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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家微電影廣告與青/少年認同解讀： 

以「裝滿的生活時光」系列微電影為例 

 

摘要 

在族群文化傳承延續的脈絡下，希求其能永續發展，故而族群文化政策操作

上，注意到「世代」的重要性，特別是青/少年世代，在社會中如何去選擇與認

同。其中，深具傳承客家語言文化使命的客家電視台，便透過「微電影」方式，

希冀建構、傳遞給閱聽眾，不同的客家想像，同時抓住青/少年世代的目光。 

在上述脈絡下，引發筆者思考的是，這樣「微電影」的類型特色，在建構客

家族群認同、文化符碼時，是如何操作?並且，其中透過所謂「劇情式」的故事

設計、情感敘事的符碼建構，什麼樣的圖像?更重要的是，該微電影廣告，與青/

少年之族群認同關係為何?其是如何去詮釋這樣的客家圖像?如何去認同、理解這

些符碼? 

筆者採取文本分析，探悉 2013 年客家電視台製播《裝滿的生活時光》系列

微電影，共計四篇。同時，透過深度訪談，該微電影行銷製作端，為求對於文本

製碼過程，更深刻的了解其目的動機。此外，透過焦點團體與深度訪談，共計

25 位青/少年受訪者，以了解其認同解讀與認知感受。 

    研究結果發現，發現該微電影文本符號，具有企圖鬆動客家之僵化意義的可

能，從局限與特定的客家想像，轉而進行「客家」意義、意涵的擴張。此外，另

一方面「生活化」的記憶圖像，作為引起新興世代情感共鳴，與召喚青/少年世

代集體記憶的要素。 

 

關鍵字：客家微電影、微電影、族群認同、青/少年認同、客家傳承 



Hakka micro commercial film and youth/teenager interpretation of identity— 

The case study of "full life time" series of micro films 

 

 

Abstract 

 

 

    In the context of the continuation of ethnic cultural heritage, the wish of its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therefore, the operation on the ethnic cultural policies, noted 

the importance of the "generation", particularly youth/teenager generation, how to 

choose and identify in society. Which, with a deep heritage of Hakka language and 

culture mission Hakka TV, then through the "micro-film" approach, hoping 

construction, passed to the audience, different Hakka image while catching the youth / 

teenager generations eyes. 

    In the above context, triggering the author thought that such "micro-film" type 

feature how to construct the Hakka ethnic identity or what cultural codes is ? 

particularly, what kind of images was created by the story of design through that 

so-called "story-style", emotional narrative construction of the codes. The most 

importantly, what relation is between the micro-film advertising and youth/teenager 

generation ethnic identity? How to interpret this Hakka image? how to identify and 

interpret these codes ? 

On the personal level, take textual analysis to ascertain 2013 Hakka TV 

production and broadcast "live full time" series of micro films, a total of four. At the 

same time, through in-depth interviews, the micro-film marketing production , for the 

sake of the text prepared for the encoding process, and make a deeper understanding 

of the purpose or motivation. In addition, through focus groups and in-depth 

interviews, a total of 25 youth/teenager respondents to understand their feelings of 

identity Interpretation and Cognition. 

    Study found that the micro-film text symbols, have attempted to loosen rigid 

sense of Hakka possibly, from the limitations of Hakka image shift to expand "Hakka" 

meaning. On the other hand, "Life" memory images, as new generations of causing 

emotional resonance, elements and call the youth/teenager generations of collective 

memory. 

 

Key words：Micro-film of Hakka、Micro-film、Ethnic identity、youth/teenager 

identity、inheritance of Hakka cul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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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論文的完成似乎又為人生學習歷程，立下了一個里程碑。我們在不同的生命

階段中，總是會遭受到不同的境遇。這「境」就如同攀登一座又一座的百岳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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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嚴似乎也很容易因為這樣的角色，使它成為切分老師與學生之間的鴻溝。然

而，我遇到的老師們並非如此，除了在教學上協助同學、提升學識能力之外，更

重要的是，老師們給予我們如何「生活」的思考。不僅僅是書本教學上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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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參與焦點團體的受訪者們，透過深入了解你們的經驗與感受，而進行的分析研

究，可以給予現行制度下的客家文化紮根，更多不同的建議與方案可能。另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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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當然，正如前面所提及王俐容老師，除了在教學上扮演良師的角色，更是生

活中的益友。老師和我一起田野、一起訪談時，不禁懷疑她真的是「教授」嗎?

這懷疑不來自學識上的否定，而是老師真的年輕的跟學生沒兩樣。很多人會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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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研究動機與目的 

第一節 研究動機 

    在現代社會中，隨著全球化、現代化、科技的快速發達下，各種資訊、符號，

快速、大量的流串於社會中，衝擊著許多傳統、在地的文化。在台灣的客家族群，

過去所面臨的文化危機，可能鑒於政治力的壓迫、經濟的弱勢，而在社會消聲隱

形。解嚴後，如今也隨著民主轉型、社會公民意識的形成，努力地希求達到族群

文化的正義。 

    然而，就現在看來，客家文化仍面臨語言流失、文化延續的困境，這又是為

何?從文化的廣義定義上，「文化是一種生活的方式」（王振寰、瞿海源，2011）。

故而，若果族群文化並未被予以實踐、操演，實質上難以進行保存，從族群語言

的速流失便可以想見。要將這樣所謂文化的生活方式延續使用，「世代」間的傳

承可能是一個重要的影響因素。 

    筆者，也是身為客家族群之青少年世代，鑒於在這一代面臨各種主流文化、

流行文化、科技文化等，所帶來的衝擊。在生活中可能討論的是韓國電視劇、學

習韓國的語言；流行歐美、日韓的服飾；以網路社群網站，如 FaceBook 為主要

互動聯繫之平台，使用網路流行之用語……等諸如這些，在這樣的狀況之下，族

群文化、族群語言，可謂被予以邊緣化、非主流、甚至消失。因此，青少年群體

的認同，變成一個對於文化延續而言，重要的討論焦點。 

    面對這樣新世代的族群文化危機，新興的媒體傳播卻也可能成為一種傳遞文

化、宣揚價值、建構認同的契機。特別是透過網際網路的傳播，其也貼近現下年

輕世代的媒介使用習慣，舉凡透過電腦、行動裝置進行網路的使用，社群網站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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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不論是微博、Face Book 的使用等等，都可以看到年輕族群的普遍使用狀況。

這些平台中，各種影片、影像、視頻都在其中可以點閱、傳送、轉載。微電影的

興起，事實上也與這樣的網路平台背景有著密切的關連性；在其特質上主要的平

台也是以「網路」媒介進行內容傳播。而各種商業、政府、公益團體等，也都在

嘗試著，透過這樣的「微電影」方式，進行價值、意義的宣揚與傳播。像是 2012

年澳洲旅遊局所拍攝的微電影《再一次心跳》，便邀請台灣的人氣偶像楊丞琳、

羅志祥擔任主角，其以愛情故事為主軸，並藉以宣揚澳洲的旅遊觀光，單就

Youtube 網路影音平台，短短一週內就突破百萬次的點閱率。 

    在這樣的情況下，筆者就在想，若果客家族群文化的傳播，若果以微電影的

方式進行，這樣的文本會是一個什麼樣子的狀況?文本中的「客家」又是如何操

作?更重要的是，在青少年群體認同為重要的前提下，這樣以網路為主要平台的

傳播方式，是否能給予青少年更多認同自我族群文化的可能？或者，其又是如何

去認同與理解該文本建構的「客家」？對他們而言，這樣的文本意義為何？ 

第二節 研究背景 

    過去台灣在 1987 年前之戒嚴時期，長期受到社會、政治權力壓迫下的客家

族群，面對國語霸權主義政策、閩南沙文主義等權力下，語言文化的流逝、公共

領域的缺席、族群自主地位的無法展現、族群權益、族群尊嚴的瓦解，並在都市

社會中漸漸成為隱形人、隱形群體。  

     隨著 1987 年解嚴後，民主、自由風氣大起，台灣社會運動蓬勃發展，不論

是在威權體制壓迫下，追求思想自由而抗爭的學生運動、還是勞工農民運動，或

者是追求族群權益地位的原住民運動等等，都顯現解嚴後的台灣市民社會權力、

社會力的成長發展。 

    客家族群，在面對民主社會的轉型、新興社會秩序的建這的股浪潮中，不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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噤若寒蟬當個隱形的、失聲的群體，而要面權威、抗爭壓迫，延續保存客家語言

文化、召喚客家族群自主意識，並要求追回族群尊嚴。而客家運動的開端，並非

全然由一己之力促成的過程，而是透過許多草根性的客家組織，舉凡以小型基金

會、社團、雜誌社等方式成立的組織，共力協作的抗爭過程。在客家草根力量的

集結中，其都扮演重要角色。 

    其中，1987 年 10 月 25 日正式創辦的《客家風雲雜誌》正是透過客家媒體

平台的建構，使客家族群有自我發聲的管道空間，以站在客家族群立場出發，喚

起客家族群意識、凝聚客家族群,，保存延續客家文化及語言。該媒介中，以多

元的客家文化內容，以為呈現的文本，除了在戲劇、傳統歌謠、客語教學、介紹

習俗文化等方式，保存客家語言、文化之外，並透過客家文化符號的傳播，以作

為召喚客家族群想像共同體憑藉、集結客家族裔關心客家事務，甚至更進一步以

其作為與公共領域對話的場域。王保鍵在討論台灣客家運動的文章中便談到，透

過《客家風雲雜誌》之報導、論述，使得客家族群意識到自身所處之困境，其有

效的凝聚族群意識，其也正為「還我母語運動」蓄積著抗爭的能量。(王保健、

邱榮舉，2012)。 

    台灣客家族群運動歷程中，透過不同的媒介來喚醒客家族群意識、並且延續

客家文化、及使該族群有發聲的管道。從客家風雲雜誌的創立、到客家廣播平台

寶島新聲的成立以來，透過對於族群媒介的爭取，延續族群的聲音。鑑此，可以

發現不論是《客家風雲雜誌》開啟的族群意識抗爭、到 1988 還我母語運動的走

上街頭的語言文化權爭奪、客家族群電視台的族群媒介近用權、文化保存等，傳

播媒介的作用在其中都扮演著一定的角色。 

    作為少數族群的媒介傳播平台，客家電視台自 2003 年開播以來，以保存、

推展客家文化、語言；擴大客家族群媒體近用；以及拓展族群互動交流，並且透

過媒介符號，建構客家圖像、形塑族群認同。進而，客家電視台透過各類傳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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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類型，希求達到保存、延續、發揚、形塑族群認同的核心價值。正如同李河清、

林佩君（2004）提到，客家族群在台灣的歷史發展中，在客家語言、文化長期處

於弱勢，在公共領域的發聲空間亦極為狹小、廣電平台的爭取受限，而諸如客家

電台等，族群媒體的出現，正使得其具有傳承發揚客家母語、文化、凝聚族群意

識等。而此來看，作為族群傳播平台，客家電視台有其重要的角色地位。 

    然而，少數族群文化的傳承與延續，隨著時代的變遷、現代化的衝擊等影響

下，對於族群的認同感、族群的集體記憶、族群文化意義對其之重要性，也隨著

世代的差異而淡化。徐君臨（2008）指出，台灣原住民青少年的母語能力，在全

球化、都市化、城鄉教育差距等等的影響下，隨著年齡層的降低而遞減。並且，

其也指出，青少年的母語使用、學習、文化延續等，為影響台灣南島民族文化永

續發展之關鍵。此外，張茂桂（2010）提到，外省二代之外省族群認同，也隨著

時間、空間的、歷史的變化，逐漸消失瓦解。故而，族群文化之傳承與永續，「世

代」之族群認同，是一個重要、並值得深究的焦點。特別是在青少年的族群認同，

王明珂（1997）提到，青少年時期可說是一個人社會化的重要階段，其對於社會

的記憶，會影響著個人在生涯發展中，對於政治或其他社會價值的判斷。在討論

青少年認同的形成中，黃葳威（2004）也表示，青少年代表個人生命周期的重要

關鍵，其正處於個人從受呵護、依賴的成長中，轉變成獨立自主的主體。換言之，

對於族群意識的認同，往往在青少年發展認同的過程，成為選取某些價值、或排

除某些意識的族群邊界形塑過程之重要階段。像是，在對於族群文化的保存、文

化復振運等過程中，注意到青少年對族群該身分的想法(或如何產生)、認知、情

感與行為?並且透過什麼樣的方式，使其產生族群歸屬感。 

    有鑑於此，台灣的客家委員會政策、影音訊息平台、及客家的族群電視媒介

平台……等，在對於客家族群的文化保存與延續中，亦朝著此方向努力。在該媒

介傳播內容中，不論是客委會廣告訊息傳播、或客家電視台的戲劇、節目等，可

以發現到，許多以青少年群體為媒介消費受眾、或政策施政對象。像是葉德聖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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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客家運動發展過程中提到，客家委員會在客語認證考試部分，其針對 19 歲

以下的青少年和兒童，以免收取報名費方式鼓勵其參與學習客家語言、並予以通

過考試之獎金鼓勵；客與薪傳師制度，傳習之內容以客家語言、文化、歌謠戲劇

等，其主要傳習之對象，亦針對 19 歲以下之青少年和兒童。此外其也指出，為

了讓時下年輕人了解客家文化，2009 年委由八大電視台製作「美樂加油!」偶像

劇，將客家元素符號，語言文化、美食、客庄景點與文創產品，置入其中。（葉

德聖，2013）。而客家電視台也推出青少年偶像劇、客家歌唱比賽熱鬧打擂台節

目，使青少年接近客家文化。客家電新聞在介紹此偶像劇時，便指出「花樹下的

約定為，搶攻暑假青少年收視族群，於 7 月推出的浪漫偶像劇」（客家新聞網，

2008）。故而，在族群文化的延續、族群意識歸屬的認同建構，對於青少年族群

的重視從其可見一般。 

    近來微電影廣告的傳播形式受到矚目，以類電影之形式，以編排具有起承、

高低之故事情節，特別是一種情緒、感性之敘事方式，來建立文本，達到娛樂與

體驗的媒介消費，並隨著內容故事之精短、且易於在多樣的傳播平台上展演，透

過行動裝置、社群網站等等，都方便取得。該廣告類型在其特質上，接近時下青

少年族群的媒介使用習慣，特別是網路媒介平台，不論是 YOUTUBE、社群網站

（如:Facebook、微博）、還是可以在行動裝置中進行媒介使用，都是該族群世代

常選擇的方式。故而，得以在這些平台中串流，似乎更容易增加青少年族群的媒

介近用之可能。像是，在 2011 年客家委員會，推出以「微電影」方式製作的形

象廣告《客家好愛您》，其將傳統的客家印象、語言文化、歌謠等等，與時下青

少年文化結合，透過世代文化差異型塑出，傳統客家傳承下，與青少年現代文化

之衝突。針對客家媒介形塑新印象議題探討，譚文杏指出，《客家好愛您》透過

以微電影、偶像明星代言，並融合客家語言、文化、山歌等元素，更放入現代生

活用語，塑造客家年輕、溫馨的新意象，吸引年輕族群了解客家（譚文杏，2013）。

另外，客委會在 2014 年，亦舉辦「發現客家─2014 客家微電影徵選比賽」。其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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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客委會希望，藉此多吸引年輕人，用鏡頭了解在地關心客家，（客家電視台，

2014）。 

    而客家電視台於 2013 年，推出的系列微電影廣告《裝滿生活的時光》，其以

每小段約 5 分鐘的小故事，製作了「延續自己的聲音」、「懂妳的密碼」、「跟你有

秘密」、「聊聊的好朋友」四個小單元。故事情節中的主體，多以青少年為故事主

軸對象，透過與客家生活、元素、族群情感、親子關係等，交織成的故事文本，

除了對於客家媒體頻道的宣傳外，其也以感性、情感的敘事，在傳遞一種族群情

感認同，特別是在青少年，面對客家族群文化傳承、認知、及族群認同歸屬議題。 

    在族群文化傳承延續的脈絡下，希求其能永續發展，故而在族群文化政策操

作上，注意到世代的重要性，特別是青少年族群，其面對快速現代化、都市化、

全球化，在資訊爆炸、大量符碼圍繞的社會中，如何去選擇？如何去認同？在上

述脈絡下，引發筆者思考的是，微電影廣告這樣的類型傳播、影視特色，在建構

客家族群認同、文化符碼時，是如何操作?並且，其中透過所謂「劇情式」的故

事設計、感性訴求、情感敘事的符碼建構，在客家族群文化、族群認同的建構上，

客家微電影廣告組構什麼樣的圖像?此外，更重要的，筆者所關心的是這樣的微

電影廣告，與青少年之認同關係微為何?其是如何去詮釋這樣的客家圖像?是如何

去認同、理解這些符碼?透過這樣的分析，可能更能去貼近青少年族群，對於族

群認同、文化延續的想望，或者去理解、試圖發現，什麼樣的方式更能去激發青

少年族群，對於客家的興趣，不論是客語言說學習動機、族群文化之操演、承襲

等等。 

第三節 研究目的 

一、了解客家微電影中，該文本所操作與建構的客家圖像、與意義為何？ 

二、此外，客家青少年族群，如何去認同、理解、與詮釋，客家微電影之文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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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如何去詮釋這樣的客家圖像？又是如何去認同、理解這些符嗎？是否有增強

族群文化認同之可能？如果沒有，是什麼樣的原因？ 

    筆者研究的目的，並非試圖去解釋，客家傳播媒介、傳播文本，其對閱聽人、

社會大眾產生了什麼樣的效果。相反的，而是在客家運動以振興、保存延續「客

家族群文化」的脈絡下，去了解以族群媒介與傳播的方式，使得客家族群不在社

會中缺席，並且透過媒介符號的建構，使得「客家」邊界的形塑，成為一個可供

社會辨認的選擇。而這樣的媒體文本所建構出的「客家」圖像、意義是什麼？在

文化延續上，承襲該族群文化的「世代」群體，是如何去認同、與理解、詮釋這

樣的建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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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第一節 族群媒介、符號與認同 

一、族群與認同的形成 

    族群群體意識的形成，往往透過區別「我群」與「他群」的差異，形塑族群

邊界、產生一個具有歸屬認同的群體。當「客家」被視為一個族群的概念來討論

時，我們必須要去討論到的是，這樣的族群或對於該群體的認同，是如何形成？

其邊界是如何界定的？有些論者認為，族群是透過一種先天上的給予，具有本質

性的存在；而亦有論者認為，族群認同為人們環境適應的手段，為爭取資源利益

而形成。 

    在族群的定義上，原生學派（primordialism）如 Harold P. Issacs、Clifford Geetz

等學者，主張上著重在於，群體認同透過一種由親屬傳承下來的，為具有固定長

久的徵、先天上既定的血緣、宗教、習俗、語言、文化習慣等，所產生的情感連

帶進而將群體成員，彼此緊緊聯繫在一起，並自該共享文化的群體成員，意識到

自己屬於這個群體，有別於她群。像是 Issacs 在「部族偶像」一書中，以一個人

在出生、成長過程哩，所經過的身體特徵、族群故事、語言、宗教等，來說明人

們長期的浸淫在其中，自然而然的會對該族群群體產生一種強烈的情感認同（王

振寰、瞿海源，2010）。而羅香林的《客家研究導論》中，對於客家族群的為何

的意義，即認為客家來自中原正統漢族、具有純正的血緣、並且為士族貴族（羅

香林，1979）。故而，在其討論下，客家族群透過正統的中原漢族血緣、共同祖

先等，原生情感連帶而形成。透過原生學派對於族群的定義討論可以發現，其透

過原生、並且是具有本質、先天性的特質，來產生強烈的情感認同，以其作為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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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力的基礎。在這樣的定義下，族群的差異、邊界，是一種穩固、不會變動的狀

態，像是有相同語言、信仰其一定會形成情感歸屬，並且不會因為其他因素影響、

或在相互接觸下而將這條差異劃分的界線消除。然而，我們卻可以在許多的例子

中，看到族群互動下，其族群的界線、認同的變動性。像是，在強勢權力下的族

群同化、族群通婚後認對於群體認同意識的轉變等等。 

     針對族群認同邊界的變化，情境論學派（circumstantialists）如 Abner Cohen、

Fredrik Barth 等，則主張人們的族群認同，依照對於經濟、政治、社會資源的爭

取、分配來變遷，其隨著自身所處的環境來選擇自己的群體認同。李廣均（1996）

也提，情境論強調共同生活經驗的累積是族群凝聚、形成的基礎，共同的生活經

驗會有助於利益整合、社會性網絡建立、及群體意識的形成。故而，我們可以看

到隨著空間的接近、職業的類似、或面對相同困難的遭遇等等，都可以是作為族

群認同形成與發展、轉化的要素。像是 Fredrik Barth 在討論「帕坦」(Pathan)人其

認同形成與轉變的過程中，可以發現隨著其與鄰近不同族群，如 Kafir、Kohistani、

Hazara、Baluchi 等族群接觸時，可以發現「帕坦」人，隨著地域接近、經濟文化、

資源等條件的不同，在面對各族群時有不同的調適方式，其在過程中捨棄「我族」

認同轉以認同鄰近接觸互動的其他族群（Fredrik Barth，1969）。此外，王雯君在

針對閩客通婚對於女性族群認同的影響文章討論中，可以看到女性在娘家原生族

群認同、與夫家差異的族群相互接觸時，可發現客族群邊界的變動。其指出，通

婚可能使得女性不得不犧牲自己原本的文化，而去適應更大的家庭（王雯君，

2005）。 

  在情境學派的討論下，可以發現族群認同為非普遍式的，其隨著不同政治、

經濟、文化、空間等脈絡變化與調整。然而，這樣的論點，似乎和原生論的預設

有相同的盲點，在於對於族群認同本質的預設。亦即似乎有一個已經存在的族群

團體，而社會中的族群認同，是去隨著那些團體形成、轉變。然而，我們要問的

是，這樣的族群體意識又是怎麼形成?他是先驗性存在嗎？故而，像是王甫昌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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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當代社會中被動員起來的族群認同、族群意識，其對於族群團體的範圍或界

線、文化與社會特性、及關於對手的論述等，通常涉及當代的需要，與過去有相

當的差異，就此而言，這些族群認同的內涵是新的「社會建構」結果。 

    客家族群的認同，特別是在長期受到霸權文化、政治權力、現代化、全球化

的侵蝕下，那種以原生情感上為依據的認同瓦解，並且其在現代社會中，客家族

群的認同，隨著在各領域的弱化、隱形化，也往往無法作為爭取利益的標的，此

時認同該如何在這樣的情境中形成？雖然不可否認，原生情感連帶的召喚、以及

隨情境變化的族群認同形成，但在當代社會的客家意識形成中，這樣的解釋似乎

不夠。這樣的思考，可以推向族群的建構論觀點來看。族群建構論（constructivism）

的討論，認為族群認同為社會建構的產物，其是可能會改變的非靜止狀態，故而

是種動態性的「發展過程」（許維德，2013）。B. Anderson 在其著作《想像的共同

體》（Imagined Communities）一書中，提到民族的出現，便是來自於共同的想像。 

民族是被想像出來的，因為即使是最小的民族成員，也不可能認識他們

大多數的同胞，和他們相遇，或者甚至聽說過他們，然而，他們相互連

結的意象卻活在每一位成員的心中。……區別共同體的基礎，並非他們

的虛假與真實性，而是他們被想像的方式。……民族被想像為有限的，

因為即使是最大的民族，就算它們或許涵蓋了幾十億的活生生人口，他

們的邊界縱然是可變的，友還是有限。……最後，民族被想像為一個共

同體，因為儘管在每個民族內部可能存在的普遍不平等與剝削，民族總

是被設想為一種深刻的、平等的同志愛（Anderson，2007:41-43）。 

    透過這樣的討論，可以看到族群認同的形成，來自族群內部成員的想像結

果，在彼此想像為共同體的過程中，族群認同的凝聚力量就此而生。不過，其想

像的方式又是如何來的呢？即言之，這樣的想像可能憑藉的又是什麼？語言、媒

介符號、文本論述的操作，會是一個召喚認同的要件。在 B.Anderson 的觀點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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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章雜誌、書籍在大量的機械化、商品化的生產下，使得語言被標準化，提供了

族群意識、民族意識形成的有利條件。故其提到，「資本主義、印刷科技、人類

語言宿命的多樣性這三者的重合，使得一個新型式的想像共同體成為可能」

（Anderson，2007:89）。此外，這種族群認同的建構，並不是任意扭曲或捏造，

而是提出一套完整的族群論述，這樣的論述亦會隨著不同的需要，選擇性的強調

或忽略某些史實來建構論述（王甫昌，2003）。因此，媒介符號在族群形塑、認

同凝聚、族群意識的形成中，可以發現具有一定的重要性。就此，以台灣客家作

為族群進行討論，其認同形塑與媒介符號操作的關係為何？ 

二、族群媒體與客家認同 

    台灣客家族群，在 1987 年前面臨國民政府統治的戒嚴時代，隨著國語政策

下方言的禁止、媒體上也無法聽見、看家客家身影、更無法讓少數族群作為發聲

平台，伴隨著現代化、都市化等，不論在政治、社會、文化、經濟上，使得客家

族群的處在相對弱勢下，客家認同漸漸裂解，並且「隱形化」。隨著，1988 年的

「1228 還我母語運動」，爭取客家族群自主發聲、文化尊嚴等權利，透過這客家

運動開端，打破了長期受到壓迫與禁聲困境。 

    然而，這樣抗爭運動的發起與客家族群媒介有著一定的關聯性。張維安便指

出，在《客家風雲雜誌》與其他社運團體的支持下，發動了以打破廣播電視媒體

壟斷、爭取語言文化資源合理分配為主要訴求的還我母語運動（張維安，2010）。

其內容以戲劇、歌謠、民俗文化、語言等等方式，進行客家語言文化保存，也讓

客家族群具有發聲媒介平台，並且在這樣的符號語言建構下，以作為召喚客家族

群凝聚認同意識的媒介。范振乾指出，客家風雲雜誌，試圖經由客家族群自己能

夠掌握的媒體，喚醒族群的自主性、權利意識，希求將逐漸流逝的母語撿回，以

及在社會中面對強勢的族群、權利的政權下，可以被更平等對待，客家運動訴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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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入點之一，便是從媒體著手，喚醒族群意識（范振乾，2011：420-421）。在此

之後的客家族群發聲管道、文化展演平台，隨著族群運動的全力爭取下，陸續的

設立出現，像是寶島客家廣播電台、客家電視台等。 

    其中，客家電視台便是在 2003 年成立的，全球第一個專以客語發音的族群

電視台，開播至今十餘年，透過製播不同的媒介內容，諸如：戲劇節目、偶像劇、

客家歌曲節目、新聞報導、微電影等，實踐保存客家文化、語言、及增加客家族

群媒體近用權的核心價值，並且希求能更增強客家族群的認同感。蔡佩在討論

到，客家電視台與客家閱聽人族群認同建構的關聯時便發現，客家電視台讓離開

客庄久居都會區、族群人際關係相較於客家庄疏離的都市客家族群，不論是會說

客語、還是不會說客語者，都有不同程度與面向的族群認同感提升（蔡珮，2011：

218）。透過上述討論，可以發現到族群媒介，作為族群認同建構與意識凝聚，有

一定層面的影響力。然而，正如前述在討論到族群認同建構中，B.Anderson 討論

的族群建構時，是透過共同想像的，這樣共同的想像來自於語言、符號的同一化。

那筆者想要問的是，這樣的族群媒界、文本、符號，所建構出來的客家是一個怎

樣的樣貌？陳清河，在談到客家電視台要增進群體內部的認同、以及其他族群的

認同，在內容上必須創造客家新形象，擺脫客家文化落後、守舊刻板的印象（陳

清河，2007：497）。這樣的討論，並非著重在預設客家必定存在著一個「新」的

客家，或者「舊」的客家，而是可以發現在不同社會情境脈絡下，透過社會符號、

媒介符號，去建構、去構連不同的客家想像。 

第二節 客家廣告與微電影 

一、廣告與台灣客家廣告 

    在台灣客家運動爭取族群發聲的過程中，客家委員會（2001 年）及客家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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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台（2003 年）的成立，即為希求達成、並實踐，族群權利的正義、保存傳承

其語言文化、凝聚族群認同與提升族群尊嚴等訴求。這些訴求在客家委員會、客

家電視台等機關、機構之成立宗旨中，都可以顯而易見該主張。像是行政院客家

委員會，為全球唯一的中央級客家事務專責機關，其便是以振興客家語言文化為

使命，建構快樂、自信、有尊嚴的客家認同為信念，以「牽成客家、繁榮客庄」

為目標，以「榮耀客家、藏富客庄」為願景（客家委員會，2014）。客家電視台

則以媒介內容傳播、行銷客家族群文化價值，並呵護客家語言之流傳，更希求增

進客家族群之媒體近用權力（客家電視台，2014）。在這樣的目標前提下，便透

過許多政策實踐來進行。像是，語言認證考試之舉行、客家特色產業、文化節慶

活動之舉辦、製播客語新聞、客家語文節目、客家歌唱比賽……等。客家電視台，

以媒介符號作為行銷傳播客家圖像之平台；而客家委原會在政策推廣過程中，也

無法全然脫離媒介符號作為行銷政策的重要性。舉例而言，客家委員會為推廣客

語學習及語言傳承，訂定初級、中級與中高級的客語認證考試，給予社會大眾不

論是客家族群亦或者其他族群進行學習參與。該政策活動的推廣，就透過影視廣

告進行大量的宣傳，像是 2014 客語認證考試《國父篇》、《字條篇》。故而，廣告

作為傳遞客家族群文化、族群意象、凝聚與認同之媒體類型，在上述機構、平台

中是一個常見的、重要的操作手段。 

    透過上述的討論，客家電視台與客家委員會的廣告，該族群媒體傳播，對於

客家族群的推展與建構有其特殊性與重要性。故筆者以其產出之客家廣告，作為

討論的主要對象。此外，針對客家廣告進行討論，除了界定出客家廣告產出的標

的對象以外，還必須要試圖了解，何為客家廣告?其所要進行傳達的意義為何?

怎樣的廣告可能會被分類為客家廣告？在理解上述問題前，一個重要的問題是，

何謂廣告? 

（一）廣告之意義為何? 

事實上，要定義廣告本身的意義並非件易事，不同的角度去看廣告，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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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經濟行銷面著手、還是從說服、認同進行切入討論，其意義也會不一樣。以一

般對於廣告的定義上來看，常常被引用的是 1963 年美國行銷協會對其之定義，

為「可辨認的廣告主，所提供的付費產品資訊，並且透過各種大眾與互動媒體，

以達到連結語說服廣大目標閱聽眾的目的」（Moriarty Mitchell Wells／陳尚永編

譯，2012：6）。在這定義中，可以看到「廣告」的幾個重要元素，除了必須有明

確的廣告主、以付費的形式進行訊息製播外，並透過非人際的媒體以達到，說服

閱聽眾與消費者。從上述定義來看，經由付費形式以完成廣告傳播，進而傳遞之

訊息，似乎偏向於經濟行銷的角度來解釋廣告。然而，廣告是否只傳遞與商業活

動相關之訊息? 

    針對此一定義，劉婷也指出，「廣告訊息不一定是商業訊息，其可以推銷商

品或服務，也可以是溝通觀念或傳達資訊」（柳婷，2005：10）。而 Wells、Moriarty、

Burnett 也提到，廣告是大眾傳播的一種表現形式，在其傳播角色上，除具有傳

遞訊息外，其也常扮演塑造形象的角色，以利在消費者心中建立起品牌的印象。

（Wells、Moriarty、Burnett 著、陳尚永、蕭富峰譯，2006：8）。就此而言，舉

凡形象推展之廣告、公益類型廣告、政治宣傳廣告等，用以傳遞、推展概念與認

知、意義建構等傳播方式都可謂之廣告。 

    再者，廣告之目的主要是刺激、變更或增強消費者的態度、想法和行為。未

了達到此一目的，需要有效地綜合行為科學、及傳播藝術（寫作、戲劇、攝影等），

行銷廣告人員，不斷地觀測消費者的態度、意念、好惡、需求及慾望（鄭自隆主

編、許安琪、樊志育著，2002：251）。在這討論中，可以看到廣告的推展，除了

端視消費者、閱聽眾的接收過程，其態度與認知狀況之外，還必須注意行銷、製

作端，如何來設定廣告文本與內容的製作?因為，這樣的設定往往會影響到閱聽

眾、消費者的接收程度。故而，廣告如何以順利運作、傳遞訊息?有賴於製作端

所設計的廣告訊息，是否得以獲得接收端、閱聽眾之青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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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故而，針對上述討論，Wells、Moriarty、Burnett 提到，「廣告是一種溝通，

由發訊者，即所謂廣告主設定目標，透過製作廣告、編碼，經由媒體通道，傳送

與產品有關的訊息給消費者，希望藉此引起注意，並試圖引起某種反應」（Wells、

Moriarty、Burnett 著、陳尚永、蕭富峰譯，2006：72）。柳婷也指出，傳播就是

共同經驗的交流，傳播者經由訊息，將想要表達的概念與想法價值觀與以傳送。

而傳播者必須注意，其表達方式必須落在傳播者與受播者經驗交集的地方，（圖

2-1）。就以廣告而言，必須充分了解消費者，站在其角度考慮訊息內容、表達方

式與說服力，才能協助傳播過程儘量落在雙方經驗範圍內，並引起受播者共鳴（柳

婷，2005：51-52）。 

 

圖 2-1、傳播過程的雙方經驗交流 

資料來源：柳婷，2000，《廣告與行銷》。台北：五南。 

    在這樣廣告意義的討論下，要理解青少年群體對於，客家廣告文本中，對於

客家族群意義、圖像的認知、想法與解讀，勢必要先去檢視，在廣告製作、策畫

端，是如何去觀察消費者、閱聽眾的需要?又或其所希求閱聽眾理解的客家意義

為何?即所謂如何在廣告的過程中引起共鳴、達到溝通的效果。 

    再者，從傳播藝術的文本端來看，所製作傳送的廣告文本，所要呈現與傳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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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客家圖像又為何?最後，透過對於廣告的文本分析，與製作端所希求傳達的廣

告文本意義相互對比，進而去探尋青少年族群對於客家微電影文本的認知與理解

為何? 

（二）台灣客家廣告與類型 

1、客家廣告意義的多樣性? 

經由爬梳「廣告」意義的相關討論，可以發現事實上客家廣告的內涵，不僅止於

經濟行銷層次的意義，亦包含非營利、公益目的之推展，特別是在客家族群、文

化之形象建構、文化推展與傳承。 

    從這定義來看，其雖然比較著重於產品行銷與利益取得，但不論是客家委員

會的族群文宣廣告、或給予客家電視台進行族群傳播，都是必須經由預算編列，

而實行的傳播活動實踐，並且若從宣傳客庄產業文化的部分來看，其亦具有透過

廣告而提升地方經濟之效能，故而，某層次上而言，是具有商業行銷的意義。然

而，蕭湘文則指出，廣告是任何營利與非營利單位，透過各種宣傳媒體所進行廣

而告知的說服活動（蕭湘文，2005）。從客家委員會、客家電視台之振興弱勢族

群文化、保存客家語言文化的目的角度而言，如羅元廷對於客家廣告的定義提

到，其具有實現政府第一部門的施政原則，保障客家族群生存權，並且也具有第

三部門非營利組織的公益色彩，透過地方文化節慶活動的隨附宣傳產業特色（羅

元廷，2010）。故而，客家廣告應該也是具有超越一般商業利益取向定義下的廣

告特質。除此之外，還需要注意的是廣告符號作為形塑族群意義認同、建構族群

邊界的媒體平台。 

  在現代社會中，電視廣告它不只反映了文化，甚至具有形塑文化的力量，並

且廣告的主要影響力量，與效果並不只是在它如何去說服消費者購買商品，而是

在它建構物質世界與符號世界之間關係的能力，並藉此傳達出一些社會文化的意

義（蕭蘋、陳志賢，2008：47）。而張錦華也提到，廣告已成為社會儀式，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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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塑符號意義，及文化建構效應（張錦華，2002：5）。正如在討論網際網路的

客家想像形成中提到，客家的意義是透過一種選擇、強調與詮釋的建構過程（王

雯君，2005：161）。客家廣告在現代社會中，其也是一種透過符碼操作，且進

行「客家」族群認同的想像與邊界建構的過程。 

2、台灣客家影音廣告之類型 

    客家委員會（2001）及客家電視台（2003），設立至今製作以傳播「客家」

作為內容之廣告，共計146則，如表２-１與２-２所示。其廣告內容大致可分為

兩大類，一類為「客家政策與文化活動行銷」廣告；另一類為「客家形象」廣告。

但這樣的分類需要注意的是，在以政策傳遞、文化活動行銷的過程中（例如:桐

花祭、義民祭活動、全國客家日活動等等），也是在進行客家形象的建構，透過

不同的符號去形塑出現代意義的客家為何。雖然，「客家政策與文化活動行銷」

廣告、與「客家形象」廣告，這兩者並不一定可以完全切割，但前者在傳播過程

中以偏重政策活動訊息、資訊的傳遞，而後者以傳達一種客家圖像、客家印象為

主要的訴求。 

  「政策與文化活動行銷」透過內容上所傳遞的訊息差異，又可細分為，「語

言推廣」、「文化節慶與活動行銷」、「藝文與其他活動推廣」。形象廣告內容，則

可分為「客家族群形象」、「客家委員會形象」、「客家電視台形象」廣告，如表２

-３所示。 

表２-１、客家電視台 2003－2014 年廣告 

時間 廣告名稱 製作 

2007 年 客家電視 Station ID 動畫形象短片-傳統篇 客家電視台 

2007 年 客家電視 Station ID 動畫形象短片-多元篇 客家電視台 

2007 年 客家電視 Station ID 動畫形象短片-綻放異彩篇 客家電視台 

2008 年 文化宣傳系列-2008 客家世界 MV 客家電視台 

2009 年 文化宣傳系列-客家共一家-時尚篇- 客家電視台 

2009 年 文化宣傳系列-客家共一家-遊子篇- 客家電視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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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 年 節慶系列廣告-天穿日篇 客家電視台 

2010 年 節慶系列廣告-元宵節篇 客家電視台 

2010 年 節慶系列廣告-端午節篇 客家電視台 

2010 年 節慶系列廣告-中秋節篇 客家電視台 

2010 年 文化宣傳系列-2010 客家世界 MV 客家電視台 

2011 年 節慶系列廣告-端午節篇 客家電視台 

2011 年 節慶系列廣告-元宵節篇 客家電視台 

2011 年 節慶系列廣告-中秋節篇 客家電視台 

2011 年 文化宣傳系列-2011 客家世界 MV-追尋篇 客家電視台 

2011 年 文化宣傳系列-2011 客家世界 MV-歡唱篇 客家電視台 

2012 年 2012 頻道 Station ID-北四縣腔 客家電視台 

2012 年 2012 頻道 Station ID-南四縣腔 客家電視台 

2012 年 2012 頻道 Station ID-詔安腔 客家電視台 

2012 年 2012 頻道 Station ID-饒平腔 客家電視台 

2012 年 2012 頻道 Station ID-海陸腔 客家電視台 

2012 年 2012 頻道 Station ID-大埔腔調 客家電視台 

2013 年 節慶系列廣告-桐花開、心花開 客家電視台 

2013 年 節慶系列廣告- 八月半 客家電視台 

2013 年 節慶系列廣告- 賞桐花趣 客家電視台 

2013 年 微電影系列-裝滿生活時光-延續自己的聲音 客家電視台 

2013 年 微電影系列-裝滿生活時光-跟你有秘密 客家電視台 

2013 年 微電影系列-裝滿生活時光-聊聊的好朋友 客家電視台 

2013 年 微電影系列-裝滿生活時光-懂你的密碼 客家電視台 

2014 年 文化宣傳系列-2014 客家世界 MV 客家電視台 

資料來源：《客家電視台影音中心》 

表２-２、客家委員會 2001－2014 年廣告 

時間 廣告名稱 

2004 年 2004 夏客囉！ 

2004 年 客家醫療無障礙-開始了篇 

2005 年 2005 客家語言宣導 

2005 年 都會客家系列-布袋戲篇 

2005 年 都會客家系列-計程車篇 

2005 年 都會客家系列-工地對話篇 

2005 年 客家讓台灣更豐富-哈客篇 

2005 年 好久不見 

2005 年 形象廣告:音樂文化篇  

2005 年 形象廣告:社會經濟篇   

2005 年 形象廣告:社會性別篇  

2005 年 形象廣告:公民社會篇  

2005 年 2005 客家桐花祭 CF   

2005 年 客委會-築夢計畫 

2006 年 2006 六堆嘉年華 

2006 年 2006 台灣客家博覽會 

2006 年 2006 桐花祭 

2006 年 2006 客家美食嘉年華 

2006 年 2006 客家大戲 

2007 年 客家歌舞劇 -「福春嫁女」 

2007 年 2007 客家博覽會-相片篇  

http://www.hakka.gov.tw/ct.asp?xItem=7279&ctNode=1956&mp=1925
http://www.hakka.gov.tw/ct.asp?xItem=27124&ctNode=1956&mp=1925
http://www.hakka.gov.tw/ct.asp?xItem=27113&ctNode=1956&mp=1925
http://www.hakka.gov.tw/ct.asp?xItem=27118&ctNode=1956&mp=1925
http://www.hakka.gov.tw/ct.asp?xItem=27121&ctNode=1956&mp=1925
http://www.hakka.gov.tw/ct.asp?xItem=27120&ctNode=1956&mp=1925
http://www.hakka.gov.tw/ct.asp?xItem=27119&ctNode=1956&mp=1925
http://www.hakka.gov.tw/ct.asp?xItem=27645&ctNode=1956&mp=19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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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 年 2007 客家大戲宣傳廣告-吳

湯興篇  

2007 年 2007 六堆嘉年華 

2008 年 六堆嘉年華 第 44 屆六堆

運動會  

2008 年 2008 客家桐花祭  

2008 年 97 年度客語能力認證中級

考試  

2009 年 台灣客家等路大街(98 年電

視廣告)  

2009 年 2009 第一屆客家特色商品

國際展 CF  

2009 年 98 客語能力認證  

2009 年 2009 客家桐花祭  

2009 年 臺灣客家博覽會篇 

2009 年 客家好親近-序曲篇 

2009 年 客家好親近-出遊篇 

2009 年 客家好親近-拜訪篇 

2009 年 客家好親近-招待篇 

2009 年 客家好親近-娛樂篇 

2009 年 客家好親近-求婚篇 

2009 年 客家好親近-結婚篇 

2009 年 客家好親近-家規篇 

2009 年 客家好親近-婆媳篇 

2009 年 客家好親近-新生篇 

2010 年 2010 客家桐花祭  

2010 年 2010 六堆運動會  

2010 年 客家兒童音樂劇_  

2010 年 2010 客家特色產業展  

2010 年 99 年度客語認證初級考試  

2010 年 客家好趣味-硬頸 

2010 年 客家好趣味-語言 

2010 年 客家好趣味-擂茶 

2010 年 客家好趣味-紙傘 

2010 年 客家好趣味-藍衫 

2010 年 客家好趣味-音樂 

2010 年 客家好趣味-好客 

2010 年 客家好趣味-美食 

2011 年 臺灣客家湯圓節 CF-(國語)  

