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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摘  要 

 

邇來，公私協力業已為全球發展的趨勢，位於中部臺三線之石岡土牛客家文

化館及東勢客家文化園區，肩負著推動大埔客家文化傳承的使命，兩者分別為公

辦公營與公辦民營之營運模式，本研究透過博物館的外部及內部觀察，探討兩客

家文化館舍不同營運模式所呈現之展示意象，分析其對於客家文化推展之影響與

差別。  

研究結論為不同博物館的營運思維模式相當影響其文化展示內容之呈現。首

先，詮釋主體足以形塑與建構出博物館的發展定位；其次，不同詮釋主體的核心

目標、關懷意識、價值觀及切入角度不同，亦決定展示意涵、提供予閱聽眾之意

象傳達、資源經費比例、整體內容豐富度、行銷是否多元、是否確實掌握重要核

心價值，影響至深且鉅；第三，營運管理模式將影響整體博物館呈現。 

本研究建議以專業分工，掌握客家文化核心價值理念為宜，並提出「以客家

文化教育為核心，傳承客家文化」、「建構良善之公私協力夥伴關係」、「客家主題

展示之深化與詮釋」、「凝聚社區在地意識」與「建構中部客家博物館網絡」等 5

點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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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public-private operating partnerships have been the trend of 

global development. The Tuniu Hakka Cultural Hall and the Dongshih Hakka Cultural 

Park, both located at the center of the Provincial Highway 3, shoulder the mission of 

promoting Hakka culture. The Tuniu Hakka Cultural Hall operates in a public model, 

while the Dongshih Hakka Cultural Park operates in a different private model. 

Through external and internal observations of the museums, this study explores the 

exhibitions presented in the different operational models’ Hakka cultural buildings 

and analyzes the effects in advancing Hakka culture. 

The conclusion is that the type of operational model has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how museums exhibit their cultural contents. First, the operational model type will 

define and craft the museum’s direction in its development. Secondly, the museum’s 

mission, the driving principles, the values, and the interpretations of the operational 

model will profoundly impact the nuances of the exhibitions, the images presented to 

the audiences, the resource allocation, the richness of the collections, the diversity in 

advertising, and the grasp of the core values. Lastly, the operational and management 

model will affect how the museum is recognized. 

This study encourages mastering of the essences of Hakka culture through 

working with each specialty, and it put forward five suggestions: inheriting Hakka 

culture through education, establishing strong 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 elevating the 

Hakka cultural exhibition themes with delineated annotations, increasing local 

community cohesion, and constructing a Central Hakka Museum Network. 

 

 

 

 

Keywords: Operation Model, Cultural Exhibition, Hakka, Tuniu Hakk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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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邇來，博物館在臺灣的量上不斷成長，性質亦富多元、創新，博物館探討文

化、族群、歷史資料的意識蔚為風潮，這不僅是博物館與國家社會關係的連結，

亦是族群、文化資產體系的建構與保存。對於博物館的分類，王嵩山（2012：2、

50）提到，「博物館的類型可依蒐藏品與相關學科知識分為三種，一是科學類的

博物館，二是藝術類的博物館，三是歷史與文化類的博物館，此三類博物館的性

質及所涉及的權力與知識的運作、社會關係均不同；而博物館除了屬性分類之外，

其亦可歸納為不同的層級，如國家、區域、地方及私人博物館」。 

每個博物館都是獨一無二的，且愈來愈具多元發展型態，博物館即如社會之

微型縮影，不同的博物館，因其社會、政治、經濟、歷史、文化、自然生態與管

理型態等因素，而有不同的發展變遷及定位，舉例來說，即便是臺中山城地區推

動大埔客家文化的東勢客家文化園區及石岡土牛客家文化館，兩者之展示內容、

風格、定位不同，亦和大陸原鄉的大埔客家文化館大異其趣。 

在多樣化型態的博物館展示中，其中之一即是以「族群議題」為主題的館舍；

根據王嵩山（2012）的分類，「與族群辨識有關的博物館展示形式，主要見之於

相關卻有所差異的人類學博物館和 /或民族誌博物館（anthropological and/or 

ethnographical museums）」。博物館角色多元，分別扮演從事社會教育、研究、展

示、觀光遊憩、娛樂、文化保存乃至區域發展的角色；在中部臺三線大埔山城客

庄上，分別有著一座因地震重建而成的石岡土牛客家文化館及由東勢舊火車站空

間再利用而改建之東勢客家文化園區，以「客家文化保存」為關懷出發點，肩負

推動與保存大埔客家文化資產的使命。 

 

一、 緣起：921 震出客家與社區關懷意識，催生客家館舍 

臺中山城客庄地區為全臺大埔客家人匯聚之地，根據客家委員會《103 年度

全國客家人口基礎資料調查研究修正期末報告》顯示，臺中市客家人口計 43 萬

9,400 人，佔全市總人口約 16.3%，臺中市客家文化重點發展區為東勢區（客家

人口比例 84.53%）、石岡區（客家人口比例 62.43%）、新社區（客家人口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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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34%）、和平區（客家人口比例 37.87%）及豐原區（客家人口比例 23.04%）。 

 

圖 1-1 臺中市行政區域圖 

    資料來源：（臺中市政府 a 2015） 

1999年 9月 21日一場級數 7.3級的大地震，臺中山城大埔客家庄為重災區，

造成東勢、石岡、新社等地家園震毀、人員傷亡慘重，更將建於 18 世紀末、具

有 200 多年歷史的代表性古蹟劉家夥房，於將列入古蹟前夷為平地。石岡人社區

報 2013 年 12 月 25 日第 154 期報導中寫道： 

九二一地震雖震毀無數身家財產、文物古蹟，但也激起石岡人對文化、

環境的重視，開啟一段災後重建與社區營造的極盛時期。（走讀臺灣：

臺中市） 

一場921大地震，雖然震毀了家園及古蹟建物，卻沒有將在地居民的心擊倒，

取而代之的，他們將危機轉為契機，這場地震震出了客家意識及社群對於環境、

土地與社區的關懷意識，於是展開社區營造的推動，進而直接與間接地催生出 2

座客家文化館舍─石岡土牛客家文化館及東勢客家文化園區。  

位於中部臺三線上的石岡土牛客家文化館和東勢客家文化園區，皆為綜合性

的、本土性的、族群性的、公立性的地方博物館，兩館相距約 3 公里、不到 10

分鐘的車程，不僅是山城大埔客家文化的基地，扮演著推動保存大埔客家文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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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量，亦見證了大埔客家庄的歷史變遷。 

