1990年，第 

8l页。 

⑥陈其南：《台湾的传统中国社会》，台北：允晨文化公司，1987年，第 98页。 

⑦蒲丰彦：《地域史广东农民运动》，载狭间直树编 《中国国民革命 研究》，京都：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 
1992年，第255-277页。 

⑧陈运栋：《台湾的客家》，台北：台原出版社，1989年，第 101页。 
⑨陈其南：《台湾的传统中国社会》，1987年，第99页。 
⑩濑川昌久：《客家：华南汉族~'r7,--三／于4一 境界》东京：风响社，1993年，第 103页。 

@《C乡 (吴)陈氏族谱》，2011年，第463页。 

⑥在族谱里，这个部分引用高雄师范大学吴中杰的 《堆外的粤人——六堆周围地区清代广东移民属性初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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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所关注的是，在这个地区存在粤属潮人的区分，虽说都是粤人，却被分为粤属潮人与粤 

属客家人。事实上，且不说当地人是否拥有粤属潮人的意识，相对在其他地区只有闽、粤的区别， 

在万峦存在不同范畴的可能性。 

除了上述以外，万峦乡泗林庄属林后、四块厝、蚨脚、三家村的闽南村落的北边与客家人的 

村落耕地接壤，因开垦土地而起争执。咸丰九年 (1859)2月2日鹿寮庄民发生争斗，杀死了客 

家人30多人 。该闽南庄就是从饶平移民的陈氏一族。这样的闽客情仇纠纷，也在日本人禁止械 

斗之后，转化为汉人与日本人对抗的民族情结 。 

另外，至今为止关于福佬人与客家人之间的不合仍然存在着许多事例。万峦的客家人与佳佐 

的福佬人之间的关系在 “日治”时代持续紧张。佳佐地区的学童宁可到 l0公里外的潮州公学就 

读，就算夏秋河水暴涨仍越过溪水到潮州公学，也不敢去近在咫尺的万峦公学就读。另外，到了 

1970年代两者之间的关系仍未得到改善。某个老人家 (闽南人)说： 

以前佳佐人和万峦人不合，常常打架，所以读书都去四春读书。后来到万峦国中读书了，彼 

此之间还是不喜欢在一起。当客家人在学校 (指万峦国中)聚在一起就喜欢说客家话，这一边听 

了不舒服，很自然的两边分得很清楚，常有摩擦发生；虽然表面上都是同学，但是彼此之间很难 

在一起，闽南人找闽南人作伴，客家人 自己一群。闽南人很少会去和客家人深交，闽南人也不会 

和客家人深交。在万峦国中这种闽、客不合的情形，一直到 1970年代，还是有所闻@。 

根据这些万峦乡的社会与历史背景，可以理解陈氏为何如此强烈地排斥被称为客家或福佬化 

的客家这件事情。也就是说，以客家自卫组织 “六堆”的成立为发端，历史上的争议一直持续到 

最近，对客家的对抗意识与反感甚至已经渗透到了他们的日常生活。因此他们在族谱里主张 “台 

湾的 ‘潮州府’人并非客家人”，而表象即使在村庄里存在着三山国王庙，这也不是代表客家庄 

的证据。他们所表达出的是对有些研究者格式化评论的无声抵抗。如此一来，我们研究者只能先 

倾听他们的意见并仔细了解地域社会的背景才可进行以对族群关系与民间信仰的探讨。 

四、考察 

在此笔者将对台湾南部潮州移民族群关系问题进行考察。笔者所提到事例中的韩愈及三山国 

王信仰在大陆一般被认为是潮州人独特的信仰。可是，某个族群或属于其文化因素的存在感并不 

明显，其境界也比较模糊。台湾屏东的陈氏自认是福佬人 ，这是因为他们从潮州府饶平移民到 

台湾屏东万峦，开垦土地中和无法沟通的集团发生纠纷而浮出水面的范畴。其背景是官方的分割 

统治政策，显示出了他们集团之间的差别。就是说，陈氏一族所说的 “台湾的 ‘潮州府’人并非 

客家人”是基于他们日常生活经验的软性文化的积累才得出来的。在这里值得注意的是，他们并 

不是说 “我们是潮州人”，而是认为自己是福佬。实际上，笔者所调查的村民与台湾陈氏用普通 

话沟通，是因为屏东陈氏不会说潮州话。他们只是对于被认为客家人这件事持否定态度而已。 

美国人类学宗鲍梅立(Mellissa J．Brown)对中国人的认同感进行了分析，认为社会经验(social 

experience)是族群认同感表面化与演变的重要因素⑨。根据鲍梅立的研究，社会经验来源于真正 

性 (authenticity o换言之，这意味着人类对某个事情一旦认定是真实的就会在自己心里逐渐内在 

①邱坤玉：《屏东县万峦乡佳佐地区汉人开垦之研究：以陈超家族为例》，第 169 170页。 
②邱坤玉：《屏东县万峦乡佳佐地区汉人开垦之研究：以陈超家族为例》，第 171页。 
③邱坤玉：《屏东县万峦乡佳佐地区汉人开垦之研究：以陈超家族为例》，第 166页。 
④根据族谱的论述，他们否定自己是客家人，而不是说潮州人还是闽南人。因此，在此我写着福佬。为了了解目 

前他们的自我认同感，需要进行田野考察，今后笔者打算在那里进行考察。 

⑤Brown， M．J．：“ChangingAuthenticIdentifies：EvidencefromTaiwanandChina．"JournaloftheRoyal 
AnthropologicalInstitute 16：459-4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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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自己的认同感本身也会随之发生变化。在这种情况下，政府的政策就对社会经验有着决定性 