2011 年 臺灣客家湯圓節-(客語)  

2011 年 客家兒童音樂劇_客語版  

2011 年 100 年度客語能力中級暨

中高級認證考試  

2011 年 2011 客庄十二大節慶  

2011 年 客家魅力嘉年華  

2011 年 2011 客家桐花祭  

2011 年 100 年度客語認證初級考

試  

2011 年 全國客家日  

2012 年 《客家好愛你》一、愛？

礙？  

2012 年 《客家好愛你》二、P。K   

2012 年 《客家好愛你》三、討。好   

2012 年 《客家好愛你》四、開。口  

2012 年 《客家好愛你》五、動物嘛

ㄟ通  

2012 年 《客家好愛你》六、以歌傳

情  

2012 年 《客家好愛你》七、心。意   

2012 年 《客家好愛你》八、告。別   

2012 年 苗栗客家文化園區_開園了  

2012 年 2012 客家桐花祭 CF- 溝通

篇(客語)   

2012 年 2012 客家桐花祭 CF- 溝通

篇(國語)  

2012 年 2012 客家桐花祭 CF-花開

篇(國語)  

2012 年 2012 客家桐花祭 CF-花開

篇(客語)  

2012 年 101 年度-全國客家日   

2012 年 2012 客家飯篼比賽-客語版   

2012 年 Hakka TAIWAN & HAKKA 

FOOD  

2012 年 苗栗客家文化園區_開園了 

http://broadcasting.hakka.gov.tw/files/171-1000-5400,r6-1.php
http://broadcasting.hakka.gov.tw/files/171-1000-5401,r6-1.php
http://broadcasting.hakka.gov.tw/files/171-1000-5401,r6-1.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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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年 幼幼客語闖通關-客語版 

2013 年 2013 客語能力認證中級暨

中高級(客語版) 

2013 年 2013 客語能力認證中級暨

中高級(國語版)   

2013 年 2013 客語能力認證-數位化

初級考試  

2013 年 2013 客家桐花祭 30s-客語

版  

2013 年 2013 客家桐花祭 60s_國語

版  

2013 年 2013 客家桐花祭 30s_國語

版  

2013 年 幼幼客語闖通關-國語版  

2014 年 2014-客語能力認證-國父

篇  

2014 年 2014-客語能力認證-字條

篇  

2014 年 2014 客家桐花祭(客語版) 

2014 年 2014 客家桐花祭(國語版)  

2014 年 幼幼客語闖通關(客語版) 

2014 年 幼幼客語闖通關(國語版)  

2014 年 來者是客（賣菜車篇） 

2014 年 來者是客（主廚篇） 

資料來源：《行政院客家委員會影音藝廊館》、《好客 ING 客家影音網路平台》 

表２-３、台灣客家廣告內容分類 

   廣告內容分類 舉例 

 

 

 

 

 

 

 

 

台 

灣 

客 

家 

廣 

告 

 

 

 

 

政策與

文化活

動行銷 

 

語言推廣 

2009 年客語認證廣告、2013 年幼幼

客與闖通關、2014 年客語能力認證

字條篇、國父篇 

 

文化節慶與活動行銷 

2010 年天穿日廣告、2011 年客庄十

二大節慶廣告、2013 節慶系列廣告

桐花開了篇、2013 客家桐花祭 

 

 

藝文與其他活動推廣 

2005 年客家委員會-築夢計畫、2009

年第一屆客家特色商品展、2009 年

福春嫁女音樂劇、2007 客家大戲宣

傳廣告-吳湯興篇 、2010 年客家兒

童音樂劇 

 

 

 

 

客家形 

象廣告 

 

客家族群形象廣告 

2008 文化宣傳系列-世界客家 MV、

2010 世界客家追尋篇、2009 客家好

親近、2012 客家好愛您微電影廣

告、2014 來者是客 

 

客家電視台形象廣告 

2007Station ID 動畫形象短片-傳統

篇、2007Station ID 動畫形象短片-

多元篇、2009 客家共一家遊子篇 

 

客家委員會形象廣告 

2005 年客家委員會形象廣告(音樂

篇、社會性別篇、公民社會篇、社

會經濟篇) 

http://broadcasting.hakka.gov.tw/files/171-1000-5510,r5-1.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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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此表由本研究繪製之表格。 

然而，事實上而言，上述形象廣告的內容展現上可將其細分為不同之類型，

但其以符號形塑形象廣告的過程中，也在進行著客家族群圖像的建構。舉例而

言，客家電視台 2009 年的《客家共一家-時尚篇》的廣告中，透過呈現客家花布、

藍衫在現代社會中的創新運用，製作成許多文創商品、服飾，並將客家傳統八音

的配樂改變其節奏融入廣告中，呈現出現代感、活潑感的客家想像。該機構將這

樣的類型，分類為「客家電視台形象廣告」，然而端視內容上的呈現可以發現，

其以客家花布、藍衫等，客家傳統意象符號，來操作客家文化在現代化中的創新

意義，事實上亦為呈現出客家族群的新圖像。故而，不論是客家委員會、還是客

家電視台，以希求傳播該機構為主要目的之廣告建構，在筆者認為，很難將其與

客家族群形象建構完全的區隔，因此在筆者的研究中，統一將其稱為「客家形象

廣告」。 

    而在網路媒體科技之發達、數位匯流之下，隨之該媒介特質帶來的是，如高

互動性；雙向、甚至多向的傳播……等。閱聽人透過網路社群平台，像是微博、

Face Book、部落格等，進行相互串聯、與連結、互動，不論是文字上的分享、圖

片的轉貼、影片的分享，甚至媒介使用者，也可以拍攝一段影片，經由分享轉載，

在多元的虛擬網路平台，傳散信仰與表述價值與信念。其中，微電影的文本形式，

便是在這樣的狀況下形成。各領域中，不論是在商業上、政府機構、還是公益團

體，都可見其使用。2012 年由客家委員會進行委外製播的《客家好愛您》影片，

其也開啟了，在傳播、宣揚客家族群文化；推展、建構客家形象與意義的「微電

影」傳播媒體文本類型，如圖 2-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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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告操

作類型 
舉例 

微電影 2012 客家委員會形象廣告-客家好愛您 

2013 客家電台形象廣告-客家微電影系列-裝

滿生活的時光(延續自己的聲音、跟你有秘

密、聊聊的好朋友、懂你的密碼)。 

圖 2-2、客家形象廣告操作類型－微電影 

資料來源：參考《行政院客家委員會影音藝廊館》、《好客 ING 客家影音網路平

台》、《客家電視台影音中心》，此表由本研究繪製之表格。 

    本研究焦點之一，便是針對於該「微電影」傳播類型中，客家族群圖像操作。

試圖去尋找如何透過這樣的媒體形式，進行客家族群建構與操作？其建構出來的

族群圖像是一個什麼樣的？然而，關於微電影傳播方式的特質、及客家微電影廣

告之特殊性，將在接下來的小節中進行敘述討論。 

二、微電影與其特質 

    近幾年，源自於中國大陸的「微電影」是相當熱門媒體傳播概念與形式，各

類部門、機構、團體等傳播，或多或少的使用上這樣的方式進行傳播。據胡光夏、

陳竹梅研究指出，在 2010 年底出現的「微電影」一詞，便是源自於中國大陸，

從網路的視頻網站到入口網站，專業的電視、電影導演、演員到業餘的人士，都

在嘗試微電影的產製。短短的時間內，其成為海峽兩岸中的夯辭彙，從商業廣告

片、選舉、歌手專輯宣傳、政府部門、公益團體與組織、甚至學生等無不搭上為

電影風潮（胡光夏、陳竹梅，2013：3-4）。在台灣、或者各地區的廣告傳播行銷

中，這樣的方式在實際的運用上，確實可看到許多的例子。 

    商業行銷運用上，2011 年全家便利商店推出的品牌形象廣告《永遠都想你

管我》，以多元消費平台現象、積極與歌手 MV 的合作、運用大銀幕的魅力，拉

客 

家 

形 

象 

廣 

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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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與青少年世代的距離，並且在眾多功能導向的便利商店廣告中，以其品牌、情

緒價值的溝通脫穎而出，此外，並運動多元媒介平台，透過線上觀看影片系統

PPS 的嵌入，精確的將消費者導回 YOUTUBE 全家專屬平台，其單月點擊次數便

達 180 萬人次（陳貝宇，2011）。 

    而在競選廣告部分，2012 年的總統大選國民黨與民進黨的候選者，也首次

推出以微電影廣告的方式，進行競選宣傳，分別推出＜愛情簽證＞與＜國旗女孩

＞；＜人生 NG 阿暉篇＞與＜人生 NG 阿花篇＞等四部微電影。李雯琳在該研究

中發現，這樣的微電影廣告，透過以感性包裝理性、並且透過劇情引起觀眾之共

鳴外，也將政見、政績置入於劇情中，透過感動之劇情溫暖閱聽人且藉此增加觀

眾記憶度（李雯琳，2013）。 

此外，在政府部門的政策推廣、區域行銷中，可以看到像是 2013 年苗栗縣

政府舉辦「苗栗樂活農業創意微電影大賽」、2014 年連江縣政府觀光局「馬祖觀

光微電影比賽」……等，都希求以微電影方式，行銷城市、推展區域觀光。特別

像是 2012 年澳洲旅遊局拍攝的行銷在地觀光微電影《再一次心跳》，在 Youtube

影音平台中，便創下數百萬的的點閱率。陳閔惠（2013）提到，《再一次心跳》

為澳洲旅遊局創造首例把觀光目的地置入微電影當中，透過亞洲人氣偶像羅志

祥、楊丞琳以浪漫唯美的愛情故事，進而演繹澳洲的獨特魅力，並結合視頻網站、

社交媒體與影視明星傳播優勢，等方式進行影像傳遞與串流。 

（一）、何謂微電影廣告？ 

    透過上述的討論，不難發現近年來透過微電影進行傳播的多樣性，然而，究

其根本，到底何謂微電影?其傳播的特色又是什麼?事實上，要去微電影的概念實

屬不易，在學術討上討論的文章也較少，大多為產業界、媒體雜誌上可以看到較

多的討論。筆者試圖透過其討論脈絡，進行其定義之理解。 

大多與微電影相關研究指出，隨著新興的媒體興起、普及化開始，「微」這

個字開始漸漸的衍生出現，從微小說、微博……等，而微電影一詞，正是來自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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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大陸（廖國鋒，2014；胡光夏、陳竹梅，2013）。故而檢視一下中國大陸最大

入口網站「百度」對微電影之介紹是有其必要性。微电影（Micro film），即微型

电影，其指運用在各種新媒體平台上播放的、適合在移動的狀態和短時休閒狀態

下觀看，具有完整策畫和故事情節的影片。此外，其主要具有的三微：「微時放

映（30-300 秒）」、「微週期製作（1-7 天或數週）」、「微規模投資（數千元、萬元

／每部）」（百度百科，2014）。 

    微電影將冗長的廣告精緻包裝，透過一種賣「故事」，而非強制將商品植入

消費者的腦中，使其產生牴觸之感受，取而代之則以故事傳遞愉快經驗，且依其

文本將品牌、圖像鍵入其中，透過故事性與觀眾的情感產生共鳴（廖國鋒，2014）。 

    微電影為廣告主為宣傳某個產品或品牌而拍攝成的一部完整故事影片，透過

情感球的方式，將產品或品牌訊息與欲傳達的理念融合於故事情節中，製作上所

需的時間、成本相對較低，並直接在網路上播放（姚建惠，2012）。 

    而微電影的故事、文本敘事，就媒介內容而言，其是經過影像（video）、聲

音（audio）的記錄擷取（recording）、剪輯過程（editing）所完成的動態影音文本

（motion picture）。其除了聲音與影像外，「微電影」正是指加上有敘事劇情、有

真人演出、有開場與結局的三項條件（汪子錫，2014）。 

    透過上述的討論，可以發現微電影廣告，其具有電影、影視戲劇與廣告之特

性，在文本時間長度上，相較於傳統的電影短、而比一般廣告之時間長，以類電

影的手法，透過影音剪輯成的動態影音文本，進行完整的故事敘事，廣告主將所

要傳達的意象、圖像等，置入於劇情中，閱聽人透過網路影音平台，直接點閱收

視。 

    此外，微電影與微電影廣告是否有本質上的差別？胡光夏、陳竹梅指出，在

行銷上，微電影是一個新型的行銷工具與平台，可說是傳統廣告、置入性行銷與

品牌娛樂的融合，微電影本身不只是一件產品，其內容本身就是行銷內容，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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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廣告與行銷實務界常將微電影等同於微電影廣告（胡光夏、陳竹梅，2013：9）。

就此來看，客家微電影，不也是以客家委員會、客家電視台等機關機構微廣告主， 

透過完整故事情節、符號敘事建立客家圖像，將其傳播。而這微電影，正式要行

銷的內容。 

    台灣文創發展基金會，在＜微電影產業的發展契機＞的文章討論中，對於台

灣現有的微電影進行分類，將其大致分成三類。第一類的「商業行為微電影」因

商業需求所發展出的廣告微電影，通常以動人的真實故事，將其商業行為隱藏於

故事的背後，以期建立企業所欲塑造的形象。例如，像是金融業推出的微電影廣

告，主因其銷售的產品均為無形商品，特別會運用感人或是堅毅的真實故事，來

建立關懷或是值得信賴的形象，如國泰金融的「天使之翼」。第二類「公益性質

導向的宣導微電影」，以某事件發生前後鮮明對比的影像，對觀賞者的心理產生

極大的反差，引起人們其所關注議題的共鳴。第三類「滿足娛樂需求的戲劇微電

影」以滿足人類心靈層面的需求，如劇情、動作、喜劇、冒險等等，實際上就是

一部短版的真實電影（台灣文創發展基金會，2013）。 

然而，筆者認為這樣的分類有其再做細緻討論的空間，以客家微電影廣告而

言，雖然其不以商業行銷為目的，但其行銷的，確實也是「以無形之商品」為主

要目的，該商品即為透過符號、敘事建立客家圖像。再者，同時客家在微電影文

本的符號、敘事操作建構的過程中，也常具有「滿足人類心靈層面的需求」，像

是在客家微電影廣告「客家好愛您」中，以親情為軸線，透過祖孫間語言、文化

的差異下，發生種種的誤會產生的笑話，在貼近生活輕鬆的氣氛中，進行客家形

象之宣傳。此外，客家族群在台灣之地位立於文化危機之狀況，透過政府部門與

相關機構之推展，如透過媒介、微電影之宣傳希求達到保障、提升客家族群之文

化，並且對於族群語言文化消失的警醒與反思，難謂不具「公益性質導向的宣導

微電影」特質。 

（二）、微電影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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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微電影可以在短時間內說一個完整的故事，其利用網路，像病毒般快速散播

的特性，具有行銷功能；而成功案例所展現的人氣和影響力，更讓許多想要利用

微電影做為新行銷工具的公私部門、各行各業躍躍欲試，更透過這個新興行銷載

具，活絡其他產業的經濟發展（中華民國微電影協會，2013）。由此發現，微電

影廣告形式，似乎在各領域的中都試圖希求透過這樣的傳播形式，進行廣告傳

播。那其究竟是在微電影廣告下什麼樣的形式特質使然?故而，了解微電影傳播

的特質是有其必要性。 

    在透過不同微電影相關的文獻檢視，筆者試圖對於微電影傳播形式的特質進

行爬梳與整理，大致可分成三大特點：「多元化的傳播平台與零碎化的移動收

視」、互動性、「分享性與病毒式傳播」、「類電影型態與故事性敘事下的體驗性、

感性、與娛樂性行銷」，就其特色分類，以下分別進行簡單的討論。 

１、多元化的傳播平台與零碎化的移動收視 

    隨著在全球化、現代化下，人們的移動越趨快速與平繁，而資訊獲取的習慣

也漸漸的以零碎、及時為要件。微電影的傳播形式，便突破了傳統電視、與電影

的時空限制，使得可以隨時觀看，像是行動裝置、社群媒體平台、入口網站、視

頻網站……等。特別是在網路影音平台的興起下（如：YOUTUBE），許立邦（2013）

的研究便提到，YOUTUBE 網路影音平台每個月全球便有 10 億人次瀏覽使用，

並且，廣告商往往將微電影上傳到該平台中，供閱聽人觀賞，以利節省製播成本，

依其點擊率觀察商品是否受到注目與產生話題。 

依據林姿吟的觀點，智慧型手機、平板電腦等新媒體掀起行動 3G 熱潮，網

友上網的時間被切割得更加分散與零碎，如何在這樣的零碎時間內快速吸引消費

者目光短暫駐留？影音數位內容是一個重要的契機，然而，傳統媒體所曝光的簡

短 30 秒廣告已無法抓住閱聽人目光，具有故事性、創意或獨特性的影片才能引

起網友們的共鳴，因此，10 到 15 分鐘的「微電影」，或是 5 分鐘內的手機短片引

爆這場「微革命」（林姿吟，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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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而可以看到許多的微電影廣告，也可以如電視單元劇一般，將其自成數個

單元劇，而這數個單元劇，彼此間卻又可相互串聯構成一部完整主題的微電影敘

事文本，這些微小的影視文本，便可嵌入個個入口網站、影音平台中，以供閱聽

人隨選觀看。像是，2012 年「客家好愛您」的客家形象廣告，便將其分成八個

小劇的極短篇。 

２、互動性、分享性與病毒式傳播 

    正如前所述，數位匯流下的影音特質，使微電影突破時空的多元傳播平台，

閱聽人可以透過網際網路，在行動裝置中、網路影音平台、社群媒體等，進行收

視。在這樣的機制下，提高了互動傳播的可能，口碑行銷、病毒傳播一般，進行

分享、參與及討論，也在這樣多方串連下，使得微電影的點擊率升高，達到訊息、

意象傳播之效果。 

    針對病毒式傳播，李佳指出，體驗、精準、互動是病毒式廣告傳播的核心，

希求能快速的複製並向更大範圍傳播，用公眾的積極性與人際關係，讓廣告訊息

能像病毒一樣傳散。而網路環境所具有的互動性、開放性、低成本，也使得其可

以在其中生存發展（李佳，2010：98）。而微電影正也在這樣的條件、空間下，

透過 Youtube、Face Book、微博網誌等等，平台進行傳遞。 

    而劉思佳對於微電影的互動性進行討論指出，微電影播放平台主要源自新媒

體，例如3G手機、平板電腦等，在收視過程不再受到空間和時間的限制，移動

通技術的普及讓大眾有随时接觸到網路媒體的可能。此外，微电影最大的特點就

是互動性與參與性。觀眾可以自由點播、暫停、回放、點平討論自己喜歡的作品， 

這種模式顛覆了傳統電影的封閉、單向的傳播方式（劉思佳，2013）。故而，可

以看到像是在一些網路影音媒介平台中(如:YOUTUBE，在收視微電影或其他影視

文本後下方便有提供留言、討論、分享轉載的區域（如圖2-3），彼此相互分享

與點評，並且透過人際網絡推廣傳送。 



28 
 

 

圖2-3、影音視頻網站中的分享討論與轉載 

資料來源：YOUTUBE 

    有許多的微電影廣告傳播的例子中，便可以看到這樣的互動性、分享性的傳

散情況。舉例而言，依據 Yahoo 媒體廣告創意副理胡馨任（2012）的討論，由

「Invisible Children」製作團隊拍的公益微電影廣告《KNOY 2012》，以接露反抗

軍 LRA 組織 Joseph Knoy 的惡行以協助無捉拿他，並建立國際公益。該微電影就

結合了社群媒體與其擴散效應。像是，透過影片分享、配合相關影片的出現，累

積的點閱人次衝破了上億人次，並且連結 Face Book 去做世界性的擴散，出現了

許多個國家、多語言的粉絲團，透過這樣的方式推展公益關懷。 

３、類電影型態與故事性敘事下的體驗性、感性、與娛樂性行銷 

  依照胡光夏、陳竹梅的討論，微電影在畫面、音響效果、與故事情節的開端、

進展、高潮與結束中，具有類似於電影的形式。其文本長度比一般電影短，以簡

短與吸引人具娛樂性、趣味與感動性的故事取勝。並且微電影廣告，以情感訴求

為主引起閱聽人之共鳴，透過故事進行說服與溝通、詮釋與建立理念價值，以達

到行銷傳播之目標（胡光夏、陳竹梅，2013：13-15）。微電影以短時間內述說一

個完整的故事，透過故事性的包裝，建構所要傳達的價值與意象。從 Gitomer

（2000）對於故事行銷的討論中指出，其具有幾個要件、準則，像是以故事建構

緊密關係、以感性的訴求、令人感動、懷念的故事等等，更為拉近、接近與閱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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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在李曉林的研究中便發現，城市微電影以城市為對象完成了紀錄、觀察和思

考，它以直觀、體驗、情感、敘事的方式完成城市品牌的承載和傳達，建立起城

市的鏡像。城市的傳播價值體現在影像介質裡的文化傳承、文化輸出和文化交

流。隨著微電影建構，指導、引導市民對城市的視覺、聽覺之意象，並以培養市

民認同（李曉林，2013：51-52）。 

    在實際的媒體實踐微電影廣告的操作例子中，可以發現到這樣以故事性訴求

建構形象之傳播的例子。像是全家便利商店，在 2011 年推出的《永遠都想你管

我》以青春偶像劇的故事情節來建構企業形象廣告。鄭曉智（2011）指出，該影

片主要是為了溝通品牌主題-「支援顧客的生活」，以別出心裁的方式來呈現「支

援」訴求，同時順應 20 世代娛樂化、偶像劇話題的主宰性，並且融入便利商店

的情境。這樣的內容，因為具有經驗上的鄰近性與熟悉感，容易讓內容說話、讓

觀眾共鳴（鄭曉智，2011：16-17）。此外，像是詮勢廣告創意製作團隊，在 2012

年製作的合作金庫人壽微電影《把愛留給最愛》，便是將房貸壽險的概念，轉化

為對中國人最重要「根」(房子)的概念，把這個「根」代代相傳，劇情中巧妙置

入失智老人的公益議題，也讓合作金庫在地老品牌的精神成功地跟觀眾緊密連結

在一起（鹿裔・米甘幹，2012）。 

    透過上述討論，可以發現微電影利用故事情節與劇情包裝，以情緒感性的敘

事，進行價值與理念的詮釋與建構， 用以反映閱聽眾生活，並隨著角色情節之

鋪陳發展，引導閱聽眾思緒回憶與自身之貼近關係，進而產生共鳴。 

三、客家微電影為何? 

    何謂客家微電影廣告?這樣的概念該如何去定義它？事實上，目前尚未有一

個明確清楚的意義存在。可能由於微電影廣告這樣的類型出現的時間較短，在各

個領域的使用中，尚未具有一個完整的體系；也可能是一般研究者的討論中，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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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廣告、影視傳播的類型界定上，微電影廣告的類型特質並不明顯，使得微電影

廣告的概念，涵蓋在其他概念之下，如短片、短劇廣告。 

    雖然如此，但客家微電影廣告的出現，隨著客家委員會、客家電視台等，以

捍衛族群權利、維護族群文化的機構團體，進行之推展，以其作為客家意義建構、

傳播的新類型，特別是在微電影廣告的特質與青少年族群的貼近關係層面上，筆

者認為有其界定之必要。試圖透過，經由前述對於客家廣告、微電影特質的論析，

以嘗試了解客家微電影廣告之意義。 

    透過前述的討論，可以看到客家微電影，是為眾多客家廣告的類型之一，經

由進行台灣客家廣告的分類、整理、歸納後，筆者將客家微電影廣告歸類為，以

推展、建構、形塑客家形象為訴求目的之廣告類型。 

    在微電影廣告的特質上，該以具有電影、影視戲劇與廣告之特性，以類電影

的手法，透過影音剪輯成的動態影音文本，進行完整的故事敘事，廣告主將所要

傳達的意象、圖像等，置入於劇情中，閱聽人透過網路影音平台，進行收視。而

客家微電影廣告，在這樣的特質中，便是以類電影的手法，以微時的文本製作，

並用故事性敘事進行客家形象之建構，透過網路之互動性作為客家文本、圖像之

傳散方式。 

    此外，依據如前述討論到，台灣文創發展基金會將為電影分類成三大類型，

「商業行為微電影」、「滿足人類心靈層面的需求」、「公益性質導向的宣導微電

影」。而筆者認為，客家微電影廣告，具有這三類的結合特性。在商業行為行銷

類屬上，其也是透過廣告主設定廣告，傳播客家符號意義，如以客家委員會委外

製播、客家電視台製播。而透過傳播「客家」所獲得的利益，可能並非是經濟上

的直接利益，可能是族群文化尊嚴、政治權利的提升，在某層次上而言，這樣的

獲益也是種利益的取得。再者，客家微電影廣告，透過以故事性敘事、感性敘事

所建構的文本，如以親情、愛情等，作為串聯之故事軸線，以滿足閱聽眾之心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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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感。而公益性質的層面部分，則是在客家族群，面對語言、文化、或其他弱勢

層面的弱勢情況下，以微電影廣告，作為推展、並提升對於弱勢族群的重視。 

    正如王雯君提到，客家意象因為「他者」的存在具有重要性，以及感受自身

現在處境的弱勢與不被重視，而讓客家自我開始有認同的必要，因為認同的需

要，而讓家自我開始建構「客家意象」（王雯君，2005）。而客家微電影廣告，正

是客家廣告的類型之一，以類電影的微時製作、微時文本，經由符號、故事性、

情感敘事，構築客家意象、客家之圖像，除了獲得情感上心靈之滿足外，並用以

提升族群利益、維護族群無尊嚴與存文化，達到對於客家族群重視之公益目的。 

第三節 青少年認同與微電影 

一、「世代」文化傳承:青少年認同之重要 

正如前所述，不論是客家委員會、還是族群傳播媒體客家電視台，在其成立

的核心關懷中，都關切著如何去進行客家族群文化的保存、延續與發展，推動客

家公共事務與提升族群認同與族群尊嚴。然而，少數族群的文化傳承與延續，在

社會變動、世代變遷、現代化等情況衝擊下，族群認同、集體記憶、文化意義對

該族群之重要性，也隨著世代的差異而受到淡化與裂解。 

在眾多探析族群文化面臨的困境文章中，便可發現「世代」的文化承襲是一

個重要的要素之一。像是張茂桂(2010)便提到外省二代的外省族群認同，隨著時

間、空間、歷史的變化等，逐漸的消失與瓦解。就其而言，隨著時空的歷史變動

下，族群文化認同與延續在「世代」差異中面臨挑戰。就此，端看原住民族群語

言、文化保存的例子上，王薪琇、王建台(2009)在討論布農族傳統文化的消失時，

發現除了導因於宗教的傳入外、還包括政府平地化漢化政策；台灣社會資本化、

工業化發展；新生代對於傳統文化及語言產生隔閡、喪失興趣等因素。而像是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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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體育活動文化的傳承，例如:爬樹、狩獵、載重物等，透過從小的訓練培養成

年後所需要的適應環境技能。此外，這些技能的習得，可能也與部分的傳統祭儀

文化的延續有著關聯性，像是在農耕休息時，進行盪鞦韆的活動，其盪的越高便

象徵來年小米的豐收、成長越好之意 （王薪琇、王建台，2009）。依此而言，對

於布農族群來說兒時的生活技能訓練與傳統文化傳承，不論在祭儀上、還是體育

文化的延續上都有著重要的影響性。 

   而洪泉湖（2003）在討論原住民族面臨的文化傳承與發展困境時，便指出在

漢化、全球化下，原住民青少年面對的文化認同混淆。像是在母語的承襲部分，

原住民青少年能說流利母語者，已經很少，在教育體制中雖然已進行母語教學，

但事實上母語對升學、就業無實質幫助下，青少年的學習意願與成效均不高。此

外，傳統部落中長老、巫師扮演著重重要的資訊、文化祭儀提供者、操演者的角

色，但隨著學校、媒體等替代傳播資訊機制的出現後，青少年也在這樣的情況下

面臨族群文化認同的困境（洪泉湖，2003：44-45）。 

    故而，族群文化之傳承與延續，「世代」之族群認同與文化承襲，是一個具

有重要性與值得深究之焦點，特別是在青少年群體的認同部分。徐君臨（2008）

便指出，原住民青少年的母語使用、學習以及延續等問題，皆是影響著台灣南島

民族文化永續發展之關鍵。其以原住民青少年為研究對象，透過其母語使用場

域、母語之流利情況等，試圖了解台灣原住民青少年所面臨的母語處境。其便發

現，青少年之母語能力高低與其居住地區、求學環境等有關，並且隨著年齡層的

降低其母語能力遞減（徐君臨，2008）。 

而其重要性也在於青少年時期，為自我認同形成的重要階段。Erikson （1963）

對於認同的形成便提到，認同危機是青少年時期所面臨的挑戰，而若能在認同危

機上或的解決，可能會有較穩定的自我概念與信心。郭貞（1994）則認為青少年

時期為一個徬徨的時期，在思想、身體、生活領域等層面都歷經轉變，其不斷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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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我是誰？這也就是青少年的認同危機。透過體會這個思想程序，以達到認

同實現的較高標準，在各政治意識形態、宗教等提出明確的抉擇（郭貞，1994：

103）。在這樣的討論中，可以發現到青少年時期的認同形成與確認，對於日常

生活、生命歷程有一些重要的影響性，在身分認同確認過程中，定位自我、實踐

自我價值。 

    換言之，在青少年認同發展過程中，可作為多種認同發展形成的關鍵階段之

一，其亦可作為該族群意識認同形成之重要階段。王明珂（1997）也進一步指出，

青少年的社會記憶，影響著一個世代的人群政治、社會價值最重要的經驗與記

憶，常發生在這世代個人的青少年時期（王明珂，1997：150-152）。故而，值得

我們思考的是，族群之歷史記憶、社會記憶如何來延續到青少年的記憶中？其如

何產生族群歸屬、族群認同？此外，更重要的是，青少年時期為重要認同形成時

間點、並作為重要文化延續之群體，那對於這樣的族群記憶、社會記憶的延續方

式，青少年是如何去認同？如何去理解與詮釋？ 

二、青少年族群政策的實踐 

    有鑑於對青少年世代文化傳承與延續的重視，舉凡客家委員會、客家族群媒

介平台等，該與客家族群相關機構場域、政府部門，皆在對於客家文化保存與延

續中，朝著這樣的方向努力。 

    於 2014 年 8 月新接任客家委員會事務的主任委員劉慶中，便在其未來進行

委員會的客家事務推展工作之願景中，第一點就提出了希求提升客家青年對於族

群文化延續與重視。主委指出，「找回青年，傳承客家，激起客家青年的熱情與

使命，願意傳承及發揚客家文化，因此本會將擴大培育客家青年領袖，並扶植客

家產業、客家流行音樂、舞蹈、傳統戲曲及其他藝文等各類青年人才，進而輔導

其創業；同時在大學校園中鼓勵成立客家社團，也積極獎助青年學人從事客家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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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客家委員會網站，2014）。 

在客家委員會成立（2000）至今（2015）的政策推展中，有許多針對於客家

青少年培育的相關政策，如表 2-4 所示。 

表 2-4、客家委員會青少年相關政策 

政策 

名稱 

要旨 實施對象 

 

 

客家委

員會築

夢計畫 

客家委員會為鼓勵客家青年參與海外客家事務、多

元文化發展、藝術專業領域之國際性參與計畫，藉

此培育客家人才，拓展國際視野，提升客家的能見

度，以帶動客家發展。 

年 滿 十 八 至 三

十五歲，具有客

家 血 緣 或 客 家

淵源，且自我認

同 為 客 家 人 並

具 客 語 溝 通 能

力 之 中 華 民 國

國民。 

 

 

 

 

 

客語認

證考試 

1、 為落實客家文化傳承之任務，自 94 起開辦客

語能力認證初級考試；自 97 起增以中級暨中高

級考試。 

2、 為提升國中小學學生學習客語之興趣，及參加

客語認證考試之意願，本會於 98 年 11 月 20

日訂頒「獎勵客語績優國民中小學學生獎學金

作業要點」，自 101 年起已擴大範圍至高中職以

上學生， 

通過認證均可獲頒獎學金，初級、中級、中高

級，分別獎金為 1 千、五千、一萬元。 

3、 凡 19 歲以下考生一律免收報名費（僅需繳納

資料處理費）。 

1、 獎金補助:  

凡通過客語

能力認證之

國中小學學

生；高中職

以上學生。 

2、 認證考試

減免:  

凡 19 歲以下

考生。 

 

 

 

 

客語生

活學校 

 

1、 為營造校園客語學習環境生活化，創造師生以

客語互動機會及提升學童聽講客語興趣與自信

心，訂頒「客家委員會推動客語生活學校補助

作業要點」，據以推動學校客語生活化。 

2、 提供客語生活學校學童有互相觀摩的機會，94

年度開始辦理「全國客語生活學校成果觀摩

賽」，於 102 年度更名為「全國中小學客家藝文

競賽」，透過客語歌唱、口說藝術或戲劇的表演

方式，保存並傳達客家文化豐富之內涵，奠定

公私立國民

中、小學、幼稚

園及托兒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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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語向下扎根之基礎，期盼藉由競賽活動，讓

年輕學子展現客家熱情與青春洋溢之活力，綻

放出客家豐沛的新生命力。 

客語薪

傳師 

 

為落實客語傳承與永續發展，自 98 年度起推動「客

語薪傳師」制度，透過補助辦理客語薪傳師傳習計

畫，整合客語薪傳師、家庭、學校及社區的力量，

廣開客家學堂，傳習客家語言、文學、戲劇及歌謠 

每班 19 歲以下

之 青 少 年 或 兒

童 占 二 分 之

一，為主要傳習

對象。 

資料來源：參考客家委員會網站，表格為本論文繪製。 

客家委員會的築夢計畫，便是希求進行人才培育，鼓勵客家青年拓展國際視

野，帶動客家族之發展。該計畫將實施補助之領域分成三大類別，客家事務類、

多元文化類、藝術類，從海外客家事務推展、社區營造、藝術文化之學習，舉凡

能增進專業知能之事務，使青少年能在不同的領域中學習與觀摩。該政策之實施

對象，便是以年滿十八至三十五歲，具有客家血緣或客家淵源，且自我認同為客

家人並具客語溝通能力之國民為要件。 

而客家語言文化保存之相關政策中，也可以見到於青少年群體推展的努力。

像是「客語生活學校」的建置，以公私立國民中、小學、幼稚園及托兒所之學童

為實施對象，透過校園布置競賽、各種活動，如歌唱、口說藝術或戲劇的表演方

式，保存並傳達客家文化豐富之內涵，以奠定客語的基礎向下扎根。在「客語認

證考試」考試部分，自 94 年開辦之今進行初級、中級、中高級的語言認證，便

對於認證通過之國中小學學生；高中職以上學生，進行獎金之獎勵，其中針對

19 歲以下考生，進行報名費用的減免。 

在「客語薪傳師」政策的部分，雖然其資格認定，並非以青少年、或者以年

齡作為薪傳師資格認定考量要件，然而，在客委會公布之實施要點中明示了，客

語薪傳師教授之對象，該每班 19 歲以下之青少年或兒童占二分之一，為主要傳

習對象，故而也可以看到在語言文化傳承上對於青少年群體進行的努力。 

    此外，在影視傳播方面的努力，葉德聖（2013）指出，2009 年由客家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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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由八大電視台製播的偶像劇「美樂加油！」，以將客家圖像置入於文本中，以

讓時下青年人了解客家文化（葉德聖，2013）。客家電視台，也推出各類的青少

年偶像劇、時下流行的歌唱比賽節目（如：熱鬧打擂臺），貼近青少年之生活。

在其網路影音平台中，也在節目類型界定之分類中，將以青少年為收視群體所製

播的節目類屬，將其標示出來，如圖 2-4 所示。 

 

圖 2-4、客家電視台影音中心－節目類型分類 

資料來源：客家電視台影音中心 

    故而透過上述討論可以發現，台灣的客家族群相關機構、場域，所進行在保

存與延續族群文化、提升族群尊嚴與認同之建構……等，相關政策實踐方面，對

於青少年群體所載具的使命、與對其重視程度可見一般。 

    然而，筆者認為，還必須注意到的一點是，政策之制定往往多為透過政府部

門、或相關上層機構、機關，由上而下的操作進行，不論該政策之推展，希冀達

成什麼樣的目的與效能，如客家青少年相關政策上，以透過客語生活學校之建

置，針對該施行對象，來提升客家語言之使用與文化之傳承。而實質上，該群體、

或以此客語生活學校政策而言之青少年群體，又是如何來看這樣的政策?什麼樣

的施行方式或者措施，更能貼近青少年群體想要的?故而，筆者認為青少年族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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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主體詮釋，如何來認同、理解這些，以建構族群認同或永續保存族群文化的相

關政策操作成為一個重要的討論焦點。 

三、青少年媒介使用與微電影的關係 

    在前一節的討論中，提到微電影的特色與特質，強調其具體驗、娛樂的故事

性文本敘事；並且以多元的網路平台最為微電影傳播之主要平台，進行移動性收

視與互動式、分享式傳散。而這些特色，正與時下青少年的媒介使用習慣相近，

有著密切的連結性。 

    從網路與青少年使用媒介習慣之層次來看，依據陳俞霖（2002）網路同儕形

塑對青少年影響的研究中便指出，網際網路蓬勃發展後，對於網路世代青少年之

休閒活動結構影響亦將產生取代的效果。網際網路的便利性、跨國界、以及 24

小時開放的互動特性，讓青少年無論任何時間只要想上網，都可以即刻利用網路

的媒介特性，帶給他所需要的滿足（陳俞霖，2002：173）。事實上而言，從時下

年輕人常用的 Face Book、微博、甚至是行動裝置的互動軟體，如 Line、what’s app 

等，在日常生活的使用上（如：捷運、公車、路邊），都很受到年輕族群朋友的

喜愛。 

    在一些相關針對網路使用的相關研究中，如張玉佩（2013）以數位遊戲是新

世代年輕人共同經驗，作為假設，去端看透過傳播科技而產生的人際互動，是否

可能凝聚出新的社會資本。黃莉君（2008）則從網際網路的發展興盛下，促使網

路遊戲成為青少年重要的娛樂活動，去檢視青少年參與線上遊戲的影響，該研究

顯示出青少年在線上遊戲上所感知的，正向情緒、正向影響的平均值，高於負向

影響，如樂趣、興奮、成就，且間接提升溝通解決問題之能力等。透過這些討論，

都可以發現到，以年輕族群視為討論網路科技使用的主要對象，及年輕族群與網

路連結性之間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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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據財團法人臺灣網路資訊中心於 2006 年-2007 年，以行政院主計處公布

2006 年的人口統計數之台灣地區 23 縣市，共計 7,357,982 家戶，為抽樣母體，

使用分層隨機抽樣，3,199 份有效樣本，抽取 12 足歲以上之民眾為受訪者，依

據年齡、居住地、型別等，調查網路使用情形。該使用網路之情況、比例，依照 

該報告提供之網路使用人數推估比例之圖表，如圖 2-5 所示，及筆者擷取調查報

告之部分並繪製表格，作為本研究參考之依據，如圖 2-6。 

    從該調查表來看，台灣地區 12 歲以下之民眾約有 196 萬人曾使用過網路；

12 歲以上之民眾有 1,326 萬人曾使用過網路；總計 0-100 歲之民眾有 1,523 

萬人曾使用過網路，如圖 2-5。 

 

圖 2-5、台灣地區上網人數比例推估 

資料來源: 財團法人臺灣網路資訊中心 

   依照該人口比例，進行各年齡層使用之比例推估，以「16-20 歲」最高，佔 94.74

％（156 萬人）；其次為「12-15 歲」，約佔 94.65％（118 萬人）；再次之為「21-25 

歲」，約佔 92.10％（169 萬人）。 

    而在「行動上網」之部分，在使用年齡層分布上，也是以 16 歲 35 歲之使用

年齡層為主要，依照其顯示「16 歲～20 歲」、「26 歲～35 歲」、「21 歲～25 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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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佔 19.26％、17.74％、15.69％，如表 2-5 所示。 

表 2-5、台灣 12 歲以上人口上網情況 

網路種類/年齡層  

(使用比例) 

寬頻     行動上網    該年齡層 

總上網人數推估 

12-15 歲  85.29% 9.15% 94.65% 

16-20 歲  91.40% 19.26% 94.74% 

21-25 歲  87.90% 15.69% 92.10% 

26-35 歲  82.67% 17.74% 87.86% 

36-45 歲  69.85% 8.76% 74.33% 

46-55 歲 53.33% 1.83% 57.17% 

56 歲以上 13.59% 0.62% 16.60% 

資料來源：財團法人臺灣網路資訊中心，表格為本研究繪製。 

  針對財團法人臺灣網路資訊中心所做之調查，台灣 12 歲以上的網路使用情

況與比例，透過數據的顯示，可以明顯看到網路得使用，青少年族群總是以佔有

較高的比例。而微電影廣告的播放平台，正是以網路平台作為主要的管道，不論

是移動收視、還是透過網路平台進行相互傳散分享，微電影廣告以網路媒介的傳

散模式，與青少年族群的媒介使用習慣之關聯性是一定的相關性。 

    Bobby（2011）便指出，廣告、行銷如何增強「投入」，也就是為增強參與感、

與某物產生關聯成為一個重要概念。「投入」來自以特定方式來體驗某物，及所

謂的體驗消費的方式，這樣的體驗，使得消費者意識到了他在生命中所發生的

事。此外，其也提到我們不應該只把媒體當作被動的載具，因為消費者會看到內

容，跟消費者接觸的不僅是廣告，還有圍繞廣告的媒體內容，媒體產品的新聞內

容、娛樂內容帶給閱聽人的愉悅、體驗，也是可會影響到廣告。其中，有趣的故

事往往都是很好的策略，這是因為故事能抓住觀眾注意、和觀眾建立良好關係

（Bobby 著、陳雅汝譯，2011）。 

    而微電影廣告，正是以說故事的方式增強閱聽人對於廣告的投入，增加日常

生活常見的情節、周遭的人、事、物，建立與媒介內容的親近性。如，常見的透



40 
 

過愛情故事、親情故事，情感敘事為主軸所建構的微電影文本。雖然，這樣的為

電影故事敘事特質，不僅僅只針對青少年族群之媒介使用習慣，然而，不可否認

的是這樣的方式卻也對其有增加，對於廣告內容投入之可能。 

    故而，透過上述的討論，微電影的特性不論是其以網路作為傳播平台之特

性、還是該文本故事性敘事之特性，與青少年族群都有著一定的相連結性，隨著

對這些傳播特性的著重，在廣告資訊的行銷上，微電影廣告的媒體傳播類型，可

能更能貼近青少年、並且增加該群體之近用可能。然而，筆者試圖也想去了解，

客家的微電影廣告之操作，是如何透過這些特質貼近青少年族群？操作的方式多

以什麼樣的故事敘事為主？再者，這樣的故事敘事方式，青少年族群又是如何去

看待?其有真正貼近青少年所期望的價值嗎？ 

四、媒介文本與閱聽人研究 

  在台灣客家運動的脈絡下，經由客家委員會、客家電視台等，機構、機關之

建置與制度的推展，以振興、保存延續族群文化為其要務與責任。透過媒介，以

傳播、建構「客家」，以希冀達到延續客家族群之文化、提升族群形象、認同、

與群體意識之凝聚等。文化之傳承，以「世代」延續為具有一定的影響要件下，

注意到如何吸引青少年群體之認同，是相關單位重視之所在。 

    在網路科技發達之下，經由新興的「微電影」廣告傳播方式，不論是政府、

商業、公益團體等，在廣告推展的過程中，這樣的形式也具有一定的運用比例。

在客家族群文化的傳播脈絡上，微電影之傳播形式運用，也希冀更貼近閱聽人、

社會大眾，而提升族群認同、形象，進而達到族群之正義。故而，本文的重點討

論之一，便是要去探析該文本所建構的客家圖像為何?然而，這樣的討論下，似

乎也存在著一個預設，即該媒體文本所傳散的對象、社會大眾，或者是所謂接收

訊息的閱聽人，是一種被動的接收該媒體文本所建構的「客家」圖像與意義，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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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客家」的認知、形象、與認同等，便會提升、並且如符號所建構的想像一般。 