 

二、 不同詮釋與經營主體對於客家文化推展之影響？ 

研究者於2012年來到臺中市客家事務專責機關服務，發現客家事務的推動、

客家藝文活動的舉辦，如臺中市東勢新丁粄節、年度館舍藝文系列活動1及巧聖

仙師文化祭活動等，皆以東勢客家文化園區及石岡土牛客家文化館為核心向外形

成擴散式的影響，這兩座客家博物館扮演著保存、研究、蒐藏、展示、教育、遊

憩及娛樂等功能，有著不同的歷史背景建構、不同的詮釋主體、不同的空間規劃、

不同的策展內容乃至定位取向的不同；這兩座寧靜的力量，佇立在山城大埔客庄，

引發研究者對於其各層面的探討及兩館之比較興趣。在這其中，兩館之經營管理

方式為引發研究者感到好奇之處，東勢客家文化園區之營運模式為公辦民營、石

岡土牛客家文化館為公辦公營，兩者皆肩負著推動大埔客家文化的重要使命，惟

經營主體、詮釋方式截然不同，對於客家文化展示與推動有何影響與差異？ 

東勢客家文化園區其前身為東勢舊火車站，石岡土牛客家文化館前身為石岡

望族之劉家夥房，兩者之歷史背景不同，形構出不同的特色、展示型態、發展定

位和社會關係，館內所陳列及展示之主題、文物所代表之意象大不相同，其陳列

與展出之內容反映大埔客家文化的價值與意義；而兩館的經營網絡不同，也形成

公部門、民間企業及社區（社群）間不同的互動模式，兩者如何詮釋和表達出客

家意象？本研究將透過博物館的外部及內部觀察，探討東勢客家文化園區及石

岡土牛客家文化館不同營運模式所呈現之展示意象，分析其對於客家文化的推

展，有何影響與差別？ 

（一）為什麼進行此研究主題？ 

經由爬梳相關文獻和資料，有關東勢客家文化園區及石岡土牛客家文化館皆

有相關研究者分別進行研究，如李美儀（2010）以石岡土牛客家文化館為例，說

明展示、祭祀的時間觀，認為時間的脈絡為博物館的重要因子，物件在展示的過

                                                      
1
 石岡土牛客家文化館年度館舍藝文系列活動如民俗技藝研習班、館慶活動、夏令營活動、麵包

果節、成果展、撮把戲展演、大埔客家文化學術研討會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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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中被重新脈絡化與敘述詮釋；而余思嫻（2015）針對東勢客家文化園區的文化

治理與營運管理進行論述。前揭研究者較著墨於館之展示時間觀、園區之營運管

理等博物館學單一要向，將兩個客家館舍進行比較者付之闕如，此為研究動機

一。  

另，東勢客家文化園區與石岡土牛客家文化館為全臺推動大埔客家文化最核

心的客家代表館舍，無論中央政府乃至地方政府皆分別挹注經費、人力與資源於

兩者，從「營運管理」之研究角度出發透視兩館之展示內容，對大埔客家文化之

研究，俾有其參考意義，此為研究動機二。 

職是之故，本研究盼以不同的視野角度觀察，將兩館進行分析、整合及比較，

分別以「不同營運管理方式所呈現之展示意象」為架構，作為主要分析層面，探

究兩者之差異，對於大埔客家文化的推廣，有何影響？ 

綜上，此研究過程將有助於研究者傾聽博物館不同詮釋主體（含公部門及民

間企業）、社區之理念與想法，並培養客家文化館舍經營管理層面及展出主題選

擇之思維脈絡與敏銳度，更賦予研究者蓄積更多能量對於客家事務的推動，而研

究成果亦將有助於啟發政府機關在推動客家事務與客家館舍有效活化、運作及管

理之參考，並提供不同的連結與對話。 

（二）為何選擇「東勢客家文化園區」與「石岡土牛客家文化館」為探討之標的？  

    王嵩山（2012：197）指出，「遭遇各種形式的災難是人類作為自然界的一員

的一部分。臺灣的 921 地震不只重塑自然生態的秩序，也重塑物件、個體與社會

的秩序」。準此而言，以「地理區位」來說，地震發生在臺灣許多地方（特別是

客家庄），921 地震震央位於南投，在臺中山城客庄地區直接與間接地催生出客

家文化館舍、在地社團如石岡人家園再造協會、石岡媽媽劇團等民間團體、平面

媒體如石岡人社區報的誕生，同樣是地震重災區的客庄南投縣國姓鄉，未如臺中

山城客庄一樣的客家意識團結凝聚、社區營造關懷意識與客家文化館舍之「地震

後文化產物」，這場大地震後，臺中山城客家文化館舍衍生之契機與後續發展引

發好奇。 

其次，在「空間規劃」上，石岡土牛客家文化館前身之劉家夥房，無論於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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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客家開發史上、中部客家夥房的代表上，皆有其舉足輕重的代表性；東勢客家

文化園區為東勢舊火車站改建而成，為東勢客庄的中心；爰此，選擇兩客家館舍

為本研究分析案例，有其代表意義。  

第三，在「展示內容」層面，東勢客家文化園區與石岡土牛客家文化館於場

域內皆展示客家相關文物、文字、影像、照片展版與介紹等，「物件的留存及其

意義既有選擇性，其所呈現價值也是多面的，不但涉及使用者，也涉及家族、社

會、國家等大的面向」（王嵩山 2012：231）。東勢客家文化園區和石岡土牛客家

文化館所展出的內容有其區隔性，如石岡土牛客家文化館展示之內容偏重於大埔

原鄉、在地歷史、文化、社區等，東勢客家文化園區展示內容偏重於客家之食、

衣、住、行、產業等層面，兩館以不同的展示脈絡思維、不同的角度詮釋與表達

山城大埔客家的意象，是否因詮釋主體之不同而異？有其探討之價值。 

綜上所述，因「地理區位」、「空間規劃」、「展示內容」等標的選擇之因，本

研究以「不同營運模式所呈現之展示意象」作為主要分析架構，不同的策展詮釋

主體如公部門或民間企業對於策展內容之詮釋、切入點與參訪者所接觸的展示內

容資訊之連結，皆為本研究關懷之範圍。 

（三）選擇「營運管理」作為主要分析層面之因？ 

根據黃光男（2000：20）指出，具備一個充滿生機的博物館要件諸多，「專

業學術化、典藏豐富化、研究深度化、展示生態化、教育普及化、交流國際化、

經營多元化等」。上開要件連結緊密，而「經營管理」更為構築學術、典藏、研

究、展示、教育、交流等博物館學中不可或缺的要件，並呈現高度相關性。另根

據客家電視臺 2013 年 9 月 10 日〈六堆園區 OT 委外 成效不彰中止合約〉報導

中指出： 

客家委員會與日勝生集團簽約，去年 11 月，客委會依促參法規定，將

六堆園區以 OT 方式委託京站公司營運，不過該公司對凸顯園區客家

元素與發揚理念，始終無法與客委會達成共識，客委會更曾因此遭到

監察院糾正，加上參觀人潮銳減近 8 成，雙方經協調會決議之後，決

定中止合約。（客家電視臺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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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由此則報導中，不禁讓研究者思考「不同的營運模式，是否真的對於文化