的意义 。比方说，湖北省土家族的族群范畴虽然是政府认定范畴，但因为与自己的社会经验一 

致，因此比较容易接受自己是土家族的认同感。但另一方面，在台湾 “日治”时代很多人有被日 

本人歧视的经验，尽管日本政府实施 “同化”政策，但他们还是拥有台湾人的自我意识。总之而 

言，如果因强势所迫接受的认同感与现实经验一致，就可以接受 。这种社会经验可以说基于日 

常生活的软性文化。 

屏东万峦乡的陈氏保留 “不要和客家人结婚”的传承。这种说法的背后体现出他们和客家之 

间的关系。究其根源，由清朝政府的分割统治政策而突显出来的范畴，清代的械斗与学校的对立 

关系都根据现实的社会经验获得真正性，因此在最后主张 “并非是客家人”。另一方面，在陈氏 

中有些人认为自己的远祖是客家人，从中可以推测他们的祖先与客家人应该保持了良好的关系。 

如此一来，有必要考虑社会经验的差异造成了他们族群认同感差异的可能性，这就是作为软性文 

化的陈氏一族族群认同感。、他们当中许多人从潮州移民到台湾，基于独特的社会经验而认识到自 

己是福佬人。 

作进一步分析的话，在他们从潮州府饶平县移民到台湾南部之前，在 l8世纪前半期的时候， 

并没有保持自己是潮州人的认同感，后来在移民之后却发生了所谓的福佬范畴的自我认同感。根 

据程美宝的研究，在 19世纪以后形成了被称之为广东三大民系的广府人、潮州人与客家人的概 

念的背景，是受到西方人种学观念传人的影响④。并且，2O世纪以前，广府人与潮州人关心的是 

他们是否是汉人，而不强调自己和别的方言群的民族身份的区别 。就是说，18世纪的人们没有 

将潮州人的概念作为是受这些人种概念影响的民系，移民到台湾之后纳入福佬的范畴也就没什么 

不可思议的。可能是台湾南部的福佬人在受到移民之后政策的影响后，由大陆潮州人派生出来的。 

另一方面，像韩愈季那样的硬性文化是由政府和客家事务局在客家商业化的过程中重新被创造 

出来的。换言之，这些硬性文化被认为是仅代表客家特色信仰的过程，而没有具体的社会经验。因 

此，至今为止仍然与生活实践有着巨大的距离，可以说缺乏真正性。然而，如果韩愈祠与韩愈节都 

是日常的积累的社会经验，那么不能否定它已经转化成软性文化的可能性。实际上，陈氏经验的事 

件起因于清朝的政策与 “六堆”，当初他们与操客家话的人们之间并没有相互不合的经验。 

这些族群认同或民间信仰等的文化要素当时在大陆境界较模糊。近代以前在大陆除了流动性 

较高的地域与一部分知识分子以外，几乎所有人没有意识到自己的族群认同⑨。但另一方面，可 

以认为像台湾那样的移民社会通过清朝的政策突显出了自他的境界的机会。后来政策渐渐地被扎 

下了根，人们积累了社会经验，与作为软性文化的认同感与民间信仰息息相关。 

现在，在客家运动之后，随着关于客家的文化政策与旅游产业的发展，台湾客家积极地发扬 

自己的文化与传统。在这种情况下，陈氏一族对连三山国王也被认为是客家文化的情况提出异议。 

因为他们拥有自己的历史记忆同时宣称 “我们不是客家人”。而由于韩愈节作为内埔客家文化的 