    因此，在族群文化傳播的層面上，對於媒介文本、訊息的接收者，即所謂「閱

聽人」，是如何去認知與理解這樣的建構，是有其需要更進一步的去了解。 

    閱聽人為何?顧名思義其為，在日常生活中，暴露在媒介文化下，欣賞各種

文本，諸如，電視節目、電影。或是對媒介文本、文化做出反應的人們（Stokes

著、趙偉妏譯，2008：178）。然而，在這樣說明下，閱聽人事實上顯得不夠明確。

閱聽人只是等於文本、媒介文化接收者?這樣對文本做出的「反應」是有哪些層

次的區別?這樣的模糊性也顯現在閱聽人研究的脈絡中。盧嵐蘭提到，學術研究

中的閱聽人，常出現一種不確定，閱聽人可以說是一種「建構」的產物，屬於一

種概念建構（盧嵐蘭，2008）。因而，從不同的角度再現、定義，會有不同的閱

聽人理解。 

    就傳播研究領域中之閱聽人研究而言，大致可將其分為，以行為主義為主的

效果研究、及文化研究取徑。前者以一種較機械化的假設與測量方式，將閱聽人

視為，承受媒介刺激即會有所反應的物體，去看媒介內容是否使得閱聽人，在認

知、態度、行為上有所改變。後者，則重視文本意義與閱聽人間的意義協商關係。

並且閱聽人在文化研究領域中，其大致又可分成三個研究取向，如下：（張錦華，

2002：16-38）。 

（一）結構決定取向 

    其為立基於主體的形成，是一種經由結構的、巨觀的、決定論的方式進行塑

造、與建構。在此脈絡下，閱聽人被當成是被動的、必然受到外在社會、結構、

文本的宰制。例如像是，早期文化研究，便有引入法國結構主義學者 Louis 

Althusser 的意識形態理論，從而去看電影、文學文本符號，如何建構主體，並且

其如何被召喚，進入文本所建構的主體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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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相對主動的閱聽人 

     然而，閱聽人面對結構、文本的主動性可能在哪裡?英國文化研究學者 Stuart 

Hall 從語言符號具有複向指涉、與多樣性的觀點，發現符號意義並非完全固定

不變的，進而開啟了主體主動詮釋的空間，即閱聽人具有主動構連符號意義的可

能。而將主體對於既有論述的解讀，可能採取三種解讀情況，優先解讀（preferred 

reading）、反對解讀（oppositional reading）、協商解讀（negotiated reading）。在 Stuart 

Hall 針對符號意義的解讀中，閱聽人具有一定的主動詮釋性，但這樣的主動性，

卻是相對主動的。因為，在詮釋的過程中，優先的、霸權的解讀仍然「在場」，

並且在其討論中也表示出，主控意義結構仍具有較高的影響力。 

（三）多義解讀下的閱聽人 

     美國文化研究學者 Larry Grossberg 將主體定位成「流動、片段與衝突」，其

面對一種結構、文本建構時，往往有多種意義的詮釋，其不必然被操弄。因此，

閱聽人在面對文本時，經由多義的詮釋，進行意義的構連與轉化，拆解既有結構

之規範與規則，更進而可能從中得到愉悅。 

    經由上述的討論，可看到閱聽人，從被動的、穩固的符號、文本意義建構，

到主動詮釋與意義取用的轉化。本研究的問題焦點，便是從客家相關機關、機構，

透過媒介、媒體、文本由上而下的傳播與建構客家圖像與意義切入，去檢視其試

圖傳達的「客家」為何？而在閱聽人多義解讀的研究轉向中，便也開啟另一個更

重要的思考，即在面對由上而下建構的符號與意義，閱聽人確實會如實的接收

嗎？那閱聽人在面對這樣的情況時，是如何去解讀與詮釋的？ 

    雖然，本文試圖以閱聽人多義解讀的意義詮釋脈絡去說明，客家青少年是如

何進行文本意義的詮釋、認知、理解?但事實上，多義解讀卻也不是任意性、無

限上綱的主體詮釋，因而完全忽略的社會結構脈絡的影響。像是 J.Stokes 指出，

其反對文本多義是指閱聽人可以任意的詮釋文本，其舉電視節目<白宮風雲>（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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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st Wing）為例，可能節目文本所呈現出的是自由、與愛國，然而可能被具有

不同價值與信仰的閱聽人，解讀為法西斯主義的宣傳（Stokes 著、趙偉妏譯，2008：

187）。此外，林芳玫提到，我們不能將解讀錯誤、與消極的不合作，視為具有對

於結構進行解構之作用（林芳玫，1996）。因此，本研究在探析客家青少年對於 

該文本符號的意義詮釋時，必須注意到不同的社會背景、與該情境脈絡。 

第四節 客家族群文化再現與其相關媒介研究 

一、客家傳播研究與文化再現 

（一）客家文化與媒介符號再現 

正如前章節所討論，媒介透過符碼、符號、論述，建構我們想像這個世界，

「客家」，也正透過媒體傳播以再現、建構一種族群想像與圖像。諸如 Branston and 

Stafford 指出，「媒介賦予我們想像某特定團體的形象與方法，於是這些團體如何

被他人了解、賦予合法性，這些印象與方法皆有實質的影響」。(轉引自 Marsha 

Jones、Emma Jones 著、楊意菁、余陽洲、宗育文、洪惠芬譯，2006：104)。 

    而 Lisa Taylor、Andrew Willis 也提到，媒介再現，經由符號選擇與意義建構

的過程，透過不同符號予以組合，進行表意活動，表達抽象複雜概念，並產生、

製造意義的實踐活動。（Lisa Taylor、Andrew Willis 著、簡妙如等譯，2002：39-40）。

是故，「客家」透過媒介再現之意義建構，形成群體成員共同想像之圖譜依歸，

藉此使其形成可供辨認、溝通概念與意義。 

    此外，彭文正也提到，客家意象的傳達，在電視影音媒介上，透過發音、畫

面，將閱聽眾的感知連結在文字、符號、圖像等層面上，在收視過程中可能產一

種涵化的作用。故而，要理解客家意象的形成，在解碼媒介中的客家訊息之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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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其一定的重要性。(彭文正，2009)。 

    然而，我們要問的是，族群傳播媒介平台，在多數的建構與再現中，「客家」

的圖像與所謂可供群體辨認的意義體系，是為何者?是什麼樣的概念? 

(二)客家媒介研究：現行媒介符號再現之客家意象  

    經由前述討論，客家族群文化經由傳播媒介，透過符號再現與建構，形塑「客

家」意義。而在不同傳播媒介平台，舉凡：新聞報紙、廣播、電視、電影等，其

又是如何進行該客家圖像、意象之建構呢? 

    彭文正，在＜客家媒體與客家意象＞的文章討論中，以台灣幾大報紙(自由、

中國時報、聯合報、蘋果日報)文探悉文本對象，進行客家意象之分析，其研究

中發現，在客家文化形象類目之分析裡，以「客家精神」的強調、「飲食習慣」

為較高比例的呈現。而該「客家精神」的再現，則以「刻苦耐勞」、「硬頸」、「節

儉樸實」、「傳統保守」為主要知呈現。此外，在該分析之各大報紙中，諸如「客

語、母語」、「桐花」、「美食」、「義民」等詞彙，皆為客家相關報導時常出現的熱

門字眼。(彭文正，2009：172-198)。 

    孫榮光《客家、媒體、再現》一書中，其以論述分析，針對台灣電視綜藝性

談話節目的客家再現進行討論，依然著重於「客家精神」精神特質的呈現，像是

小鐘在《康熙來了》節目，以客家一哥自稱，建構與強調客家精神形象的「節儉」、

「硬頸」。而這些印象，也在不同節目如《國光幫幫忙》、《冰火五重天》等，透

過客家籍來賓的參與討論、主持互動、生活經驗分享，坐實與穩固了該客家精神

的文化意象。（孫榮光，2010：176-213）。 

    國立聯合大學客家語言與傳播研究所，鍾君勵（2009）碩士論文＜「大苗栗

客語新聞」客家族群相關報導之內容分析＞，該以針對兩百多則的客家族群相關

之報導，依進行客家形象的分析，除了部分針對以「勤儉持家、刻苦耐勞」、「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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頸精神」、「重視傳統風俗」等，客家精神之文化再現外，發現該以側重「生計、

產業文化」之再現為要，其包含「桐花祭、新客家歌謠、生活藝文、客庄嶄新產

業」等。 

    姜如珮(2002)，文化大學新聞系碩士論文，＜台灣電視中之客家意象：公視

「客家新聞雜誌」之個案研究＞，針對三百多則的報導進行分析，該主題之設定

上，以客家飲食作為「客家」展演形式有較高的比例（23.8%），其次是客家建築

（12.9%）的相關報導。客家人之價值觀報導呈現，分別以「積極進取」、「勤儉

刻苦」、「崇尚自然」為主要價值觀之特性。（姜如珮，2002）。從該研究進行之訪

談內容可以發現，飲食文化與客家特性的相互接合（例如：客家=擂茶、福菜等），

與媒介製作端之文本設定有著一定的關係。該公視新聞雜誌記者賴淑敏提到，多

以美食報導方式呈現，與觀眾興趣、美食在畫面呈現上較具吸引力有關。（姜如

珮，2002：72）。 

    古佳惠在其研究中，針對不同媒介管道進行該客家意象之探討（如表 2-6），

發現客家族群精神特性，為最常被提及之客家意象，其中不乏常見的「硬頸」、「勤

儉」、「傳統保守」、「刻苦耐勞」、「純樸」等；再者，飲食也是經常被提及作為客

家意象之表現，像是以米食為中心的各項製品，如粄條、紅粄等。其他意象則像

是，民俗節慶與信仰（如伯公、義民、桐花祭……等）、客家歌謠樂曲與戲劇、

客家經濟產業與創意產業（茶業、菸葉、花布、藍染）……等（古佳惠，2010）。 

表、2-6 不同媒介之客家意象討論 

媒介

種類 

族群特性 飲食 其他 

報紙 勤儉、純樸踏實、樂情、親切、

刻苦耐勞、傳統保守。 

美食(常見

詞彙) 

客家話、桐花、義民、族群。 

電視 積極進取、客可耐勞、崇尚自 米食 夥房建築、客家活動與產業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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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慎終追遠。 動、客家八音、風俗習慣。 

廣播 飲水思源、耕讀傳家、硬頸精

神、煞猛打拼、勤儉、節儉、

保守、害羞、小氣。 

桔醬、冬瓜

封、玻璃

封、米食文

化、粄類。 

客家語言、祖籍移墾與源流、

祖先與信仰(伯公、掛紙)、產業

經濟(客家桐花季)、客家山歌。 

電影 四頭四尾、刻苦耐勞、硬頸精

神、勤奮、計算、壓抑、自卑。 

 客家語言使用、客家先民奮

鬥、客家婦女、藍染與藍衫、

山歌、客家大戲、原鄉概念、

桐花、傳統產業(茶業、菸業)。 

資料來源：參考古佳惠，2010，《媒體框架與客家意象之研究-以電影「一八九五」

為例》。桃園：國立中央大學客家社會文化研究所碩士論文。 

    張雅婷（2012），國防大學政治作戰學院新聞學系碩士論文，＜客家電視台

年度電視劇之客家形象分析＞，該文以客家電視劇(《源》、《大將徐傍興》、

《十里桂花巷》)為分析對象，試圖探詢台灣客家族群精神與形象，文中將形象

分成「客觀定義之客家」，包含，客家飲食文化「粄、湯圓、菜包」；居住類型

以「三合院」型態、正廳供俸祖先、並且大門上方的「堂號」；音樂則是「客家

八音」。而「行為定義之客家」，客家婦女的「教育子女、勤儉持家、擔任勞動」

的特質。此外，文本中客家場域的再現中，「二合院、三合院平房建築」；信仰

呈現如，《十里桂花巷》中以褒忠、義民信仰為鄉里中心，並且有「伯公」信仰。

其也發現，三部電視劇中「堅持不懈、耐勞」為主角共通之性格。 

    謝晨馨(2013)，國立中央大學客家社會文化研究所碩士論文＜族群旅遊節目

的再現分析-以客家電視台為例＞一文中，針對《59庄幸福快樂行》旅遊節目的

分析裡，發現飲食文化的再現中，具有「重鹹口味、鹹豬肉、醃製品、酸辣、薑」

等特色，並且飲食文化生產，也常有「米食」為主的產製品，如（龜粄、發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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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粄、艾草粄等）。其也發現，客家族群樣貌的展現上，不斷的重複與再製「勤

儉、刻苦耐勞、重教育、團結」的文化形象。 

    黃琬喬(2010)，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客家文化研究所碩士論文，＜尋找客家影

像：台灣電影中客家族群表現與形象分析研究(1973-2008)＞，其中，透過電影媒

介的分析，試圖探詢客家族群之形象。該研究發現，部分作品的展演上，角色刻

畫有「吃苦打拚、不畏、艱難的精神」；而客家女性服飾再現，也以「上穿大襟

衫，下穿大襠褲」作為客家服飾之傳統形象。如，《源》(1980)中，江婉、月春

身上所穿的藍衫。工作場域，以菸葉、樟腦、茶葉為主要之客家族群經濟來源。 

    湯涵如（2012），銘傳大學傳播管理學系碩士論文＜客委會形象廣告之研究

＞，針對客委會2012年形象廣告《客家好愛您》系列進行分析，目的之一便是探

究其中客家文化之符號再現。該分析中不乏飲食、建築、服飾、節慶與民族性格

之討論。其中，服飾再現以「傳統藍衫、花布」為代表；而飲食，「梅干扣肉、

醃酸菜」，為常見之客家飲食。其也指出，該象徵客家「勤勉耐勞之精神」。而

在客家精神再現部分，經符號學分析也發現「艱苦、節約、農業、簡樸、辛酸等」

特性隱含其中。 

     透過上述的討論，可以發現在現行傳播媒介中，其較常被建構之客家意象

與形象，主要針對以客家族群之「精神價值」為主，其次常見的則是以「飲食文

化」為客家族群表徵，再者其他常見的符碼則可能關於，客家相關產業、創意產

業、桐花、客家語言、藍衫、花布、客家山歌與戲曲、客家信仰（義民、伯公）…….

等（如表 2-7）。 

表、2-7 現行媒介中客家意象之建構 

意象類型 意象符號與內容 

精神價值 刻苦耐勞、硬頸、節儉樸實、傳統保守、重視傳統

風俗、積極進取、崇尚自然、重教育、團結、勤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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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讀、吃苦打拚、不畏艱難、四頭四尾、慎終追遠。 

飲食文化 擂茶、福菜、薑絲炒大腸、客家小炒、米食、紅粄、

粄條、龜粄、桔醬、冬瓜封、玻璃封、發粄、艾粄、

湯圓、菜包、重鹹口味、鹹豬肉、醃製品、油鹹香、

梅干扣肉、醃酸菜。 

其他 

 

語言 客家話、母語、 建築 

 

伙房建築、堂號、

三合院。 信仰 義民、祖先與信

仰、伯公信仰、掛

紙、桐花祭。 

產業 花布、藍染、茶

業、菸葉、藍衫、

大襟衫、桐花。 戲劇

歌曲 

客家八音、客家大

戲、客家山歌、客

家歌謠、童謠。 

資料來源：本研究繪製。 

    然而，在一些相關的研究討論卻也發現，媒體中的客家意象建構，隨著不同

的機制、脈絡，在社會中「創新與擴大」客家意象之邊界範疇。 

    像是，林彥亨 2003 年，國立清華大學人類學研究所碩士論文＜客家意象之

形塑：台灣客家廣播的文化再現＞的討論中，提到廣播媒介的客家意象形塑，常

源自於行動者主觀經驗的投射，即不同的脈絡下，隨著主持人的背景意識、「隨

口說說」等不同狀況，會有不同的客家意象呈現。並且在該媒介中，意象的形塑

常常是動態議題參與的過程，也就是主持人可能摸索聽眾偏好之內容，去強調特

定議題之比重；或透過 Call-in 節目讓聽眾的參與討論，過程中共構客家意象。(林

彥亨，2003)。 

    其次，譚文杏(2013)客家文化學院客家社會與文化學程碩士論文＜客家新意

象的想像與形塑：以客委會形象廣告為例＞一文中，針對客委會歷年《客家好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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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客家好趣味》、《客家好愛你》之形象廣告分析，研究中發現，客委會

讓客家融入現代生活與年輕化，結合創新的客家符號形塑新意象，達到改變客家

人的刻板印象。文中特別指出：「隨著廣告拍攝題材新穎，並讓「客家」不再只

是穿藍衫、採茶、唱山歌，開始有了年輕、活潑的面貌。系列廣告分別融入愛情、

親情、友情…等元素」。 

    再者，黃琬喬（2010）在客家電影的客家族群意象討論中也發現到，影像的

內容與產製出品時間、背景有著密切的關聯。並且，其也指出，客家形象的展演，

應不再拘泥於族群專屬的客家化，解開過往封閉的族群框架。 

    故而，從透過前述文獻的爬梳可以發現，客家形象與意義，在不同的時空脈

絡、情境、甚至媒介製作的變化等過程中，予以變化轉變。值得思考的是，在對

於注重多元文化、族群議題的當代社會，在透過符號維護塑造族群邊界的同時，

其族群意義是否造成由上而下的過度僵化?一種窠臼的複製?在現代傳承中形成

困難的狀況呢?面對於此，轉機、契機是什麼?而接受、承襲族群與文化的主體，

又是如何去理解? 

二、台灣碩博論文：相關客家傳播媒介研究 

    依據國家圖書館之現有全國碩博士論文來檢視，以「客家傳播媒介」為主要

探討之內容對象，大多以客家新聞、客家雜誌、與客家節目之探討。像是國立交

通大學客家社會與文化學程，黃玉美之碩士論文《客家新聞報導之媒體議題建構

-以全國客家日為例》一文中，便是針對新聞報導中的客家相關新聞，從媒體再

現、建構、議題設定等角度，去探析新聞媒介如何去再現全國客家日、並且從該

媒介文本中，象徵表現出的客家文化意義又為何？再者，像是國立中央大學客家

社會文化研究所，謝晨馨之碩士論文《族群旅遊節目的再現分析－以客家電視台

為例》，便是從客家族群旅遊節目作為媒介分析之文本，去端視其如何刻劃客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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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群之面貌與特質、並且如何再現客家文化？此外，更深入地去檢視，該媒介產

製過程中，文本中的客家再現，受到哪些面向的操作?（黃玉美，2013、謝晨馨，

2012）。而針對於客家族群廣告為文本內容的探討則相對較少，見表 2-8。 

    然而，在前述之文獻回顧中可以看到，自 2004 年起舉凡客家電視台、客家

委員會等相關機構，在客家廣告的製播上，不論是節慶文化行銷、客家政策宣傳、

還是客家形象廣告，這段期間所製播的客家廣告就約有一百多則，如表 2-1、2-2

所示。故而，對於以廣告影視媒體作為探析，客家族群文化再現、意義、與詮釋

有其重要性。特別是在，以網路為主要傳散平台、故事性敘事的微電影廣告類型

的著重上。在族群文化傳承與延續的層次上，前述的回顧中已知青少年群體作為

承繼文化命脈之重要性，故而作為貼近該群體媒介使用習慣傳播方式之媒體文

本，更有其探討之價值。 

    針對於現有以「客家廣告」為相關探悉之論文，主要是國立聯合大學，客家

語言與傳播研究所，羅原廷之碩士論文《客家廣告中的俗民生活再現與操作－以

客家文化節慶廣告為例》；以及國立交通大學，客家文化學院客家社會與文化學

程，譚文杏之碩士論文《客家新意象的想像與形塑：以客委會形象廣告為例》。

兩者研究都是以客家廣告作為分析之對象，前者是從客家節慶文化的操作中，去

看客家族群形象的再現，其中，新、舊客家元素的運用、創作，顛覆舊有客家形

象的創新，並且沿用舊有文化元素進行象徵與連結，可發現文本中也展現了客家

族群正面的形象特質（羅原廷，2009）。後者的討論中，則著重在探析 2009－2011

客委會形象廣告中的客家新意象之建構與其隱含之客家族群文化之迷思，其中發

現到傳統客家文化與幽默、樂活、科技、流行等元素結合，帶出一種年輕活力，

但其中迷思的複製、性別認知的保守僵化，強化了族群之刻板認知（譚文杏，

2012）。 

    從上述的討論中，便可看到對於以客家微電影廣告文本，作為客家族群建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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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像的討論較少，並且在這樣的新興廣告文類中，其又是如何進行客家族群圖像

的建構？以及建構什麼樣的客家？雖然，在譚文杏的文章中，有以 2011 年的《客

家好愛您》作為討論之文本，但其並未將該文本，以客家微電影之視角進行切入。

此外，兩者都是以分析文本所建構的客家圖像，然而，作為文化傳承與延續的接

收主體，又是如何去詮釋理解這樣的文本意義，就現有的討論中較缺乏探討。故

而，筆者以新興的客家微電影廣告傳播文本，去端視族群圖像之建構、操作外，

更重要的是，去了解閱聽人是如何去理解與詮釋這樣的圖像內容，對於該主體的

意義又是什麼樣子的？ 

表 2-8、客家媒體文本相關論文分類 

討論文本類型 論文名稱 姓名/校系、所 時間 

 

 

 

 

客家新聞 

客家新聞報導之媒體

議題建構---以全國客

家日為例 

黃玉美、國立交通大學 客家

文化學院客家社會與文化學

程 

102 年 

客家新聞獎中記者的

實踐感  

嚴珮瑜、國立聯合大學 客家

語言與傳播研究所 

99 年 

台灣電視中之客家意

象：公視「客家新聞雜

誌」之個案研究 

姜如珮、中國文化大學 新聞

研究所  

 

92 年 

 

 

 

 

 

 

 

 

客家雜誌 

臺 灣 客 家 認 同 之 研

究：以《客家風雲雜誌》

和《客家雜誌》為探討

中心  

陳明裕、國立中央大學 客家

社會文化研究所  

99 年 

戰後臺灣客家運動之

研究 :以 (客家風雲雜

誌)與(客家雜誌)為中

心  

陳康宏、臺灣大學 國家發展

研究所 

98 年 

客家雜誌如何建構族

群意識－以 Toulmin 論

辯理論為分析架構  

曾淑珠、國立聯合大學 客家

語言與傳播研究所 

97 年 

1987-2008 年台灣客家

議題發展之研究：以客

家雜誌為例  

李雅婷、國立中央大學 客家

政治經濟研究所 

97 年 

從客家雜誌分析台灣 林信丞、國立交通大學 傳播 96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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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家形象之變遷  研究所 

 

 

 

 

 

 

 

客家節目 

電視傳播與族群語言

的傳承-以公共電視的

客家節目為例  

薛雲峰、國立臺灣大學 新聞

研究所 

88 年 

以跨文化的觀點看商

業電視台製播族群語

言教學節目—以 TVBS

「來怡客」為例   

李孟娟、國立中央大學／客家

政治經濟研究所 

99 年 

客家旅遊節目的文化

意涵：《59 庄幸福快樂

行》之個案研究  

吳偉榤、真理大學 休閒遊憩

事業學系碩士班  

100 年 

系列電視宣導節目再

現客家族群形象之研

究：《感動石客》個案  

王純玉、國立政治大學 廣告

研究所 

100 年 

族群旅遊節目的再現

分析－以客家電視台

為例 

謝晨馨、國立中央大學 客家

社會文化研究所 

101 年 

 

 

客家廣告 

客家廣告中的俗民生

活再現與操作－以客

家文化節慶廣告為例 

羅原廷、國立聯合大學 客家

語言與傳播研究所 

98 年 

客家新意象的想像與

形塑：以客委會形象廣

告為例  

譚文杏、國立交通大學／客家

文化學院客家社會與文化學

程 

101 年 

資料來源：參考國家圖書館、全國碩博士論文網，此表為本研究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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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範圍、方法、流程架構 

    本章主要分成三個小節，第一節部分，主要是去確認研究文本、對象、與範

圍的選定。何者被視為研究的範疇對象？其中如何進行抽樣與選取？第二節，所

要針對的是，對於主要使用的研究方法進行介紹。第三節，則是研究之架構與研

究流程，並且，對於使用之研究方法如何進行操作、該流程為何？以此進行說明。 

第一節 研究範圍與對象 

    透過前述的回顧與討論可以看到，客家委員會與客家電視台的成立宗旨，便

是關切著，如何去進行客家族群文化的保存、延續與發展，推動客家公共事務與

提升族群認同與族群尊嚴。特別是在族群文化的傳承、延續上，新一代的年輕群

體，便具有重要的角色。而微電影廣告具有著，與年輕族群媒介使用習慣之特性，

在理想上透過這樣的方式進行族群文化傳播，可能更貼近青少年群體的理解與親

近性。故而，在這樣的新興的廣告傳播類型中，客家委員會與客家電視台，所建

構出的客家微電影廣告之族群圖像為何?便有其了解重要性。此外，更重要的是，

作為延續族群文化的青少年子弟們，是如何去理解、與詮釋這樣的操作與建構？

對他們而言，經由有關機關部門，由上而下所建構的族群圖像，如何與青少年主

體拉近關係？對於該族體而言客家微電影的意義又為何？ 

    在這樣的討論下，研究之範圍與對象選定，必須討論兩個部分，第一為哪些

是本研究要討論的客家微電影廣告?第二，客家青少年群體?所指的是哪個年齡

層？什麼樣的定義算是客家族群？此外，對於受訪者進行深度訪談，該抽樣如何

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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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客家微電影文本的選取？  

    透過文獻回顧的討論，可以發現政府部門之客家相關機構、相關政策，與青

少青少年群體間有著一定的關連與重要性，故而在選取分析之文本時，排除了由

個體、私人自行拍攝與「客家」相關之微電影文本。 

  在此，經由將客家電視、與客家委員會所進行的廣告整理後，如表 2-1、2-2

所示。大致將客家廣告所進行傳播的內容分成兩大類，「政策與文化活動行銷」、

「客家形象廣告」，表 2-3。而客家微電影廣告為形象廣告之操作類型之一。而在

客家廣告中，正式的以客家微電影為文本類型進行命名者，始至由客家委員會於

2012 年推出的《客家好愛您》微電影，該文本長度約 6 分鐘；而 2013 年客家電

視台，所推出的「裝滿生活的時光」客家微電影系列，則包含有四則不同故事主

軸的文本，各篇文本時間長約 5 分鐘，分別《延續自己的聲音》、《跟你有秘密》、

《聊聊的好朋友》、《懂你的密碼》。而以政府之相關部門、機構所進行的客家微

電影為討論範疇而言，節至目前之產出，僅就上述之文本數量，此外，透過第二

章之文獻回顧可以發現，現行在相關於客家微電影的學術性討論上，多以客家委

員會所產製之《客家好愛您》為討論，而由客家電視台製播的「裝滿生活的時光」

系列微電影則鮮少有深度的描繪討論，故而，本研究採取該「裝滿生活的時光」

系列為分析之文本，如表 3-1 所示。 

表 3-1、本研究選擇之客微電影文本 

延續自己的聲音/4 分 54 秒 跟你有秘密/3 分 44 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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聊聊的好朋友/4 分 34 秒 懂你的密碼/5 分 04 秒 

  

資料來源：參考 Youtube 影音平台，此表為本研究繪製。 

二、誰算是客家青少年? 

    首先來看到，誰是客家人？2010 年《客家基本法》經立法院三讀通過於 1

月 27 日正式公布並施行。其中，第二條第一款，便針對客家人進行定義，「指具

有客家血緣或客家淵源，且自我認同為客家人者」。雖然，這樣的定義仍有許多

爭議的討論，像是從這樣的定義上來看，若不具有客家血緣、淵源，即便你的客

語流利、並且有自我認同為客家人，從法律上的定義上，你便不具有客家人之地

位。而鍾國允（2010）指出，客家基本法使用學術性定義為法律之用語，如「淵

源」、「認同」，這些都屬於不確定之法律概念，要如何適當去進行操作?血緣與淵

源又如何客觀界定呢？（鍾國允，2010）。儘管如是，作為綱領法特性之《客家

基本法》，揭示客家族群與發展價值、並引以為政府施政重要範疇的，在國家法

制上對於客家族群的肯認，也有著重大意義（鍾國允，2010）。在這樣的情況下，

就目前而言，《客家基本法》中對於客家人之界定，仍具有一定之重要性。 

    故而，在本研究中，受訪者之設定，為採取《客家基本法》之第二條一款中

客家人之定義，即「具有客家血緣或客家淵源，且自我認同為客家人者」。 

    而在青少年群體之年齡層界定部分，事實上牽涉到的層面相當多，例如法制

上來看、心理成熟程度上、或縱使是相同的年齡，但在先天之差異及後天成長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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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素影響……等層次，有時會面臨明確界定上之困難。像是黃葳威(2004)提到在

我國之法律上青少年之年齡界定為十二到十八歲，但隨著個人生理、心裡之成長

差異，因此，其認為青少年可分為前期「十二－十六歲」，後期「十七－二十七

歲」（黃葳威，2004：439）。從其定義上，青少年之年齡可擴大到二十七歲。 

    依據我國行政院主計處於 2009 年所進行之《青少年狀況統計結果》調查報

告，該研究將其研究之主要對象，青少年族群定義之年齡層為 15-24 歲的範圍；

而行政院青年輔導委員會 2009 年所進行之《青年暨少年之趨勢調查》報告中， 

將 15-45 歲的群體統稱之為青年族群，而其中「青/少年族群」定義為 15-24 歲，

而 25-45 歲則定義為「青壯年族群」（行政院主計處，2009、行政院青年輔導委員

會，2009）。透過上述討論，本研究將青少年族群之年齡層定義為「十二至二十

四歲」，以該年齡層作為訪談之主要研究對象。 

    故而，總體而論客家青少年族群，為本研究訪談對象之焦點群體，而誰是受

訪對象?在經由對於客家人之定義，及青少年族群該年齡範圍進行爬梳後，本研

究主要進行探悉的研究詮釋主體為「有客家血緣或客家淵源，且自我認同為客家

人者，並年齡層在十二至二十四歲之青少年」。 

三、受訪者的抽樣與選取 

    取樣乃根據研究之需要，針對有關的人、時間、地點、事物等，進行選擇的

行為。而本研究，採取之「立意取樣」即為根據研究之目的，選取能夠為研究問

題，提供豐富資訊的人、時間、地點、事物等，為了蒐集深入而多元的資料，以

詳盡回答問題（鈕文英，2014）。同時，正如胡幼會提到，除了在立意取樣原則

之外，為了符合不同研究目的會產稱不同之研究策略，舉例而言：探索之目的以

尋求變異之模式則選取「最大變異策略」；進行邏輯推論至其他個案則選取「關

鍵性策略」等（胡幼慧，2009：123-124）。其中，同質取樣（homogeneous sampl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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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焦點團體常用之抽樣方式。該同質取樣策略，乃在選取某些變相上同質性高的

個案，通常在焦點團體訪談中，使訪談更容易聚焦。並且，這所謂「同質」，並

非指態度、或觀點的同質，而是指研究參與者的背景變相，（如：性別、年齡、

族群、社會地位等）。並且，就本研究之目的來看，以聚焦於青/少年世代群體之

族群認同上來進行，故而，是所謂單一、聚焦之探索目的。 

    因此，本研究依照前述之回顧討論指出，青/少年世代之族群認同的重要性，

特別是在新興媒介符號之建構影響下，試問其認同之變動與意義為何？因而，以

「年齡世代」、「族群背景」變相，作為重要抽樣之基礎。此外，在為明確了微電

影製作者，所進行符號、文本設定之意義與目的，則選取該微電影企劃製作端之

受訪者為深度訪談之對象。下為本研究之照前述之抽樣方法策略，所選定之受訪

者，共計 26 人，如表 3-2。 

表 3-2、受訪者資料表 

客家微電影製作企劃受訪者 

編號 職務     

S1 行銷企劃 

青/少年受訪者 

編號 居住 年齡 族群 

認同 

性別 教育程度 客語程度 收看本研究探悉

之微電影次數 

A1 台北 23 客家 女 碩士 尚可 1 

A2 苗栗 24 客家 女 碩士 尚可 1 

A3 桃園 24 客家 女 碩士 尚可 1 

A4 台南 24 客家 女 碩士 佳 1 

A5 高雄 24 客家 女 碩士 佳 3 

A6 苗栗 23 客家 女 碩士 佳 1 

A7 苗栗 24 客家 女 碩士 佳 3 

A8 屏東 24 客家 女 碩士 佳 1 

A9 苗栗 19 客家 男 大學 不佳 1 

A10 桃園 24 客家 男 碩士 尚可 2 

A11 新竹 19 客家 男 大學 不佳 1 

A12 新竹 23 客家 女 碩士 佳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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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3 桃園 24 客家 女 碩士 尚可 2 

A14 苗栗 23 客家 女 碩士 佳 1 

A15 高雄 20 客家 女 大學 尚可 1 

A16 桃園 24 客家 女 碩士 佳 3 

A17 香港 20 非客家 女 大學 無 1 

A18 高雄 19 非客家 女 大學 尚可 2 

A19 台北 20 非客家 女 大學 無 1 

A20 桃園 24 非客家 女 碩士 無 1 

A21 苗栗 19 非客家 男 大學 無 1 

A22 新竹 19 非客家 男 大學 無 1 

A23 桃園 24 非客家 女 碩士 無 1 

A24 苗栗 20 非客家 女 大學 無 1 

A25 桃園 24 非客家 男 碩士 無 1 

第二節 研究方法與實施 

    從研究目的來看，主要是看客家微電影文類中，對於客家圖像的建構為何?

並且青少年群體對於該文本傳達之客家意義其認同與詮釋為何?在這樣的前提

下，筆者將本研究之研究操作主要分成三大階段，（一）進行《裝滿的生活時光》

系列微電影共四則，文本分析；（二）深度訪談微電影企劃製作；（三）青/少年

之焦點團體訪談、青/少年之深度訪談。 

一、文本分析之意義與操作 

    Barker 指出，語言、符號作為社會價值、意義、知識建構之要素，其賦予了

物質客體與社會實踐具有某種意義，並且進行意義之建構，同時期也提到，「意

義」的行程，便是透過一系列「符號」的組構，其形成的表意體系及進行表義實

踐所建構的意義。（Barker 著、羅世宏譯，2010：88-89）。換言之，符號、語言，

正在社會中以一種規則、秩序進行文化、意義與價值之建構，並且透過該符碼進

行傳遞，同時意義的構成涉及到「選擇」與「組織、組構」的過程。 

    而「文本」（text）的形成，正是來自於各種符號、符碼的交織，所形成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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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義的組構物。如同，Klaus Bruhn Jensen（2005）所指出，文本（text）來自拉丁

語「Texo」意旨把某些事物交織、交纏起來，並建構起某些東西。因而，其認為

講詞、文章的文本，就如同一塊編織出的布料，以字詞為針線一點一滴的縫製出

最後的意義。 

    而此外，文本除了代表文字書寫和語言之外，也已被普遍用來指稱許多不同

的事物，如音樂、圖像、電影等。一般對文本的基本假設，是認為這些所有表義

工具，都是關於語義的建構，是符號的交織物。這樣的文本結構，可類比為由語

言組成的文本，運用從語言學、符號學和文學研究等領域發展出來的概念、模式

和研究程序予以描述分析（Klaus Bruhn Jensen，2005：207-208）。因此，要了解透

過符號所組構的意義為何?傳遞什麼樣的訊息圖像?必須透過文本的分析與詮

釋，去挖掘該文本符號所構塑意涵。 

    對於相關文本分析方法的討論，Klaus Bruhn Jensen 認為，文本分析一般來說

是屬於詮釋性的，重點在於挖掘那些潛在意義。並且，使用細讀或者是闡釋文本

的方式進行。並且，將研究之興趣放在單一或者特定的目標或者整體上。同時，

在操作上其也提到，文本分析會先預設分析目標、決定要分析哪個或者那些文

本。在有明確研究問題後，產生基本的兩種分析方式，一種是將重點放於普遍性，

其描述重複出現的典型特徵，希望建立文本的模式與標準。另一種則是關注特殊

性，將文本獨立看待，關注文本與眾不同的獨特處（Klaus Bruhn Jensen，2005：

207-208）。 

夏春祥認為，文本分析作為一種策略方式，即透過文本的詮釋分析方式

(interpretation)進行意義的展示，將事物的關係建立起來，用以說明或彌補表象之

間所看不見之處。換言之，其認為重要性是去展示表象之外，是如何傳遞著不為

人熟知的意義，這些意義也建構了我們生活的重心和方向。同時，文本分析的重

點之一，便是透過濃厚的描述建立意義，使得某些觀念、意涵可以藉此奠立深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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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基礎（夏春祥，148-150）。 

在這樣的討論下可以發現，文本是來自符號意義的選擇與構建，而透過文本

分析的詮釋法，透過描述用以了解該該文本所隱藏的意涵。 

另一方面，舉凡電影媒介、電視媒介等，該媒體型態所表徵文本之呈現方式，

不外乎以「聲音」、「影像」為主要之方式進行文本組構。而該影像的構圖，便透

過攝影之鏡頭分鏡、運作、差異剪輯來製作。像是Berger指出，就電視攝影鏡頭、

運作、剪輯技巧上，所表現的就是一種敘事文法，我們透過電視節目、文本之傳

遞，學得其意義並了解節目之內容。電視媒介所使用的攝影鏡頭類別差異，具有

不同的功能、意義（Berger著、黃新生譯，2004：36-37）。我們可以看到，許多

的廣告、節目、電影……等文本中，運用不同的技巧、剪接、拍攝鏡頭進行故事

建構，例如，可能以由下而上「仰角」的攝影鏡頭，詮釋一種卑微、低階的。又

或者以由上而下的「俯角」攝影方式，呈顯出權力地位、居高臨下的威嚴。不同

的攝影鏡頭表現出不同符號的功能與意義，如表3-3。如在房屋廣告、或以呈現

現代化、都市化城市的影像時，便可以看到，攝影鏡頭以「仰角」拍攝方式環繞

四周，而顯示出周圍景觀、樓房的高聳、宏偉。然而，這樣的宏偉是相對於仰角

者視角顯現出的渺小、卑微而展現出的。是故，在文本分析的操作上，還必須輔

以，鏡頭影像的切割抓取，作為理解該影音圖像所組構的意義。 

    因此，依據前述之討論，本研究主要探究的目的之一，便是以探究作為傳播

客家族群文化意義之「微電影廣告」，透過該傳播新興媒體類型與敘事方式，建

構出什麼樣的客家圖像？並且這樣敘事組構出的意義為何?故而，採以「文本分

析」的方式、配合鏡頭、敘事的分析運用，進行探悉理解，同時，試圖詮釋出，

客家微電影文本進行的客家族群文化意涵、圖像之建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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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攝影鏡頭、操作、剪輯技巧之功能與意義 

攝影鏡頭 

符號具(Signifer) 定義 符號義(Signifed) 

特寫 臉部 親密 

中景 大半身 個人關係 

遠景 背景 環境、範圍、距離 

全景 整個人體 社會關係 

攝影機操作、剪輯 

仰角拍攝 攝影機由上而下拍 權力、威嚴 

俯角拍攝 攝影機由下而上拍 渺小、微弱 

淡入 影像漸漸顯於銀幕 開始 

淡出 影像漸漸消失於銀幕 結束 

溶入 攝影鏡頭移近 注意、集中 

切 從影像跳接到另一影像 及時、興奮 

拭消 影像消失於銀幕(立即) 強行中止 

資料來源：參考《媒介分析方法》，Arthur Asa Berger 著、黃新生譯，2004：37。 

    是故，在第一部分的研究操作實踐上，是以該文本分析法，試圖去了解文本

中其建構出之意義，其操作方式之說明，以《延續自己的聲音》微電影為範例，

其操作如下簡單介紹：將文本之畫面分成「影像」、「文字」、「聲音」、及標明時

間順序，透過敘事排列，去看其組構的意涵與圖像意義為何。如表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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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4、《延續自己的聲音》文本分析操作範例 

畫面 文字/聲音 時間 

 

男主角:他終於跑到了一個

地方。 

男主角:終於錄到那句話，那

句話越來越清楚。 

2:56 

 

我是客家人!還我客家話! 

我是客家人!還我客家話! 