展示構成決定性的影響」？然則，臺中山城客庄兩個客家文化館舍，在一個願景

之下，分別以不同的營運操作模式進行客家文化的推展；黃光男（2009）亦曾言，

「博物館營運是一項責任，也是一項藝術」，鑑此，博物館之營運管理重要性自

不可不忽視，亦是選擇作為本研究主要分析層面之因。 

 

三、 一個客家意識，兩種不同的操作模式？ 

邇來，全球經濟蕭條、衰退，博物館面臨大環境的轉變，遭致經費縮減與人

員裁撤危機，惟公民意識提升，各界對於博物館的期待與需求日益攀高，在這樣

的情形之下，博物館面臨轉型調整，呂理政（1999）指出，一向經營績效良好的

格拉斯哥博物館因為經費之故而開始裁撤人員，嚴重影響博物館的運作，渠等於

1998 年提出三年管理計畫（Glasgow Museums Management Plan 1998-2000），將

博物館組織架構進行資源整合、分權與授權等（轉引自呂憶皖，1999）；日本學

者安永幸一（2009：73）表示，鑒於世界經濟蕭條之故，日本公立美術館預算不

斷被刪減，日本於 2003 年正式法制化「指定管理者制度」，將博物館委由民間管

理。而臺灣也於 2000 年「促參法」正式立法通過，鼓勵政府業務委由民間企業

執行。 

鑒於博物館的型態愈趨多元發展，許美雲（2002：120）提到，「臺灣自七十

年代起，政府在十二項建設之文化建設政策下，積極投資巨額興建大型博物館。

八十年代硬體設施即將完成之際，因為政治環境、經濟環境及文化環境的改變，

而影響其營運政策，由公辦公營轉變為公辦民營之營運模式」。申言之，傳統博

物館組織定位、價值觀與發展方向實已無法滿足人民的期待，愈來愈多的博物館

採委託民間經營管理方式，如國立海洋生物博物館為國內民間參與博物館成功案

例，屏東客家文物館委由社團法人屏東縣深耕永續發展協會管理經營，而東勢客

家文化園區亦為 OT 案之操作模式，委託民間企業執行與管理。 

由前揭所述可探究其端倪，公私協力業已為全球發展的趨勢，「公辦民營」

之界定為由政府投資興建完成後，委託民間機構營運；營運期間屆滿後，營運權

歸還政府（公共工程電子報 2011）；在這其中，不禁令研究者感到好奇，所有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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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的博物館都適合「公辦民營」？政府鼓勵民間參與經營公共建設，惟於「教育」、

「文化」等「軟實力」方面亦若是，其成效是否符合政府推廣文化教育之初衷理

念？  

根據陳勇輝（2010）表示，「社教機構的委外案例中，並非皆為成功，如臺

東市臺灣史前文化博物館與基隆市國立海洋科技博物館的生物展示館工程，皆於

多次公告流標後暫緩執行；臺灣科學教育博物館則為委託公司經營績效不佳，合

約期滿後回歸公部門自行經營管理」（轉引自羅智殷 2005）。而六堆客家文化園

區亦是委託民間廠商經營後，再回歸公部門自行經營管理的案例。針對博物館之

公辦民營理念，張譽騰（2002）在〈博物館做為一種企業：利基的分析〉中提到： 

博物館原本是一個提供觀眾美感經驗、歷史洞識、人文科學素養和地

域認同的機構，在市場的大力驅動下，我們是不是會逐漸步上迪士尼

和麥當勞的後塵、成為一個同質化、庸俗化的機構呢？ 

在後現代社會狂熱消費主義的風潮下，博物館的定位不清，利基模糊

的結果，常使得博物館的展示在教育與娛樂中掙扎，賣店在博物館的

使命和市場間拉鋸。博物館人員走在細細的鋼索上，一不小心就失去

平衡，墮入商業化的淵藪，由於過於譁眾取寵而忘掉博物館初衷和使

命的案例，國內外均所在多有。（張譽騰 2002：105） 

此外，東勢客家文化園區及石岡土牛客家文化館皆為公私部門合作的案例，

前者為公辦民營、以 OT 案委託民間廠商經營管理，後者之重建工作為結合中央

及地方政府部門、民間團體（石岡人家園再造工作站）之力量而展現的成果，並

以公部門公辦公營、編列預算進行資源與人力挹注等。政府角度與民間角度的經

營，兩者皆有共同的願景─推動保存客家文化，但操作模式大不相同，是否符合

政府設立之初衷與人民之期待？ 

 

四、 資料蒐集方法 

本研究運用觀察法進行研究場域之資料蒐集，至研究標的東勢客家文化園區

及石岡土牛客家文化館進行實地觀察，鑒於觀察僅能窺探兩館之硬體設備、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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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象及外顯行為，無法真正探究詮釋主體看待問題的角度、參與對象對於館舍展

示與經營真正的想法及執行作為背後的意義；爰此，本研究併採較靈活之訪談法

進行研究，瞭解博物館與人的連結關係，俾求資料蒐集之周延性。 

(一) 觀察法 

有關觀察法，張紹勳（2007：224）提到，「『觀察法』（observation）是指資

料收集技術之一種方法，而非指研究策略」。陳向明（2006：313）則對觀察法進

行更進一步的說明，他認為「『實地觀察』依形式可分成研究者事先設計統一的

觀察對象和記錄標準之結構型觀察，及允許觀察者根據當時情形調整觀察視角和

內容之無結構型觀察；就『觀察者及所觀察事物狀態』，可分成觀察者定點觀察

之靜態觀察與觀察者隨被觀察者移動之動態觀察；按『觀察目的』可分為對現象

進行初步的、全面瞭解、以便於更深入研究的探索型實地觀察與研究者已有初步

理論假設的驗證型實地觀察；就『接觸方式』來說，可分成對正在發生的社會現

象進行觀察的直接型觀察和研究者對物化了的社會現象進行觀察的間接型觀察；

按照『觀察的時間安排』來區分，實地觀察可分為長期觀察、短期觀察和定期觀

察。 

本研究於 2015 年 11 月至 2016 年 5 月間進行館舍實地觀察，觀察的工具包

含相機、筆、筆記本及錄音筆等，以照片及文字紀錄作為田野資料，以定點靜態

觀察、探索型實地觀察，藉由實地至東勢客家文化園區與石岡土牛客家文化館觀

察現場所展示之內容、空間規劃，參透其所傳遞之訊息概念，並於館舍內實地操

作多媒體影音操控系統，觀察其氛圍、文物之展示、排列、展版之內容陳述及圖

像所建構之博物館實踐情境，同時並觀察志工導覽、遊客與志工、遊客間之互動

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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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 研究者實地觀察表 