一 系列运动仍缺乏社会经验，因此这些活动要成为拥有社会经验的客家文化还需要很长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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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林氏占人口的绝大多数外，其余大部分姓氏都只有几户，十几户而已。并且，许多都是清朝中 

后期随着回龙渡口的繁荣搬迁到此地的，是后来的移民，因而在村落的公共事务中没有什么发言 

权，甚至干脆被排除在外。各个小姓的强烈自我保护意识使他们在各自的小自然村中设立了公王 

坛，以达到庇护目的，并且联合起来，组织了有别于占人口多数的林氏大宗族的醮会。 

4、两地所在的文化圈不同。古坊村大致处在广东蕉岭县，福建上杭、武平 3县交界处，文 

化习俗无不受3县文化互动所影响。古坊村信仰的五显公王据说便是来源于武平象洞钟氏。临近 

的广东蕉岭松源乡也建有比较大型的五显公王庙。回龙则处于汀、杭、武3县交界处，在文化上 

与武平桃溪、长汀宣城、羊古等地相互影响，在这一区域中对定光古佛的信仰十分普遍，因而在 

回龙的神明信仰中定光古佛的地位十分突出，两地所处文化圈的差异导致了主要信仰神明的不 

同。 

(校对：宋德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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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结论 

本文从硬性文化与软性文化的角度对台湾南部潮州移民的族群关系进行考察。台湾屏东县内 

埔的韩愈信仰是受到客家运动的影响并作为地域的振兴或旅游产业的一个环节而被重新创造的 

硬性文化。但屏东万峦乡陈氏一族的三山国王信仰与主张 “并非是客家人”的自我认识是来源于 

社会经验与历史记忆的软性文化。这两个事例所表达的不仅仅是指在大陆上被认为潮汕文化的韩 

愈信仰与三山国王信仰，在台湾却被看成是客家文化，而且还体现了台湾的硬性文化与大陆的软 

性文化之间的存在着差异。这两者之间的文化差异不仅在于是否来源于日常生活，而且体现了文 

化之间的境界究竟是明显的还是模糊的区别。说起来，族群认同与有关族群的某个文化的范畴既 

不是自明也不具有明显的领域。换言之，族群意识是两个以上的集团之间发生的关系性之一，并 

不属于集团的特征。族群意识不存在于集团内，而存在于集团之间④。因此，对集团之间发生的 

这些差异的背景进行仔细分析是了解族群关系最重要的关键。 

通过硬性文化与软性文化的概念得到的结论是：软性文化转化为硬性文化的时候，无论是中 

央还是地方政府，受政策或旅游产业等经济活动的影响很大。而且对于由政策与经济活动导致硬 

性文化所带来实际的社会经验转化软性文化的可能性，也要予以重视。本文对此过程的研究虽然 

存不足，但笔者认为不能把硬性文化看成是在不久的将来会永久地脱离我们的Et常生活，而是要 

继续关注其转化为软性文化的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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