 

3:10 

資料來源：本研究所繪製 

二、深度訪談法：《裝滿的生活時光》之企劃製作 

    研究者透過文本本分析方式，試圖進行文本意義的理解，某程度上而言僅止

於「再次詮釋」的二手解讀，正如 Jane Stokes 所言，文本分析並無法窺知創作者

的創作意圖，若想知道電影導演原本的企圖，就必須問導演本人（Jane Stokes 著、

趙偉妏譯，2008：77）。換言之，要更確切、深層的理解，「文本」中原先所希冀

傳遞之意義為何？還必在製碼端，也就是所謂媒介文本的製作端上去尋求明確的

意義說明。而要直接清楚的理解，深度訪談是一個很好的方式。 

  所謂深度訪談的研究方式，范麗娟在＜深度訪談＞一文中便指出，深度訪談

其主要之目的，便是了解個案主觀經驗，訪談者藉由面對面的言語交換，引發對

方提供一些意見、資料或想法。其中的特色便是，針對單一受訪者的訪問，其可

以較深入的回答、深入理解、更聚於議題的討論上（范麗娟，1994）。因而，其

是相對採取個別的訪談法，以一對一的方式進行，了解個體化的經驗、認知、態

度……等。 

http://search.books.com.tw/exep/prod_search.php?key=%E8%B6%99%E5%81%89%E5%A6%8F&f=auth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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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本研究所論析之《裝滿的生活時光》微電影，為客家電視台行銷企劃部所

負責製劃，因而透過此製作端進行深度訪談，便可更深入的理解文本背後的意

涵。因此，第二階段之進行，該《裝滿的生活時光》系列微電影企劃製作的深度

訪談，配合微電企劃提案進行參照，以了解該文本製碼過程得目的動機，訪談大

綱如表 3-5。 

表 3-5、客家微電影企劃訪談大綱 

客家微電影企劃、製作—訪談大綱 

1、 客家微電影主要的目標閱聽眾設定為何? 

2、 青少年群體是一個重要的閱聽對象嗎?為什麼? 

3、 針對宣傳之對象時，有特別希望吸引族內/族外之注意? 

4、 在媒介文本的採用上，選以微電影類型進行推展客家族群文化之動因為何?

在客家政策上的推動?市場環境?還是微電影文類的特殊性? 

5、 微電影文類在推展、行銷族群文化上的特殊性為何? 

6、 媒介傳播在推展客家族群文化的運用上，數位化、數位廣告是近程目標?為

何? 

7、 透過客家微電影的文本，主要是想達到什麼樣的效果? 

8、 這樣的效果評估方式大概是如何?(點閱率?討論狀況?) 

9、 在客家微電影文本的製播上，主要想傳達、呈現什麼樣的意義? 

資料來源：本研究繪製 

三、焦點團體法之運用：青少年認同解讀 

（一）焦點團體之意義 

集體的訪談方式，相對於個別進行訪談，為同時對一群人、多個受訪者進行

訪談，而「焦點團體」的方式，便是集體訪談的一種常見類型，其主要將問題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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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在某一層次、某一個焦點，透過研究者與一群參與者進行議題之相互討論。 

    陳向明針對於焦點團體訪談的作用指出，「對於研究問題進行集體性探討」、

「訪談本身作為研究對象」、「集體建構知識」（陳向明，2010）。從群體成員之間

的互動關係下，相互補充、相互探悉與聚焦討論，進行集體性探討，其在討論的

內容上可能會有更多、更廣的討論。故而，在這過程中，已不再只觀察個別的訪

談者，而是「訪談」的過程、互動過程也成為研究者可以觀察的對象。像是，可

以觀察在受訪者的年齡、性別、社會文化背景的差異……等，對於相同議題的探

討，可能有什麼樣的差異。而在這過程中，參與者不再只對研究者進行交談與意

義傳達，而是在相互討論中，參與者間相互的刺激思考，對於議題深化的討論，

而共構知識。故而，Jane Stokes 提到，「若要了解人們對於某事物有什麼樣的感

受，或是探究他們錯綜複雜的意見和態度，焦點團體法是理想的方式。」（Jane 

Stokes 著、趙偉妏譯，2008：205）。 

  此外，胡幼慧也指出，焦點團體的特色除了使研究者可在研究過程中，擴大

探討範圍、接觸十分具體的面向、深入情感、認知、評價意義，並引發出以往的

經驗和現有意義之間關連的說詞之外，更中意的是焦點團體法所引導出的互動，

讓團體成員能有相當程度的參與，並能有所謂「即興反應」的效果，使他們的「自

然習慣」語言，去表達、挑戰，並反應各成員的經驗和解釋（胡幼慧，2009：

186-187）。從其討論可以發現到，焦點團體法一個重要的特色便是在於，其是一

種貼近「自然日常生活」互動樣貌，以即興、自然的反應作為表達詮釋的基礎。 

    因此，筆者以焦點團體訪談方式，除了是在群體參與成員的互動、刺激、相

互進行討論中，以此做為了解青/少年受訪者的認同詮釋外，還有幾個重要性： 

1、為貼近日常社會生活人口組構的互動形式，舉凡不同族群背景、教

育程度、居住地區等，以作為衡量不同特質變相的差異詮釋。 

2、更重要的是，這種對於貼近日常生活的擬態互動，在訪談中可以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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貼近於日常的互動展現，並且是以生活、即興的反應行為進行思辨、對

話，研究者在過程中獲取的訊息資料，可以更接近於真實的生活情境互

動。 

（二）、焦點團體之操作 

鈕文英認為，焦點團體的訪談過程，就依時間之順序而論，須將其劃分成準

備、實施與分析之階段。同時，該準備之階段，必須注意到研究目的與問題、篩

選焦點團體訪談之研究參與者、訪談地點、時間長度、預定訪談之次數、座位之

安排、訪談指引與紀錄方式等（鈕文英，2014）。下列就本研究之焦點團體準備

與實施過程進行說明： 

1、研究對象 

    本研究採取立意抽樣的方式，選定以年齡層介於十二至二十四歲之青/少

年，並以客家基本法第二款第一條中「具有客家血緣或客家淵源，且自我認同為

客家人者」之客家人定義，作為客家族群身分認同與否之基準為界定之對象。而

在焦點團體之人數操作上，透過 Rosaline Barbour 所指出，以至少 3-4 人方有可能

進行焦點團體討論之最低基準為原則（Rosaline Barbour 著、張可婷譯，2010）。 

    本研究在實際操作上先依照年齡、與具客家族群認同身分與否，作為抽樣選

取之基本架構，最後完成焦點團體之成員，年齡介於 19 至 24 歲；客家人為 16

人、非客家族群者為 9 人，共計 25 人。焦點團體訪談場次，共為 5 場，並且每

場最少 4 人、最多 6 人。受訪者資料表，如表 3-2。在參與焦點團體之受訪者資

料可以發現，幾個參考變項之分布，首先，居住地上以桃園、新竹、苗栗為主要

地區；而性別分布上，男生與女生之比例為 6：19；學歷以碩士 16 人為多、而大

學是 9 人；此外，客家族群之諳母語程度高，多為尚可到精通的程度，而非客家

族群對於客家語言則多為無基礎之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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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研究工具 

    以焦點團體之半結構式訪談大綱為主要工具，透過本研究欲達成之目的與相

關之文獻參考與回顧，擬定焦點團體之訪談大綱，如表 3-6。然而，正如陳向明

指出，焦點團體的訪談方式，針對議題的討論上、操作上可能會有其不足之處，

（１）、群體討論之中，個性、個體因素的差異化，導致言詞表達的充分異別，

而偏重某些人的意見與討論。像是有些人可能害羞、不善在群體前進行言說，其

相對於擅於表達、意見領導力強的人，有較少發言與表達機會，而意見、思維可

能導向某些主流意見。（２）、涉及個體隱私的討論、故事、感受，可能參與者多

半不願在群體面前，表露自我內心的想法、與看法（陳向明，2010：293-294）。

是故，在焦點團體後，筆者，會以焦點團體訪談大綱為基礎，進行深度訪談的分

析方式，對於部分受訪者進行個別的對談，以便了解在群體表述意見之差異、或

者沒注意到的部分，故而深度訪談也是工具之一。 

表 3-6、焦點團體訪談大綱 

一、此部分作為客家印象的初步了解： 

1、大家一想到客家，最先想到是什麼東西? 而這樣的概念傳達你有什麼感

覺?EX:喜歡?不喜歡?為什麼? 

2、呈上所述，這樣的形象，所表現的客家你覺得是比較怎樣的客家?活潑?創新?

傳統?老人家?還是……等，這會是使你親近?或疏離的原因?為什麼? 

二、此部分，主要針對本研究所探悉之微電影文本進行討論。 

1、在該微電影中，令你印象深刻的情節、畫面是什麼?為什麼?這故事、畫面如

何觸動你?如果沒有可能的原因是什麼? 

2、影片中，是否有感到比較新穎、或者年輕化的部分?是在哪裡?這樣的呈現你

的感覺是?如果沒有你看到什麼? 

3、從影片中，有沒有感受到什麼樣精神價值的傳達?這與你生活有沒有哪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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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有關連的? 如果沒有你看到什麼? 

4、影片中是否有看到一些比較情感的表現?是哪部分?這些情感與你生活中有什

麼樣的連結?或者讓你想到什麼嗎?(親情/族群情感)?如果沒有你看到什麼? 

5、從影片中來看，有發現到客家電視台定頻於有線電視台的什麼頻道嗎?是從

那些故事呈現中看到?如果沒有你看到什麼? 

6、看完微電影的故事呈現之後，你認為客家電視可以是客家族群文化的一部

分嗎?為什麼可以?或為什麼不可以?從影片中來看有沒有什麼線索?如果沒有你

看到什麼? 

三、差異比較 

1、此次所看到的客家電視台所拍攝的微電影，跟以往所看到的客家廣告呈現

有什麼不同?對於客家的認識有什麼不一樣的感覺?那兩者比較的話，何者比較

能觸動你?為什麼? 

資料來源：本研究繪製 

3、焦點團體實施操作步驟 

    本研究於 104 年 3 月-4 月在本校客家學院影音教室內，進行共計五場次的焦

點團體訪談，每場次 4-6 人，進行時間約 90 分鐘。每場次由一研究者擔任主持

人，依照事前規劃之訪談大綱與計畫進行。首先由主持者進行自我與協助人員之

介紹，同時，實施說明訪談目的、規則、與流程說明。再者，進行《裝滿的生活

時光》系列為電影之收看，分為四則，時間共計約為 20 分鐘。最後，以訪談之

大綱為基礎，由主持人協助進行受訪者之參與討論與發言。為求讓受訪者更自然

與不具威脅性的狀態下發言，採以圈式的圍坐方式進行，而主持人安置於其中，

不以不同高度或者中心的位置進行訪談。同時，視情況讓每位受訪者可以充分的

發言表達想法，也對於對話互動進行適時提問，在互動中刺激更多與更深層的思

考。而本研究之資料蒐集，在取得受訪者同意之下採錄音之方式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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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外，正如 Merton（1987）認為成功焦點團體訪談所需具備的幾項要件，首

先，是「範圍」（range），即受訪者必須針對刺激、議題，進行最大範圍的反應；

再者，是反應需具備具體性（specificity），而非抽象的言詞；此外，具深度（depth）

的描述，即他們對於刺激或議題的情感、認知與評價；最後，則是必須反應個人

情感脈絡（personal contex），即引發受訪者以往的經驗與議題之關聯性（轉引自

胡幼慧，2010：190）。 

    因此，本研究焦點訪談之進行，依照前述 Merton 的實踐要領，首先，在焦

點團體的操作使用上，為求讓焦點訪談之進行可以獲得所謂更大範圍的反應，在

進行團體成員之選取上，該成員依照族群認同背景差異進行分組，將其客家與非

客家之受訪者散置於各次的焦點團體中。再者，為讓受訪者的言談與詮釋更具

體、與明確，在訪談的問題的設計上，進行態度與認知上的追問，例如：受訪者

答喜歡、或者有感動。必須進行「為什麼」的追問，也就是為什麼喜歡？或者是

感動的部分在哪裡？以讓訪談互動與訊息可以更有具體性。此外，在訪談的深度

呈現上，研究者依照訪談大綱的設計，將問題從大方向的開放性問題，逐漸往較

具結構性的問題具焦。舉例而言，在看完諸多文本後，先問整體的印象與感受、

或者深刻的畫面可能是哪些？之後，轉以更深層的精神圖像意義進行追問。最

後，則是透過主持人進行生活經驗的分享與提問，讓受訪者之詮釋與自我生命經

驗之接合。 

第三節 研究步驟 

    從客家群媒介內容之傳播，建構客家圖像、符號與認同，作為基本的思考切

入，去觀察客家微電影這樣以網路為主要傳播平台的媒介形式，該客家符號、族

群圖像，在其中如何被操作與建構什麼樣的想像?而在族群文化之延續的層次來

看，若果以「世代」傳承為具有重要的影響前提下，客家青少年群體對於該媒介

文本建構之客家文化、符號、圖像之認同，亦有其重要性。故而，在此另一個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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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是去探析客家青少年群體，是如何認知、認同、理解、與詮釋這樣的客家建

構? 

    因此，在所要討論之主題、與研究之目的確認後，接下來便是對於相關之文

獻進行檢視。分別透過，探論族群認同之形成、理解認同形成之相關理論，並且

接合族群傳播媒介與認同建構之關係，去看「客家」符號、客家圖像，如何在媒

體文本中建構，及與認同形塑之關係。 

    再者，從檢視台灣現有之客家影視廣告，從中理解「微電影」在客家廣告中

的位置為何？並試圖透過理解微電影的特質、與特色，進行客家微電影之定義。 

    此外，客家青少年與客家微電影傳播之關聯性為何？世代差異，特別是青少

年群體，如何在族群文化傳承上具有重要性？而這樣的重要性，在客家族群之相

關政策中，是否具有展現？或是如何展現？ 

    最後，是針對現有之碩博士論文，進行相關於「客家媒介文本內容」為題目、

論析重點之檢索，去了解現況之研究趨勢，客家廣告文本在台灣具有一定製播之

數量下，是否也具有相對的注意與理解？此外，就現有的客家廣告分析所注意的

面向是那些？而筆者研究可能可以往什麼樣的方向，進行更深一層的探討？ 

    經由相關之文獻檢視、探索後，則是進行研究文本、範圍、對象之選擇與設

定，確認後方以進行研究之操作與分析。首先，透過文本分析之方式，理解客家

微電影中族群圖像之建構與意識為何?並且，為了確切了解文本製碼之目的動

機，必須對於該文本製作企劃端，進行深度訪談。再者透過，焦點團體訪談、深

度訪談，去理解客家青少年群體，對於該文本建構之客家圖像，進行理解與詮釋，

看其是否透過微電影的故事傳播，有影響其認同之可能? 

最後，將分析、訪談的資料彙整，進行初步結果與結論之撰寫。研究步驟流程，

如圖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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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研究步驟流程圖 

資料料來源:此圖為本研究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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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裝滿生活的時光》的製作生產與文本分析 

第一節 客家微電影的製作與生產 

一、客家電視台微電影：「目標聽眾設定」與「採用文類之催生因素」 

（一）誰是主要目標閱聽眾 

    目前客家電視台的行銷推展方面而言，在鞏固既有收視群之後，所要關注的

便是，積極希求吸引更多的年輕族群，以及不同文化族群的收視觀眾，其視為現

階段努力之要務。 

    經由訪談可以發現，所謂既有收視群主要是指兩個年齡群體。從目前族群內

部的層次來看的話，客家電視台多數的閱聽眾，以兩個年齡層為主要分布。其一

為「五十五歲以上」的中老年客家長輩。再者，可能隨著受到國小鄉土、母語課

程教學的影響，隨之配有課程評比、競賽、展演等等活動，如：客語生活學校評

比、客家才藝競賽等，進而開發學習母語之興趣，因此「十二歲以下」的學齡兒

童，也是重要的收視年齡層。 

     就此而論，客家族群內部，在客家電視台收視年齡分布，經由圖表（圖 X-X）

可以看到，紅色區域為其較所缺少的，便是屬於十二歲以上；五十五歲以下的中

段年齡層。有鑑於此，青少年、或所謂年輕族群的收視客群，為客家電視台在現

有節目內容、文本製播上，所必須加以著重的部分之一。故而，本研究所探悉的

微電影文本，在「年輕族群」的區塊，是為該閱聽眾設定部分中，有一定的重要

性。 

    另一方面，針對於其他族群文化群體，即所謂非客家族群，透過圖表可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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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藍色區塊顯示為非客家族群（圖 4-1）。亦是客家電視台，在行銷與節目內容

文本傳播中的重要推展對象，希求更多不同群體的收視、閱聽眾。 

 

圖 4-1、客家電視台微電影形象廣告其主要目標閱聽眾 

資料來源：本研究繪製 

    因此，在其 2013 年所製播的《裝滿的生活時光》四則系列微電影中，不再

以強調、置入「傳統性的客家」或所謂刻板印象化的客家，進而帶給閱聽人比較

新的文本感受。 

很多人都說客家文化、客家語言快失傳了；然後客家文化快沒了。那我

們自己的調查裡面發現就是說，你今天會收看客家電視台，除了我剛剛

講的，55歲以上之外，那另外對客家電台比較有感的，就是比較小的，

小朋友。因為母語教學的關係，因為國小都有所謂的母語教學，那其實

他們在這個階段學習客語來說的話，他是比較有成效的。相對於你說國

中生啊、高中生啊、年輕人上班族，那其實他生活漸漸沒有接觸到這一

塊，他就會忘記。那所以我們當初就在想說，我們要做的目標，第一個

就是:我一鞏固我原來的觀眾群，就是 55歲以上。那另外我就是要開發

我新的觀眾群。然後開發新的觀眾群呢，我們不用擔心的是，我們母語

的一些節目都做得還不錯、教學節目啊。譬如說:《ㄤ牯ㄤ牯咕咕咕》、

《每日兩次說客語》，其實它對於小學生、學齡前的小朋友，有一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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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力。但是，真的流失的就是中段的這些年輕人。……其實我們當初

在做的時候，其實很大一塊是非客家族群。那一次的目標，不只是說主

本身客家族群之外，當然也有跨到另外一部份非客家。其實這一塊占滿

重的。其實也很顯而易見，他的客家元素很少，然後另外一部分是，因

為我們是做 10 週年影片，那我們希望比較有一些代表性的東西，然後

有一些新的感受。應該講說，我不會置入傳統性的客家，但是每一支裡

面都會有客家的內容。（受訪者 S1客家電視台行銷企劃部） 

（二）微電影文類製播動力：「市場趨勢」與「技術性考量」 

    客家電視台在進行推展與行銷的策略上，採選微電影這樣的方式來進行製播

主要的兩大考量：一為當時市場的流行取向；再者，以客家電視台實際發生的故

事為藍本，進行廣告製播過程中，為求較完整、流暢、深刻的情感表達的技術性

考量。   

    首先，在市場考量上，如前所述，年輕族群視為客家電視台，現階段主要目

標的閱聽眾之一，透過他們的接近使用客家族群媒介，方可能達到保存與延續語

言文化之目的。然而，要如何吸引年輕族群的目光?要如何抓住他們的眼球?就客

家電視台負責行銷企劃的 S1 受訪者認為，對於青少年朋友而言，要讓他們踏進

客家電視台的第一步?若果一個小時、半個小時的節目過於攏長，使得耐性消解；

而一直推薦節目有多好，也無法使其深刻了解，並予以感受。是故，以「短片」

的故事行銷較為恰當。而就當其時間點來看，市場上最流行的行銷、廣告的宣傳

方式，便是「微電影」。當時微電影的風行，從其在大專院校的授課經驗中發現，

在舉辦各種行銷企劃競賽的過程中，必定少不了微電影，這即是一個明顯的例子。 

    此外其還特別提到，認為「微電影帶出來的是一種情感、還有觸及你內心感

受的一個東西，有時候它希望從音樂、影像、文字上面去營造一種情感」。因而，

透過當時的市場與社會，所流行這樣的方式，去重新包裝客家、與客家電視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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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象。有很多的人認為，客家就是傳統的表徵，而且這樣的傳統與「老」、「舊」

畫上了等號，進而客家電視台就是不流行、是做給老人家看的節目內容。而在此

情況下，正是希求藉以時下流行的，微電影的行銷方式，將客家、客家電視台形

象，包裝成更時尚、更流行一點，也讓年輕族群認知到，客家電視台的族群媒體，

也是可以製播出別於以往刻板傳統印象的東西，使其增加踏入客家電視台的機

會，認識客家電視台、認識客家族群語言與文化。 

那你說，中段的年輕人你怎樣讓他，踏進客家電視的第一步?不是藉由

一直推薦你說，看什麼節目好。因為其實現在節目，都 30分鐘啊!一個

鐘頭。年輕人耐性是有限的，再加上，現在新媒體的發展。那實際上就

是說，我們要怎樣能夠，先 Catch年輕人的眼球。很可能就是要先藉由

短短的影片，來吸引我們的觀眾族群。那我們也希望說，整個客家電視

台的形象，也可以走比較年輕化一點、比較時尚的感覺。很多人都覺得

客家文化很傳統，那傳統不是不好，是很多人對於傳統的解讀跟認知就

是，這就是老人家看得。那我們希望的就是，我現在上面這一層的、這

一層年紀的人有了；下面這一層我也不太需要擔心的時候，那中間這段

就是最需要開發的族群。那怎麼樣打破傳統?當然就是在那個時間點，

最流行的東西就是微電影嘛!...... 那個時間點，我覺得因為微電影很

流行，那我們也希望說做一個流行的東西給年輕人看這樣，重新去包裝

客家電視台的形象，讓大眾有不同的感受跟認知。那至少，讓年輕人也

知道，客家電視台可以拍出這樣子的東西，然後看看有沒有機會可以讓

年輕人更進一步的去認識客家電視。 

（受訪者 S1客家電視台行銷企劃） 

    另一個推動客家電視台，採以微電影作為頻道行銷傳播之方式，為製播上的

技術性需求與考量。此次，2013 年客家電視台微電影的頻道行銷廣告，正值客

家電視台開播的十週年，要以什麼樣的方式來進行表現，使其更具有代表性與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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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為其所考量之要素。在此情況下，選擇以貼近客家電視台、或者在客家電視

台中，實際發生的故事為主要文本來說故事。因而 S1 提到，「所有的不管是做短

片、或者是微電影、30 秒短片做廣告來講，最重要的還是『Content』，故事內

容是什麼?」因而，在這樣的情況下，而去挖掘與客家電視台內部所發生的相關

故事，作為媒介文本的軸心，藉此來進行創作與發想。此外，在原始的構想概念

中，還想將客家電視台喻為一個盒子；一個時光寶盒、珠寶盒，裡面藏著豐富的

寶藏，而這深藏其中的豐富寶藏，就是關於客家電視、客家族群、客家文化生活

的種種故事，透過這個「客家電視」盒子，來分享與傳遞故事。 

    就當時一般的形象廣告而言，30 秒、40 秒至多 1 分鐘，是比較常見的廣告

時間情況。然而，此次，在以「真實故事」作為，微電影製播藍本的影響下，若

果，要將所挖掘到豐富的故事素材、題材加以簡化，就製作技術上的時間而言，

是有它的難度；再者，就是簡化的表現，而捨棄故事的細節，是較為可惜的。因

而，客家電視台行銷企劃端，轉述導演李鼎的想法認為：「這麼豐富的素材，第

一個他絕對不做一支，而可以延生好幾支出來；再者，就是時間的長度可不可以

做長一點」。在上述情況下，製播上技術性的需求與考量，為了讓這豐富的故事

素材，得以更妥適、順暢與完整呈現，在製作影片時間設定的長度上，也需要更

長的時間來進行故事呈現，其中微電影文類的拍攝手法，是為其中一個可以選擇

的方式。 

    綜其而論，2013 年客家電視台所製播的《裝滿的生活時光》形象廣告，其

採以微電影媒介文類進行製播，是在當時市場流行與製作技術性考量上，兩者影

響因素相互交錯，而催生出這樣行銷類型方式的採用。 

二、從反傳統的客家圖像到微電影差異性目的之塑造 

（一）解構傳統客家刻板想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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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裝滿的生活時光》四則的系列微電影，其置入的傳統客家形象是相對很

少的。所謂傳統的形象，常見的油桐花、花布、藍衫等，都為大多在建構客家認

知時，常採用的符號標記。相同的，似乎外界在認知，客家電視台所製播的影視

節目內容時，這樣的符號標記似乎也應該要出現在內容中、融入文本中，唯有這

樣建構出來的才是客家該有的圖像。希求解構傳統一般對於客家的、客家電視台

的刻板印象，事實上，其並非一直守著窠臼的框框，且也非無鬆動的空間與創新

演變的機會，在這層面上，也一直是客家電視台在內容製播、與信息傳遞上想努

力的方向。 

    像是在《延續自己的聲音》透過年輕世代主角以回憶式、說故事的方式，進

行內容的串聯。其中我們常提及的「客家勤儉」的價值，並非如口號式的宣稱，

而是經由主角回憶小時候，看到阿公皮箱內裝著很多錢，但是卻已經過期，從其

中去凸顯當時老一輩的人，常常將自己心愛的、珍藏的東西放入安全的地方隱

藏，文中的「錢」也是這樣，阿公一輩子辛苦賺錢，但卻捨不得花用，存放在自

己認為是安全的地方。從其相爭反映著，當時那年代，客家長輩的「節儉」。此

外，文中的男主角，透過錄音機閱讀阿公的過往記憶時，體認到自我族群延續的

重要性，就其而言，在現代社會中，以不同的方式來延續屬於族群的聲音。透過

微電影這樣的小品文類，闡述一種現代與過去社會情感精神面的延續與連結，經

由較現代的方式，來形塑不同的客家認知與感受。 

應該是說客家傳統的形象不多。什麼是客家傳統的形象?譬如說花布。

其實很多耶，有很多人看到油桐花就想到客家!但是，這就是對客家電

視台很大的迷思。我們那時候有跟李鼎討論，那他就一直在開玩笑，那

女生要不要穿藍衫?不用!因為其實很多人都認為說，你看到客家電視

台，就應該是有花布、有藍衫、有紙傘，就是那種傳統的元素，但是實

際上吼，客家電視台對這幾樣東西真的都非常的困擾。因為這不代表客

家，那如果這幾樣東西，你如果說每次看到客家，都有人穿藍衫、拿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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濃紙傘，那有人就會說是客家嗎?不是啊!你如果一直呈現這樣的形象，

就會讓人家覺得，怎麼客家永遠就是這樣子。那有些人不懂客家，就會

覺得這就是家的代表，但是實際上我們有置入更多客家的東西，就是要

用比較現代的方式來呈現。 

（受訪者 S1 客家電視台行銷企劃） 

（二）以「真實故事」為藍本建構之客家圖像 

    客家電視台行銷企劃部的首要責任與工作，就是立基於行銷客家電視台上

面，而在這過程中，希冀讓閱聽大眾去接觸客家族群的語言與文化，並進而分享

與延續客家歷史記憶、故事。而行銷企劃部 S1 也指出，必須要透過影片行銷、

宣傳客家電視，讓更多人進入到客家電視台這個盒子裡面，才有辦法去真正的接

觸到客家語言與文化。是故，在客家電視台的形象廣告影片中，要如何去擴大與

增加閱聽人的收視，是其重要的工作之一。如前所述，客家電視台 2013 年的形

象廣告計劃，正逢客家電視台開播的 10 週年，希求以更貼近客家電視台、更具

有代表性意義的內容來呈現。因而，採用強調故事性敘事的微電影文類，來進行

客家電視台形象廣告的製播。在此情況下，透過客家電視台真實所發生、遭遇到

的故事，作為發想藍本，進行微電影廣告的製播。 

    《聊聊的好朋友》的文本故事，主要敘述孫子在與阿婆生活的過程中，發現

到阿婆每天都開著客家電視台，但卻都在屋外走動做日常家務，即便在屋內也是

閉上眼睛，似乎都沒有在用眼睛看，這讓他非常不解，並且覺得阿婆都沒有在看，

因而想看自己喜歡的節目頻道。然而，在一次電視機故障，無法進行客家節目收

視，因此阿婆心情煩悶與不愉快，就此，孫子終於體會到客家電視對於阿婆的重

要性。因而，打電話向客家電視台尋求協助。希望，有人也能像客家電視節目一

樣，能對著阿婆說客噢，和阿婆聊天。 

    而這微電影文本的發想，來自於一次發生在客家電視台現實生活中的實際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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況。即在一次客家電視台日常工作的時間，接到一通由小朋友打來的電話，而對

話內容提到，想問客家電視台，有沒有人會講客家話，他的阿婆平常在家中沒有

人跟他聊天，希望有人可以陪阿婆聊天。 

    而這樣的故事，也反映出現代社會中，老人的孤單，只能守著電視，電視陪

他們聊天與生活，似乎在其生活中扮演很重要的角色。特別是在客家社會中，語

言的流失下，客語的運用已隨時間弱化，現在很多新一代的客家年輕人已經不會

說了，使得在家中也很難與老人家一起用他熟習的語言談話，進而話題少互動

少。唯有在收看客家頻道時，能多有一些語言的親近性，讓其感受到熟習的話語。

像是 S1 受訪者在訪談中提到：「其實年輕人出去工作之後，老人家劉在客家庄、

或留在家裡，然後因為客語的關係，他想要聽到一些鄉音，唯一陪伴他的就是客

家電視台。電視陪伴你的時間，比家人還要長，那我們想要做的就是，告訴他，

我是跟你在一起的、你的好朋友，我是跟你有親密關係，這個盒子裝滿了你生活

一些所有的想法跟心情，但是最重要就是陪伴。」。故而，《聊聊的好朋友》的形

象廣告，也希求透過這樣的故事，傳達出客家電視台就如同裝滿故事的盒子，並

且是與你親近的好朋友，陪伴著你生活成長。 

    《跟你有秘密》的文本故事所敘述的是，正值青少年時期的女兒，其與爸爸之間關

係的疏離，來自一段兒時的秘密。而透過爸爸開啟女兒存放秘密的箱子，裡面掉出的

衣服，才恍然大悟，原來是段他忘記的回憶。是從前伴隨女兒一起參加客家電視

台《奧林 P 客》節目錄影的回憶。這段回憶，曾經讓彼此關係緊密，卻也成為彼

此疏離的秘密。而今，要把父女之間的鴻溝剃除，透過收看客家電視台，回憶這

段錄影的記憶時光，是最好的情感黏著劑。 

下為擷取《跟你有秘密》廣告企劃說明之內容： 

客家電視是家人凝聚情感的中心，陪伴每個家庭、每位家人度過共有時

光，是最溫暖的時刻、最甜蜜的回憶；而這般綿密的親情不會隨時間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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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或許沒有說出口，或許沒有表現出來，但永遠存在心中那個私密的

箱子裡。客家電視要在每個人的生活中扮演著一個媒介、一座橋樑、一

個跟每個人有祕密的箱子。 

                                     （客家電視台 行銷企劃部） 

    而此文本內容的發想，是來自客家電視台自 2007 年起至今，製播的《奧林

P 客》其屬於兒少型節目。該節目邀請到許多學齡時期的兒童來參與節目錄影，

而也因為參與者大多數的年齡，多屬於較年幼的情況，是故，陪伴他們一起來參

與節目的就是他的親人、家人、父母、學校老師……等。隨著這麼多孩子及其親

人，來來回回的參與，客家電視成為其生活過程記憶的一部分，而他們也伴隨著

客家電視成長。 

    S1 在訪談中提到：「那我們想要做的就是，告訴人家說其實奧林 P客的小孩

長大了，即使長大之後，奧林 P客所帶來給觀眾的情感，不只是、它只是一個兒

少節目而已」。是故，透過這樣現實故事的文本發想，所想要展現的是，《奧林 P

客》至今，經過了數年的時光，當時曾經參與過《奧林 P 客》的孩童，已然長大

進入了國高中階段的青春時期，然而，即使孩童長大了但是客家電視台節目，所

帶給觀眾的情感依存在，並且也成為跟家人、跟親人朋友最好的情感連結。 

（三）文本中差異性目的傳達：不同的客家想像 

    透過訪談，針對內容之爬梳可以發現到，在《裝滿生活的時光》的四則系列

微電影中，每篇故事都有其主要宣揚之形象與目的。行銷企劃部 S1 受訪者也提

到，基本上四則故事的目的性都不一樣。筆者，大致將文本呈現之目的，其分成

幾個層面：「客家電視台肩負之族群語言文化延續使命」、「向下紮跟的兒少節目

成就」、「海外客家傳播」、「數位化展現」。該內文分析與討論如下： 

1、客家電視台的使命：族群語言文化的延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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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學謙（2003）指出，客家語言的復振，便是客家電視台成立的主要目的。

並且其在客語保存上，具有提升客家語言地位、提供學習之管道、積極行銷推展

客家語言……等意義。葉德聖也提到，客家電視台的設立對於客家族群的意義之

一，即是傳承客家母語，其透過電視具有較直接而深入的影響，使得在語言保存

上有重要影響力（葉德聖，2013：140）。由此來看，客家電視台作為客家族群文

化傳播的媒介平台，該族群語言、文化的保存與延續，是為其重要的任務與使命。 

    如上所述之客家電視台的任務與使命，在其形象廣告微電影表現中便可看

到。針對於《延續自己的聲音》文本上，與該微電影企劃 S1 受訪者的訪談中，

其便提到《延續自己的聲音》主要講述的就是客家電視台的使命，其成立的終極

目的就是在於「語言的傳承」。而在內容呈現上，有幾個主要的象徵性意義，透

過該意義來傳達，客家電視台所肩負之語言傳承的使命價值。 

    首先看到，《延續自己的聲音》中男主角阿公，在其年幼時便過逝。而剩下

可以追憶阿公的，只有他遺留下來的一只只的旅行箱。其中，出現的藍色皮箱，

正是影片中男主角，作為閱讀阿公回憶的重要憑藉。也是在開啟皮箱中的秘密

後，回憶起阿公在他年幼時告訴他「旅行」的意義，也了解到阿公曾經走過的人

生旅途。如今也帶著這份阿公的記憶，延續著上一代、也是開創男主角自我生命

的旅行，同時也肯認對於自我，身為族群新興世代，具肩負延續族群語言文化的

責任、使命。 

本片以「旅行」連結「箱子」，以「箱子」連結客家電視，傳遞客

家電視「延續自己的聲音」的形象。以循序漸進的手法敘事，以

隱喻方式傳遞訊息，例如：以海浪隱喻客語的延續生生不息，以

樹群詮釋客家電視將傳承客語、培育客語人才視為永續經營的志

業。 

    因此，在該微電影之行銷企劃內容可以看到，經由各種隱喻來表現延續的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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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如海浪表示客語的生生不息；樹群隱喻客家電視台傳承永續經營志業……等。 

    此外，文中將母語運動與客家電視台的開台聯結在一起，主要講述的是客家

電視台的成立，便是在母語運動後的 15 年出現，它是一個具有指標性的里程碑。

並且，經由文中的年輕人，去追尋這段歷史記憶，從其的體悟，展現出身為該族

群新興世代，具延續自我族群語言文化的重要責任。 

下為企畫內容說明之節錄： 

「電視」也是一個箱子，有著人生百態、喜怒哀樂，而「客家電

視」這個箱子想要傳達的是「我們的時光、我們的生活、我們的

電視台」。客家電視的成立奠定了客語延續的基礎，而延續的不只

是語言，更是情感，一份對家人的情感，一份對「客家」情感。

客家電視要在每個人的生活中扮演一個溝通的管道、一個情感的

連結。 

    從上述企畫內容之說明來看，可以發現到該微電影表現中，更重要的是，客

家電視台延續的不只是語言，更是情感，一份對於家人的情感，如文中的阿公與

男主角；同時也是對客家的情感，如文中延續阿公、與主角自我客家族群身分的

認同請感。 

2、客家電視台的向下紮根-兒少節目的成就 

    文化、語言的延續及學習，在兒童成長階段的時期，是重要的影響關鍵時間。

黃俊峰，在針對原住民國小語言教育的相關討論中指出，語言學習階段的最佳時

期，是幼兒期，也就是幼稚園教育階段。並且提到，在掌握黃金關鍵期及語言發

展順序上，除了國民中小學的族語教學外，學習還要往下扎根，建立以利用族語

進行教學的幼稚園，讓學生學習與成長可以同步，學會族語並留在原鄉學習。（黃

俊峰，2014：179-181）。是故，從其討論中顯示出，族群語言文化學習在兒童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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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期紮根的重要性。 

    而客家電視台在製作節目內容上，針對兒童、青少年這區塊，一直都其努力

的目標之一。其微電影的形象廣告製作，《跟你有秘密》正是透過內容意涵的象

徵，以傳達客家電視台在這一層面的努力。 

    其中，以家庭的親子問題為軸，講述青少年時期與家中父母出現的代溝與隔

閡。而從影片中可以發現，其所出現父親陪伴女兒，兒時參與客家電視台節目《奧

林 P 客》錄影的回憶，卻是拉近彼此關係的鑰匙。從其來看，一方面所要帶出的

不僅，《奧林 P 客》節目本身是彼此情感的連結，甚至也象徵著客家電視台的節

目，帶給大眾的歡笑與時光、感動與回憶，更是具有家庭情感連結的作用。S1

在訪談中提到：「《奧林 P客》所帶來給觀眾的情感，他是跟你家庭裡、父母親有

一個家庭的情感的一個連結……這一塊要講親情的連結，目的性是這樣。要

Promote奧 P這個節目，要紀念的就是我們對兒童、青少年紮根付出的努力」。 

    因此，從上述談話中，可由另一面來理解，《跟你有秘密》的微電影文本，

所要推展與彰顯的是客家電視台十年來的成就，特別是在兒少母語教學上的的成

就。其在訪談中談到，2007 年客家電視台進入公廣集團後，兒少節目一直是其

重要的經營目標。而《奧林 P 客》節目，是僅次於《鬧熱打擂台》的長青型節目，

其除了伴隨著客家電視台走過很長的歲月時間之外，在母語教學使用上也有著其

重要性。是故，經由這樣的文本內容，所要闡述的重要目的之一，便是在這一區

塊上，其可算是客家電視台十年中不錯的努力成果。 

3、客家離散：客家電視台的海外傳播 

    《懂你的密碼》該文本敘事主題，以兩個客家年輕男女，在旅途中拿錯彼此

行李而開啟的故事。其中，可以發現到故事的女主角，是從國外來台灣旅遊，並

且其護照上的國籍說明，顯示該身分是來自「Malaysia」（馬來西亞）的國人。而

實際上，文中想試圖建構的身分標記，透過文中的客家語言互動展現，即要宣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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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是來自馬來西亞的客家人。經由這樣的象徵意涵，所要表現與傳達的，便

是在海外、世界各地都有客家族群的蹤跡，更重要的是，這樣的海外客家群體客

家電視台也注意到了，並且這海外客家，也將被視為必須被注意、被照顧、與開

發的新目標閱聽群體。 

    事實上，馬來西亞也有很多的客家人，並且也時常與客家電視台進行聯繫，

說明對於台灣的客家文化具有一定程度的認同感。並且透過客家電視進行親近與

閱讀客家語言、文化，對他們而言也有一定的重要性。舉例而言，像是 S1 在訪

談中提到，前二年因為受到衛星的異波影響，海外的馬來西亞地區收不到客家電

視台的節目訊號，而說到：「為什麼?我們馬來西亞的訊號沒有了?那馬來西亞那

麼多的客家人，難道我們不服務馬來西亞嗎?」。故而，透過上述來看，為何在文

本中需要進行海外客家的設定?因為事實而言，海外區域，例如：馬來西亞，有

很多的忠實觀眾、很多的客家人，他們都期待著客家電視台的表現與呈現。 

    是故，經由這樣形象微電影故事廣告的文本呈現，其內容呼應著與宣告著，

客家電視台一直都有朝著海外傳播、海外深根的方向努力，並且希冀走向、與開

創更為全球化與國際化的視角與視野。 

4、數位化進程：客家電視台的新媒體傳播 

    在《聊聊的好朋友》中，影片後段部分所呈現的敘事裡，阿婆再次的敲打著

電視機，發現電視似乎又壞掉了、無法收視，此時孫子立刻告訴阿婆，不要在拍

打了、不用煩惱了，因為現在網路上也有客家電視台。而其象徵著，客家電視台

走漸漸開始走向新媒體趨勢發展、並開啟數位化的進程，這樣內容中象徵意涵所

傳遞的訊息，也是希望藉由該文本所傳達的重要目的之一。 

    因而，訪談中行銷企劃部 S1 提到，新媒體、線上影音等，是很多電視頻道

必有的，這也是客家電視台必須、也一直在努力的。在此微電影中，特別安排客

家電視台所有以來的影片在劇情裡頭呈現，並且用客家電視台的台歌來帶，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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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客家電視台優質的影片製作。文末小朋友提到，現在網路路上也可以看的到客

家電視台的節目，這也就顯示著近年來，數位、行動載具所帶來的變化。 

    此外，在客家電視台節目數位化的進程中，所希望帶來的大致有幾個部分。

首先，希望能透過數位網路平台，進行客家電視台的節目傳送，經由快速分享與

傳散的特性，增加更多的曝光率，也希冀能吸引更多年輕的收視族群。其次，經

由該微電影文本，要告訴閱聽眾，網路上開始有客家電視節目，透過行動通訊設

備，可以隨時隨地在網路上進行收看。 

    最後，更重要的是，希望帶給觀眾高畫質的收視品質。客家電視台，在有線

電視台、無線電視台中，雖然都是屬於必載的頻道，但事實而論，在播送的訊號

上一直都不是很穩定。這也是受限於，客家電視台在有限電視 17 頻道的播送上，

只能採用 SD（standard-definition）的訊號進行播送，而即便在製作上以高畫質 HD

（High-definition）進行製播，在訊號傳輸上，必須從 HD 降轉成 SD 來進行節目

訊號傳送。與此同時，各電視頻道，都在爭相採用 HD 高畫質訊號進行節目傳送

時，這樣的品質差異就會具有明顯的對比。因此，S1 提到： 

那為什麼當初要講這一塊?但是很多人在礙於客家電視台的品質，他不

想再看，你再好的節目有這樣的傳送品質我為什麼要看?而且特別是當

HD 高畫質之後呢，你看過中視 HD 頻道、公視 HD 頻道，其實你不會想

看其他電視台，就是當你看到這些高畫質的時候，你有辦法再轉過來看

SD的畫質嗎?那這樣會造成客家電視台節目越來越沒有人看。 

    是故，若在數位網路平台上，進行訊號的傳輸，就較不受限於有線電視頻道、

無線電視頻道上 SD 的訊號傳送影響，得以 HD 的高畫質影像傳送客家電視台製

播的節目，給予更高品質影像畫質的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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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服務為本：收視數字並非評估績效之優先考量 

    台灣的商業廣播電視媒體，往往多以強調數字化的「收視率」作為績效、收

益效果評估之關鍵，從其獲得的數字顯示，可以預示該節目所觸及人數之多寡，

並且彰顯該節目受歡迎之程度，進而作為賣廣告之重要依據，並作為電視台之收

入來源。在各電視台相互爭逐之下，這樣的數字化收視績效評估標準，近乎成為

唯一、主要的方式。林照真便指出，國內多家新聞台，均開始改用「每分鐘收視

率」資料，做為新聞產製會議中極為重要的新聞檢討依據。新聞台除了觀看自家

新聞的每分鐘收視率升降情形外，也會參照其他台每分鐘收視率的變化情形，以

獲知觀眾的口味，並做為未來的新聞製作與包裝上的調整依據（林照真，2009：

82）。 

    在此，值得思考的是，數字化的高收視率，是否就可以作為評價電視台頻道

節目、內容之優劣考量，或者作為是否達成媒體組織績效之唯一標準?從客家電

視台的節目製播之內容傳送後，所採取之績效評估標準來看，可以劃出別於數字

化收視為標準的另一番思考。S1 提到：「我不會從數字上去看，去評斷這支影片

到底怎麼樣。第一個我們所收到的，嗯?應該說我不會從數字做考量，因為客家

電視你很難用數字去做考量。就是第一個我們做的絕對不會是年輕人覺得現在很

夯的東西，很難啦!因為語言可能就是一個很大的門檻。」因此，可以發現，其

並非主要採取數字化的方式，去看客家電視台節目收視成效為何。 

    然而，在影視節目製作上，例如，在《裝滿生活的時光》四則系列微電影，

是如何去型效益評估?從訪談中可以發現服務取向的「實體宣傳接觸」與「閱聽

觀眾之實際回饋」，是為重要之評估點。所謂「實體宣傳接觸」即客家電視台的

行銷企劃部門，在微電影正式開播後，帶著這些影視作品，到各場域去進行宣傳。 

訪談中提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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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該是 3、4 月開始播吧，做完後，我有點忘記什麼時候開始播的。那

真的開始有人在關注這支影片，應該這樣講，第一個我們有帶著這些影

片去很多學校裡面去做宣傳，那大概嗯?我大概走過 15、16 個學校吧!