觀察日期 觀察地點 觀察內容 

2015 年 11 月 8 日下午 

（觀察時間約 1.5 小時） 

石岡土牛客

家文化館 

文化館四大展間更展觀察 

2015 年 11 月 28 日上午 

（觀察時間約 3 小時） 

石岡土牛客

家文化館 

全館展示內容及外建築拍攝記錄等

文物展示逐一拍攝照片 

東勢客家 

文化園區 

園區展示內容及外建築拍攝記錄等 

2016 年 2 月 21 日下午 

（觀察時間約 0.5 小時） 

東勢客家 

文化園區 

園區藝文活動參與觀察、拍攝等 

2016 年 5 月 5 日上午 

（觀察時間約 2 小時） 

石岡土牛客

家文化館 

聆聽導覽志工解說公廳展示，文化館

展示內容更展觀察 

2016 年 5 月 7 日上午 

（觀察時間約 0.5 小時） 

石岡土牛客

家文化館 

拍攝與文字記錄文化館館慶活動等 

2016 年 5 月 7 日下午 

（觀察時間約 1 小時） 

東勢客家 

文化園區 

園區平面圖繪製等，是日適逢巧聖先

師文化祭策展籌備期 

2016 年 5 月 17 日上午 

（觀察時間約 0.5 小時） 

東勢客家 

文化園區 

園區後鯉魚伯公石意象觀察等，是日

適逢巧聖先師文化祭記者會 

  資料來源：研究者整理。 

(二) 訪談法  

有關訪談之研究方法，陳向明（2006）認為「由於社會科學研究涉及到人

的理念、意義建構和語言表達，因此『訪談』便成為社會科學研究中一個十分有

用的研究方法；就研究者對訪談結構的控制程度而言，訪談可以分成三種類型，

分別是由研究者事先設計好具有固定標準結構的統一封閉型問卷、鼓勵受訪者發

揮想法的開放型問卷、研究者控制訪談結構並同時允許受訪者發揮的半開放型問

卷，這三種類型也分別被稱為『結構型』、『無結構型』和『半結構型』」（陳向明 

2006：221、229-230；轉引自 Bernard, 1988; Fontana & Frey, 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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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2 研究者訪談對象一覽表 

訪談類別 訪談

代號 

服務單位/訪談對象 訪談日期 

公部門 

A01 臺中市政府客家事務委員會人員 2016 年 1 月 7 日 

A02 臺中市政府客家事務委員會人員 2016 年 3 月 31 日 

A03 臺中市東勢區前區長、 

園區委外案評鑑委員 

2016 年 5 月 12 日 

A04 客家委員會、臺中市政府客家事務

委員會委員、園區委外案評鑑委員 

2016 年 5 月 17 日 

民間參與者 
B01 劉氏家族 2015 年 11 月 28 日 

B02 石岡土牛客家文化館導覽志工 2016 年 5 月 5 日 

策展者 
C01 石岡人家園再造協會 2015 年 11 月 28 日 

C02 玉荷堂開發有限公司 2016 年 5 月 7 日 

在地居民 

D01 林小姐 2016 年 3 月 10 日 

D02 詹先生 2016 年 3 月 7 日 

D03 劉先生 2016 年 3 月 7 日 

遊客 

E01 蔡先生（東勢客家文化園區） 2016 年 4 月 28 日 

E02 張先生（石岡土牛客家文化館） 2016 年 4 月 3 日 

E03 蕭先生（東勢客家文化園區） 2016 年 4 月 7 日 

資料來源：研究者整理。 

為更深入瞭解東勢客家文化園區與石岡土牛客家文化館策展者等詮釋主體

之想法與價值理念、在地居民的想法、民間參與者、策展者與遊客等不同角度之

觀察心得，並補足觀察法之不足，本研究針對博物館所要探討之主題設計訪談問

題，以半結構型之訪談法向公部門、民間參與者、策展者、在地居民及遊客等進

行訪問、交談，以錄音筆詳實記錄，俾進一步瞭解其對客家館舍於展示內容及經

營型態等不同構面之看法。 

本研究訪談對象分類為公部門、民間參與者、策展者、在地居民與遊客等，

鑒於研究者於公部門服務之故，研究者意識到針對策展者（民間團體）進行訪談

時，將因客觀主體身分與立場不同的關係，可能對於策展者受訪時影響其與談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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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之真實想法；對此，研究者於訪談之前，皆有告知受訪者本研究訪談者將立於

「研究者」之角度進行訪談，訪談內容作為研究論文之用，亦鼓勵訪談者講述其

想法，俾求研究之客觀與可信度。 

除了上述觀察法與訪談法之外，研究者亦蒐集相關計畫書、影片、行政區域

鄉志、博物館相關書籍、學位論文與專書等，期使更深入瞭解研究主題及脈絡，

俾有助於研究關懷之議題。 

 

  



 

12 

 

第二章 客家文化館舍之營運與展示相關論述 

圖 2-1 客家文化館舍之營運與展示文獻論述架構 

         資料來源：研究者製圖 

一、 博物館展示 

博物館之展示內容隨著時代更迭而愈趨多元發展，王嵩山（2012：70）認為

「當代博物館受全球性的文化民主化的影響，呈現出多面貌的意涵。博物館展示

便出現幾個同時存在的代表性特徵，例如：微小的、多樣化的、去中央化的、事

件化的、大型的、族群的、文化單質性的、由代理人操刀的、異化博物館認同的。

這些特徵看似互相矛盾，實則自有其內在的邏輯關係，形成一個互補的結構」。

依此而言，東勢客家文化園區與石岡土牛客家文化館皆為地方性的、族群性的客

家館舍，東勢客家文化園區由「代理人」民間企業廠商操刀執行、去中央化、多

樣型態如觀光旅遊、文創產業、融合歷史發展背景等；石岡土牛客家文化館的展

示部分雖委由「代理人」策展，惟展示精神貼合公部門之施政理念與方向，仍維

持傳統宗族、家族夥房濃厚之味道，將歷史與生態結合呈現。 

除此之外，王嵩山（2012：52-53）提出「陳列」（display）與「展示」（exhibition）

文獻論述 

博物館展示 

臺中大埔客家 

館舍 

石岡土牛客家 

文化館 

東勢客家 

文化園區 

博物館經營 

管理型態 

公辦公營與 

公辦民營 

國內其他客家館
舍經營管理型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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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區別意義，他認為「展示（exhibition）是一種公開的（publicly）、企圖達到某

種目的（或意向）的、意識性的（consciousness）行為，其牽涉某種群體在特定

脈絡中之目的理性的運作。廣義的展示可以包含個人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現』，

而政治、經濟、宗教甚至親屬的社會領域，也不可避免的需要展示的行動」。李

美儀（2010：5）以石岡土牛客家文化館為例，說明其展示內容、物件甚至劉氏

家族祭拜儀式，為連結其過往家族記憶及現今對於族群文化認同的詮釋，「土牛

客家文化館表現於夥房空間、夥房公廳上的棟對、牆上的世系表、所舉行的祭祖

儀式與祭品，在不同形式的『物件』中，所再現的是地方群體對於歷史、世界以

及自我身份的不同詮釋」。 

而在多元媒介興起的年代，使得博物館傳達展示資訊朝向活潑化的趨勢，如

石岡土牛客家文化館之多媒體視聽設備、東勢客家文化園區之「聽說板」等體驗

式互動設備等；新興多媒體互動操控系統為引發參訪者體驗之設備，惟「文化教

育」之內涵亦須被重視與強調，陳國寧（2011：19）於《博物館學 12 堂課》中

提到，「博物館的館藏品由館內展示管理推廣到網路、出版、創意設計產業等應

用。當博物館的展示設計日益朝向體驗式的互動內容，大量運用電子科技為媒材，

帶給觀眾更多的新鮮刺激與感受。在企業文化與政治力量的社會壓力下，博物館

需要轉變，但博物館以文化教育為本質的使命更應慎重把持。 

 

二、 臺中大埔客家館舍 

本研究探討之標的為石岡土牛客家文化館及東勢客家文化園區，爰將相關文

獻臚列分述如后： 

（一）石岡土牛客家文化館 

有關石岡土牛客家文化館之相關論述，邱方昱（2009）於石岡人社區報中談

論到夥房的重建象徵客家人家族精神的延續與傳承，「1999 年 9 月 21 日凌晨 1

點 47 分，突如其來的天搖地動，摧毀了石岡客庄的 28 座伙房，從此刻開始也加

速發酵了客家伙房精神維繫與否的另一個話題，伙房能否重建也象徵著客家人家

族共同的精神是否持續之關鍵」（邱方昱 2009：第一版）。陳志聲（2007：49-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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敘述「石岡土牛客家文化館為生態博物館概念之客家館舍，以『活的文物館』為

大方向來重新定位與興建，結合周邊的半月池、啓成紀念公園等設施，成為一座

有生命的文物館，訪客藉著參與真實的客家生活儀典，即能參與劉家子孫日常的

生活、感受鮮活生動的客家文化」。社團法人臺中縣石岡鄉石岡人家園再造協會

為劉家夥房重建的重要推手之一，其談論到「921 地震雖然讓土牛村從此少了一

座極富代表性的歷史建築─劉屋老夥房，但增加了一個可以讓人認識以廣東大埔

音為主的客家文化館，而劉家夥房因為持分人多，意見整合不易，重建更加困難，

但憑藉著劉家成員客家人『硬頸』的精神，再加上政府單位的支持與民間團體的

力量，於六年多後重建完成」（社團法人臺中縣石岡鄉石岡人家園再造協會 2000：

81）。而劉家夥房於 921 大地震倒塌後，經由夥房宗親及工作團隊多方奔走爭取，

徵得劉啟成祭祀公業的同意，將土地無償提供石岡鄉公所2公共化使用 55 年（社

團法人臺中縣石岡鄉石岡人家園再造協會 2009：第三版）。 

李美儀（2010）以石岡土牛客家文化館為例，論述劉家夥房空間、展示的家

族史、祭祀儀式等空間及時間觀，說明時間觀將博物館的物件賦予新的詮釋意義，

並提到博物館的研究及策展人員應該傾聽、重視人如何透過展示的物件去界定時

間、地方族群獨特性及對於世界的理解方式。  

（二）東勢客家文化園區 

有關東勢客家文化園區「營運管理」的相關論述，東勢客家文化園區委託營

運廠商玉荷堂國際開發有限公司（2011）於其營運績效總體報告書內敘明園區前

身東勢火車站東勢支線記錄了臺灣經濟的變遷與興衰及其後之閒置空間再利用

計畫，以及園區經營定位以創造「客家文化、東勢產業、休憩運動」之園區機能

為主要訴求（玉荷堂國際開發有限公司 2011：5）。 

而余思嫻（2015）針對東勢客家文化園區的文化治理與營運管理進行論述，

其研究焦點著重於東勢客家文化園區因「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法」之政策而委

託給廠商經營，其定位、功能與營運績效是否達成公私部門預期目標之探討，進

行法令面、活化面、文化面與網絡面的建議等。 

                                                      
2
 石岡土牛客家文化館原由石岡鄉公所管理，後由臺中市政府客家事務委員會接管。 



 

15 

 