然後，觸達的人數大概有好幾千個吧!就是看這個影片，講這個影片。 

                                     （受訪者 S1 客家電視台行銷企劃） 

    另一方面，作為客家電視台製播節目效果評估標準的「閱聽眾之實際回饋」，

即著重於客家族群之鄉親、或者一般閱聽大眾，打電話、或以網路通訊之方式，

聯繫客家電視台給予不同的意見與回饋。潘經理提到，在《懂你的密碼》這支影

片傳上 Youtube 後，透過網路影音平台的無線傳散，而東南亞的觀眾也給予一些

回應討論。認為他們這部影片、亦或者討論發現到，這影片的主角是來自馬來西

亞的客家人等等，而獲得不同層次的注意與關注。並且，其認為客家電視台所製

播的影視節目作品還有一點點的影響力，便是在觀眾的詢問與回饋意見中可以看

到。大家可能去問，拍攝的場景在哪裡?店家在哪裡?故事文本中出現的一些物品

哪裡可以買到?就以此次針對討論的形象微電影製播文本部分，像是在《聊聊的

好朋友》中，詢問度最高的便是故事中所出現的「音樂盒」。 

訪談中提到： 

我們自己覺得認為說還有一點影響力，是因為我們觀眾意見有接到不少

這樣子的意見，就是它有來詢問，你知道詢問最高的是什麼嗎?詢問最

高的是最後一支，你們有沒有那個音樂盒?就很奇怪，很多人看到，它

有 Feedback 通常都是、嗯?給電視台 Feedback 就是，它會來問資訊，

譬如說你這個節目介紹的內容在哪裡?或者是說，這家店家在哪裡?這些

商品能不能團購?那這支形象廣告有趣的地方就是，大家都來問音樂盒

在哪買? 

（受訪者 S1客家電視台行銷企劃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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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故而，這樣的「實體宣傳接觸」與「閱聽眾之實際回饋」，不僅僅是希求獲

得更多收視，事實上也是在進行一種服務，為客家族群服務、為廣大的社會大眾

服務。過程中，經由與客家電視台的實際互動，讓更多的意見感受能更快速的傳

遞，不只是增進民眾對客家電視台之認識，也是客家電視台作為反身性思考的來

源。 

第二節 文本分析：《裝滿生活的時光》系列微電影 

微電影特色 

    透過第二章針對於微電影相關之文獻探悉，可以大致將其特色分為兩大類

別。一則為其該媒介傳播之通道特性，像是分享性、互動性或病毒式傳播，以及

其多元化零碎的收視平台等；另一方面則是該微電影傳播文類，其敘事上的特

點，舉例而言，像是情感、故事的敘事特色等。而依照本研究之旨趣，即所謂「文

本中呈現之圖像意義為何？」來進行論析，此文類之敘事上的特性，為本文所著

重之分析焦點。因此，該文類之敘事特性，經由文獻之爬梳整理後，初步可將其

歸納出幾個敘事特點，分別為：１）故事性的情節與包裝、２）情緒與感性的敘

事、３）貼近閱聽人的生活體驗。下列茲就以前述之文類敘事特色，進行《裝滿

的生活時光》客家系列微電影，所傳遞之符號圖像意義之文本分析。 

一、故事性情節與包裝：「冒險奮鬥」與「傳承延續」精神 

    客家之族群文化意象，在本研究所採取的客家微電影研究之範疇上，雖說其

操作並非如過去媒介文本中，具有以供明顯直接辨別、刻板的僵化形象的操作方

式。諸如：精神特質上的「硬頸」、「吃苦耐勞」；物質符號「桐花」、「大腸炒酸

醋」等。然而，這些精神意象特質就此在文本中消解嗎?亦或者客家族群之精神、

價值還有沒有更多的可能?事實上，該以微電影的敘事方式，透過故事建構與包

裝，進行族群精神意涵之建構與傳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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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傳承與延續 

    過去台灣客家常被認為是，東方的吉普賽人，意味著失根的族群，走走停停，

一路上顛沛流離，被視為是「過客」。而今，台灣客家族群，在台灣這片土地上，

生活了數百年，客家文化在此生根與成長。雖然幾經政治、社會的壓迫，使得一

度在此社會空間中隱形與消聲。然而，在客家運動的抗爭中，客家族群也漸漸的

走出自己的歷史，展現自己的存在。然而，在此討論中來看，雖然，客家族群在

台灣生根，但是，要何以持續?其面臨的重要問題之一，便是如何「延續與傳承」。 

    再者，從 1988 年還我母語運動開啟之客家運動的發展來看，在爭取族群發

聲與文化權益的過程中，客家族群的存在，立基於該語言與文化的延續之上，其

具有一定的重要性。像是，徐正光（1991）針對目前客家人和客家社會所面對的

問題之討論中指出，「客家話的大量流失及文化即將滅絕的困境」為其一所遭遇

之重大問題。（徐正光，1991：p8-9）。而羅肇錦（1991）也認為，客家話是客家

社會的現象，其為社會之產物，在這過程中可以用人為力量改變他，當這個社會

不存在了，語言也不存在了；此外，客家話也是客家人思維的工具，人類思維必

須倚賴語言內涵的運作來完成。也就是說，語言改變思維價值也跟著變化。(徐

正光，1991：p18-21)。 

    換言之，「傳承與延續」，對於現代台灣客家族群而言，是一個重要的精神與

價值象徵，這樣的價值應該是為客家族群所共享。 

    像是可以從《延續自己的聲音》電影文本中來看到，其主題設定上，已明瞭

「延續」是該文本所要傳達的一個重要意涵之一。而他所要延續的，是什麼?是

屬於自己族群的語言文化與歷史記憶。在《延續自己的聲音》文本中，從幾處可

以看到這樣的意涵。首先，畫面中出現，男主角與爺爺在幼時的互動，透過特寫

鏡頭，呈現祖孫二人的情感關係緊密。而爺爺並以客語，教導男主角「旅行」的

發音與意義為何?其中，也出現舊時照片，顯示過去旅遊的記憶。透過語言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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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展現出爺爺與孫子在客家語言上的世代傳承。(表 4-1)。 

表 4-1、《延續自己的聲音》分析 

影像 台詞 時間 

 

爺爺：阿公帶阿婆去旅行。(客語) 3:17 

 

爺爺: 旅行聽得懂嗎?(客語)  

孫子：旅行!(客語) 

 

3:19 

 

爺爺：對!旅行。(華語) 

爺爺：嘿!旅行(客語) 

孫子：旅行!(客語) 

3:22 

資料來源：YOUTUBE 影音平台 

    此外，從另外一面切入分析，影片文本中的阿公，參與了 1988 年還我母語

運動的抗爭活動，而畫面中可以看到，阿公拿著錄音機、並且在抗爭會場奔跑著，

而這錄音機，紀錄的不僅僅是在「還我母語運動」當天發生的過程、僅止於紀錄

時空上的意義而已。而是一份為保存客家語言、文化、追求族群權益的記憶與信

念。透過畫面鏡頭的切換，故事中的男主角，也在數十年後，高舉著錄音機，在

現代的時空中奔馳。這相同動作、物品的類比，顯示一種傳承與延續，延續客家

族群的語言文化、信念與價值。其中一個更明顯，在延續信念的展現部分的是，

文中男主角傳達了一句內心的聲音：「阿公，我帶你去旅行」。（表 4-2）。這句帶

你去旅行，帶著的是既有的，阿公過去的「傳統信念與價值」。延續自己的聲音，

便是承繼了過去的記憶與信念，而在現代社會、未來中持續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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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延續自己的聲音》分析 

過去阿公 現代男主角 

  

  

資料來源：YOUTUBE 影音平台 

2、客人到主人：冒險奮鬥的「旅行」 

    過去早期在客家論述的建構上，對於客家形成的歷史、客家的變遷過程，最

常被提到的是「中原的五次大遷徙」。像是陳運棟（1998）提到，客家先民在外

患、飢荒、盜匪等因素下，源自中原遷居南方，並再度流徙各地，總計五次的大

遷徙。由於迭經離亂，更養成其堅忍草絕獨立奮鬥之精神。（陳運棟，1998）。 

    而客家先民輾轉移居到台灣之後，初期為求「安身立命」的與環境奮戰、與

他族者相互抗爭；而後隨著日本統治時期的皇民化運動、甚至在國民政府撥遷來

台後，政治上的壓迫消聲、並在族群人數上的非優佔、福佬沙文主義的霸權掣肘

等情況下，「台灣客家運動」的展開，爭取族群權益、語言發聲、文化保存與延

續，希冀不再成為過「客」，而是這片土地的主人。像是，葉德聖（2013）提到，

由於長期漠視客家文化和語言下，為了捍衛族群應有之地位和尊嚴，以及搶救日

益沒落的客家文化，台灣客家界早已存在一股不停之氣息。1980 年代的民主自

由化下，台灣客家意識也逐漸崛起，隨著《客家風雲雜誌》創立、1228 還我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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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運動的舉行等，陸續活動開展，從其體認到保存客家文化、和客家族群權益應

積極爭取之重要。 

    在上述的討論中，可以明顯看到，「冒險犯難」的精神價值，從過去一路上

圍繞在客家族群的發展歷程中。客家運動發展至今，不論在客家相關政策法規的

制定上、客家學術研究領域的問題上、還是語言文化傳承上等，都持續面對著考

驗。而今，客家在現代社會中，顯然，這樣冒險、抗爭的精神價值，仍不脫離客

家族群而持續存在著。客家電視台的微電影中，也將這樣客家冒險的精神，在故

事敘事中展現著。 

    而在《懂你的密碼中》便可以看到其所建構的，象徵冒險犯難精神的旅程故

事。該則微電影承繼《延續自己的聲音》的故事繼續發展，男主角帶著阿公充滿

記憶、回憶的錄音機去旅行。而在旅程中，遇見另一位會說客家話的女孩子，也

在旅行。事實上，兩人在旅途中相遇，透過共同的「客家語言」作為彼此相認族

群身分、召喚客家認同的依據。像是，男主角提到：「我每天都會聽到一個說客

語的女生」。在旅程的道路上，可能看到的人、事、物何其多?從其展示，「客家」

面對充斥著眾多主流文化、或是多元混雜的文化環境，隱身在現下社會中，而男

主角卻可在茫茫人海中，經由「客語」這樣的共同語言意識到「我群」的存在。

（表 4-3）。 

表 4-3、《懂你的密碼》分析 

影像 文字 時間 

 

男主角:阿公，我跟你說一個

秘密喔 

2:06 

 

男主角:我每天都會聽見一個

說客家話的女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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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YOUTUBE 影音平台 

    更重要的，內容中隱含的是，象徵客家持續不斷冒險、奮鬥的「旅行」，是

為客家族群的集體命運。現代的新興客家世代，承繼著保存族群文化的使命，而

不論是男主角、還是旅途中相遇會說客家語言的女子，都共同的為了這個任務在

實踐、在努力。在影片中，兩人除了相遇之外，男主角提到，認為她的聲音就是

旅行的聲音；並且，也明白指出，這聲音中有點「心事、擔憂、孤單」。就此來

看，從女生的聲音、言說的語言，為客語發音，是故這「客語」也象徵「客家」，

換言之，女生的聲音是旅行的聲音，是故，「客家」也象徵著「旅行」。再者，所

謂聲音中充斥著「心事、擔憂、孤單」，顯現客家在不斷抗爭、爭取權利、冒險

旅程中，充滿著不確定性。特別是在多元化的現代社會中，面對著全球化、現代

化、各種主流、次文化的高度衝擊；而承繼延續客家文化使命的新一代，更是充

滿著不確定。 

    雖然如此，然而面對這樣「旅程」中的不確定性，透過這客家微電影卻也要

向世人傳達，一種無懼艱困的希望。影片中，男主角提到：「她的聲音裡，有一

種不管有沒有說錯，都不會害怕的笑容」。這代表象徵「客家」的聲音，在未來

的旅途中，應該也要像她一樣，無畏、無懼；帶著笑容、帶著希望勇往直前。其

中，更直現了，「面對未來，我們都沒有恐懼的時候，就會發現，這世界的美好。」

首先，從奇觀之，要看到世界的美好，必須先排除這恐懼。這「美好」，是指客

家族群在社會中不被邊緣，而可以在社會中，以具有一定程度，象徵「主體」的

地位，與其社會互動，存在於社會中。此外，這恐懼象徵著，「客家」面對社會

文化中眾多不平等、甚至歧視的恐懼。例如：對於說客語的恐懼，覺得說客語可

能是傳統、落伍的象徵。客家族群自我本身，必須也要以身作則，努力實踐。而

換言之，其傳達的意涵中，顯示著，隱身於現代社會中的客家族群，要達到所謂

「美好」社會，必須自我群體也要設法排除，對於「我群」文化的恐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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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主角：她的聲音，就像是旅行的聲音。(2:14) 

男主角：有點心事、焦慮、有點孤單。(2:24) 

男主角：她的聲音，就像是旅行的聲音。(2:42) 

男主角：但是，她在說客家話的時候，她的聲音裡，居然還有一種，不 

        管有沒有講錯，都不會怕的笑容。(2:48) 

男主角：原來，面對未來，我們都沒有恐懼的時候……就會發現，這世 

       界的美好。(2:59) 

                                               《懂你的密碼》 

二、情緒與感性敘事：「親情」、「客家族群情感」 

    透過前述第二章節針對廣告的意涵、作用的討論，可以發現，有一個重要的

目的，那就是「溝通」。其透過一些方法策略、概念、想法……等，始得增加消

費者予產品的連結性，以讓消費者產生共鳴，使其容易記憶、增加其接受甚至消

費購買。正如蕭湘文指出，產品本身是無生命的，必須藉由創意人，用不同的符

號語言賦予產品意義，除了告知產品本的實質理性意義外，更需表現出心理滿足

感的附加意義（蕭湘文，2005a）。 

    然而，達到廣告的宣傳策略有很多，其中「理性策略」、「感性策略」，是為

常見的宣傳製作方式。所謂理性訴求，顧名思義透過「說理」的方式；較直接的、

功利、利益性的資訊傳達，來進行廣告的溝通說服。蕭湘文（2005b）指出，廣

告理性訴求「主要以非人性化、及產品本身的物性表現為主，採取說之以理的方

式，直接訴諸目標閱聽眾理性的自我利益，強調購買產品之理由」。是故，從此

觀之，過去有許多的客家廣告，是以類似理性訴求的策略方式，進行「資訊性」

的訊息傳達。像是客家委員會進行的廣告中，舉凡客家桐花季、客家節慶活動、

客語認證考試的宣傳廣告，直接、硬式的資訊傳遞；或是以直接明顯的方式，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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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傳統、刻板的客家訊息符號，以達到客家文化邊界的形塑。例如，桐花=客家、

花布=客家、藍衫=客家……等。 

    而這樣的策略，卻也在族群廣告的宣傳運用上，可能面臨幾個挑戰。首先，

從族群的一般性意義上來看，具有「共同信仰、價值、信念」為其要素之一，是

故，以「價值、情感」為基礎的族群認同要素，若以「理性策略作」為族群認同

的召喚，其在廣告說服的功能上或許是一大考驗。其次，如何抓住消費者的目光、

引起內心的共鳴，特別是在多元化的資訊爆炸時代、眾多訊息相互競爭下，是也

是現代廣告宣傳所面臨的一大挑戰。 

    面對於此，「感性訴求」的廣告策略，可能為這樣的挑戰，開啟另一番可能。

瀟湘文提到，所謂的廣告的感性訴求策略，偏重的是，以人性化的訴求影響消費

者情感，轉嫁到對產品的正面情感。所以如果將產品變成為人類情感的一部分，

訴求親情、友誼、溫暖，不僅廣告與產品有了生命力，更容易讓產品與消費間，

做正面情緒的連結，讓消費者從中找到自己生命過程中的某些影子。（瀟湘文，

2005b）。是故，廣告中的感性訴求策略，並非強調產品的特性、特質、功能，而

是以「情感」為核心，透過象徵性的意義與消費者進行意義上的構連、達到內心

的共鳴。 

    而本文所探討的「微電影」媒介文類，特色上，其強調透過「故事性情節與

劇情包裝，並以情緒性的敘事，進行價值與理念的建構與傳達」的媒介特性，可

以發現，其在廣告傳播的運用上，上述之「感性的策略」也是該文類操作策略之

重要特性。 

    由此觀之，本文所探悉之客家電視台《裝滿生活的時光》系列微電影中，透

過「感性訴求」所召喚出的客家認同圖像，從前述文本分析討論中，可以發現大

致有以下類別，其一是乘載著祖孫、父女情感的親情連結；再者其對於族群情感

的召喚意象。 

1、 親情：祖孫、父女 



95 
 

    在祖孫情感的表現上，在《聊聊的好朋友》中，便可以看到阿婆與孫子的情

感互動。事實上，文中的隔代教養的親子關係，也是在現代社會上，可能隨著父

母雙薪家庭的出現，家中的爺爺奶奶，也肩負起扮演著陪伴孩子成長的重要角

色。在影片的故事敘事中，小孩每天看著阿婆在忙進、忙出，開著客家電視台節

目，卻也不用眼睛看，小小年紀的他不理解，感覺既然阿婆沒有在看電視，很想

要轉換節目、並且也很想要換成自己想看的頻道。這樣的劇情展現，似乎也反映

著許多的家庭孩童心中的想像，想要看卡通頻道、或者流行的動漫節目。在畫面

中，也以三格畫面呈現，阿婆在家中工作，而電視一直在播放著，顯示阿婆似乎

沒在看電視（表 4-13）。因此，劇中小孩跟說：「我的阿婆很奇怪，因為他看電視

的時候都不是用看的」；並且也跟阿婆說：「阿婆，如果你不要看電視，可不可以

給我看」。 

    而在一次電視機壞掉時，阿婆的反應，讓小孩體驗到客家電視節目對於阿婆

的重要性。文中小男孩說到，「今天電視壞掉了，阿婆心情不好，因為電視不能

陪阿婆聊天」。在實際社會中，客家語言隨著世代交替流逝，並且媒體節目中多

數語言都以華語為主，許多的家中客家長輩，在語言上是無法理解的，加上越來

越少人能和他們以客語進行溝通、對話，那種孤單、疏離感會隨著歲月而增加。

而在此情況下，小孩便自己打電話到客家電視台，尋求協助，問問客家電視台，

會不會說客語，能不能和他的阿婆聊天。從此來看，孫子對於阿婆的關心，透過

「感受」阿婆心情不好、不捨的情感；並在小小年紀自主尋求協助的努力，以彰

顯小孩對於阿婆的「祖孫情意」。（表 4-4）。 

表 4-4、《聊聊的好朋友》分析 

畫面 文字 時間 

 

小孩:我的阿婆很奇怪，因為

他看電視的時候都不是用看

的。 

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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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孩:阿婆，如果你不要看電

視，可不可以給我看 

0:34 

 

阿婆 :阿婆雖然沒有看電視

啊!可是電視有跟阿婆聊天 

1:10 

 

小孩:今天電視壞了，阿婆心

情不好，因為電視不能陪阿

婆聊天 

1:34 

 

小孩:喂!請問是客家電視台

嗎?你們都會說客家話嗎?那

你可不可以跟我的阿婆聊

天? 

2:10 

資料來源：YOUTUBE 影音平台 

    此外，父女間的互動議題，所展現出的親子情誼，在《跟你有秘密》中便是

一個例子。文中，反映著現代社會裡，在孩童成長過程的青少年時期，很可能面

臨的親子關係疏離的狀況，小孩認為父母不懂自己；而父母也不解為何小孩都聽

不懂自己想說、想表達的。影片中的父親，總是在努力的想與青春期的女兒更親

近些，試圖邀請一起出去用餐、想了解女兒的生活、甚至，還想透過時下流行的

社群網站，拉近彼此距離。然而，女兒的反應總是冷淡回應「我吃飽了、妳不認

識、我不要」，似乎回家到，房間才是屬於她的天地。面對這樣的彼此不解的疏

離狀況，要如何溝通?是一大問題，而且每個人、每個家庭可能都不一樣。而在

此故事中，卻透過一段深藏在女兒心中的兒時回憶，成為拉近彼此親近關係的橋

樑（表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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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5、《跟你有秘密》分析 

影像 文字 時間 

 

爸爸:今天跟爸爸一

起出去吃飯好嗎? 

女兒:我吃飽了。 

0:12 

 

爸爸:你今天跟誰出

去? 

女兒:你不認識。 

0:22 

 

爸爸:我現在也有臉

書喔，我加你好不

好? 

女兒:我不要。 

0:29 

資料來源：YOUTUBE 影音平台 

    影片中，父親想起女兒小時候，總是把許多的東西，藏在紅色皮箱內，故而，

打開這皮箱，或許可能可以找到拉近彼此問題的關鍵。翻開箱子，掉出一件紅色

T-shirt。原來這是爸爸，在女兒小時候陪伴他去參加客家電視台節目「奧林 P 客」

錄影時所得到的衣服。畫面將這段回憶交錯在影片中呈現，充滿歡樂的父女親子

時光，這是深藏在女兒心中的秘密。事實上女兒對爸爸有很多說不出的愛，害羞

而不知如何表達，在幾個影像中可以發現到這樣的蹤跡。 

    首先，爸爸打開藏著女兒物品的紅色皮箱時，裡面寫著，「我就知道有一天

妳會打開」。這句話透露了，女兒雖然把說不出的秘密、愛，藏在裡面，看似不

希望被發現的秘密，但卻又期望著爸爸有天會開啟這秘密，了解「她」在想什麼。

此外，爸爸從紅色皮箱內拿起節目贈與的 T-shirt 時，在背面寫著「爸比，我永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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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你」的文字。女兒把愛爸爸的話語寫在後面，而非目光直視即可看到的正面，

顯現出對於爸爸的愛一直存在，但是深藏在後面，並非直接表達。再者，在回憶

起兒時參與節目錄影的記憶中，主持人問小女孩：「妹妹，今天爸爸陪你來啊!

長大以後會不會也陪爸爸參加任何活動」。小女孩，並沒有回答，而是害羞、微

笑的看著爸爸。而主持人說到，「你不好意思說喔」。此時的鏡頭的畫面，切向爸

爸把女兒留在 T-shirt 的話，由後面翻到正面觀看。有此觀之，更顯現了，那對爸

爸說不出的愛（表 4-6）。 

表 4-6、《跟你有秘密》分析 

影像 文字 時間 

 

字條:「我就知道有一

天你會打開來」 

 

1:42 

 

 1:58 

 

 2:19 

 

T-shirt 字樣:「爸比，我

永遠愛你」 

2:21 

 

主持人:妹妹，今天爸

爸陪你來啊!長大以後

會不會也陪爸爸參加

任何活動。 

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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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持 人 :不 好 意 思 說

喔! 

2:38 

資料來源：YOUTUBE 影音平台 

    後段影片中，女兒回到家，發現爸爸穿上《奧林 P 客》節目的 T-shirt，而她

展眉笑之，便跑到房間，打開紅色皮箱，發現裡面爸爸也留著字條，寫著：「一

起看」。而父女，最片中最後一起穿著充滿歡笑回憶的 T-shirt、坐在電視機前，

收視著《奧林 P 客》節目。原來，拉近父女關係的，卻是深藏在彼此心中的那段

一起參與客家電視台節目錄影的兒時記憶。 

2、 客家族群情感的展現 

    《延續自己的聲音》影片中的阿公，身為客家人，曾為自己的族群發聲與爭

取權利。透過錄音機、錄音帶，紀錄了民國 77 年 12 月 28 日的母語運動歷史記

憶。畫面中，有著綁著布條、揮著旗幟的遊行隊伍；並且還有寫著「還我客家話」

的各種標語。這樣的畫面，再現了當時的場景，是在面對著長期威權體制壓迫下

所禁聲的一群人；也是在族群數量上非優佔情況下，受到政治、經濟、文化、權

利等，不平等待遇的群眾們。微電影中，還穿插了一些當時「1988 年還我母語

運動」的影音記錄畫面，其中在宣傳車上高呼口號的運動領袖身影，也在其中。

這些歷史回憶，可能連結著曾經有過這段歲月之人的記憶，是種歷史創傷，這樣

的創傷記憶也召喚著群體的情感。 

    而片中不斷圍繞著一句話語，「我是客家人，還我客家話!我是客家人，還我

客家話!」，配合著敲鑼打鼓的節奏，振奮著參與運動所有的人，鼓舞大家向前邁

進，為族群而奮鬥。這句話，不只是當時阿公在參與運動時，所留下的聲音。而

影片中，身為新興世代男主角，便也帶著這個帶著這記憶中的聲音，在這片土地

上奔跑著。畫面的呈現上，主角拿著錄音機、在草地上不斷圍繞、奔跑，並且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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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聲音不斷出現，「我是客家人!還我客家話。」（客語）。似乎也在宣告著，我是

客家人，我也承繼了維護客家族群文化的使命與任務。故而，我是「客家人」這

句話，不僅僅是激發阿公認同情感的言語；也召喚著片中男主角族群情感的標

的。同時，「我是客家人!」也在向收視的客家族群們宣告著，大家可能在現代社

會中遺忘了、或隱藏了自己的身分，但是不要忘了我們都是「客家人」。特別是

承繼族群延續任務的新興世代們，如同片中年輕主角一般，應帶著對於客家族群

的責任與期許，向世界、向社會宣告，展演自我族群身分與認同。 

    其中，「我是客家人」口號中，所接續的句子「還我客家話」。事實上，在不

同的時空，所需求的、所要爭取的族群利益、族群正義可能不同。對於過去而言，

在那段禁聲的時代，語言的平等權益的爭取，是身為客家人所必須肩負的責任。

在年代變動的時間軸承中，客家族群所需的、族群本身所承繼的任務可能也有著

些許的變化，亦或者實踐的方式也隨著變動。故而，「我是客家人，還我客家話」，

在其衍伸的意義，是要召喚、凝聚著客家族群的情感認同與意識，觀眾參與過程

中，告訴自己、喚起自己，「我是客家人」，應該為客家做什麼事?(表 4-7)。 

表 4-7、《延續自己的聲音》分析 

影像 文字 時間 

 

我是客家人，還我客家

話。(客語) 

3:05 

 

我是客家人，還我客家

話。(客語) 

3: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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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客家人，還我客家

話。(客語) 

3:31 

 

 3:43 

資料來源：YOUTUBE 影音平台 

三、貼近閱聽人的生活體驗 

    在文本的敘事表現上，圍繞的主題不脫於日常生活的範疇。舉凡，前述之《懂

你的密碼》的旅行故事，述說著年輕族群生活實踐的經驗；或是《聊聊好朋友》

裡描寫的祖孫間，日常生活的情感互動樣貌等。其像是《聊聊好朋友》，更是運

用到，以客家電視台與族群生活進行符號的連結關係，像是可以明顯看到「17」

數字、與「音樂盒」的象徵作用。在《聊聊的好朋友中》，可以發現，影片中阿

婆不論在做什麼家事、忙什麼工作，客家電視台必須要打開來，播放著熟悉的客

語、聽著親近的文化聲音。這顯示著，「客家電視台」已經成為了阿婆，其身為

客家族群一份子「生活」的一部分。是故，客家電視台隨著族群的需要而出現，

成為客家族群集體記憶的一部分，不論是過去、現在還是未來；並且也是其生活

的一種展現方式。因此，客家電視台亦可視為客家族群文化的一部分。客家電視

台與族群的連結關係，可以從下列兩個符號意義的表現中可以看到，其一為音樂

盒的象徵連結；再者為文中符號 17 的意義與作用。 

    首先，文中呈現客家電視的收視對阿婆具有生活上的重要性，在一次電視機

壞掉的機運下，小孩見狀阿婆的煩惱與無助，便向客家電視台尋求協助。因為，

電視壞了，沒有人可以用客語跟阿婆聊天、沒有人能用她熟悉的客家語言和她溝



102 
 

通對話。片中，客家電視台送來了一個「音樂盒」來幫助阿婆度過煩惱的時刻。

（表 4-8）。 

    這音樂盒是裝著什麼東西的盒子?隨著孫子開啟音樂盒，《世界客家》配樂的

聲音響起，畫面中交錯的播送著的是，客家電視台各類節目的小片段，像是戲劇

節目《大將徐傍興》、《花樹下的約定》、紀錄片節目、音樂性節目等。而這無數

小畫面的聚集，所要要說明與展現的，正是其代表著客家族群的各類生活樣貌與

族群文化、故事展現。這些客家族群文化景緻，可能是婦女茶園的工作景象、可

能是海外客家移民的心路歷程、或者客家建築、文創藝文的展現、也可能是客家

歌曲競賽的展演。並隨著《世界客家》歌曲的播送，增加情感的豐富性，其歌詞

內容特別提到：「我們是現代的客家人，實在的客家人，我們有豐富又精采的客

家文化」。其正與上述呈現的畫面接合，向閱聽觀眾傳達，這些都是屬於我們客

家族群的「精采文化」。 

    因此，客家電視台送阿婆這音樂盒，以作為撫慰阿婆對於電視無法收視的煩

惱與憂愁。而阿婆不開心的真正原因，來自於電視無法收視，對於自我熟習的母

語文化的一種疏離感、孤獨感。換言之，這音樂盒，象徵著如同客家電視是一般，

裡頭的內容，傳遞著關於客家族群的生活世界，能帶給阿婆一種親切感，是她所

熟習的語言與族群文化記憶。 

表 4-8、《聊聊的好朋友》分析 

影像 文字 時間 

 

電視台人員:阿婆，

這是客家電視台樂

送給你的小禮物喔! 

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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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4 

 

音 樂 盒 歌 曲 歌 詞 :

「我們是現代的客

家人，世界的客家

人」。 

3:06 

 

音 樂 盒 歌 曲 歌 詞 : 

「我們有豐富又精

采，的客家文化」。 

3:08 

 

電視台人員:今天開

始，這個音樂盒就可

以每天和你一起唱

歌喔! 

3:32 

資料來源：YOUTUBE 影音平台。 

    其次，在 17 數字之表現所構連之意義上，也可以發現該符號作為連結客家

認同的表徵。從《聊聊的好朋友》故事畫面中，便可以看到 17 符號的蹤跡。文

中，小朋友為解決阿婆看不到客家電視的憂慮、煩惱，而打電話到「客家電視台」

尋求幫助，當其撥通電話說到：「喂!請問是客家電視台嗎?」的同時，畫面切換

到的，是小朋友轉動木製的日曆時間表，將日期數字從「16」改為「17」。（表 4-9）。 

    若從文本意義的形成，來自符號與符號間的連結關係，這個思考點進行切入

的話。可以發現到，這樣的劇情表現，並非偶然。而是要將客家電視台，與「17」

的數字進行象徵性的連結，加深大眾客家電視台與 17 的關聯性印象。除了希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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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達閱聽人，客家電視台是在 17 頻道的訊息之外，同時「17」也可能代表著，

作為客家電視的符號性象徵，更確切的說，想到「17」就想到客家電視台。 

    而如同前述，客家電視台作為客家族群文化過程、記憶的一部分，故而，某

程度上而言，17 這個符號，也是對於客家族群文化的象徵與連結。在現代的客

家生活經驗裡，17 作為客家電視的象徵符號，換言之，其同時也為客家族群象

徵符號的一部分，作為形塑客家族群共同的記憶符號，進而成為劃分族群文化邊

界的象徵符號。 

表 4-9、《聊聊的好朋友》分析 

影像 文字 時間 

 

小朋友: 喂!請問是客家

電視台嗎? 

1:56 

 

小朋友:你們都會說客家

話嗎? 

1:58 

 

 2:03 

資料來源：YOUTUBE 影音平台。 

    透過前述之討論，以客家電視台作為一種召喚連結，族群生活記憶的符號表

徵大致可以有幾個面向，像是透過各種皮箱、音樂盒的概念，來傳遞與建構客家

電視台，作為族群文化記憶的「寶盒」，試圖透過其與閱聽眾產生共鳴與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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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是透過數字「17」進行的象徵與連結。客家電視台於 2003 年 7 月 1 日進行

開播，此時並將電視台定頻於，有線電視 17 頻道。至今，邁向 10 餘年的歲月，

「17」這符號，成為客家族群生活記憶的一部分，其不僅連結著客家電視台，同

時也連繫著族群文化。另一方面，如何讓收視觀進入客家電視，這裝載客家族群

語言文化與生活記憶的「盒子」?必須要讓他知道，如何進入。「17」這符號，就

是連結這「盒子」的鑰匙。因而，傳遞與宣揚，客家族群語言及文化生活、客家

電視頻道與「17」的連結性也是重要的任務。 

整體而論，客家電視台亦可視為客家族群文化的一部分，從「文化」、「族群」

一般性的定義來看。Neil J.Smelser 認為文化，指的是任何一群人共同持有、並且

是形成該群人每個成員之經驗，及指導其行為的各種信仰、價值和表達符號。

（Neil J.Smelser，1996）。黃金麟也提到，廣義的文化，是一種「生活方式」，而

從狹義而言，是種「符號系統」，不論是何者，其都具有人為「構作」的共通現

象，即它的發展和演變，與人的意志、需要、和想像有著密切的關連。（黃金麟，

2003：48）。在族群意義的討論上，Richard Alonzn Schermerhorn（1974）認為族群

是，其成員擁有或為真實或為假設的共同祖先，有共同歷史記憶，以及擁有定義

自我的特別文化表徵。（轉引自張茂桂，2003：167）。 

透過上述的定義可以發現，客家電視台的成立，成為全球第一個，為客家族

群所設立的客家頻道，並且以希求達到尊重族群語言傳播權利、與保存傳承族群

文化的使命，是為台灣客家運動，爭取族群權益與發聲的一個里程碑。從威權時

代媒體壟斷，客家族群禁聲，到多元族群發聲的傳播平台誕生，這樣媒界傳播型

態的轉變，與客家族群媒界的出現，正是前述黃金麟所謂「構作」的過程，因應

人們的需要而出現。此外，從台灣客家運動，到客家電視台成立的過程，不論是

過去的那段歷史記憶、還是現在或將來，客家電視台存在於現實社會中的展演狀

況，都將成為客家族群「集體記憶」的一部分，並且更可能成為共同生活實踐的

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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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年輕化的圖像與敘事表現 

    然而，經由本研究的分析討論發現，該《裝滿的生活時光》微電影中，除了

依循微電影的敘事特性上之操作、建構之圖像外，在該微電影中，年輕化的圖像

與敘事表現亦為其重要的特色之一。針對《裝滿的生活時光》系列微電影，其四

則文本進行探悉，發現其中少不了以「年輕族群」作為整合故事的表現軸心（表

4-10）。而在內容呈現上，多以客家族群年輕世代之視角，作為進行故事敘事的

主體。他們說著自己的經歷、自己的生活、並且在其生活中，展現母語華語混雜

屬於該世代的語用方式，同時也是在實踐、建構著屬於其族群生活部分的記憶。

將自己的日常生活感受、與體驗、觀察，傳達給閱聽大眾。以該族群新興世代年

輕人感知世界的方式，建構一種新形象的客家族群文化想像。 

表 4-10、《裝滿的生活時光》系列微電影中年輕世代的圖像 

    

《跟你有秘密》 《延續自己的聲音》 

    

《聊聊的好朋友》 《懂你的密碼》 

資料來源：YOUTUBE 影音平台。 

    舉例而言，像是《跟你有秘密》中，所呈現的青少年議題。該以家庭為核心，

圍繞在一般青少年，正值成長轉過程中的青少年時期，所面臨與家庭、與家人的

疏離與隔閡。客家族群，是為社會之部分群體，這樣以青少年成長過程為相關之

議題，亦為該群體所可能面對的生活情況。進而透過相關議題之呈現，以希求引

起更多關注、與共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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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影片中，可以看到爸爸總是主動關心、關懷自己的女兒，問到：「今天一

起和爸爸出去吃飯好嗎?今天跟誰出去跟誰出去啊?」；而女兒總是冷淡以對：「我

吃飽了。你不認識。」。爸爸也曾嘗試，希望透過時下年輕人所流行的網路平台，

「Face Book」拉近彼此的距離，女兒則是拒絕了這樣的請求。在畫面中，更可以

看到，女兒的生活大多不以和爸爸為同一個空間。爸爸多在客廳；女兒或從家外

回到家，走進房間，亦或者在家的生活中，多待在房間。兩人生活中的交集似乎

很少（表 4-11）。 

    然而，要如何面對在青少年成長時期，所出現的疏離與隔閡?必須找到彼此

心中真正的癥結將其打開。影片中的「秘密」女兒把它放入皮箱中，是諸多說不

出口的事情、回憶、與想法。其中是一段女兒藏在心中，兒時與爸爸參與節目錄

影的回憶。當爸爸想起這段記憶，打開這藏在裡面的「秘密」時，彼此的關係回

到曾經擁有的甜蜜時光。 

    而這「秘密」是一個象徵概念，不同的人、不同的家庭，彼此遇到的困難與

狀況是不同的。這樣的隔閡與疏離要消除，勢必得找到屬於你自己與家人；家人

與你真正的「秘密」。透過這樣的議題呈現，給予閱聽眾去思索，自己與家人是

否也藏著這樣的秘密，進而引起關注、引起共鳴。 

表 4-11、《跟你有秘密》，家庭與孩子的隔閡與疏離 

影像 文字 時間 

 

爸爸:今天晚上跟爸

爸出去吃飯好嗎? 

女兒:我吃飽了。 

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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爸爸:你今天跟誰出

去? 

女兒:你不認識。 

0:19 

 

爸爸:我現在也有臉

書喔，我把你加進去

好嗎? 