三、 博物館經營管理型態 

（一）公辦公營與公辦民營 

石岡土牛客家文化館管理機關為政府部門，依法編制員額與經費，挹注

資源進行館舍活動推廣、館舍維護、保存與管理，以公部門之理念推動客家

文化保存與館舍活化。根據林鍾沂、林文斌（1999：37-39）指出，「韋伯從

理性／法律的權威觀念中，臚列出現代官僚體制的原則（Gerth and Mills,1970, 

196-8）：如根據法律或行政規章來訂定固定而正式的權限原則、職位層級化、

公務管理、專業公務訓練、官僚體系是一種全職的職業、公共管理是經由遵

循一般規則而學習得來的活動等」。 

而政府部門將東勢客家文化園區委外經營，其政策之決定和大環境所趨

有關，如人民對於政府期待提高，為了講求效率、多元創意發展，而選擇將

客家館舍民營化，以市場機制減輕財政負擔，如陳真（2013：1-50-52）指

出，「公共選擇理論（Public Choice Theory）為美國雷根總統（Ronald Regan）

及英國首相柴契爾夫人（Margaret Thatcher）採取之解除管制、平衡預算、

稅賦限制、國營事業民營化、公共服務與契約委外提供等，此使得大有為政

府走向「小而美」政府觀念，減少政府支出以舒緩財政壓力；而學者歐斯洞

（Ostrom）從公共選擇理論角度指陳官僚體制缺乏效率，不如市場機制。而

委託人與代理人理論（Principal-agent Theory）假定委託人試圖為代理人建

立誘因，而代理人所做的決定會影響委託人，因此委託人希望代理人的行為

能有助於將自己的目標極大化；兩者之間的關係是一種『契約關係』，雙方

簽訂某項契約聘請代理人完成某項工作，即管理整個組織的生產過程；且為

了避免官僚的怠職與違反公眾利益，公部門應盡量將公共服務民營化或簽約

外包，減小政府規模等」。 

依據林鍾沂、林文斌（1999：19）指出，「交易成本理論為由威廉遜

（Williamson,1986）所發展，對於交易本身不會產生成本的觀念提出挑戰，

並闡述在何種環境之下，公司將較偏好採用市場測試（market testing）及外

包的方式，更甚於公司自己的內部生產」。而陳真（2013：1-54、55）亦對

交易成本理論（Transaction Cost Theory）進行說明，「買賣雙方簽訂契約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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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為了確保某項工作的完成，由於環境的複雜與不可預測（環境不確定性），

以及契約相對人，可能因擁有較多資訊易發生怠職或道德危機等，使得監督

較易執行產生困難（行為不確定性）；公部門為了減少交易所構成的行政成

本，必須盡量設法將公共事務簽約外包給民間部門，並且提供適當的競爭，

以降低交易成本」。爰此，經由市場競爭制度，公部門將東勢客家文化園區

委託民間企業經營，與廠商簽訂契約，以監督者非實際執行者之角色推動客

家館舍營運，期使提升效率與達成創新的目標。 

近來，大環境急遽變遷，公民意識提升，為因應民眾多元之需求、政府

職能調整及行政效率提升之競爭與挑戰，並解決人力、經費及專業不足之詬

病，有關博物館之經營管理，開放民間參與風氣盛，胡仲英（1999：245）

表示，我國民營化政策自民國 78 年開始推動以來，已涵蓋公營事業民營化、

公共服務外包、以及民間參與公共建設三大領域。我國允許民間參與公共建

設的方式很多，如一般常用的 BOT、BTO、BOO 等。無論採取哪一種方式，

民間參與公共建設均強調政府與民間平等合作的夥伴精神」。 

根據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法（2016）揭示，BOT 適用之公共建設有

許多類別，如交通建設及共同管道、環境污染防治設施、汙水下水道、自來

水及水利設施、衛生醫療設施、社會及勞工福利設施、文教設施、觀光遊憩

重大設施、電業設施及公用氣體燃料設施、運動設施、公園綠地設施、重大

工業、商業及科技設施、新市鎮開發及農業設施等，其中，「博物館」屬於

上開文教設施部門別中，文化次類別之子類別。 

博物館之經營管理可分為公辦公營與公私協力夥伴關係業務委託等，公

辦公營為政府編列預算、編制人力管理博物館；後者包括「各機關委託民間

經營或管理」（如「公辦民營」、「公民合營」、「初期公民合營，逐步民營」、

「部分公營，部分民營」等）及「業務項目委託民間辦理」（如「內部事務

或服務」、「行政檢查事務」、「輔助行政」）等二大類（范祥偉 2002）。曾沼

良（2002：15）主張民間參與博物館之建設應掌握幾項特性，如政策目標及

商機之調和、公益性核心目標之達成、充分運用民間之優勢行銷以創造民間

博物館專業和商業整合之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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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嵩山（2012：51-52）以原住民博物館為例，提出博物館管理及詮釋

主體之重要性，說明決策與政策執行者倘無法將博物館內物的體系中所隱含

的異文化的智慧與視野內化為決策或行政的動力，在執行博物館業務時，將

導致呈現出其未具備應有的相關文化知識與社會關係之概念的偏差；針對族

群與物件的展示，「族群的文化遺產所呈現的面向不單是『物的展現』，通過

族群『物質文化展示論述』，民族誌博物館得以建構記憶的、對話的、脈絡

的，甚至競爭的文化概念；博物館的實踐是一個社會文化事實（social and 

cultural fact）、牽涉人文化成與解釋自然、涵攝在價值與意義之網」（王嵩山 

2012：77、173）。 

有關公部門與民間團體的合作型態模式，陳勇輝等（2010：17-18）提

及，「鑒於公部門與私部門雙方的基本性質之故，改變固然不易，但兩造互

動方式卻是另類的動態平衡，可依實際狀況與需要進行調整與互補，如透過

妥善之溝通管道，讓彼此資訊流通與透明化，將衝突轉為提升顧客服務向上

的力量，雙方互相學習，建立公私協力合作關係」。 

（二）國內其他客家館舍之經營管理型態 

以臺灣來說，許多縣市皆有設置客家文化館舍，形成多元豐富的客家文

化館舍網絡，從北到南不同縣市的客家文化館舍，呈現出不同的客家在地文

化、不同的族群文化差異性及脈絡詮釋。除了本文之研究場域之外，有關國

內其他縣市客家文化（物）館相關資訊，整理從北至南 8 間實際參訪過之客

家文化（物）館、園區臚列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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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 國內其他縣市客家文化（物）館相關資訊 

      館舍 

項目    

臺北市客家文
化主題公園 

新北市客家文
化園區 

桃園客家 

文化館 

桐花公園 

客家大院 

博物館位置 臺北市中正區 新北市三峽區 桃園市龍潭區 苗栗縣銅鑼鄉 

博物館設施/

展廳 

戶外景觀、客

家音樂戲劇中

心、客家文化

中心、美食體

驗 坊 、 敬 字

亭、伯公亭、

生態溝渠、菸

樓水車、農村

體驗區、跨堤

平臺等 

常設展室、巧

之藝廊、演藝

廳、藝靚坊、

簡報室、時尚

客器展示區、

會 議 廳 、 餐

廳、賣店、客

家電視館、故

事屋等 

鄧雨賢音樂展

示館、鍾肇政

文學展示館、

影像資料館 /

影音借閱區、

客家文學館、

客家音樂館、

演藝廳與視聽

簡報室等 

客家大院、荷

花生態池、觀

景臺、桐花公

園步道、農特

產品展售中心

等 

目標與願景 

傳承延續客家

文化、發揚客

家精神，並成

為一個時尚的

客家場所，同

時要凝聚國際

都會客家人，

發揚「兼容的

客家精神」，打

造臺北客家新

原鄉。 

期在新時代文

化交匯洪流中

凝 聚 客 家 意

識，發揚硬頸

的客家精神，

進而將客家優

良精神、特色

推廣至全世界 

打造「全球華

人客家影音中

心」，結合文化

保存、展示、

教育、休閒娛

樂等多功能用

途，以客家文

學與客家音樂

作為發展主軸 

未來再集縣民

與專家學者智

慧，定位客家

大院功能及設

施擴大方向，

例如客家藝術

村或客家書院

等，逐步讓客

家 大 院 成 為

「 活 的 三 合

院」。 

博物館管理

機關 

臺北市政府客

家事務委員會 

新北市政府客

家事務局（下

設 園 區 管 理

科） 

桃園市政府客

家事務局（下

設 園 區 管 理

科） 

苗栗縣政府 

農業處 

博物館是否 營運單位：財 否 否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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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外/委外情

形 

團法人臺北市

客家文化基金

會 

 

       館舍 

項目 

苗栗客家 

文化園區 

高雄市新客家 

文化園區 
六堆客家 

文化園區 

屏東縣客家 

文物館 

博物館位置 苗栗縣銅鑼鄉 高雄市三民區 屏東縣內埔鄉 屏東縣竹田鄉 

博物館設施/

展廳 

常設展示區、

特展館（臺灣

館、全球館、

兒童館、文化

創意產業館、

工 藝 體 驗

坊）、客家圖書

資料中心、國

際會議廳及多

媒體影音劇場

等 

文物館（常設

展示廳、兒童

體驗廳、圖書

視聽中心、特

展室、多媒體

播映室、藝文

教室等）、演藝

廳 、 圓 樓 餐

廳、展示中心

等 

傘架客家聚落

景觀區、多媒

體演藝廳、多

媒體館 1 樓展

廳 、「 Hakka 

Land六堆小星

球」兒童館、

田原地景區、

自然草原休憩

區、九香花園

及伯公、菸樓

及礱間等 

接待大廳、展

覽 室 、 典 藏

室、視聽室、

圖書室、教室

等 

目標與願景 

全球客家文化

及產業之交流

與研究中心，

供 為 文 化 保

存、產業發展

與觀光交流之

平臺 

加強園區綠美

化及公共休憩

設施，充實館

舍文物典藏，

辦理客家學苑

課程、藝文展

演等活動，使

園區成為鄉土

文化教學平臺

及觀光休閒好

景點 

促進六堆學術

研究交流、保

存傳統藝文民

俗、扶植地方

產業育成、提

供觀光導覽資

訊服務、保存

聚落文化風貌 

發揚客家族群

忠義精神，展

現耕讀傳家文

化內涵。透過

文物收藏、保

存、展示與研

究，讓六堆文

化再現風華，

凝聚客家意識

使文物館發揮

文化傳承、遊

憩休閒、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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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播與教育推

廣之功能。 

博物館管理

機關 

客家委員會客

家文化發展中

心 

高雄市政府客

家事務委員會 

客家委員會客

家文化發展中

心 

社團法人屏東

縣深耕永續發

展協會 

博物館是否

委外/委外、

方式情形、原

因 

否 演藝廳、圓樓

及展售中心目

前出租民間團

體營運  

曾經委外，目

前回歸公部門

經營管理 

是 

資料來源：（臺北市客家文化主題公園網站、新北市客家文化園區網站、桃園市

政府客家事務局網站、桐花公園客家大院網站、客家委員會客家文

化發展中心苗栗園區、高雄市政府客家事務委員會網站、六堆園區

網站、屏東縣客家文物館網站；研究者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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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客家文化館舍之營運與展示 

一、 公部門資源挹注：石岡土牛客家文化館 

（一）有願才有力量  

1. 石岡與客家源流 

有關石岡的地理位置，陳炎正（1989：17、61）於《東勢鎮志》中提到，「石

岡鄉舊稱為石崗仔，1920 年而易為石岡庄，位於臺中縣東北部，介于大甲溪與

新社河階群間之大甲溪中游之通谷地帶。東北隔大甲溪與本縣東勢鎮為界，南與

新社鄉毗鄰，西與豐原市相銜接。全鄉面積計為 18.2105 平方公里，為臺中縣面

積較小之鄉鎮」。而石岡的地理生活型態又可分為上五里與下五里： 

石岡大致可以分為兩大生活區域，通稱為「上五里」，依序是和盛、德

興、土牛、梅子、萬興；與「下五里」，包括石岡、萬安、九房、金星、

龍興；由於石岡介於豐原與東勢之間，因此下五里多與豐原關聯，上五

里與客家人比例極高的東勢密切，致使石岡呈現福佬化程度差異不一。

（章仁廳 「語言交雜的山城」展版介紹） 

圖 3-1 石岡土牛客家文化館所位之石岡區地形圖 

          資料來源：（臺中市政府 b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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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陳炎正（1989：31）指出，「石岡早期移民來臺灣者，大多以閩、粵兩

省為主，尤以沿海地區之漳、泉流寓最多。其中粵籍人數較少，似乎與清廷之嚴

禁客家人渡臺有關，同時亦因大批閩人先佔有沿海平原關係；泉州人大都在海岸

區從事貿易，漳州人則多從事農業，而客家人則多在近山地區開發。」「史料記

載 1711 年（康熙 50 年）石岡即有廣東省大埔縣、饒平縣人士分別從嘉義縣、員

林移至此地拓墾。因為客家移入墾戶愈來愈多，1761 年（乾隆 26 年）官方就在

土牛庄立碑劃界，禁止漢人越界開墾。1778 年（乾隆 43 年），客籍移民大量湧

入石岡地區，因而奠下客家石岡的開發基礎，其後更有廣東省大埔縣人士帶領民

眾進入開墾，『石岡仔庄』就此形成」（陳文玲 2008：9）。 

就石岡區的客家人原鄉籍貫而言，陳炎正（1989）提到臺中地區客家人集中

於新社、石岡、東勢與豐原等地，「據『臺灣總督府官房調查課編：臺灣在籍漢

民族鄉貫別調查』（1931：417），對移民籍貫作一分析。就臺中地區為例，祖籍

泉州府佔有 37.68%，漳州府佔 34.43%，而廣東潮、嘉、惠三州府則佔 19.82%，

由此可見臺中地區粵籍移民所佔之比例約為五分之一。若以本縣各鄉鎮粵籍所佔

人口比例而言，以新社鄉所佔 95%為最高，其次為石岡鄉 85%，東勢鎮為 73%，

豐原市則為 57%。」（陳炎正 1989：31）。 

有關石岡區客家人原鄉祖籍源流，陳炎正（1989：40）表示多來自潮州府大

埔縣，「早期移民向以潮州府人為主流，尤以大埔縣籍所佔比例偏高，與鄰近之

東勢鎮等地雷同，而血緣聚落與各大姓之姓氏分佈，頗具重要性。依據 1926 年

日人所作調查顯示，石岡鄉居民大多來自潮州府，其他地區則為數不多，而粵籍

所佔比例為 85%以上，可說為一典型客家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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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 石岡區漢人祖籍別人數統計（民國 15 年調查） 