女兒:我不要。 

0:37 

資料來源：YOUTUBE 影音平台。 

    《跟你有秘密》故事中，爸爸與女兒的對話，以客語來進行，透過這樣的語

用方式，凸顯角色的客家族群性。雖然，兩人會相互談話，但是女兒回應自己的

爸爸總是冷淡以對。從影片題目《跟你有秘密》上判斷，對於這「秘密」的隱藏，

是彼此疏離的主要因素。 

    女兒一直將與父親之間的祕密，藏在女兒的「紅色皮箱」中，這秘密成為兩

人之間情感、相處上的鴻溝。從故事內容呈現來看（表 4-12），父親打開紅色皮

箱，掉出一件紅色 T-shirt，畫面接合著爸爸陪伴女兒，在其幼時參加節目錄影的

畫面，以及一些兒時互動的歡樂時光畫面。由此可以發現，其實這秘密，指的是

一段父親與女兒，一同參與客家電視台《奧林 P 客》節目錄影的回憶。而這段回

憶卻也成為解開彼此心結的那把鑰匙，使父女倆回到兒時記憶中的那段美好時

光。 

    影片中，父親所回憶參與客家電視台《奧林 P 客》的節目錄影經驗，其不僅

記錄了女兒的生命過程、也陪伴著女兒成長；同時其也紀錄著一個客家家庭，爸

爸陪伴女兒的生活成長故事。參與這節目錄影的回憶，就是父女在生命中，生活

的一個經歷、一段曾經的回憶。換言之，這紅色皮箱所收藏的生活記憶，就如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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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家電視台一般也記錄、流傳著族群的生活故事。 

    從此來看，文中是將客家電視台，比喻為那紅色皮箱，紀錄著族群生活的記

憶點滴與時光。而這所謂的「秘密」，更確切的說，是關於族群生活的記憶，並

且連結著在社會中的客家族群。 

表 4-12、《跟你有秘密》分析 

影像 文字 時間 

 

 1:46 

 

 1:55 

 

主持人:今天有看到

一 個 爸 爸 也 來 參

加，很有趣吼。 

2:26 

資料來源：YOUTUBE 影音平台。 

    另一方面的例子可以看到，在《聊聊的好朋友》中的敘事主體視角與年輕世

代之，日常生活客家語用混雜性表現。該文本中以「兒童」的視角觀察體認生活

周遭事物、並作為敘事主體。在影片一開始，畫面中呈現的「小孩」在觀察阿婆

的畫面。從其眼中，看到的「阿婆」總是在屋外餵雞、曬棉被，忙這忙那的作著

家務工作，即便是在家中時，阿婆也是坐在椅子上，閉著眼睛休息，讓他不了解，

為何阿婆總是開著電視，卻又不看呢?（表 4-13）。所以他說到：「我的阿婆很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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怪，因為他看電視的時候，都不是用看的」。從小孩的敘述口吻，彰顯其眼中不

解的現象與世界。對他小小年紀的孩子而言，看到如此的狀況，理所當然的問像

阿婆問到：「阿婆，如果你不要看電視，可不可以轉台了?」而阿婆告訴他的是，

「電視有跟阿婆聊天。」 

    面對阿婆的回答，似懂非懂，但他卻知道沒有電視、或者是當電視壞掉的時

候，阿婆會不開心。如前所述本文呈現，以兒童、以小孩的視角在認知世界，從

電視壞掉，其處理的方式，就可以看出來，是種童真的幻想、天真可愛的處理行

為方式。因為，小孩打電話到客家電視台，並非告知家中的客家電視看不到了，

請協助修理，而是說到：「請問是客家電視台嗎?你們都會說客家話嗎?那你可不

可以跟我的阿婆聊天」。對一個孩童而言，其注意到電視對阿婆的重要性，就如

阿婆講的，電視可以陪她聊天，當電視壞掉了，就沒人可以陪她聊天。故而，在

他的認知裡阿婆的「孤單」、「不悅」，是真的來自於「沒有人可以跟阿婆聊天」，

故而，尋求的協助是找人，用客家話跟阿婆聊天的解決方式。這就是孩子認知與

理解世界的方式，以孩童為敘事軸心的文本故事。 

表 4-13、《聊聊的好朋友》小孩觀察阿婆生活 

影像 文字 時間 

 

 0:06 

 

 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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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孩 : 我的阿婆很

奇怪，因為她看電

視的時候都不是用

看的。 

0:20 

 

 0:58 

資料來源：YOUTUBE 影音平台。 

    此外，其族群語言的呈現上，在《聊聊的好朋友》中，也顯現華語和客語混

用的問題情況。對於客家族群文化保存的使命中，客家語言的延續，一直是個重

要的任務。因而對於，客家語言文化的流失相關討論中有許多的擔憂。像是羅肇

錦（1998）認為，客家話一定要有它原來的面目，才能算是客家話，並且使其有

它文化上的意義。而國語教育卻扭曲了客家話的特質，並且在隨著強勢語言脈絡

下，客語失去古原意。另外，羅肇錦（1991）亦提到，現今年輕一輩說客家話，

已經脫離了思維的本質，變成用國語思維，再翻成客家語，這樣的客家話面貌已

經連本質都掌握不住了，可見它的變異現象之嚴重。 

    在《聊聊的好朋友》中，也顯現了這樣的問題。從一方面來看，其反應現代

社會裡，客家族群家庭中的孩童亦或者年輕世代的客家語言使用狀況，是種華語

客語混雜的語言使用情況。從影片中，可以看到小孩與阿婆的對話上，小孩多用

華語，說話或者是問問題；阿婆大多以客語來回答。 

下為該微電影文本對話節錄： 

小孩：我的阿婆很奇怪，他看電視的時候都不是用看的。（華語） 

小孩：阿婆。（客語） 

阿婆：做什麼?（客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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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孩：如果你不要看電視，可不可以給我看? （華語） 

阿婆：不行，雞也要看啊! （客語） 

小孩：哪有!哪有! （華語） 

    從上來看，文中小孩大多以華語來問問題、回答、對話；而阿婆，所謂客家

長輩，都用客語來進行對話。然而，在小孩要和阿婆對話中，雖然其用華語，但

要彼此可以對話，必須聽得懂「客語」，理解阿婆在說什麼才行。因此，該文本

傳達反映著，新興世代的客家族群，其有很多數的客家語用狀況，是「會聽客家

語但不會太會說」。這種華語客語混雜的語用狀況，正反映著客家青少年世代的

語言使用情況。 

    然而，從另一方面來看，一昧的追求所謂「正統的、標準的客語」或是媒介

文本中必須「全客語」的傳播時，在現階段的客家語言傳承的任務上，可能會是

一大障礙與難關。因為，事實上，在客家語言正面臨弱勢語言的時刻，向非客家

族群以全客語傳送，亦或者針對自我客家族群以全客語傳送，當對於「客家語」

不熟悉時，很可能隨著語文了解度與語言近用性不高、不懂文本與訊息的意義，

而不想聽、不想看，將低使用與學習客家語言的意願，從其而論，將視為語客家

言傳播的一大阻礙。 

    面對於此，文中語言運用的方式，可能是該障礙解決的方式之一。影片中，

阿婆雖然大多以客家語來進行對話，然而，在對話中也不乏看到，阿婆面對年幼

的孫子時，會參雜部分的華語以進行其言語上的表達。 

下為該微電影文本對話節錄： 

小孩：阿婆。（客語） 

小孩：如果你不要看電視，可不可以轉台了? （華語） 

阿婆：阿婆雖然沒有看電視啊，但是電視有跟阿婆聊天。（華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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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該微電影中，客家語與華語混用的文本建構與訊息表達，其一顯現當代客家

語言，在面臨世代傳承時可能的運用方式；另外一層面，這樣的文本建構方式，

也可能拉近與提高我群或者他群，不論是青少年世代亦或者其他年齡層的閱聽

人，接近使用、閱讀、收視客家媒介訊息之可能。也讓閱聽人，感受到「客家語

言」並非守舊、僵硬難以親近。 

第三節 小結 

    本章節主要進行分析討論的焦點在兩個層面，其一為經由深度訪談與企劃文

書之研析，去了解文本製作端，在該微電影之設定上，其主要目標閱聽眾、構思

來源即希求傳遞什麼樣的訊息概念、及該目標上有著什麼樣的目的。再者，另一

方面，經由文本分析，試圖描繪出該系列微電影中，所要傳遞之意象、圖像，或

者是這樣的意象建構，是以什麼樣的方式與概念來建構? 

    回顧本文第二章的文獻相關討論中，可以看到族群「認同」的形成，從族群

建構論的角度來看，「符號」在其中的作用與其形成的意義上，扮演重要的角色、

具有一定的重要性。而王甫昌（2003）、許維德（2013）、陳清河（2007）的相關

討論中，對族群認同的建構，有一個共同關心的焦點是，族群認同是社會的產物，

因而，其並非靜止的狀態，隨著社會情境脈絡的改變，是為一個動態的發展過程。 

    在這樣的假設下，我們可以看到，客家意義的變動性。在現代社會中，該客

家族群文化的認同建構上，也隨著認知到「青/少年群體」作為族群文化傳承世

代的重要性，因此，也希求透過符號去建構可以作為拉近青/少年世代認同想像

的圖像，在這樣的社會情境中，作為客家族群認同所建構的意義也在變動著。 

    而本研究的討論認為，客家電視台的微電影也正試圖透過，不同的敘事方式

形塑客家意義與圖像，去建構青/少世代的想像認同。經由第一節中，該微電影

行銷企劃的製作端的訪談討論，可以明確看出這樣的企圖心。透過訪談說明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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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現，青/少年閱聽眾的收視為該媒體，現階段之重要目標閱聽眾，經由他們的

接近使用客家族群媒介，方可能達到保存與延續語言文化之目的。因而，要如何

吸引年輕族群的目光?要如何抓住他們的眼球?對其而言是重要的目標任務。 

    此外，在對於當時社會市場的觀察與考量下，同時也發現到微電影的文本類

型，為時下年輕人所風行的媒介使用型式，不僅是很多年輕世代收看，甚至也有

很多年輕人投入製作。而在此情況下，正是希求藉以時下流行的，微電影的行銷

方式，將客家、客家電視台形象，包裝成更時尚、更流行一點，別於以往刻板傳

統、陳舊印象的東西，讓「客家」的意義鬆動，認同的邊界也可以從新塑造。 

    另一方面，微電影文類之操作方式，利用故事情節與劇情包裝，以情緒感性

的敘事，進行價值與理念的詮釋與建構，用以反映閱聽眾生活，並隨著角色情節

之鋪陳發展，引導閱聽眾思緒回憶與自身之貼近關係，進而產生共鳴。從微電影

該文本類型的特性上來看，本研究所探悉之客家微電影文本，以該特性方式所建

構傳達之意象概念為何? 

    經由針對於客家電視台《裝滿的生活時光》四則系列微電影進行文本分析，

從中發現到，以不同的故事軸線敘事，進行的族群文化意象的建構，像是舉例而

言《懂你的密碼》以「旅行」的經驗故事，來建構與呈現出，現代年輕世代的族

群生活實踐；亦或者《聊聊的好朋友》中，以祖孫的生活互動故事，來呈現與凸

顯族群語言的重要性。同時，族群擁有的精神性與象徵，不再只是口號式的宣揚，

像是該微電影，便以故事的呈現方式將諸如：「傳承與延續」、「冒險奮鬥」的精

神與價值，融入於文本中，作為族群認同的表徵。 

    此外，情感式的敘事傳達也是微電影文類重要的特性，因此，在此客家微電

影中，情感圖像的形塑，同為不可少的要素。是故，該微電影中可以看到，諸多

親情、與客家族群情感凝聚的表現。像是以親情的呈現來說，《延續自己的聲音》

即述說的是孫子對阿公的思念，表現的是祖孫情誼；《跟你有秘密》則是呈現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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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子間的議題，表現的是父女的情感關係。這樣的情感敘事表現，希求連結的是

閱聽人內心的共鳴。 

    再者，該微電影文本的展演上，生活化的意象傳達也是該文本中，重要的操

作手段與方式。像是這種生活化，是希望更貼近該族群的年輕世代為出發，故而，

形塑故事時，在「人物主體敘事的設定」上、「族群母語的語用混雜化」的呈現、

或者「議題之選定」上，以年輕與生活的圖像作為該文本的呈現要素。同時，也

希望將「客家電視台」作為其日常生活連結的象徵符號，因而透過一些標語的使

用、亦或者各種作為連結客家電視台與閱聽眾日常生活的「符號」，如：「17」、「寶

盒」、「皮箱」等，使閱聽眾產生在閱讀微電影文本時，產生象徵意涵的連結。與

此同時，也希求讓這樣的聯繫，產生更為生活化的共鳴感受。  

    綜上述一二節之討論，若將其與筆者第二章所作之回顧討論，對於現行媒介

傳播所進行之多數的客家意象建構，來相互比較。可以發現到，不論是該微電影

媒介文本製作端、還是經由文本分析的討論後，所進行之該文本建構之圖像描

述，均可看到所建構之族群意象與圖像差異。也就是從討論中可以明顯看到，該

客家微電影文本中所傳遞與建構之意象，並非如現行媒介所建構之圖像一般，以

一些僵化的飲食意象、產業意象、或者硬頸的精神等，作為客家意涵之表徵。並

且，另一個更重要的層面是，在透過媒介符號傳播與建構客家族群認同上，因應

不同的需求，「客家」的意涵也隨著這樣的時空與脈絡在轉變著。就本研究而言，

青/少年世代在族群文化的保存與延續上，具有重要性，故而，因應這樣的需求，

在客家的意義在面臨新興世代交替與延續時，也隨著新世代的接收而變動。 

    在對於《裝滿的生活時光》微電影系列，其文本意涵與該媒介來源之製作設

定意象了解後，對於作為接收端的青/少年世代而言，又是如何理解或是怎樣去

看呢?為接下來的第五章進行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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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青/少年世代的認同解讀與連結 

第一節 青/少年的客家想像與認同感受 

    在進行給予受訪者，觀賞討論本研究主要探悉之微電影文本之前，首先要了

解的是，「客家」在多數青/少年的心中是什麼樣子的，在這層面的問題理解與琢

磨上，試圖找尋「客家」與年輕族群的連結關係。是故，必須要先找尋的是，這

些受訪者腦海中較為立即、直接的客家圖想與想像是什麼?而他們又是如何去評

析這樣的「客家」認知? 

一、傳播媒介：年輕世代客家意象形塑的重要來源 

    經由針對於 25 位青/少年之訪談後，可以發現各類傳播媒介平台，所傳遞之

符號與敘事，可能是為該青/少年群體，客家認知與想像建構之重要來源。不論

是客家族群、亦或者非客家之族群認同取向的青/少年，在受訪過程中，提及較

直接與立即的客家意象或想像時，往往提及到「我記得那廣告裡」、「我之前看到

影片中」、「客委會活動行銷文宣」、「某個節目中」、「新聞裡出現」……等，各種

新聞、節目、影片、廣告、行銷文宣，這些媒介所傳遞與客家有關的訊息內容，

都是年輕族群重要建構客家相關想像、意象的平台。 

    像是 A22 受訪者，在提及對於客家的想像時，以勤儉持家、硬頸這類族群

的性格與精神為客家之象徵，而連結到這樣的想像的經驗，便是在某次觀看「電

視新聞媒介」內容時，所抓取到跟客家有關係的精神與價值，其提及新聞中的候

選人，強調自己是客家族群的一份子，並且該候選人以其自身，擁有客家族群具

有的「硬頸」、「勤儉」精神，作為該候選象劃定族群邊界的代表符號與特性。 

客家好像都很勤儉持家、還有硬頸嗎?雖然我不知道硬頸是什麼，但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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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也常聽到。以前選舉的時候，好像有些候選人在新聞裡出現，也會講

自己是客家人，有一些什麼精神，節儉還什麼的，喔!硬頸是努力打拼?

因為他們會說自己是有硬頸的客家精神，然後努力為民服務（A22）。 

    而 A9、與 A18 的受訪者，在提到客家意象時，也是不外於「煞猛打拼」、「勤

儉」、「硬頸」精神特質的印象討論上，而這樣的精神特質與客家的連結關係，在

口述其經驗的分享中，可以有些許兩位受訪者的認知來源的線索。在「電視媒體

的節目」裡，客家藝人參與錄影過程中，自我頗白、介紹、或者以該客家族群形

象對外宣稱時，很多時候以上述提及之客家族群精神特質作為族群象徵標的，就

像受訪者提到具有客家族群身分的藝人小鍾，在節目上的對外表徵中，便可以看

到這樣的連結與現象。而這電視節目，正也是作為受訪者提及對於客家印象的部

分重要來源。 

嗯?煞猛打拼(客語)，就是很認真啦，還有一些……一直講客家硬頸精

神、勤儉持家的。一些藝人上談話性節目好像如果講到客家之類的，或

者可能他也是客家人，好像有時也會介紹說自己有客家人的硬頸精神，

那個誰?一直講客家一哥的那個不就很常這樣（A9）。 

客家，人家都說硬頸精神、勤儉持家。之前那個……我看康熙來了，那

集好像有介紹到客家人的美食，有請到那個客家一哥的，嗯?小鍾嗎?

他每次人家說到他怎樣，他就會說，我們客家人硬頸、或者勤儉什麼的

（A18）。 

    再者，受訪者 A11、A16、A19 與 A25 所提到的各種客家意象中，諸如東方

美人茶、花布、桐花、擂茶或者所謂硬頸的精神……等，都與「媒介廣告影片」

的宣傳與訊息傳達有著某程度上的關聯性。像是在 A11 受訪者的敘述中，認為

客家與茶、或者東方美人茶有著連結性，而這樣概念意涵的出現，來自於一則茶

裏王的商業品牌廣告，在推廣該品牌的茶品時，廣告中提及選用的是客家的東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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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人茶，作為該茶品的原料，而這樣的將客家與東方美人茶葉的連結關係，也讓

可能讓受訪者在閱讀過這廣告文本後，記憶了這樣的符號對應關係。此外，受訪

者 A16 在提到硬頸精神，為其所認知到的客家意象時，從其言說的脈絡來看，

一則令其發笑的逗趣廣告，作為其記憶起硬頸精神特質與「客家」連結的象徵標

記。 

客家感覺跟茶很有關係，很多客家的地區都有種茶吧。還有那個啊!東

方美人茶感覺很客家。我之前看到茶裏王他們的白毫烏龍廣告，裡面就

在講到茶裏王的烏龍是選客家的東方美人茶，所以東方美人茶應該是客

家茶吧!（A11）。 

我在一般很多影片裏面的介紹，很常看到的客家，都會是一些介紹活動

麼的，客家有相關的活動。那裡面講客家時候，嗯?會有很多像桐花、

花布放在裡面，感覺客家比較是跟這些有關係（A19）。 

哈哈哈!還有想到客家，就會想到那個講客家人精神的，硬頸精神、或

者傳統的感覺、勤儉啊!之前不是有一個廣告，就是他女朋友是吸血鬼，

要吸她男朋友，結果咬不下去，後來她男朋友說，他是客家人，脖子很

硬，硬頸精神（A16）。 

想到的比較是那種傳統美食的東西。那一般很多客家有關的廣告，比較

有印象還有看到嗯?比較多的是……那個油桐花很常、或是擂茶，像是

講說客家人都喝擂茶（A25）。 

二、青/少年的客家想像 

    將訪談結果內容，依照受訪者提及之，其心中所認知到的客家意象、符號，

以受訪者全數共計 25 人為計算基準，透過次數統計的方式，標記出受訪者提及

的各種客家意象之次數，並以百分比來呈現表示，如表 5-1。經由統計的結果來

看，受訪者所提及之客家意象，共計為 26 種的類目，其中前比例較為高的五名

意象，是有高達 64%的受訪者認為「硬頸精神」是客家意象的代表。其次「桐花」

也是具有高達 64%的比例，而另外「花布」有 56%、「薑絲炒大腸」52%、再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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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勤儉持家」的精神也有 48%，最後並列 44%認為的客家意象代表，是「藍衫」

和「客家小炒」。此外，透過上述表列年輕族群，對於客家意象的認知與客家表

徵，大致可分為幾大類型與取向：「族群精神」、「飲食」、「產業」。 

表 5-1、受訪者的客家意象認知統計 

客家意象 次數 百分比 

硬頸精神 16 64% 

勤儉持家 12 48% 

藍衫 11 44% 

桐花 16 64% 

花布 14 56% 

粄條 10 40% 

擂茶 8 32% 

客家小炒 11 44% 

薑絲炒大腸 13 52% 

油鹹香 6 24% 

米食 3 12% 

客家山歌 1 4% 

紅粄 4 16% 

水粄 1 4% 

客家話 5 20% 

客家電視台 1 4% 

紙傘 1 4% 

桔醬 2 8% 

福菜 2 8% 

客庄節慶 1 4% 

夥房 3 12% 

三合院 1 4% 

東方美人茶 1 4% 

苗栗 2 8% 

麻糬 2 8% 

客家大戲 1 4% 

資料來源：本研究繪製 

（一）族群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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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受訪者對於客家意象的認知詮釋來看，精神價值的特性，往往被作為認知

理解客家的途徑。其中，較高比例的受訪者認為「硬頸」、「勤儉持家」為客家族

群性的表徵，分別比例為 64%、48%。舉例而言，像是 A9、A16、A18 與 A23 的

受訪者都將族群精神，視為客家重要表徵，想到與客家相關之意象，不外乎硬頸、

努力打拼、勤儉持家的形象。 

我會比較想到什麼?嗯?煞猛打拼(客語)，就是很認真啦，還有一些……

一直講客家硬頸精神、勤儉持家的（A9）。 

還有想到客家，就會想到那個講客家人精神的，硬頸精神、或者傳統的

感覺、勤儉啊!（A16）。 

嗯?客家，人家都說硬頸精神、勤儉持家（A18）。 

就是，嗯?族群性啊!勤儉持家、硬頸啊!好像都覺得，客家給人的感覺

印象比較認真打拼、刻苦，那嗯?然後會想到吃的啊!（A23）。 

（二）飲食 

    在參與訪談之受訪者，對於客家意象討論中，與「飲食」有關的事物，往往

也是不可或缺的重要表徵，並且透過表 5-1 來看，與飲食相關的意象類目多達 11

種，諸如：水粄、擂茶、粄條、福菜、油鹹香的飲食特色……等。其中，比例較

高，較符合年輕族群對於客家想像的主要是「薑絲炒大腸」52%、「客家小炒」

44%、「粄條」40%與「擂茶」的 32%。像是受訪者 A6、A14、A19 與 A25，對於

客家想像中，都提及對於食物層面的印象討論，其中，A6、A25 的受訪者就表示，

自己想到的客家相關意象，都與吃的有關。 

我想到很多都試吃的，那種粄類、米食都是，什麼粄條啊!另外就是客

家小炒，也很多（A6）。 

客家的想像，我可能想到一些客家小炒、薑絲炒大腸，就是跟吃的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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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的。（A14）。 

還有食物，像是薑絲大腸、桔醬、客家小炒，這種食物，好像客家人很

多都跟吃的有關係，感覺講到客家就會有吃的，說特色油啊!或者重鹹

味道的。那我本身不是客家人，看到這些，應該就是客家吧?對嗎?哈哈!

我也不知道（A19）。 

我比較是會想到的是客家的美食。像是水板、紅粄。比較是那種傳統美

食的東西。那一般很多客家有關的廣告，比較有印象還有看到比較多

的，油桐花很常、或是擂茶，像是講說客家人都喝擂茶（A25）。 

（三）產業 

    文化創意產業的開展與實踐，一直被視為在保存文化與發展經濟上有重要的

影響性。是故，長此以往各國、各地方，也都習以為之的，循用這樣文創產業的

政策模式予以執行。台灣在推展客家族群文化的相關政策上也不例外。因此，可

以看到與客家相關的各種文化產業出現，諸如：桐花祭、藍染工藝、紙傘等，這

些產業、商品符號，都常被視為「客家」意象的代表。 

    而這些符號，在客家族群早期生活中，可能曾經是為其歷史記憶的一部分。

而今，在現代的社會裡，透過多種機制與機構的協作，除了創建新興客家文化創

意產業，同時也建構出作為客家符號的表徵意象。像是劉利敏、劉明宗指出，「台

灣花布」源於 1960 年代後期亞洲文化匯流影響，而後經由客委會的活動宣傳與

媒體造勢，以成功結合在地人文生態和客家文化的實踐目標，這個「被發明的傳

統」漸成型塑客家集體記憶的重要物件（劉利敏、劉明宗，2010：716）。此外，

王俐容（2010）也提到，桐花祭統合了客家文化藝術活動、地方觀光、農特產品、

工藝商品的生產與消費等多重的產業意義。 

    事實上，從分析參與本研究之受訪者的討論中可以發現，在提及到剩下其他

多數的客家意象中，具有較高比例之象徵標的者，其為多與「產業」有關的象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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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涵。主要有下列幾個項目，「桐花」、「花布」、「藍衫」，而受訪者提及之比例分

別依次為 64%、56%和 44%。像是 A5、A10、A16 與 A19 的受訪者皆視「桐花、

花布、藍衫、亦或者紙傘」，為客家意象的表徵。其中受訪者 A9 與 A15 的受訪

者提到，這些意象，常見於客家相關的節慶、活動與文宣產品中。像是在社區舞

蹈表演中使用花布頭巾、或者活動文宣的設計配置使用上述之符號。 

我也是會想到一些花布、藍衫、還有山歌吧!（A5） 

還有花布、桐花、藍衫吧!客家節慶、或者什麼客家活動的，都很愛用

這種東西，裡面阿婆帶花布頭巾跳舞啊!（A9）。 

那一般很多影片，會特別強調的客家，會第一個想到不外乎就是油桐

花、第二個就是花布（A10）。 

會很常在一些客家活動、還有它的文宣品、或是那種廣告啊!電視什麼

的，很常看到桐花、花布、紙傘、藍衫（A15）。 

客家的一般我感覺的印象，像是花布啊!桐花，你看客委會在很多廣告、

或者拍的影片裡面好像幾乎都有出現這個（A16）。 

那裡面講客家時候，嗯?會有很多像桐花、花布放在裡面，感覺客家比

較是跟這些有關係（A19）。 

    經由前述受訪者的討論來看，對於客家意象的認知，擁有較高比例的意象類

型，主要是客家與「族群精神」、「飲食」、「產業」符號意象的連結。也就是說，

在受訪者的認知中，將上述這些意象視為「客家」符號的表徵。然而，對比於本

文第二章中，表 2-7「現行媒介中客家意象之建構」的文獻資料整理可以發現，

新興年輕世代，對於「客家」的想像，與現行媒介建構的客家圖像有高度的類比

性，因而，從此來看某程度而言，媒介符號對於年輕族群的客家想像之形塑有一

定層面的重要性。然而，我們接下來要問的是，他們對於這樣的想像又有什麼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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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的詮釋呢? 

三、客家媒界圖像：年輕世代多重認同態度的差異感知 

（一）、疏離的客家生活文化記憶 

    針對於前述之討論，年輕族群從媒介符號中，所認知到的客家圖像而言，在

受訪者對於該客家圖像內容的態度表述裡，非客家族群的討論較傾向認為「客家

即是如此」與媒介形塑的客家意象，有較高的一致性；而客家族群則是較傾向認

為，該與「生活中接近到的客家有明顯差異」，使其認同感較低。 

    在客家青/少年的訪談中發現，現行媒介符號所形塑的客家圖像，舉凡前述

之「食物」意象（如：擂茶、客家小炒、薑絲炒大腸）、「精神」意象、亦或者其

他產業、物品象徵（如：花布、桐花、藍衫）……等，與其所見所聞之客家生活

親近關係，較為疏離。 

    像是以「硬頸」這樣的概念，作為客家族群精神的宣稱，有客家年輕受訪者

為，自己對於客家具有一定程度的認同，並且也是身為年輕新興世代的客家人。

但要「硬頸」精神象徵的標籤，與客家族群性格的連結，對於此感到不悅。像是

A2 的受訪者表示： 

那我本身看到硬頸就一整個無法。我有點不爽!我覺得幹嘛一定要扯硬

頸。而且有些廣告，就是很直接地敘述，客家人就是硬頸。你看像是我

們現在 20幾歲的年輕人，個性上應該也還好（A2）。 

    此外，在「飲食」文化圖像，作為客家意象的形塑方面，例如：薑絲炒大腸、

客家小炒……等。對於客家年輕世代而言，自身家中少見到這樣的飲食，即便家

中飲食由家中長輩、爺爺奶奶進行料理，這樣的飲食也較少在生活中出現。像是

為客家族群的受訪者 A7 認為，沒有到家中的阿婆在煮薑絲炒大腸、或者客家小

炒這樣的食物，並且認為客家小炒，似乎比較常出現於標榜客家餐廳的地方。而

A9 的受訪者則提到，很多所謂的客家美食，與自己生活上所吃到的日常食物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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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離，像是「粄條」並不會在家裡特別煮來吃。 

那個客家小炒那些、薑絲炒大腸，很常被講到。我們也是苗栗的客家人

阿啊! 但是我們家也沒有。像我阿婆也算是以前傳統的客家人吧!也沒

煮。好像會看到都是在一些講說是客家餐廳的地方才會看到吧!（A7） 

客家還有什麼?嗯?擂茶、薑絲炒大腸、粄條吧，好像粄條就是客家的，

客家粄條。那我是覺得啦!講這些，好像跟我自己比較遠，雖然我也是

客家人，這些好像比較沒有，粄條很多地方會有吧!我們家也沒在吃粄

條的啊，還會一天到晚在薑絲炒大腸，有事嗎（A9）。 

    另一方面，以擂茶而言，客家年輕族群認為，自己居住地苗栗大湖算是傳統

的客家區域，但是以擂茶作為生活中飲食文化的展現，是有所差異的。像是 A14

提到：「那就我是住苗栗的大湖那邊，平常那些像很常講客家人喝擂茶，就是沒

有的，有些影片或一些宣傳，好像會把那講的所有客家人都是喝擂茶那樣，很奇

怪」。同時，像 A10 受訪者也表示，「擂茶」這樣的飲食，似乎多出現於觀光區

域，作為發展與推廣的觀光目的之用，並其自我族群日常生活中所取用的食物。 

那我剛說到，客家就是我的日常生活，我生活中好像也不會遇到這些、

也不太用到。那再說像是擂茶，就是只有特別是到一些老街像是北埔啊!

那種，比較是那種體驗式的、觀光的，我覺得對我自己來說，比較是那

種形式不是我的日常生活，你要叫我自己去做那種擂茶，我可能也完全

做不出來（A10）。 

    再者，對於其他常見的客家圖像符號（如：桐花、花布），部分客家年輕受

訪者，將其視為「政策導向的建構」與「活動觀光式」的展現。像是 A3 受訪者

提到，自己居住的楊梅地區，也是客家重點發展的區域，桐花這樣的概念，並沒

有在他生活中出現，更直指「客家應該是他們的生活」並非成為如，桐花、花布

一般政令宣導的建構。同時 A6 受訪者也提到，認為花布、桐花視為觀光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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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非客家人觀賞之用，作為體驗式的文化宣傳，而這樣的意象卻遠離她自身生

活。此外，對於以「桐花」作為客家意象之象徵，受訪者 A16 認為，早期客家

人與「油桐」的關係，是過「油桐樹」煉油以求生計的經濟作用，而現代生活中，

客家與油桐的關係，就其觀點而言認為自我客家生活中是沒有的，並非日常所見。 

因為基本上，楊梅那邊，桐花沒有啦!桐花應該算是你不會在市區看到，

也不會有什麼桐花季啦!花布呢?基本上現在也現代化，你不會有花布啦!

這種東西，在那邊是完全沒有啊!你今天不政令我們沒有啊!那比較有客

家的部分?應該說，他們不會特別強調那是客家，但是他們會認為那就

是他們的生活。他不會強調我是客家，但是那是我生活的一部分，然後

他們是客家人這樣（A3）。 

我覺得很多看到的客家，都是給觀光客用的，我們家那邊幾乎也很少看

到這些東西，我住公館嘛!我們家其實也算比較傳統的靠山那邊，農村

的感覺。花布也沒有看到老人家在用、我阿婆家、我們家也都沒看過這

種東西（A6）。 

嗯?在我生活裡面這些東西應該說比較少，像是桐花就沒有。而且客家

人也不是為了那個花，而是為了那個油桐樹，真的現在還是有人去榨

油，是為了生計，而不是為了嗯?現在有點像是創作出個意象觀賞。那

其實像桐花的話，你要說跟現在、現代的客家有什麼關係的話，我覺得

嗯?是沒有，跟我生活看到的客家好像也不一樣（A16）。 

    是故，透過上述討論可以發現到，現代社會中，特別是客家族群之青/

少年世代，認為現行傳揚之客家文化意象，與其本身在日常生活之族群文化

生活實踐上，具有一種「疏離感」，即與其日常所見之客家記憶有著不同的

感受。因而，對於這些符號建構、傳遞之族群意象，在認同感上是相對低弱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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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客家：傳統、老年化、陳舊 

    在訪談的分析結果中，可以看到不論是客家、還是非客家的青/少年，傾向

於認為現行多數的客家意象，屬於較「傳統」的、「陳舊」的，並且似乎在表現

上，這些文化圖像與老年者、年長者的連結較為緊密，因而，這些意象，對於其

新興世代而言，與之年齡生活關係較為低弱，相對在對於這樣的「客家」意象之

認同感也較為低弱。 

    像是客家青/少年受訪者 A16 就提到：「但是，一直去講花布，感覺就是一種

很老的感覺、很舊的感覺。那而且，到我們這一代，年輕的一輩就是現在生活中

也不會去買那西東西，這些形象，好像跟我也比較遠。」因而，在其感之中，客

家形象的老陳與其年齡生活關係相去甚遠。 

    而非客家族群的受訪者 A21 即認為：「客家，現在客家人，跟我們一樣大的

同學，好像也沒有特別看出來誰是還誰不是耶!因為，那些講以前的衣服、紙傘，

來看客家人，現在誰會穿?這些裡面講的客家是不是跟我們很遠的感覺?」因此，

可以看到，在其接收到的客家意象中，高年齡層的展現具有較高比例，像是出現

桐花、紙傘、藍衫時，都會由較「老年」的長輩，在進行這樣的文化實踐與表現。 

    再者，A13、A14 受訪者，在客家意象呈現上，也有相同的老舊、與傳統感

知，其中 A14 的受訪者更舉例，其觀看過的一則宣傳醫療照顧廣告，透過其印

象經驗，說明其中的老人化形象呈現的高比例。而受訪者 A9 則認為，在許多相

關客家文化的宣傳廣告、影片中，所邀請到的參與演出的，除了很多年長者外，

也給其較不主流的傳統感覺。 

那些拍影片、節目或者廣告宣傳什麼的，那些藝人、還有拍影片的人我

都沒看過，感覺就是請比較老的人、還是比較沒看過的，就覺它得它給

我覺得很……很怎麼說嗯?不主流吧、或是傳統沒變化的感覺。（A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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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覺得，客家比較常給人的感覺、嗯?一些影片會用那個老人家跟年輕

人的對話，還有以前老一輩客家精神，「老年」的那種感覺，好像跟客

家連的很緊的感覺。那我們現在來看，好像……比較沒什麼。（A13） 

那我覺得那一些廣告或者他要表達的過程中，很多讓人感覺好像就是客

家等於老人家而已，很多老人家啊!或者是我記得有一個以前客委會早

期的廣告，好像是說醫療照顧的那裡面就是，老人家講客語、然後醫院

有位老人家服務什麼的，那種整體來說感覺客家跟老人、或者那種舊的

形象比較連在一起。（A14） 

（三）、客家意象的僵化與重複 

    另一方面，不論是客家族群內部、亦或者非客家族群，該年輕族群世代，

對於客家意象的態度感知，具有的另一傾向，其聚焦於認為現行客家意象之

變化性、多元性不足，以致「重複性高」與較為「僵化」的情況。 

    像是，非客家族群之 A20 受訪者即認為，在快速宣達客家相關訊息的過

程中，為求加深所希冀傳達之概念意義，使之持續傳輸，具有高度重複性的

符號，以表述建構客家相關概念。其指出，「我感覺，一些那種嗯?算快速的

廣告嗎?那種。廣告文宣或者是訊息，就是很快要你知道，客家是什麼東西

的那種，講客家要辦什麼活動、什麼節慶、講客家特色那種，比較……刻板

印象吧，就像前面講的跑不出，那些東西，桐花、花布、紙傘之類的。」 

    此外，客家年輕世代的 A12 受訪者，則認為經由刻意切割，某些固定的元素

符號，加以放大、重複傳達，以至於使其感到有趨於形塑出「刻板」的客家意象，

甚至於產生「客家」僅只於這些劃定的意象認知的錯覺。A12 指出：「我覺得很

多的廣告或者一些影片在宣傳、傳達客家是什麼的時候，好像都比較是在重複一

些刻板的印象、什麼硬頸或者是吃的，語言。就是挑一些客家元素一再的強調，

好像會變成就是說，客家只有這樣?那但是其實我的觀察，有些數據可能會放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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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大」。 

    而這樣的重複性、與僵化的客家意象，可能成為青/少年世代群體，接近「客

家」的障礙之一。像是 A19 受訪者認為，上述提及之客家意象，隨之重複性高，

使其感到過於普通，對其本身吸引度不高。而 A17 受訪者也提到，這種高重複

出現的意象，使其在很多地方，都可以見到類似的「客家」概念，當各處所見所

聞之客家相似性高時，降低了她想體驗客家文化之動力。是故，經由 A17、A19

受訪者的討論可以發現，除了前述提及認為「客家」僵化刻板意象之建構外，這

樣的情況也是成為降低年輕世代族群，對於客家文化吸引動力之因素。 

我來台灣，看到的那些跟客家有關的，我沒有感覺很吸引我!因為，它

講起來沒有很吸引，然後例如說我去什麼遊客地區，我偶而也會看到的

東西，然後我就覺得，不用特別說要走進去什麼地方、去體驗這類的客

家文化，我覺得沒必要，感覺這裡看到的、跟那裡看到的好像一樣，好

像，很多宣傳啊!宣傳客家的，應該，差不多感覺都一樣這樣子。（A17） 

那我本身不是客家人，看到這些，應該就是客家吧?對嗎?哈哈!我也不

知道。就是，但是，嗯?我看到這些，好像也沒有什麼吸引我的地方耶!

就覺得很普通、沒別的，好像裡面單純客家就只有這些、差不多就是這

些、一直重複的感覺。（A19） 

（四）、小結 

    經由本節之訪談討論可以發現，新興青/少年世代對於「客家」的想像，

該日常傳播媒介之影響，是為其重要的想像認知來源。在對於客家的想像

上，主要以「族群精神特質」、「飲食文化」、「族群產業」為象徵之客家意象，

並且在受訪者所詮釋之客家想像的範疇上，可以發現到，其與現行傳播媒介

所形塑之客家意象，具有高度的相似性。有鑒於此，也再次說明了媒介傳播

符號，對於青少/年的客家想像建構上有著一定影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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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年輕世代卻也認為，「僵化與刻板」、「傳統與老年化」的意涵，

視為其對於現行大量流串之客家意象中，較為反感的部分，並且使之對於，

該族群文化意象的親近感與認同感，有著某程度上的隔閡。其中，客家族群

的青/少年世代，更認為現行傳播形塑之意象，與其日常生活實踐所體認到

的「客家」有著「疏離感」，同時也因而降低，對於該現行之族群文化意象

的認同感受。 

     鑒於上述之討論，接下來所要去探尋的是，微電影的媒介傳播文本，

是否有突破現行客家意象之可能，並且該意象之傳達會是什麼樣的意涵?又

或者，這樣的意象對於新興的青/少年世代，會是如何去詮釋與理解的?同

時，更重要的是，這樣的圖像是否更能貼近現代青少年的內心感知，進而鬆

動其對於該客家族群文化圖像之認同感知? 

第二節 青/少年世代的微電影文本解讀 

一、「情感敘事」作為聯繫青/少年的內在認同 

    透過訪談發現，青/少年世代閱聽眾，對於本研究所探究的系列微電影之解

讀，該「情感」層面的敘事，是為激起其內心感受之重要因素。這所謂「情感」

包含：親子關係、祖孫情誼、與族群認同情感。 

（一）「客家語言」召喚之族群認同情感 

    本身具有客家族群身分認同的 A4 受訪者，在提到其所印象深刻的情節時，

是在《延續自己的聲音》裡，其客家還我母語運動的畫面，抗議群眾高舉孫中山

頭像、並重複講述「我是客家人!還我客家話」。原因來自於，在其感知上認為，

客家族群生活在受壓迫的環境中，方言、母語被禁止，族群尊嚴的瓦解，而後透

過客家族群的抗爭參與，運動中講著客家話，並宣示著「我是客家人」，與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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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似乎也不斷的提醒她自我的族群身分，與延續該族群語言的重要性。 

我對一些故事畫面比較有印象，像是那個有把國父頭像舉起來，參與客

家運動的畫面。嗯?我覺得我們客家人長時間都是所謂隱形的族群，那

現在客家人就，嗯?客家意識就抬頭，現在也很多人開始漸漸有意識到

有客家話這種語言的存在，那所以裡面把孫中山的頭舉起來，大家大

喊、還我客家話，我是客家人，我就覺得有開始為客家發聲的感覺。所

以，整體來說，我感覺這種語言的延續是重要的，那這種運動畫面，讓

我比較有感覺。你不覺得，特別聽到那些聲音「我是客家人、還我客家

話」也在叫你，說我們都一樣是客家人、還有拿起來的那種畫面、高舉

布條阿，很感動，感覺眼淚都要流下來了?（A4） 

    而 A11 的受訪者，也認為影片中再現的客家歷史運動抗爭畫面很感人，並

且，其認為影片中的孫子，承繼了延續族群的責任。該影片中所重複播放的那句

話「我是客家人，還我客家話」，更讓其深感同為客家年經後輩，自己能為族群

做的事與承擔的責任卻很少。A11 受訪者提到：「我覺得，很感人，因為可能感

覺自己的就是客家，在以前遭遇到那種……困難的感覺。裡面的運動，感覺客家

人那時候很壓抑吧!然後，那個錄音機錄下的聲音，一直留著，感覺很有意義，

不只是留下那種抗爭的聲音、留給子孫去了解，也讓他的孫子好像接續那種責任

的感覺，很感動，像是錄到那句話『我是客家人』。就覺得我們也跟他一樣，都

是年輕人、也是客家人啊!好像我們做的很少這，哈哈!」 

    是故，從而可以發現，除了客家運動抗爭畫面，所激起 A4、A11 受訪者對

於自我族群情感之外，該畫面中，以「客家語言」為之的口號宣示，也是作為召

喚認同的重要角色。 

    此外，這樣的「客家語言」，所激起之認同情感，在微電影文本中所置入該

以客語發音之標語：「我們的時光、我們的生活、我們的電視台」，也有類似的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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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像是 A12、A15、A18 的受訪者，便提到其在觀看微電影中，標語對其之感

受。其中 A12 受訪者認為，這標語中提及所強調「我們的生活」，是在喚起其對

於自我族群的認同感，也就是經由日常生活的故事情節表現，展現出的客家不再

只是過分切割與區分的元素，而是「客家」即是我們的生活。A12 受訪者提到:

「我看到裡面那個標語，就是後面有的每個都會出現的，有男有女用客語講說，

這是『我們的時光、我們的生活』這些，其實我覺得它有想去強調，這些畫面就

是我們的生活，那同時也讓我感覺，我好像經過的也有類似的感覺，像是可能裡

面跟外婆相處的生活感覺吧!因為我外婆是客家人。」 

    同時 A15 的受訪者也提到，以客語進行的標語配音，聲音磁性具有吸引力，

讓其印象深刻，並且，在觀看完後會有想模仿這樣的言說方式。其中，更提到，

標語上強調的「我們的生活、時光」，感到與自己生活的貼近感，及認為該標語

有某種層面上將其拉近到故事氛圍當中，也是要宣告著「我們大家是一起的感

受」。受訪者 A15 提到：「他裡面用客語講的那個……SLOGN 我覺得，很吸引我。

因為感覺聲音很有磁性，我看完之前時不時會想去模仿這句話。然後，感覺特別

印象深刻。那個意象很?好像就是跟我們的生活滿 MATCH 的，就是有種含括大家

的感覺，特別看完前面那種內容，感覺很生活，後面的標語很把自己拉到裡面去

那種氛圍中，好像是脫於客家傳統的感覺，它用時光、生活那些詞彙，覺得比較

新比較貼近生活。」 

    而 A18 的受訪者，也認為裡面加入的客家話標語，以「我們」的用字，作為

標語的強調，有將其觀看者納入其中的感受，並且相較於過去在客家相關形象宣

傳片中，以「桐花、花布」等為訴求之片面建構，並且認為其是有彼此切割形成

一道邊界的作用。然而，這樣以「我們」作為宣告，成為一種接納觀眾，並且視

為其中一份子的感受。 

那用我們，這詞彙並沒有把我排除在外，而是有種跟你說，一起進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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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GETHER 的感覺，你也把我這個觀看者也放進去裡面，而且這是跟我

們有關的喔!那如果這種 SLOGN 把它列出來，你去看很多宣傳客家的東

西，你會發現都是「桐花、大腸、電視台」，就是很片面的，然後會覺

得那些宣傳，好像你們就是你們，我們就是我們，感覺自己跟這些沒有

什麼聯結，而這樣的方式好像是有一種管道的感覺，可以進入被接受的

感覺。（A18） 

    再者，青/少年世代的受訪者，在觀看此文本時，也注意到的另一個面向，

即在赴旅他鄉的經驗中，聽到自我族群母語時的感動。這樣的感動，透過語言作

為連結、激起我族情感認同的來源。像是 A14 的受訪者，便發現到《懂你的密

碼》中，客家語言是作為共同連繫男女主角間，彼此認可為「我群」的符號。因

而其指出：「裡面好像也有一些族群的情感出現，像是語言的使用。然後，那個

男生，他錄音機裡面有錄到說，他在一間餐廳，他聽到有一個女她一直用客家話

講話，然後也有提到那女生，講客家話有種講錯也不怕人家笑的感覺，那我覺得

那女生就是，嗯?就是感覺上，客家話、語言是他們會注意到彼此的、或者是相

同族群那種情感的結合點。」同時，透過客家語言而激起的情感認同，在其生命

經驗中也有類似的體驗。其指出，在一次到台北的都會區與家人出遊，在該以當

地之客家語言並非優佔、優勢語言的情況下，卻在路上巧遇到同樣用「客家話」

進行生活日常對談的人，讓她有特別的注意、並且具有同為客家族群的感受。故

而其提到：「我之前去台北，去我姑姑家，那通常嗯?我覺得台北給我的印象就是

通常，我覺得通常台北人不會講方言，那我記得那一次我們去台北，好像是要去

吃飯的路上吧，我們就是用走的去，就有聽到有人在講客家話，我就覺得很開心，

一直跟我媽媽說，他也講客家話，好像嗯?有那種，在這裡也有跟我們講一樣語

言的人，那算是認同嗎?還是什麼，就會覺得是一起得感覺。」 

    而上述之情況，對於受訪者 A7 與 A14 也有類似的相同感受。其二者皆是到

桃園進行求學，而兩人之原生家庭所在之處，皆為客家族群語言優佔之所在，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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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為苗栗；另一者為高雄美濃地區。因而，客語在其原生地甚是常見。反之，離

開了原生地，移居到桃園求學，客語能聽見之比例不比家鄉的生活區域。是故，

A7 的受訪者表示，如果在路上、等公車聽見也同樣操持客語的人，會想要停下

腳步去聆聽他們的對話，並且會有一種親切感。A7 提到：「其實，我到這邊讀書

之後，比較少聽到客家話。那如果，特別是我在外面啊!，如果我有遇到人家在

講客語，我會很想要仔細去聽他們在講什麼。好奇吧!不知道是不是跟我同一個

地方來這，然後，有比較有那種親切的感覺。」而受訪者 A14 則是提到，她在

日常消費生活中，如果發現老闆會講客家話、是客家人，其也會常以客家話作為

問候、感謝語，舉例而言，例如說：「按仔細」（客語）這類的用語，而老闆也會

有帶有一些具親切感的反應。是故，訪談中提到： 

嗯?那我比較是，像是我去買東西，如果有發現老闆是客家人，我可能

會用一些簡單的客家話來對話。那我記得有一次，老闆娘聽到我講客家

話，跟她說：「多少錢」（客語），她也會問我要不要多加一些珍珠，感

覺是有那種親切感嗎?還有一個經驗是，之前坐計程車，開車的時候司

機就接電話，司機就用客語，那我們後來用客語跟他說謝謝，覺得司機

就很開心，也是種親切感嗎? （A14） 

                                                                                                                                                                                                                                                                                                                                                                                                                                                                                                                                                                                                                                                                                                                                                                                                                                                                                                                                                                                                                                                                                                                                                                                                                                                                                                                        

（二）祖孫情感的連帶 

    在年輕世代的受訪者，在詮釋觀看影片文本的感受時，其中，故事裡的「祖

孫互動」的情誼連結，是為受訪者產生內心共鳴的部分之一要素。然而，隨著不

同與阿公、阿婆生活的成長經驗，在詮釋其內心深刻之印象畫面時會略有所差異。  

    像是若果受訪者，在兒時的生活經驗裡，與阿婆的互動關係連結較為緊密

時，其在詮釋所觀看到文本中所觸動其共鳴之層面時，提及的多為《聊聊的好朋

友》則是在於阿婆與孫子的生活情感連結的層面；而若果是其生活經驗中，與阿

公的生活互動聯繫較為緊密，其所喚起記憶的畫面，會是《延續自己的聲音》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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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要表現的是阿公與孫子的情感聯繫面。 

    A1 受訪者提到：「那我比較有感覺的，是《聊聊的好朋友》，因為我阿婆也

常常會看電視看到睡著。但是，就是你把它關掉，她就會醒了。我就是覺得說有

一種，就是隔代之間，雖然我們不需要、或無法溝通，但是我們可以藉由某個東

西去溝通，就是譬如說像是電視之類的。」因而，對其而言，內心的觸動來自於，

她看到文本中表現的阿婆生活形象，是與其自我真實生活經驗裡，家中的阿婆生

活的相似性。 

    而同時 A10 與 A20 的受訪者，也對於影片中出現的阿婆與孫子互動之畫面，

有較多的內心共鳴與感觸。由於，其自我兒時生長環境與經驗，這種隔代的生活

與教育，受訪者具有深刻的經驗與體驗。其中，A10 受訪者提到，認為影片中孫

子與阿婆的相處，所傳達出的是祖孫情感的聯繫，年幼的孫子幫助阿婆解決問

題，視為貼心的表徵。而也讓受訪者，自我回憶起兒時，在家中跟阿公阿婆日常

生活中，用客語說話，陪伴他們到田地裡工作的生活記憶。而 A20 也回想起，自

己的外婆也是客家人，那在她小時候的生活經驗裡，當她回到外婆家時，也是會

伴隨著阿婆種菜、餵牲畜等，這種兒時記憶與阿婆相處記憶的重疊，使其內心有

共鳴的觸動。 

我覺得電視壞掉那裡，有顯現出阿婆她熟悉的客語環境不在，她想說客

語但是她孫子沒辦法陪她說，所以她透過電視陪她說話，這樣的對比展

現出一種哀愁。然後，她孫子貼心的一面是，他應該有感受到阿婆可能

嗯?他可能想幫助阿婆，然後打電話到客台，我覺得有種傳遞出祖孫的

情感有聯繫的。我覺得其實有點像我自己在家小時候的感覺，跟阿公阿

婆在家裡面講客語，還有一些幫忙種菜、還有到田裡玩的回憶。（A10） 

裡面的小孩跟阿婆的，那個我也很感動耶!那是在講親情吧!我外婆還沒

有過世的時候，我回那邊，她也是在養雞阿、什麼、種菜的，那我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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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跟這種感覺我覺得滿像的，雖然那時候不是像裡面講的那樣，會看客

家電視台，但是這種親情，跟阿婆的那種，我會想到以前小的時候，所

以我覺得這個我滿感動的耶!（A20） 

    而在部分的受訪者的訪談過程中，可以發現其所提及較為感動的畫面與故

事，比較是阿公與孫子的情感聯繫的呈現部分。該與受訪者的生活經驗，多與阿

公有較為緊密的生活記憶聯繫有關。像是 A6 的受訪者表示在其記憶中，其幼時

的生活裡，阿公陪伴她的時間是很長的，也和阿公住在一起。也因而這樣的生活

記憶，使其在觀看影片表現時，聚焦在《延續自己的聲音》中，看到畫面中年邁

的阿公，還要為自己族群發聲的奮鬥精神，感到悲傷。而 A12 的受訪者則提到，

其較為感動的地方，是故事中孫子跟阿公透過錄音帶、透過聲音的情感聯繫與延

續，這樣的共鳴強烈，其認為來自於與他年幼生活在一起的外公早逝，有著某一

程度上的關聯性。 

我覺得，延續自己的聲音，那個阿公的我比較有印象。就是我覺得是那

種祖孫情吧，小的時候還是有跟阿公一起住啊!也會跟阿公散步那些

的。影片裡面想到那個阿公拿著錄音機一直跑然後，那個阿公，那麼老

了，還要嗯?就是還要爭取、然後運動抗爭，爭取自己族群語言的那種，

就是要發聲啊!有種悲傷的感覺。（A6） 

我覺得比較感動的地方是說，可能是那種跟阿公之間的情感聯繫。就是

他拿著錄音機在走，聽爺爺的聲音這樣。其實，我小時候的客家生活經

驗，印象比較多的也是跟外公外婆的生活，那在我外公過世之後，剩我

外婆，其實，這種感覺跟阿公的那種感覺比較強烈。（A12） 

另一方面，可以發現到的是，即便是非客家族群的青/少年受訪者，在觀看

以客家生活為藍本的影視文本時，故事中呈現的「祖孫情感」仍可以成為該非客

家青/少年產生內心共鳴之條件元素。像是非客家族群的受訪者 A19 表示，「我覺



136 
 

得這個阿婆跟小孩的，我對這個很有印象，比較清晰吧。這種跟我自己比較相似

的感覺，所以我對這部分比較有印象。哈，我記得一個地方，我以前回奶奶家，

她也會有一直想要看的電視，然後我也不想看，就會轉台可是她就會想要看，睡

覺的時候也是要開著電視到她睡著，以前就上演爭奪電視的戲碼哈哈!」是故，

對於非客家的年輕世代而言，透過轉化成自我族的生活記憶感知，成為觸發其內

心情感共鳴所在。 

（三）親子互動記憶與情感連結 

    另一個喚起青/少年閱聽眾內心共鳴的，便是《跟你有秘密》中所呈現的親

子間互動關係。該文中所呈現其一概念，便是為正值青春期的年輕世代，與父母

家庭在日常生活互動的隔閡與斷層。因為這樣的親子關係，亦是新興青/少年世

代，在成長過程中所經驗的日常生活的部分。像是 A5 與 A11 的受訪者，都提及

在該影像故事中，與其自身的連結，來自於其學齡成長的國中、高中時期，與父

母之間在日常相處上的矛盾關係。而其中 A5 受訪者，即回憶起其高中時期，對

於家中父母的關愛與問候，都感到厭煩與排斥，並且與父母生活中的接觸較少，

多習慣待在自己的房間中。A5 表示：「看到裡面那個女生跟他爸爸這樣，很像我

高中的時候那樣。我爸媽都很愛管我幾點回家啊!跟誰出去、要去哪裡什麼的。

也不知道為什麼，就覺得那時候很煩，然後他們都不懂我這樣。也是會這樣冷冷

地回答，回到家都進房間。」 

    而 A11 的受訪者，則在對於該微電影文本的討論中，提到：「我覺得，影片

裡面他爸爸很有耐心，我爸喔!很硬!幾點回來不回來，門就鎖起來了。也沒什麼

好講的，以前啦!然後，電話、玩電腦那些，他們都要管、要看，有時還會偷聽，

就要躲躲藏藏的，很煩啊!但是，嗯?其實以前會不喜歡跟爸媽出去。那現在其實

比較會珍惜吧!可能回家次數少了，在外面比較多，那有回家就會想多陪陪他們。」

討論中，其回憶起自己家中的爸爸，從前對其管教之嚴格，生活上諸多限制，並

且超過門禁回家時間便把門鎖上。但其卻也提到，這樣的父子間的關係，在其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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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漸長後，隨著生活的轉變，卻也淡化了這樣的矛盾，甚至會開始珍惜與父母親

相處的時光。 

    此外，該文本中的親子關係互動圖像，亦帶給觀看者，連結其自身不同的家

庭與親子間，相處的成長記憶過程。這樣的連結，也喚起受訪者內心中，與其自

身家庭、親子間的情感記憶。像是 A23 的受訪者，提到在看到《跟你有秘密》中，

爸爸陪同小女孩參與節目錄影的經驗。讓其回憶起，小時候也參與過類似的比賽

節目錄影經驗。在學校老師帶隊下，並有爸爸媽媽陪同她一起去電視台參與的節

目錄影。而這樣的經驗，卻也成為與父母間茶餘飯後的討論話題，也成為其與父

母間的共同回憶。 

《跟你有秘密》中看到小女孩與爸爸一起參與節目錄影。讓我想到我小

時候，也有參加節目錄影，老師帶全班這樣，我們班五個人上台去比賽，

雖然不是客家電視台的節目，是沈春華的百萬小學堂，但是就是也有勾

起我回憶的感覺。而且，比較像的連結點是說，我在參加完這節目後，

好像也變成家裡茶餘飯後的話題，家庭中彼此有共同的記憶，會提到耶!

好像有參加過什麼節目錄影啊!也會回想起跟家人相處的過程啊!或是

爸媽會把這節目錄起來啊!就是有共同的回憶!它確實是可以喚起我兒

時的記憶啦!（A23） 

    而該微電影中的親子圖像，同時也喚起 A11 受訪者記憶中參與朗讀比賽的回

憶。其提到，也是由父母陪同他參與比賽的經驗，而這樣的經歷也同時成為，其

成長過程中，親子間回憶的一部分。 

裡面小女孩的爸爸陪她去參加節目錄影比賽嗎?還講客家話的!讓我想

到嗯?以前小的時候，國小吧!去參加客家話的朗讀比賽，那時候在鄉公

所比賽，很近、離家很近!所以，爸爸、媽媽、阿公、阿婆那些，還有

鄰居啊!什麼的都會來。他們其實都會陪著我比賽，如果有得獎大家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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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一起很高興，拍照啊!什麼的。現在還有很多那時候參加比賽跟爸媽

他們照相的照片。我小時候好像也是那樣。（A11） 

    因此，從上述的討論中可以發現，微電影文本中親子間情感的連結，是為抓

取青/少年觀看者目光的一可能個部分。透過凸顯親子、家庭議題，作為連結記

憶的橋樑，同時透過該相關故事，喚起青/少年觀看者內心的親子情感記憶連結。 

二、組構年輕化的客家想像 

（一）、旅行：年輕世代體驗生活的方式 

    微電影文本中，出現以「旅行」作為該故事之敘事軸線，並以此作為年輕世

代，實踐自我生命與體現族群經驗的方式。這樣的方式，也讓閱聽眾對於客家想

像，有不同的意義性連結。其中，在青/少年群體之訪談中可以發現，「旅行」所

連結的意涵，是屬於他們世代經驗生命的方式。 

像是 A1 受訪者認為： 

我覺得，影片中有出現以「旅行」的方式來呈現故事。那現在就是在流

行什麼輕旅行、微旅行那種。對啊!他從旅行延伸，再去追那種認同還

是什麼的那種客家感覺。這種體驗生活的方式，是我比較響往的。 

    就其觀點而言，影片以旅行概念進行故事呈現，與時下流行的輕旅行、微旅

行是相似的，並且經由旅行去體驗客家文化，並從旅行中追尋一種認同感，其更

說明這種旅行方式的生活體驗，是受其自身想望的。 

    此外，A18 受訪者也提到：「還有就是說裡面用到旅行的感覺，算是現在很

流行的一種體驗生活的方式，原來客家也可以用這樣的情況看。像很多背包客

啊!，像我也很嚮往去其他地方旅行，然後體驗不同的感覺。這種方式好像也是，

比較跟我們現在會嚮往的那種生活很像。」就其而言，以旅行的故事，最為連結

客家族群生命經驗，給予他一種很不同的客家想像。並且，這樣的方式，是其所

期望與追求的。 

    同時受訪者 A24 也認為，旅行是他喜愛的活動，那在文中表現出的客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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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乎也透過這樣貼近年輕世代的表現，也可以讓「客家文化」成為旅行經驗的一

部分，使得透過這樣的經驗行為，更去接近族群文化。 

嗯?我覺得以旅行概念去講故事很特別，也比較有一些新意。現在年輕

人，不是都也是，像背包客啊!去其他地方體驗生活文化嗎?那其實，這

種旅行，我自己也很喜歡。感覺這樣的故事，好像讓客家，可以變成旅

行經驗的一個部分。那我們更可以經由這樣的方式，我們所響往的方

式，去嗯?怎說，接近文化嗎?（A24） 

是故，由上述觀之，對於，青/少年世代而言，「旅行」是一種為其所嚮往的

經驗生活方式，同時也認可，以「旅行」作為客家生活實踐與體驗的意義連結。 

（二）、接近性高的語用方式：客語與華語的混用 

    就青/少年世代受訪者的觀點而論，母語與華語混用除了為反映、貼近新興

世代的生活語用情況外，更是作為在經由影視媒介，傳遞客家族群文化過程中，

提升青/少年世代對於該族群文化之接近性之影響因素。 

    像是 A4 受訪者提到，「那我覺得，裡面看到阿婆跟孫子的那種對話感覺，也

比較跟現在年輕一輩母語使用方式比較像。那另外，我覺得弱勢語言一定會被強

勢語言所掩蓋過去，所以我覺得那種很專業的客家話，可以用一些管道方式、或

者是研究上用來保存，那我們平民老百姓講的口語上可以溝通，比較重要，並不

是說不要傳承到可以很精準說客家話，但是很少人只有 10 個人，那這樣語言一

定會消失，而且難道些才叫客家話?而是要更普及。所以我覺得，國客交雜如果

可以更廣泛使用、更自然的使用，我覺得很好。」從其觀點而言，認為《聊聊的

好朋友》文中，孫子與阿婆的對話情況，與其自身年齡世代的語言使用情況類似。

對其而言，「客家話」的傳承，不應該固守精準、全部客語的方式傳承，因為，

其認為可以做為普及溝通的語言使用，會比僅能作為語音紀錄保存來的重要。其

更提到，並非傳承自身母語、客家語言不重要，而是若果一面要求精準的客語，

成為接近語傳承的障礙，使得語言使用與普及降低，客家族群語言仍面臨消失的

窘況。因此，對其而言，其認為客語與華語的交雜使用，就該年齡世代而言，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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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況，更能成為普及與保存族群語言的方式。 

    此外，像是 A8 的受訪者，以自身在中央廣播電台主持，青少年音樂節目之

經驗作為背景，也相同提到，認為華語與客語之混雜使用，是其世代自然呈現語

生活化之表現。而以全客語方式進行主持言說，除了拗口與僵硬外，也讓青少年

的聽眾，遠離了這樣接近自我族群文化的機會管道。因而其指出：「那當初在央

廣的時候，主持音樂節目，就很容易冒出國語跟客語交雜的情況，因為我覺的這

才是我們最自然呈現的方式，如果我今天要把它全部都翻成客家話來用的話，很

硬嗯?吸引一些年輕朋友，這種新語言是很重要的。我們可能時下會說的，很酷!

好夯!等等的，可以融入裡面自然使用。而不是全部用客語去直接表達，這「很

好喔!」、「實在很厲害!」(客語)。我覺得這就少了，跟我們年輕一代、那種活力

還有想要表達的那種最貼切的意思。不能說客語很重要，然後我只標榜用那種最

土最土、一定要多標準的客語，才符合語言傳承的目的，那這跟年輕一輩的人來

講，疏離感會增加，感覺就會遠離不想用。」是故，從其是為青/少年世代的觀

點而論，客家語言文化的傳承，在由新興世代承繼的現代社會中，應透過與該世

代接近之方式，更生活化的展現與運用，否則可能會成為疏離之關鍵。 

    因此，從前述受訪者之討論可以發現，族群語言文化之延續，對新興年輕世

代而言，必須在此時空脈絡下，選擇採用不同的方式與策略來進行。而其中的語

言混用，為其日常生活化展現的一種方式，也因而使得理解度與近用意願上達到

提升之效果。 

    而本研究探悉之微電影文本中，《聊聊的好朋友》以華語與客語的語言混用

展現，即讓青/少年閱聽眾具有提升其自我接近性的認知與感受。 

像是對於客家族群受訪者而言，如 A2 指出： 

華語跟客語混用的那種影片，比較適合我，我雖然是客家人，可是我的

客語也不使說很好，無法全部用客語。我聽得懂，但是我講的就是怎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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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音有時會發的很怪，長輩都還會在那邊說，啊!?你說什麼，在那邊

糾正我，就我對我自己來說會是這樣。 

而 A10 則提到： 

我覺得裡面，有的客語使用狀況，也跟現在很多年輕人，使用自己的母

語情況很像，不管是客家還是其他的。很多人用母語，可能聽得懂不會

講，這個佔多數，那會聽會講的還是比較少，就是以比例來講，在我們

這一輩的裡面，像我自己還算比較好一點，那我堂兄弟姊妹那些其實也

都比較像那樣。完全聽不懂可能又更多了，所以那種語言的斷層算是很

明顯。那其實這樣的方式，我覺得可以讓更多的年輕人可以去看，不會

因為語言而嗯?怎講止步吧。 

A14 也提到： 

那裏面一種客語還有國語混在一起使用，感覺比較生活，我們一般講話

也沒有全部客語，如果這樣好像很假。另外，也反映到我現在回家也是，

嗯?聽當然沒有問題，可是說我可能就要客語穿插國語。 

    因此，從客家青少年之觀點來看，微電影文本中採用之客家語言與華語之混

用方式，貼近於該年齡層，日常生活用語之表現與運用情況；此外，客家族群的

新興世代，客語使用上，有些人會聽不會講；有些人會講不會聽；而多數聽與講

的能力表現上都相對薄弱。在此情況下，以該方式之呈現，在其文本媒介之接近

性提升之餘，也相同的對於，該族群語言文化的親近性提升上，具有某程度之效

果。 

    再者，於非客家族群而言，這樣的混用方式，更成為除去接近客家文化時，

所產生之語言的障礙，進而提升其接近性。像是對於 A23 受訪者而言：「裡面，

那種客語還有華語一起呈現的方式，我覺得不錯耶!像是我不會講客語的人，那

幾句我就可以聽得懂。全客語我完全聽不懂，在看這些節目、影片的時候，我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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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較不會想去看。那如果用混的有客家話、華語一起，有些少部分的客語我就可

以去用猜的，有些音調什麼的，也是可以猜得出來，而全客語我就是會有一點障

礙這樣。」因而對其來說，認為微電文本之媒體呈現，以客家語及華語的交雜方

式呈現，對其而言具有正面的幫助。因為，若果是全客語之傳播方式，在完全聽

不懂的情況下，除了降低其接近之興趣外，甚至也可能產生完全不想去收看的情

況。 

    而在 A25 受訪者的認知上，則提到國語跟客家話的輔助呈現，除了在理解上

對其而言比較不吃力以外，更指出，其是種生活化的表現，將客家語言自然的融

入文本中，表現一種生活化的族群狀態，而非刻意的、僵硬的硬要放入客語在其

中。也因此，在接受度上來講，這種模式會是提升其接近性之來源。因而在其訪

談中提到：「全部客語，我會覺得這樣聽起來很吃力。那如果透過國語跟客家這

樣輔助的方式來了解的話，我可能比較能了解到它想要傳達的是什麼。那如果全

部都客語的話，我可能相對來說會比較沒有興趣。而且，我覺得這樣是比較生活

化的方式，而不會故意或者是刻意的來去強調我要講客語這件事情。而是把客語

融入在生活中很自然地把它運用出來。我覺得這樣的方式比較能給我、或者現在

的年輕人接受，並且較有興趣的去接受跟了解。」。 

    綜上所述，語言文化之傳承，在青/少年世代的操作上，並非僵化以標準、

或唯一的客語表現形式，作為語言文化傳播與保存之策略手段。而是，自然化的

將客語融入文本訊息中，配合著普及華語的運用，使得貼近青/少年世代的生活

表現，讓親近性與接受度可以有更好的提升，使得語言能更生活化的普及運用，

並達到學習語傳承之可能。 

（三）、偶像明星的象徵性加值 

在觀察青/少年世代受訪者的訪談過程中，可以發現到的一個有趣現象是，

部分的閱聽眾，在觀看微電影文本過程中，會注意、與討論到影片中出現的藝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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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些是時下知名的，哪些是他們喜歡的。換言之，客家微電影媒介文本，經由明

星象參與演出的象徵性加值，使得其成為增加與吸引，青/少年世代目光之元素。 

    像是受訪者 A15 提到：「我覺得用一些有知名度的或是一些我們認識的藝人

在節目裡頭或者影片裡面去呈現的話，會讓我們覺得耶!原來某某某也有在這部

戲，我知道他是誰，這樣也有可能會吸引更多的觀眾去看。」是故，就其而論，

故事影片文本中，若果邀請具知名度、並且受歡迎之明星藝人參與演出，可作為

吸引其收看之因素之一。 

同時，A25 的受訪者也表示： 

因為假如說我是一個很愛看電視的人，那我看到有這麼大咖的藝人，並

且我本身是他的粉絲或者支持者的話，其實都會提高我的一個關注的程

度。那其實我覺得，如果透過這樣的方式的話，會提高讓更多不同的族

群、或者是更多不同的年齡層，讓他們去關注到這個部分，同時也去注

意到他想要呈現的這樣的一個概念，會比較容易去 CATCH到我的眼睛。 

    就其上述之觀點來看，其認為卡司強大、知名度較高的藝人參與於，傳遞客

家族群文化相關訊息與意象文本中，除了會提高其本身收視之意願以外，也可以

作為吸引不同群體，注意到客家族群文化的一個可能因素。 

    此外，受訪者 A20 在觀看影片過程中，文中出現的知名藝人與明星，相同的

也是其注目之焦點。其指出：「我有看到打開音樂盒的時候，出現很多劇的畫面，

裡面有很多我認識的人。哈哈啊!像是，楊瑾華、溫昇豪、還有那個以前 Energy

的那個……書偉，這些明星出現在客家電視台的影片，嗯?我覺得就很反差啊!

他們好像都是在銀光目前，會去什麼演一些偶像劇、還有談話節目，感覺很現代

流行、或者是時下的感覺，可是居然……也會有參加一些客家的，好像不是客家

人的那些藝人，居然也會講客家話什麼的，感覺很不一樣。」然而，透過訪談之

論析可以看到，這種注意的目光來，自於明星偶像參與所形塑的反差，這種反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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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其而言，是形成於「客家」給人的印象感覺是較為傳統、舊的；而知名的藝人

明星所象徵的，是流行的、年輕意象，因而，當這些明星偶像也參與客家影視作

品的演出時，這種反差就形成。 

    因此，從上述之討論，可以更明確的看出，透過明星與藝人的加值，將傳統

與舊的客家意象，融入更多流行性、現代性與年輕化形象的同時，也擴大年輕世

代接受的範圍。 

（四）偶像劇式的浪漫客家想像 

    另一方面，可以發現到的是，微電影敘事中的「類偶像劇形式」的展現，是

為青/少年群體所關注的另一焦點。所謂偶像劇，就黑鳥麗子（1997）提到，其

認為該涉及的基本元素，來自純愛、浪漫、夢想與貼近事實的故事。（轉引自徐

振興、黃甄玉，2005）。換言之，青/少年受訪者，在閱讀此客家微電影文本時，

關於純愛、浪漫、夢想與貼近事實之故事呈現，是為觸動其內心之要素。 

    其中像 A15 受訪者認為，「客家」並非只存於過去、或者老年的記憶，對於

承繼族群文化的年輕世代而言，應該以要有更多貼近他們的展現方式與內容。因

此其指出：「我覺得這樣的表現方式還有主角那種，感覺很像現在的偶像劇。而

且客不可能都是老人家啊。過去的記憶可能有，但是要繼續的是年輕人，所以像

偶像劇的浪漫、愛情或者是這類的，比較是我們流行的方式，用這樣的方式好像

有比較要把年輕人是延續的，這些東西的主要者的那種感覺說出來，然後年輕人

是重要的一種角色。」因而，就其觀點來看，偶像劇式的呈現方式，給予增添更

多浪漫與愛情相關的客家想像，以更貼近新興年輕世代生活展演之方式，進行客

家族群文化之延續。 

    此外，受訪者 A12、A15、A19，對於該微電影中，以具浪漫、愛情之偶像劇

方式，來進行客家意涵之包裝、書寫與傳遞，具有一定程度的喜好。像是 A19

提到：「感覺這種偶像劇式的，有點帶有愛情的故事，會是年輕人想要看的，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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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自己也比較喜歡這樣的感覺，也就是嗯?客家不一定要一直跟舊的、或者那種

一直塞給你東西的樣子放在一起。」就其而言，偶像劇式帶有愛情的故事，會是

其與該世代年輕人所喜好，並且讓客不再給人是舊的與單一的形象。 

而受訪者 A12、與 A15 也相同提到： 

我很喜歡這故事，就是它的敘事是很浪漫的、那種場景，偶像劇的感覺。

好像我哪天旅行的時候，可能會有巧遇或什麼。（A12） 

我覺得是愛情的那篇，那種偶像劇式的感覺，比較多想像的空間，感覺

我說不定有一天也可以，在?哈哈!會不會這種故事發生在我身上，就是

跟客家的連結不一定要這麼傳統，浪漫式的愛情，也可以是我們客家生

活會出現的狀況吧!（A15） 

    在 A12 與 A15 的訪談呈現上，除了展現出對於該文本中，以類偶像劇之故

事建構的喜好外，還可以看到的是，青/少年世代，對於該浪漫生活的想望，並

且期盼這樣的類現實的情境，可以實踐與體現於其自生的生命經驗中。 

    因此，綜上所述，微電影中的類偶像劇式的浪漫想像，對於青/少年而言，

除了是透過新的角度，貼近年輕人想像的口吻與方式，在逐漸重新形塑客家之意

涵，並給予其意義擴大之空間外，同時也是青/少年世代，希求在生命經驗中實

踐的價值意義。換言之，當客家意義可以囊括上述之想像時，新興年輕人追求實

踐偶像劇式浪漫想像之同時，也是在進行客家意義的實踐。 

三、日常生活化的故事文本 

    對於青/少年閱聽眾，在收視微電影文本後所進行的解讀中，可以發現到，

多數引發其內心感動與共鳴的，是為該媒介文本以一種日常生活化的故事呈現。

而這樣的故事，卻也在該年輕世代閱聽人的生命經驗中，與某些日常記憶與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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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合。這種接合，正是引起青/少年閱聽眾之關注與抓住其目光之焦點。然而，

閱聽人是為具豐富意義的生命體，其生命經驗的組構，也是多重結構與時空脈絡

下的交織。換言之，對於該生活化的故事文本接收，同為青/少年閱聽人，雖然

描述與接合其想像的，都提及我其生活的接近性，然而，這所謂的「生活」是有

著不同的經驗差異的。 

    像是 A4 受訪者提到，故事的生活連結，是呈現出「親子間的相處隔閡議題」。

這種議題，也是其青春期面臨與家中的相處代溝與疏離狀況。其指出：「就是那

個<<跟你有秘密>>那個，就是好像是嗯?青春期轉變，本來小時候什麼都可以跟

爸爸分享，然後，後來就什麼都不跟爸爸講啊!感覺就是比較是我們在青春期年

碰到的狀況吧!那種跟家裡有一點代溝還什麼的，我們以前好像也有類似的情

景，就是那種叛逆期，覺得一切都很煩，把自己關在房間，不要煩我，我朋友你

又不認識那種。我爸以前都會講：「毋成人」、「毋像人」（客語）之類的，就是暗

指我們現在的行為不像是人該有的，罵我們叛逆啊!什麼的。」因此，對其而言，

這種生活畫面的連結，是所其遭遇到在成長過程中，家庭間親子相處關係之議

題。並且，對於這樣的記憶，黏合的是以其客家為中心的家庭生活。從訪談中看

到，記憶中父親對其的訓斥與教導，「客語」的使用仍是家庭生活不可或缺的溝

通語言，因而這樣的語言方式，正是客家族群生活中語用的表現習慣。是故，這

種故事中生活議題的呈現，也連結到其對於自身族群的家庭生活記憶。 

   此外，對部分青/少年的閱聽眾而言，故事畫面所連結的生活情景，是一種對

於「家鄉環境」的記憶。其中 A11 的受訪者提到：「裡面有看到一些養雞啊!那種

田園式的生活，跟我小時候印象的生活有點相似。客家農莊那種嗯?以前阿婆阿

公，種菜、餵雞我都會跟。像是讓我想到，嗯?我記得我小時候，有一條蛇跑到

我們家那養雞的雞窩那邊，然後就在那個圍著雞寮，吃掉一隻雞，那吃太飽，跑

不了也就睡在那邊很多天。」對於該受訪者而言，其所連結的日常生活記憶，是

其小時候成長的客家農莊中之居住生活，伴隨阿公、阿婆一起在住家田園、農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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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工作記憶。而另外，受訪者 A14 也提即，文中出現的自然景觀，田園、山水、

道路，讓他有種回家的感覺，是引起其共鳴所在。訪談中指出：「那我們看到微

電影，裡面有一些畫面是大自然的部分、還有那奔跑的道路，我就覺得會是還恩?

熟悉感，而且滿有共鳴的。因為就感覺是，我好像回到家的感覺。那我覺得看你

要怎去看，雖然類似的地方到處都有，可能很多人生活都會碰到。可是像我生活

的客家地區、我是在比較山上那邊，那我看到就有那種我好像也走過那裡的相似

感，至少對我而言是這樣啦。」從其觀點而言，這樣的畫面可能很多鄉村地區都

有，但是，對他而言，他所居住的環境是靠近較山上的客家地區，文中的景觀與

道路場景，讓其感受到的是一種相似性，與接近其生活的環境記憶。  

    再者，在日常生活故事展現的文本內容中，對於另一個連結青/少年受訪者

生活想像的是，對「阿公阿婆的生活記憶」。像是 A16 受訪者提到：「畢竟我是

跟阿公阿婆生活的人，雖然看電視不一定是看客家電視台，但是真的覺得電視是

陪伴老一輩人的工具。你看很多老一輩的人真的是坐在那裡，然後是用聽的。那

們是用聽的，因為很多年輕一輩都在外面工作或者幹嘛，我覺得這畫面感覺跟我

生活中見到的長輩，那種畫面很像，接近我的生活感覺。」因此，於該受訪者來

說，其是從小跟著阿公阿婆一起生活、長大的孩子，自然在描述老一輩人的生活

故事上，會更具有貼近其生活的感觸。其中文本裡對於老人家孤單在家中看電視

的描寫，更是與其生活經驗到的長輩具有相似性。 

     相同的，對於 A9 的受訪者來說，文本內容的故事中，呈現出的是老一輩人

的生活表現，展現出成天守著電視的孤單。就此而言，貼近於其生活中，所見之

阿公阿婆的生活樣態。其指出：「裡面有看到的比較是，跟現在的生活裡面的情

況也很像，就是裡面的阿婆沒有人可以跟她講話，然後她只能看客家電視台。現

在很多老人家，好像都自己在家，沒什麼事情可以做，就是守著電視、電視陪她

而已，那另外，裡面講沒有人可以跟阿婆用客家話講話，現在更是，像我們在家

裡都全國語的講話，就像那小孩子，雖然小孩子偶而會有一句客家話，但我覺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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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很像，年輕的客家後輩都不太會講客家話了。」另一方面可以看到，在客家族

群所面臨之語言保存延續問題，確實也是為一種現實生活的困境。特別是在客家

的老人一輩的生活展現上，客語是其重要與主要的溝通語言，當該族群之後代無

人會使用客家語言時，在無法溝通的情況下，與上一代的隔閡越來越擴大，進而

也將無法延續自我族群的文化。 

    而 A8 受訪者指出：「我對於那個有一則小孩子跟阿婆搶電視，然後阿婆每天

都要看客家電視台的那個情節畫面。主要是因為，那會讓我想到我在家的時候，

我家住屏東那邊的客家地區嘛!我小的時候也會阿婆這樣搶電視。而且，真的那

裏面跟我們家一模一樣，她很容易開著電視，然後電視就在播，然後就開始：「睡

目」(客語)。我們也都不知道，她為什麼這樣，好像沒有在看一樣。但是啊!更

奇怪的喔!如果他想要看的連續劇啊!還什麼沒看到，就會不高興。」因此，該故

事對於此受訪者來說，所連結的是與家中阿婆的日常互動記憶。特別是畫面中，

出現小孩子跟家中阿婆搶電視的情況，那也是他在家時，生活中可能會有的行為

舉動。 

    如前述之討論，對於青/少年閱聽眾而言，特別是在新興世代的客家族群受

訪者上，此客家微電影文本的意義傳達，在一種以日常生活化的表現上，去觸動

他們的記憶與生活連結。而這種生活的連結，同時也是對於其族群生活的連結，

呈現的正是其生活記憶中的客家生活圖像。正如同具客家認同的 A10 受訪者所

言，在此故事中，所看到的、所呈現的就是「他的生活樣貌」，那種非刻意凸顯

或假作的客家形象，而呈現屬於其客家族群的生活，並且也呈現出現實生活中，

其族群正逢遭遇的困境與問題。更進一步，透過這樣的生活故事與其自身經驗連

結，讓其具有一些反身性思考。 

那我覺得我比較有感覺的是那種，日常生活的呈現部分。那我所謂日常

生活，是我在這些畫面故事中，我好像看到我的生活，我看到會跟我嗯?

跟我連結。那種連結可能是像是語言啊!還是一些想處得情景、還有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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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操作細膩的部分或者是精神，還有一些比較實際的故事情節，像是我

們現在也面臨到語言文化傳承。感覺這些是從日常生活去呈現，也讓我

有滿多、可以有很多的省思。就是客家這條路從過去走到現在，然後像

我們身為現在的青年世代，面對自己的族群文化，這客家到底要怎麼走

下去?可能就是要去找根、回家去有機會多講客語、多聽聽不同長輩的

聲音、多問多學習。整體來說，我覺得他就是比較是呈現一種生活、面

臨到的一些問題，而不是很刻意的凸顯某些部份而已，其實就是我們的

日常生活。（A10） 

    因此，就筆者的觀點來看，事實上某種程度而言，透過生活化的文本故事建

構，進而也呈現出現實生活中的狀況與困境，在作為青/少年閱聽人生活想像的

連結，同時也是作為閱聽人反身性思考的培力（empowerment），再次檢索與其自

身、與社會相關的問題與困境在那?讓這樣的族群媒介傳播，成為具賦權性意義

的工具。 

第三節 青/少年世代：客家微電影的再思考 

一、以「四縣」客語為中心的建構 

    在針對青/少年世代的訪談中，有不少客家族群身分的受訪者，而在日常客

語的使用上，有七的受訪者並非以四縣腔調為客語操演之使用情況。是故，在本

研究所探悉之微電影中的語言表現上，有著差異的見解。 

    A9 受訪者，在觀看該系列微電影時即注意到，文中的客語表現，與其日常

生活中的客語認知有差異，並且提到該微電影的使用，都以相同的客語「腔調」

為主要表現。因而 A9 的訪談中提到：「這裡面講的客家話，跟我的不太一樣。

這是算什麼類型的客家話?我們看的這四個影片，好像客家話都用這樣的，那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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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是我們講這樣客家話的人看就會覺得比較不一樣吧!，然後……嗯?覺得為什麼

都是用同樣的客家話吧!我們的客家話好像都沒有用，是講的人少嗎?應該也還好

吧!」 

    而 A4、A11、A20 的受訪者討論中，更進一步指出，本研究探悉之《裝滿生

活的時光》系列微電影，在客家語言的使用上，著重的腔調以「四縣」腔為主要。

其中 A4 的受訪者認為，雖然其可以理解文中的表現內容，但是現行的多數與客

家相關的影片，都以「四縣腔調」為表現，相較之下他所使用的海陸客語、或其

他的語言腔調使用少之又少。A4 指出：「嗯?其實雖然我不是講四縣，但是我還

是可以聽得懂啦!而且還有字幕可以配著看，但是，我是覺得不是懂不懂的問題，

是讓我們會覺得說…..嗯?怎講，就好像都是刻意要用四縣的客語為主要的感

覺。而且現在很多跟客家有觀的影片那些好像也是，你如果有看客家電視台，好

像四縣客語的用的那個也比較多，有些是會放一點海陸、饒平啦，就是不一樣的

客語，但是整個來看還是很少很少。是因為人口嗎?」 

另外，A11 的受訪者則認為，其所說的客語海陸腔調，在語音、用字上雖然

有些許差異，但是他本身是可以理解。但是，其認為老一輩慣用操演其他客家語

音腔調者（如：海陸、大埔等），可能在收視理解上會有障礙。A11 受訪者，列

舉自身經驗中，爺爺無法理解四縣腔調的客語表達為討論案例。因而，A11 受訪

者提到：「我們那邊都是講海陸的客家話，主要是音調還有一些用的字會不一樣。

你們講下雨，我們會講：「落水」。那用個影片來說，應該還是可以聽懂。但是，

感覺的話，會覺得比較是為什麼全部都用四縣的客家話?如果老一輩的人，可能

會比較聽不懂。我之前有同學，他也是客家人，但是他講四縣，來我們家，跟我

阿公用客家話聊天，我阿公就比較聽不懂。」 

    再者，A20 的受訪者，認為該微電影的語言表現上，所有該文中的角色都恰

巧使用了「四縣」的客語腔調，其視為刻意安排設定之結果。並且認為，這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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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定，會讓閱聽大眾在觀看時，以為客家人的語言只有一種「四縣」腔而已的錯

覺。A20 指出：「是因為演員都是只會四縣的客語嗎?還是角色都是要演說嗯?是

會講四縣客家話的人?因為覺得很巧，所以的阿公、阿婆、小孩、男生、女生，

全部都是講四縣的客家話，是有故意要設定好嗎?哈哈!我猜啦!我也不知道。但

是，如果是我的話，感覺這樣的嗯?，好像我們生活中都只有講四縣客家話的人

嗎?像我們海陸的新竹那邊就很多吧!」。 

    此外，A10 與 A19 的受訪者在討論中則提到，文本中的客家語言腔調表現過

於集中，在客家樣化語音表現上，應給予多重的呈現空間與機會。像是 A10 受訪

者指出：「嗯?我認識講不同客家話的人滿多的，大埔腔也有、海陸就像我自己，

還有饒平的也有。如果是講大埔、跟饒平的跟四縣就會差很多，我不知道他們會

聽得懂嗎?雖然有字幕啦!但是那感覺還是不一樣。我自己的話，看到的感覺會比

較……是說嗯?好像很多影片啦、廣告啊!什麼的，跟客家有關係的那種東西裡

面，幾乎都聽到四縣的客家話吧!這像這微電影是一系列的嗎?如果有四個為什麼

不用不同的腔調來做，反正是一系列的，就有不同腔調這樣。」從其言說中來看，

認為在此系列為電影製作上，可以用不同的客家語言腔調，作為在該系列中，不

同「篇目」之語音腔調使用之重點。 

    而在 A19 的認知中，其相同的也提到客家語音腔調的多重呈現，在影視文本

中作為可能的解決方案，像是其認為，文中的故事敘事上，角色可以有多重客家

語言腔調使用的安排。其列舉《懂你的密碼》中，男主角巧遇來自馬來西亞的客

家女性，以該情節作為假設說明，認為可將其中的女性角色，安排為不同的客家

語音腔調之表現，作為客家語言多重性的表現。因而 A19 提到：「裡面喔!客家

話的話，我是覺得，我應該比較會想問為什麼都是用四縣的客語?我自己是講海

陸的，雖然還是聽得懂啦!但是，感覺還是會有不一樣，音調啊!那些的。如果是

這樣，我會覺得裡面講的客家話可以平均一點，就是不會都用一種這樣。它裡面

有一個女生從外地來的，怎會那麼剛好就講跟男生一樣的腔調?或是也可以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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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他們用不同的腔調吧!雖然，音調有很多種，要全部都有很難啦!可是我覺得只

有一種好像……」。 

    因而，透過上的述討論可以發現，以操持非「四縣」客語腔調的客家青/少

年，多數認為在本研究所探悉之微電影文本中，其客家語言腔調的表現上，過於

集中與單一化，多以「四縣」的客語腔調，作為再見與建構客家想像之要件，而

忽略了其他客家語言腔調的呈現空間，並經由媒介的再現與建構，使得抹去該客

家語言的多元性表現。 

二、多樣的收視行為：「17」與「客家電視台」之連結關係的弱化 

    在本研究所探悉的微電文本中，17 的數字是為常出現的符碼。像是《聊聊

的好朋友》裡，小朋友播電話到客家電視台的同時，特寫日曆為 17 號的日期；

以及《懂你的密碼》中，眾多出現 17 的橋段，像是 17:17 分的火車時刻、017 班

次、以及作為貫串該文軸心的行李箱密碼 017。這符碼的作用，正是來自於客家

電視台定頻於有線電視頻道的第 17 台，並以 17 的概念作為象徵性的連結。然而，

針對於這樣的傳播符號的訊息設定，青/少年世代的閱聽眾是如何去理解呢? 

經由訪談的分析可以發現，青/少年閱聽眾的媒介使用習慣、方式與收視行

為，影響著其對於「17」數字符號，與客家電視台之連結關係上的認知、解讀。

其中，僅有少部分在收視時，可以較快速與敏銳的注意到「17」的數字，是一種

象徵連結，是為客家電視台頻道的表徵之意。而這種敏銳的感知連結，來自於其

的媒介使用方式、習慣，多以有線電視媒介，作為節目影視、訊息之主要來源管

道。像是 A14 的受訪者提到：「哦!裡面那個 017 密碼，是因為客家電視台是 17

台對嗎?哈!我回家跟我阿婆看客家電視啊!我知道。……我看過很多，之前那個

比較早的《雲鼎天很藍》、《大將徐傍興》我都有看。我阿婆有時會看新聞，嗯?

怎講，我們家，其實有時候也都會看客家電視台，有時候裡面像是新聞、或是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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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它就會打上說這個主持人，可能是哪裡的腔調、可能是麟洛、三義那邊、海

陸啊什麼的，都會不一樣，那我們就會想說他們講的很不一樣，就是真的都聽不

懂，像我們家講四縣，所以就是比如說他們講韶安好了，會有完全聽不懂的狀態，

哈哈!所以，客家電視台是 017，因為我們家平常都有在看，我一看就看到了。，

而且出現很多次。」從訪談中可以發現，其有以有線電視媒介，作為收視客家電

視之習慣、方式。原因來自於，要進行這樣的收視行為，勢必要在有線電視中，

將頻道移轉至 17 頻道才可以收視。由此可鑑，其可以明確、快速的辨析出「17」

與客家電視台的符號性連結，與其經常性以有線電視媒介，作為其收視管道之行

為，有一定程度上的關聯性。  

    然而，如前所述，017 與客家電視台的象徵連結關係，來自於客家電視台定

頻於有線電視的 17 頻道之故，因而在廣告文本的設定上，以 017 作為宣揚客家

電視台的象徵符號代表。面對於此，有部分的青/少年閱聽眾則提到，家中的電

視並非有線電視系統，而採取無線電視，是故，其家中所觀賞到的客家電視台並

不在 17 頻道。像是 A3 受訪者指出，「裡面那個 17，我知道它要講客家電視台在

17。之前有一些宣傳的演講有講到。可是，像我們家是沒有有線電視的，那客家

電視台就不會在 17 台，如果我沒有聽過的經驗，直接看我跟本不會想到客家電

視台就是 17 台。所以 17 這個數字，在連結上跟客家電視台，好像嗯?就是說其

他如果他們家不是用有線電視的可能就會比較不能了解。」；而另外則有受訪者

則提到，家中的電視收視，是以數位電視盒 MOD，進行節目訊息的接收，因此

相同的產生，17 的符號象徵與客家電視台的連結性薄弱的感知，在此情況下，

並未意識到 17 即為象徵客家電視台，定頻於該頻道之意涵。像是受訪者 A4 與

A13 受訪者，皆提到家中是以數位電視盒，作為電視節目訊號接收的媒介平台，

並且家中數位電視盒之客家電視台頻道，並非在 17 台，因而，在此情況下，與

其日常收視習慣行為之經驗相左，以至於其無法快速將 17 的符號，作為連結客

家電視頻道之象徵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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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剛就在想，那個 17 是有要幹什麼嗎?那如果是用 17 來說是客家電視

台的頻道，我自己的經驗是比較難去想像耶!因為我家是用數位電視，

頻道數很多的那種，客家電視也不是在 17台啊!不知道在哪一台，那如

果像我們這樣用數位電視的家庭，其實即便我看到 17 這數字連結的是

17頻道好了，我回家如果選擇 17頻道我是沒有辦法看到的。（A4） 

是嗎?17 台是客家電視?我家不是耶!嗯?我家用那個 MOD 的電視，好像

不一樣吧。我之前好像看到 17 台不是客家電視啊!難怪，我會看不出

來。哈哈哈!一定是這樣。對啊!現在很多人家應該都有用 MOD吧，數位

的電視，那如果它用這個來宣傳說，客家電視是 17，很多人家裡如果

用跟我們一樣的，它不就看不到了。（A13） 

   此外，在訪談中的資料則顯示，多數的青/少年閱聽眾，其日常生活中多以網

路媒介的平台，作為節目收視、訊息接收之習慣與方式。因此，希求透過文本建

構之方式，以傳遞宣揚 17 的符號，連結客家電視台之頻道所在，多數受訪者認

為這樣的連結性的訊息傳遞，對於其本身意義不大。像是 A15 受訪者提到：「我

比較是有喜歡的節目、戲劇之類的，我會去 google 影片來看、或 youtube 啊!

如果是客家電視台，有什麼新的戲劇那些，我比較不會直接去看電視的。因為那

要等播出時間，像我們在學校也比較沒有電視。我最近再看那個……叫哦!出境，

對《出境事務所》，我就是在網路上看的，很好看喔，推薦你看，哈!......哦!!

對，所以我覺得，裡面要用那個數字去講客家電視台在哪個頻道，我自己是覺得

沒有差，因為我不太直接看電視。」從上述討論中可以發現，A15 受訪者，在觀

賞影視節目時，礙於其收視之習慣，無法按時等待電視節目道播出時間，進行收

收視與觀看，因而其收視方式多不以「電視」為主要收訊平台，而以電腦網路為

中心，像是 googlen 搜尋、Youtube 網路影音平台等，作為其主要使用管道。 

    而 A24 受訪者則認為，他們現在年輕人，看影視節目的方式以漸漸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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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是在網路上觀看影片，而很少真實的去守著電視頻道、選擇某電視頻道來進行

節目收視。像是其分享近期在觀看的客家電視戲劇《出境事務所》，在網路播放

更新速度快、以及分享給朋友觀看之方便性下，其多是在 Youtube 的平台上收看。

因此，其也認為，17 符號象徵連結客家電視台對其而言意義不大。 

不過，我們現在都比較是會在網路上看影片，比較少真的去轉電視頻道

在哪裡，如果像我這樣喜歡在網路上看一些節目啊!影片的話，17這個

數字，要去連那個客家電視台，我覺得意義會沒有這麼大。因為現在看

電視的方式或是那種，嗯?都改變了吧!像我最近喜歡客家電視台的一部

偶像劇《出境》，我都是 Youtube 上看，而且更新的速度很快，可能比

方說 8點播，我 9點看就有了。那像我介紹我朋友看，他們也都是在網

路上分享然後看，其實，如果是宣傳頻道是 17 的話，我覺得我們這一

輩的人，其實比較不會真的去要轉電視的 17頻道來看。（A24） 

   因此，透過上述訪談討論可以現，青/少年的媒介使用習慣方式的差異、或改

變，舉凡無線電視收視、數位電視的收視、甚至以網路媒介平台為主的收視習慣，

都影響著其對於「17」象徵性符號，與客家電視台間的意義連結感知。是故，在

選定、採用某符號，作為連結與形塑特定意義與價值，傳予閱聽人時，必須更多

元的考量到，差異接收端的不同情況，以做更適切之設定。 

三、客家與非客家日常經驗差異：微電影故事呈現與客家意象低度連結 

    經由青/少年世代受訪者的訪談可以發現，針對於以微電影文類方式，進行

之客家意象的傳達與建構，多數的受訪者皆表示，以說故事的方式、強調情感表

現、並且以貼近該世代生活的口吻，進行意象的傳達，因而，對於此影視傳播類

型方式，所建構、傳遞之客家意象的接受度傾向較高。 

    特別是在青/少年群體受訪者中，客家族群的訪談上可以看到，認為以該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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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情感的表達，以作為連結其自身的日常生活記憶。像是 A1 的受訪者提到：

「我比較喜歡這樣的呈現方式(微電影)耶，因為就是它可能比較可以勾起我對家

鄉的一些回憶，像我在家可能跟老人家、阿公、阿婆的互動可能會比較多，自己

也很喜歡和他們一起談談過去的生活經歷，然後來看看現在的生活有沒有什麼可

以呼應的，我很喜歡找那種感覺。」從 A1 的訪談可以發現，該文本敘事所傳的

之意象，是為引起其與家鄉、與家人生活經驗畫面的共鳴所在。而這樣的經驗共

鳴，也視為其族群文化生活的記憶畫面。 

    然而如上所述，微電影所傳遞之形象，具有貼近客家青/少年世代，對於自

身族群日常生活畫面，並引起記憶共鳴之作用。但相對的，也因為這樣的敘事呈

現方式，以貼近客家生活記憶的形象所做為之呈現，在客家青/少年的認知上，

視為此一文類推展客家形象之隱憂。在訪談中，客家青/少年受訪者認為，以故

事性的敘事，呈現出客家生活的記憶，對其自身而言，是其經驗中曾經有的畫面，

可以引起共鳴產生興趣，但是，對於非客家族群而言，這樣的生活畫面，距離其

自身經驗遙遠，而無法明確接收到客家意象與意涵之所在。 

    像是受訪者 A8 就認為，「這種類型方式，像現在拍的這些影片中，包括跟

阿婆相處阿、還有阿公藏私房錢這些，比較像是我們印象當中的客家生活、生活

方式。但是如果我今天是要介紹我朋友讓它認識客家的話，我覺得我會把一些以

前那種型態、短短三十幾秒的那種客家意象的影片，給他們看，因為那種貼近我

們生活的故事，看完他們也不知道客家是什麼。」是故，其認知而言，文中呈現

的諸多畫面，像是爺爺藏私房錢、阿婆的日常的生活，都與其日常經驗中的客家

生活相近，這就是她的生活，並且那才是她所認可的客家。但是，如果要介紹非

客家族群的朋友認識客家，其會採取一般簡短而刻板的廣告類型，便以讓觀看朋

友，可以較明確與快速知道客家是什麼。因為，其認為這種故事性的展現，是貼

近的是其客家生活記憶，而外族可能有接收上的困難，並難以引起其與客家之連

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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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外，A4 的受訪者也提到：「我是覺得這種故事方式的呈現，有點冗長。好

像是短短的那種比較好，就是給非客家人知道說，譬如說去簡單比較區分，客家

人跟閩南人或非客家人，不一樣的地方明顯直接的在哪裡。微電影，這種嗯?近

客家生活的記憶啊!阿公阿婆請感的畫面，他們比較沒有辦法去跟客家連結。但

是，對我們本身客家人來說，好像不是那麼一回事。」是故，從其觀點而言，對

於自身而言，以微電影的敘事建構的客家生活，是引起其功名之所在。然而，對

於非客家人而言，這種敘事冗長，並且與其生活連結度低，無法明確建構起對於

客家的認知與想像。 

    而前述之客家族群青/少年受訪者所認為，該以微電影所傳遞之貼近客家族

群生活記憶之意象，在非客家族群之理解上與接收上而言，會是一大障礙與隱

憂。這樣的隱憂，也展現在非客家族群之青/少年的討論中。對於非客家族群之

受訪者而言，微電影以具有情感性與故事性的文本傳遞方式，是為其所高度認同

的，並且在訪談中，多數受訪者也表示喜歡這樣的呈現方式。但是，卻往往淪為

好看的故事、好看的劇情，而對其而言，與客家之意象連結度很低。 

    對於非客家族群之受訪者而言，雖然喜歡此微電影的各種故事呈現之方式，

以及情感之表現，但同時卻也指出，若果文中沒有以「客語」發聲，作為其連結

客家之依據，對其而言這內容就僅是一則好看的故事，並沒有引起其對於客家的

想像與連結。 

像是 A21 受訪者提到： 

我喜歡微電影的，因為有故事啊!好看!有一些感覺。不會一開始就講客

家是桐花、還是什麼的。但是，這故事好像就是好看，你如果用英語配

音、閩南語去配音，好像就跟客家沒什麼關係了。 

而 A23 受訪者也提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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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這種微電影形式，就是可以比較引起我感動的感覺，那我對於這種方

式會比較喜歡。可是，一般之前看到的客家廣告，直接告訴你客家是那

些又可以比較明確知道客家就是這一些。因為，微電影的那種，裡面要

是不是講客家話，我根本不會小想到是客家的吧! 

    是故，對於此二受訪者而言，客家微電影文本的故事傳達方式，獲得其內心

之青睞，但這樣的故事若果以其他語言進行配音，該與客家的連結性隨之降低，

使其無法辨認與連結，該文本意象與客家之連結關係為何。 

    整體而論，就訪談之青少/年觀點而言，認為此客家微電影文類，進行客家

意象之傳遞與建構上的隱憂，來自於該以貼近客家族群生活記憶的故事畫面，與

敘事之方式，引起族群內部之青/少年世代記憶共鳴。而對於非客家族群而言，

這樣的生活畫面，卻無法成為連結客家意象之所在。 

    就筆者的觀點而言則認為，不論是客家還是非客家族群的青/少年受訪者，

所具有前述之擔憂，來自於其以先驗性的假設，「客家」的概念或者意涵為何。

若果並非典型與常見之符號，將會被排斥於「客家」邊界之外，將其劃定為非客

家。因此，對於青/少年受訪者而言，會認為該微電影文本，所傳達出的客家日

常生活經驗，無法作為非客家族群概念中的「客家」圖像。然而。本文試圖經由

探悉新興微電影媒介文本，尋找形塑與擴大「客家」邊界之可能性。因此，舉例

而言，當諸如「客家族群生活的日常經驗」這類的意象，可以做為一般性與普遍

性的客家意象時，前述所提及之盲點可能不復存在。 

第四節 小結 

    本章所進行的討論，主要是想要去了解，身為傳承與延續，客家族群文化使

命的青/少年世代，其對於新興微電影媒介所建構傳遞之圖像與意義，在其態度

認知上是如何理解?並且與其自身有什麼樣的連結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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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到族群認同的相關討論中，可以看到，像是 B.Anderson（2007）、王甫昌

（2003）從建構論的角度，試圖去解釋族群認同的建構，透過符號論述所產生的

作用，並且是一種選擇性的強調、與忽略某些事實進行其建構，同時，在這樣的

過程中，完成一個彼此為一群體的共同想像。 

    本章之第一節即試圖去了解，年輕世代對於「客家」的想像是什麼?在其討

論中，可以發現到，主要以「族群精神特質」、「飲食文化」、「族群產業」為象徵

之客家意象。同時（如圖 5-1），將其與現行媒介所建構之客家圖像進行對比，會

發現在受訪者的討論認知範疇上，與傳播媒介所建構的客家意涵，具有高度重疊

性。因此，就其某程度上而言，似乎也呼應前述族群認同建構理論中所討論，符

號對於客家族群認同邊界的建構的影響性。 

 

圖 5-1、現行媒介客家圖像與閱聽人關係 

資料來源：本研究繪製 

    然而，筆者認為，在這討論中，我們卻也看到一個概念上的錯位，即是接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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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閱聽人主動性的消解。簡單的說，我們忽略了閱聽人如何去看待這些，作為

建構認同的符號、論述與圖像，並且建構出來的「圖像與符號」是否為閱聽人所

能接受的?在態度上的感知是什麼?若果，無法作為其所認同的標的時，這樣的「符

號」與形塑的意義，是否還作為維繫族群認同的邊界? 

    事實上，就青/少年世代所認知到的客家圖像，進行更深一步的追問後，可

以發現到，這些用來形塑其族群認同、圈定邊界的符號圖像，在其態度感知上，

認為多是「僵化與刻板」、「傳統與老年化」的意涵，並且使之對於，這樣的族群

文化意象的親近感與認同感，有著某程度上的隔閡。其中，更認為該意象的傳達，

與其日常生活實踐的「疏離感」，更降低其對於該圖像符號的認同。因此，長此

以往，當作為召喚客家群體認同的符號圖像，無被繼續受到認可與被取用時，這

樣該族群文化邊界維繫，可能某程度上也在面臨著危機。 

    因此，就本研究的討論焦點來看，當以青/少年世代，作為傳承客家語言文

化的重要群體時，什麼樣的「客家」是可以與該世代的日常實踐接合的?故而，

透過微電影文本方式，所建構的客家論述與圖像，是否可能成為其認同的連結標

的?必須要通過青/少年群體對於該文本圖像的詮釋，更賦予閱聽人一種主動性的

角度，來進行一個理解。 

    依照本文第二章針對於廣告傳播過程的回顧中，可以看到像是，柳婷

（2005）、Wells、Moriarty、Burnett（2006）的討論中皆提到廣告與傳播意義，

認為廣告傳播作為一種溝通，透過製作端進行符號編碼，經由媒體通道，傳送訊

息給閱聽眾，希望藉此引起注意、甚至試圖引起某種反應。而這樣的溝通的完成，

來自於共同經驗的交流，也就是說其傳播訊息，必須落在傳播者與受播者經驗交

集的地方。而本研究第四章，已進行了該客家廣告傳播的製播端操作上的討論、

也進行了該文本傳遞之圖像意義的梳理，而接下來要關心的，正是這樣的文本訊

息傳遞，是否與身為接收端的青/少年世代群體，達到溝通、完成一個如前述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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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的「共同經驗交流」? 

    針對於青/少年世代的訪談中，大致可將其認知感受，做下列之歸納：「情感

圖像」中親子成長互動、祖孫情感、與客家族群語言所召喚的群體認同；或是文

本中的「年輕化的客家想像」，透過「旅行」概念的包裝，連結該世代經驗世界

的方式。而在語用表現上，以母語華語的混用呈現方式，更貼近該世代的日常生

活表現。甚至以偶像劇的故事包裝，讓客家意象與浪漫式的想像進行構連；再者，

「生活化的圖像」與青/少年世代中的生活實踐、記憶畫面產生共鳴。在上述訪

談詮釋的討論中，可以看到該群體受訪者，青/少年世代從中獲取的圖像意義，

與其自我生命經驗的重合，使之產生經驗連結與共鳴感，並且同時有做為提升其

認同感知的可能。 

    然而在訪談中，隨著不同因素影響，也可以看到了不同的詮釋角度，首先，

客家族群青/少年其在日常生活中，操持的客語腔調之差異，會在該文本的語言

表現上有不同的認知觀點。像是，以非「四縣」客家的語言為其母語言說腔調的

受訪者，會認為該為電影所呈現的客家語言多以四縣腔調為主，而過於集中、單

一化，使得降低族群內部語言多元性的呈現。此外，文中以「17」符號，作為連

結客家電視台的象徵，隨著青/少年多元的收視行為與習慣，而對於這樣的意象

連結，在接收上呈現弱化的狀態。舉例而言，隨著年輕世代，以網路、與行動裝

置的媒介平台使用，使得以電視頻道為象徵之連結，對該接收者而言其構連度

低。再者，在年輕世代群體中，客家族群與非客家族群日常經驗生活的差異，使

得在以故事敘事建構訊息意義時，對於客家感知的連結有差異。舉例而言，對於

客家族群而言，故事中的畫面與其經驗中家，阿公、阿婆的日常生活實踐相似，

對其而言這就是屬於客家生活記憶。然而，就非客家而言，這些畫面：如親情圖

像，對其內心深處有共鳴的感動，但是，卻也明確指出，僅止於「好看的故事」，

並不會認為這些是客家的意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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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就前述之討論，可以發現到青少年世代，對於該客家微電影文本的感

知，特別是與其生活經驗記憶上，有一定程度的連結與共鳴，同時也可以做為提

升其認同的標的。但是，卻也隨著不同的背景與因素檢視，會發現到不同的詮釋

與接收感知，從而也呈現出一種「多義性閱聽人」的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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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結論 

一、新興世代：客家意義的複寫與變動 

    本文針對於客家電視台之《裝滿生活的時光》系列微電影，進行該製作訪談

分析與文本分析，發現該媒介文本符號，具有企圖鬆動客家之僵化意義的可能。 

    從建構論的視角出發，探尋族群認同的建構，可以看到在台灣客家族群認同

的發展歷程上，透過各種方式與機制試圖去喚起，該群體之情感與意識，希冀保

留與延續該群體之語言文化與精神價值。其中，傳播媒介與符號的協作與運用，

視為常見的方式。因而，在相關回顧中，我們可以看到許多的論著、與專家學者

的討論，以傳播媒介符號與敘事文本，作為客家認同形塑與建構的為焦點，並且

也論析著其如何建構、扮演什麼樣的角色，同時也歸納出該傳播媒介所建構之客

家意象為何? 

    是故，筆者透過相關文獻的探討與爬梳後，發現到先行多數的傳播媒介中，

其所建構傳遞的客家圖像與意義，大多圍繞在「精神」（硬頸精神、刻苦耐勞、

勤儉持家）、「飲食」（客家小炒、擂茶、薑絲炒大腸）、其他象徵符號（桐花、花

布、藍衫）等層面上。從 B.Anderson 認為，「族群」是來自語言、符號的同一化

的共同想像論點來看，前述這些符號與圖像，確實可以作為形塑該客家族群之邊

界，與建構認同想像的要素。但似乎這樣的討論，凸顯了一個「客家」意義僵化

的問題，也就是說「客家」的概念，所黏合的意涵僅就前述所重複的圖像符號，

而其變動的可能性予以消解。 

    然而，就王甫昌（2003）、許維德（2013）、陳清河（2007）的相關討論而言，

其對於族群認同的建構，具有一個共同關心的焦點，認為其並非靜止的狀態，而

是，隨著「社會情境脈絡」的改變，是為一個動態的發展過程。正如後結構主義

Derrida 所提到的「延異」（Différance）概念，意義的來源包括其他情境中相關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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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的意義與呼應，且意義的本質並不穩定，所以意義隨時都有流動的現象；同時，

符號意義的不穩定性，意一種是被取代、延宕，透過符碼運作不斷被取代與添加。

（羅世宏，2010：99-100）。因此，從這樣的層次上來思考，客家的意義也是會在

不同的社會與情境脈絡下進行變動，而非穩固於一定的想像與狀態。 

   因此，客家電視台作為族群傳播媒介，具有延續該族群語言文化之重要使命，

而在面對現代的社會情境，對於該重要傳承族群文化命脈的新興世代群體，要如

何透過媒介符號去傳遞與建構，可以作為拉近青/少年世代認同想像的圖像，是

其現階段的重要任務之一。因此，從該媒體之行銷推廣的製作端，訪談與相關文

獻的討論後，發現到就其而言，在媒體傳播目標閱聽眾的設定上，青/少年世代

是為重要的閱聽群體。並且，就其媒介製播端的角度而言，在當時「媒體市場」

與「技術」的潮流取向上，微電影的媒介傳播方式，是相當具有貼近該世代媒介

取用之習慣的特質，不僅是很多年輕世代收看，甚至也有很多年輕人投入製作。 

    而在此情況下，正如該微電影製作端的訪談所提及，那種傳統客家印象不

多，而是希求以流行的微電影形式，做一個流行的東西給年輕人看，而並不是以

重複、相同的符碼去建構、傳遞著客家，讓人感知到客家僅限特定範疇之內。其

更指出，試圖用現代的角度與口吻，去重新詮釋客家。換言之，就該媒介製作觀

點而言，該微電影的製播，具一個重要的意義，即是進行客家意義與形象的重塑，

以現代的視角詮釋展演客家，讓閱聽眾對於「客家」有不同的認知與想像，這是

其重要的任務與目的。 

    然而，在這樣世代的脈絡下，該微電影文本的客家圖像意義的重塑為何?經

由筆者進行該文本的論析發現幾個圖像的呈現。首先，透過故事的建構，像是以

「旅行」的故事，來建構與呈現出，當代年輕世代對於其族群生活實踐的想像；

亦或者，以祖孫的生活互動故事，來呈現與凸顯族群語言的重要性。同時，以故

事的呈現，將「傳承與延續」、「冒險奮鬥」的精神與價值，融入於文本中，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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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價值與信仰，不再僅作為宣示的口號。此外，「情感」也是該建構圖像形塑的

重要元素，表現出對於親子間父女情感的連結、祖孫情感的連帶，並且透過客家

語言聲音表現（標語、故事情節的客語使用），凝聚族群情感圖像，透過情感的

圖像建構客家想像，進而連結閱聽人的認同共鳴。 

    再者，更重要的是，生活化的日常實踐，作為該「客家」意義建構之藍本，

除了有貼近青/少年的議題呈現、混雜的新興世代語用方式、人物敘事角度的年

輕化設定外，同時，也希望將「客家電視台」作為其日常生活連結的象徵符號，

因而透過一些標語的使用、亦或者各種作為連結客家電視台與閱聽眾日常生活的

「符號」，如：「17」、「寶盒」、「皮箱」等，使閱聽眾產生在閱讀微電影文本時，

產生象徵意涵的連結。與此同時，也希求讓這樣的聯繫，產生更為生活化的共鳴

感受。 

    透過上述客家微電影文本意涵的展演討論，可以看到其在作為建構族群認同

的表徵時，從局限與特定的客家想像，轉而進行「客家」意義、意涵的擴張。而

這樣的擴張，並非全然將過去的「傳統客家記憶」全然解構與抹去，而是以當代

社會新興世代的視角眼光進行重塑，因此，它是一種客家傳統的延續，也是現代

的客家重塑與詮釋。換言之，以 Derrida 的語言來說，「客家」意義的是在該過程

中進行「延異」（Différance），讓客家的意義與圖像，不再限縮於一定的範疇，而

是在不同的社會脈絡下，不斷的進行意義的增補與複寫。 

二、生活化的客家圖像：青/少年集體記憶的召喚 

    從前述第五章，對於青/少年閱聽人的訪談討論中可以發現，其客家的認知

來源，該傳播媒體扮演重要的角色，同時，現行傳播媒介所形塑的客家意象，與

該青/少年的想像認知具有高度重疊性。因此，透過這樣的認知建構，在其想像

中自然的，客家可能與飲食意象（薑絲炒大腸、擂茶）、精神（勤儉、硬頸）、或

者花布、桐花等符號接合。然而，在深度的訪談進行中，卻也發現到就現代的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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興年輕世代而言，對於這樣「客家圖像的疏離感」，卻會是成為其弱化認同的關

鍵要素之一。換言之，若果當這樣的建構，無法作為其所認同的標的時，就當代

來看，該「符號」意義，是否還可以作為維繫族群認同的邊界? 

    在這樣的討論下，我們要看的是本研究所探悉之微電影文本，所進行客家意

義的複寫與重塑，是否可以作為召喚當代青/少年族群認同的符號圖像?並且，從

中所接合到的意義又是什麼?因而，筆者從閱聽人研究的脈絡角度，去進行年輕

世代閱聽人對於該文本意義的解讀分析。 

    事實上，透過訪談討論，會發現到文本中作為接合該世代想像與共鳴的，是

一種貼近「生活」的意象呈現。這所謂的「生活」，是貼近日常的記憶與感受，

像是舉例而言，「情感圖像」中親子成長互動、祖孫相處的情感表現；或是文本

中的「年輕化的客家想像」，透過「旅行」概念的包裝，連結該世代經驗世界的

方式。而在語用表現上，以母語華語的混用呈現方式，更貼近該世代的日常生活

言說的表現。甚至以偶像劇的故事包裝，讓客家意象與浪漫式的想像進行構

連……等。透過「生活化」的圖像，去作為接合客家的意義，同時與青/少年世

代中的生活實踐、記憶畫面產生共鳴，與其自我生命經驗的重合。 

    而這些生活的記憶畫面，一方面是來自過去族群生活經驗圖像的擷取；另一

方面是以當代年輕世代的日常生活實踐、體驗，作為共構屬於現代之青/少年世

代的「集體記憶」。黃金麟指出，「集體記憶」是一個團體與組織具有的獨特記憶，

它的存在和建構，使團體成員命運共同體的感受，同時也可以增強團體成員的社

會、政治認同。因此，就其來看，集體記憶是作為維繫群體成員認同的要素。（黃

金麟，2011：45）。此外，從傳播媒介與集體記憶的關係來看，翁秀琪認為，集

體記憶是種凝聚的策略，由找尋、選擇、重組過去來達成。傳播是集體記憶的重

要元素，大眾媒介儲存並分類了「過去」使其成為人們的集體記憶，是以凝聚共

識加強認同。同時，也可以透過大眾傳播的論述，建立起一個被大家所同意的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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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過去的說法，來建構他們自己對所生存世界的印象。（翁秀琪，2000：125）。

是故，該微電影文本媒介，所形塑的族群生活圖像，是作為凝聚當代青/少年世

代的集體記憶，屬於該世代，日常生活實踐的經驗與記憶。 

    從上述討論來看，筆者認為該微電影媒介符號的客家建構，以年輕世代的生

活視角與詮釋，形塑出屬於該世代所經驗世界與族群的生活方式。同時，透過與

青/少年世代的日常生活經驗的共鳴與重合，作為重塑該世代的「集體記憶」，用

以召喚一種共同的我群感受。 

三、媒體、文本、閱聽人認同 

對於認同的形成，Chris Barker 認為，其來自論述-展演的建構物，也就是說

族群、國族、種族等認同，是我們對於充滿偶然與不穩定特質文化產物的認同，

也不能視其為絕對普遍存在的。此外，認同也是多元的、轉變的碎裂的認同接合

（Chris Barker 著、羅世宏譯，2010）。 

    就其觀點而言，認同建構涉及客觀的符號形塑與主觀選取的過程。因此，本

研究在了解微電影對於青/少年之認同關係時，可以看到以兩個角度出發，一為

所謂符號的「客觀建構」，即符號建構、傳遞什麼樣的圖像、意涵；另一則為閱

聽人「主觀選取」所建構的認同意義。 

    David Morley 指出，傳播的過程中，意義如何產生?來自兩方面，一為文本/

訊息/節目的內在結構與機制傳達特定的解讀方式；另一方面為讀者/接收者/觀

眾的文化背景，透過這兩者的交叉互動，可以解決文本結構決定性的影響、與詮

釋文本的無限多義性。換言之，意義的生產來自於媒介符號的結構性意義，與閱

聽人的詮釋意義的互動（Davis Morley 著、馮建三譯，1995）。 

    而 S.Hall 則認為，傳播是製碼（Encoding）與解碼（Decoding）的過程。製碼

指傳播工作者，選擇言詞、詮釋事件，將事件放入某架構中，彰顯其立場與意義；

而解碼指閱聽人根據自己的知識結構、社會情境來解讀既有訊息，因而不必然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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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碼意義相同（張錦華，2010）。 

    同時，David Morley 也提到，完整地分析大眾傳播過程，至少涉及三個不同

成分，其一為研究媒介產品的產製；其二為研究產品本身，該媒介文本被建構成

為成套的符號單位；再者，是閱聽人解碼詮釋的過程（Davis Morley 著、馮建三

譯，1995）。因此，製碼端所涉及的，除了是該產製端所進行媒介文本產製意象

過程外，也包含了研究者對於該文本，所進行之背後意涵解讀；而解碼則來自閱

聽眾的詮釋。 

    綜上所述，要了解客家微電影對於青/少年群體的認同關係，必須要從製碼

端進行意義與目的上的了解，並且更重要的是，這樣的製碼設定，接收端的青/

少年世代是怎樣進行意義上的解讀?與其認同的連結關係為何? 

(一)製碼：媒體、文本的認同建構 

就製碼的過程來看，首先，「看製作端與文本的關係」在客家微電影文本製

作端的訪談中可以發現，對於「世代」傳承客家族群文化的危機感，促使其希求

透過該媒介文本的製作，試圖重塑刻板的客家想像，以希求吸引青/少年群體的

認同與重視。而如何提升與拉近年輕世代的目光?就技術與市場的考量，微電影

的媒介是為一個好的選擇。因此，我們可以看到，微電影的媒介技術上的特色，

主要是透網路進行多元化、零碎化的傳散；並且以故事、情感的敘事建立文本傳

遞意義。（林姿吟，2011；李曉林，2013：51-52；胡光夏、陳竹梅，2013：13-15）。

依照財團法人臺灣網路資訊中心所做調查，台灣 12 歲以上的網路使用情況與比

例，透過數據的顯示，可以明顯看到網路得使用，青少年族群總是以佔有較高的

比例（財團法人臺灣網路資訊中心，2007）。而微電影廣告的播放平台，正是以

網路平台作為主要的管道，不論是移動收視、還是透過網路平台進行相互傳散分

享，微電影廣告以網路媒介的傳散模式，與青少年族群的媒介使用習慣之關聯性

是一定的相關性。同時，如微電影企劃端受訪者 S1 指出：「年輕人耐性是有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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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加上，現在新媒體的發展。那實際上就是說，我們要怎樣能夠，先 Catch 年輕

人的眼球。很可能就是要先藉由短短的影片，來吸引我們的觀眾族群。」因此，

微電影的零碎化、微時的文本等特質，就其媒體市場觀點而言，認為是吸引年輕

世代的重要方式。因而，就媒介技術與媒介產業的產製關係上，最為深具族群傳

播使命的客家電視台，希求透過微電影文類的媒介技術特色，以傳遞「文本」內

容，用以吸引、建構青/少年對於族群的認同連結。 

    另一方面，製碼端也涉及研究者對於，該文本意涵的詮釋解讀。因此，在客

家電視台微電影的製播端，所希求透過該文本以建構「不同的客家想像」，用以

召喚青/少年對於客家族群文化的認同，如微電影企劃端受訪者 S1 指出：「希望

比較年輕化一點、比較時尚。很多人覺得客家很傳統，傳統不是不好，是很多人

對於傳統的解讀跟認知就是，這就是老人家看得。那我們也希望做一個流行的東

西給年輕人看，重新去包裝形象，讓大眾有不同的感受。」從其討論中，這樣的

不同意象的建構為何?筆者以文本分析法進行背後意義的詮釋發現，透過故事性

與情感敘事的建構，形塑一種「生活化」的族群想像，包括：語用生活化、以「家」 

為連帶的情感生活記憶等。甚至，透過偶像劇式的浪漫故事，傳遞客家的圖像。

該型塑認同、建構圖像的方式，正式微電影文本的特色之一。依照胡光夏、陳竹

梅的討論，微電影在畫面、音響效果、與故事情節的開端、進展、高潮與結束中，

具有類似於電影的形式。以簡短與吸引人具娛樂性、趣味與感動性的故事取勝。

並且以情感訴求為主引起閱聽人之共鳴，透過故事進行說服與溝通、詮釋與建立

理念價值（胡光夏、陳竹梅，2013：13-15）。 

    因此，透過該文本與閱聽人所建立的關係上，族群想像的建構，來自於符號

的邊界形塑，正如 B.Anderson 的觀點，報章雜誌、書籍在大量的機械化、商品化

的生產下，使得語言被標準化，提供了族群意識、民族意識形成的有利條件。故

其提到，「資本主義、印刷科技、人類語言宿命的多樣性這三者的重合，使得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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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新型式的想像共同體成為可能」（Anderson，2007:89）。客家電視台在正值族群

語言文化，面臨世代延續的危機脈絡下，以透過微電影文本符號，作為認同想像

的建構，希求以故事性、情感式的文本，創造一種連結內心共鳴的認同想像。 

（二）、解碼：閱聽人意義詮釋與認同 

    前述討論已了解到，媒體、文本符號與閱聽人認同的建構關係，然而，認同

也涉及到「主觀」的選擇層面。也就是作為建構認同想像的符號，是否為群體所

共享的意義與價值，或者是說就其而言，是否可以作為其形塑認同的依歸?因此，

依本研究的研究旨趣來看，青/少年群體，如何來看、如何解讀客家微電影文本

是重要的。 

    透過焦點團體、與深度訪談，發現透過「生活化」的圖像，舉例而言：與家

中阿婆的生活互動畫面、日常旅行實踐的經驗等，去作為接合客家的意義，同時，

與青/少年世代中的生活實踐、記憶畫面產生共鳴，與其自我生命經驗的重合。

這種共鳴，正如柳婷所謂，傳播「共同經驗的交流」，傳播者經由訊息，將想要

表達的概念與想法價值觀與以傳送。而傳播者必須注意，其表達方式必須落在傳

播者與受播者經驗交集的地方。就以廣告而言，必須充分了解消費者，站在其角

度考慮訊息內容、表達方式與說服力，才能協助傳播過程儘量落在雙方經驗範圍

內，並引起受播者共鳴（柳婷，2005：51-52）。是故，客家微電影的族群認同建

構，透過「日常生活實踐圖像」作為一種與青/少年世代的共鳴連結，以希冀達

到符號傳播之效用。 

    回到閱聽人接收分析中的脈絡來看，S.Hall 認為，閱聽人不必然接收製碼的

意義結構，而提出三種解讀模式，合於主控制碼者的「主控-霸權解讀」、大致上

同意優勢意涵，但也會從在地觀點，提出異議「協商解讀」、及解構原有論述的

「反對解讀」（張錦華，2010：157-158）。然而，筆者發現，本研究之青/少年在

在客家微電影文本的解讀詮釋上，較難以三個類型化的框架以作為區辨。而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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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所謂「多義性」的解讀模式。換言之，不必然可以把差異的解讀，視為反抗、

或者協商解讀。從青/少年閱聽人的訪談分析看到，像是：操持的客語腔調之差

異，會在該文本的語言表現上有不同的認知觀點；多元的收視行為習慣，對於以

「17」符號，作為連結客家電視台的象徵，認知連結上有差異。 

    因此，從閱聽人詮釋來看，其與文本、媒體之間的關係，發現青/少年世代，

對於微電影文類的呈現方式，進之「不同的客家想像」建構具有一定程度的共鳴

連結，而這樣的認同與連結，正是該族群媒體，在微電影文本之目的上所希望達

到之標的。 

四、「生活客家」到「象徵客家」的擴大與流動 

    在筆者的觀察中發現，青/少年世代在以客家族群日常生活實踐，作為建構

客家想像的隱憂。一方面，客家青/少年受訪者認為，以故事性的敘事，呈現出

客家生活的記憶，對其自身而言，是其經驗中曾經有的畫面，可以引起共鳴產生

興趣。但是，訪談中卻也提到的擔憂是，對於非客家族群而言，這樣的生活畫面，

距離其自身經驗遙遠，而無法明確接收到客家意象與意涵之所在。另一方面，就

非客家之青/少年受訪者來看，微電影以具有情感性與故事性的文本傳遞方式，

是為其所高度認同的，並且在訪談中，多數受訪者也表示喜歡這樣的呈現方式。

但是，卻往往淪為好看的故事、好看的劇情，而對其而言，該以客家生活實踐所

建構的意象與意涵與「客家」之連結度很低。 

    然而，就筆者的觀點而言則認為，不論是客家還是非客家族群的青/少年受

訪者，所具有前述之擔憂，來自於其以先驗性的假設，「客家」的概念或者意涵

為何。若果並非典型與常見之符號，將會被排斥於「客家」邊界之外，將其劃定

為非客家。因此，對於青/少年受訪者而言，會認為該微電影文本，所傳達出的

客家日常生活經驗，無法作為非客家族群概念中的「客家」圖像。 

    洪馨蘭在談論到客家研究在實踐社會賦權的過程時提到：「也就是經營「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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徵客家」與「生活客家」，是要相互跨界合作。以社區大學為平台，除了開設客

家識別度高的文化或產業課程之外，客家社群本身的全貌生活經營的嘗試，也應

盡可能被識別出來，成為深化與普化客家研究方法論及成果的課程。這些發展自

社區大學的客家類課程，不論是顯性還是隱性，比學院裡的客家研究更有機會與

條件貼近實際應用範疇。」（洪馨蘭，2014）。其中提及的兩個概念，「象徵客

家」與「生活客家」。所謂「象徵客家」是指，就現況而言，已被明確標記、具

有高識別度的，顯性客家概念；而「生活客家」則是，客家社群本身的全貌生活、

日常實踐，其尚未或者被排除於典型象徵體系意涵之外，較為隱性的客家展現。

從其觀點而言，除了，兩者都是作為認識「客家」不可或缺要素外；另一方面，

更重要的是試圖在「象徵客家」的基礎上，加入更多「生活客家」去擴大認知客

家的範疇。 

    從上述之討論觀點，依照本研究的脈絡來看，青/少年受訪者認知中既定的

客家想像，如同其所謂的「象徵客家」；而微電影文本所傳遞與建構的新興客家

圖像，試圖從當代族群生活經驗中接合更多生活的面貌，作為客家的意涵，其即

所謂「生活客家」。而透過媒介符號的論述與爭霸試圖去重塑的，就是讓既成認

知的客家意義，加入更多貼近客家族群日常生活實踐面貌、內涵，用以複寫「客

家」的意義，讓其容納更多、更廣的範疇。換言之，就筆者的觀點認為，本研究

所探悉之微電影媒介文本，試圖尋找形塑與擴大「客家」邊界之可能性。因此，

當諸如「客家族群生活的日常經驗」這類的隱性意象即所謂「生活客家」，可以

做為一般性與普遍性的「象徵客家」時，前述所提及之青/少年所認知到的盲點

可能不復存在。  

五、從符號認同到「客家」作為日常生活展演的距離 

    從本研究的案例而論，在對於本研究所聚焦的研究問題進行理解後，突顯出

更進一步的思考問題是，當透過「客家」符號試圖建構的認同想像，已達到某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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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上的完成後，下一步是什麼? 

    就本研究所探悉之問題焦點來看，客家族群文化的傳承，面臨到世代傳承的

危機，因此，試圖透過各種符號圖像的建構，用以維繫與構築認同的邊界。而族

群傳播媒介，在面臨這樣的情境脈絡下，以青/少年世代為中心的視角，試圖去

擴大與重塑客家的意義與想像，過程中，除了鬆動、複寫了僵化的客家意涵，同

時也作為接合該世代的重要認同符號意義，而該圖像對於青/少年群體的召喚，

從訪談分析中便可以看到，顯示出具有一定程度上的正面回應。 

    就前述的討論上，筆者認為在該脈絡下，青/少年世代對於符號與圖像的認

同，雖以有一定程度的達成，然而卻僅停留在價值與心理的層次，但要以該族群

文化的生活方式，作為其社會生活中實際的操演與實踐，事實上，兩者是有著某

層次上的距離差異的。從文化最廣義的定義上來看，文化是一種生活方式（黃金

麟，2011）。而當這樣的生活方式，在保存與延續的歷程中，沒有在社會中予以

展演實踐時，是否可以延續這樣的文化?因此，在此立基點上，應該更進一步思

考的是，除了建構與提升青/少年世代的族群文化認同外，要如何讓這樣的文化

作為生活實踐的一部分，是另一個更重要的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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