祖籍別 人數 全鄉人數 

潮州府 6,300 人 

7,000 人 

嘉應州 400 人 

漳州府 200 人 

興化府 100 人 

資料來源：陳炎正（1989：40）。 

若以各大姓分布而言，石岡區當時以劉、黃、林、張姓等所佔比例最高，於

是形成石岡區迄今仍以上述四大姓為主流（陳炎正 1989：40-41）。 

表 3-2 石岡大姓表 

第一位 第二位 第三位 第四位 

姓

氏 

人 

數 
百分比 

姓

氏 

人

數 
百分比 

姓

氏 

人

數 
百分比 

姓

氏 

人

數 
百分比 

劉 405 16.4% 黃 386 15.6% 林 271 11.0% 張 211 8.5% 

資料來源：陳炎正（1989：40-41）。 

2. 有願才有力量─劉家夥房重生與石岡土牛客家文化館的誕生 

劉家夥房位於臺中市土牛里（舊臺中縣土牛村），根據《東勢鎮志》對於「土

牛村」的闡述，「土牛村昔為拍宰海平埔族樸仔籬群分布區，自康熙末年開發以

來，大批客籍移民湧至，於乾隆 26 年，官方遂在此立碑分界，並逐土壘 19 座，

以禦番害，故得稱。…原有土牛共堆 19 個，高 8 尺，內有深溝 6 尺，意在禁止

漢人越界進墾。惟至嘉慶 20 年清廷解除漢人越界入番進墾耕禁令，於是客籍墾

戶陸續向東勢角方面推進。土牛一帶分有上、下土牛，下土牛居民以劉姓為主，

有劉家祖厝，頗具有歷史價值。」（陳炎正 1989：65）。而劉屋伙房創建於清嘉

慶年間，1927 年（昭和 2 年）曾經予以重修，至 1929 年（昭和 4 年）始告落成，



 

24 

 

後因地震倒塌，範圍包括約 200 年之久的老伙房和約 180 年的新伙房，原有 40

戶，160 餘名劉姓族人居住（陳文玲 2008：45-46）。根據訪談劉家夥房宗族表示： 

在 921 大地震前，劉家夥房原先要被政府列入三級古蹟，但尚未正式列

入就遇到 921 大地震，瞬間夷為平地，建築物全倒，於是欠缺古蹟的條

件。當時劉家在 921 大地震後一個禮拜內，跟挖土機比賽，搶救老祖先

的牌位及古文物，以免古文物造成傷害。災後重建是一項艱鉅的任務，

內部家族整合問題多，於外部到處碰壁，從公所、縣府到中央單位，層

層關卡不容易，有願景就朝目標走，成功與否不敢講，秉持著不放棄的

精神。 

因為土牛客家文化館位於大埔客家的匯聚地，因此必須非常注重災後重

建，土牛客家文化館歷經規劃重建、申請經費、開會無數次，除了要達

到原地原貌重建的願景，但不是只是建築物硬體設備而已，作為大埔腔

的基地、推廣大埔客家文化，單純只是古蹟的力量不夠，基本條件要夠、

新的願景帶出來，才會更有影響、更有力量。（訪談人 B01 2015 年 11

月 28 日） 

石岡土牛客家文化館結合公私部門力量重建，公廳部分由劉家自行籌措財源、

兩側橫屋由行政院客家委員會、臺中縣政府、石岡鄉公所籌建，於 2005 年動工、

落成，是全臺第一座由祭祀公業提供土地給公部門公共化使用的客家館舍。「文

化館是在公部門、土牛劉家祭祀公業與石岡人協會三方溝通協調與合作下的產物，

公部門爭取、提供資源，祭祀公業對公廳募款、並釋出空間，石岡人協會則重在

規劃館舍的展示精神與軟體設備」（邱方昱 2009）。 

歷經大地震的劉家夥房（石岡土牛客家文化館），重建過程不易，需結合公

部門與石岡人家園再造協會等行動團體的溝通協調，方重建完成。「921 地震讓

土牛村從此少了一座極富代表性的歷史建築─劉屋老夥房，但增加了一個可以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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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認識以廣東大埔音為主的客家文化館。石岡原有 32 處夥房，921 地震造成 28

處全倒。相較於一般的家屋重建，夥房因為持分人多，意見整合不易，重建更加

困難。憑藉著劉家成員客家人『硬頸』的精神，再加上政府單位（行政院客家委

員會、臺中縣政府與石岡鄉公所）的支持與民間團體（前身為石岡人家園再造工

作站的石岡人家園再造協會）的一路相伴，終於能在歷經數十次大小會議的磨合

之後，通過諸多問題的試煉，於六年多後重建完成」（社團法人臺中縣石岡鄉石

岡人家園再造協會 2000：81）。 

然而，石岡土牛客家文化館的重建，石岡人家園再造工作站（今石岡人家園

再造協會）所創辦之「石岡人社區報」亦扮演了重要的推動力量。根據訪談人提

到，文化館的重建過程中經過大大小小的會議、許多單位與人的協調，但最重要

的是「自己要站起來主導」，也因此堅定的信念而成立石岡人家園再造工作站，

推動在地化、給予災後重建社區再造工作提供建議，將石岡青年集結起來、落實

在地生根理念，進而向行政院新聞局地方新聞處爭取經費補助，正式成立社區報；

成立社區報的目的是希望災後重建的點點滴滴能以文字呈現、擴大社區參與、促

進內部整合。迥異於一般的平面媒體，石岡人社區報扮演促進族群、社區、環境

認同的角色，深入報導石岡在地，社區報因此成為社區溝通協調、推動大埔客家

文化保存的平臺。 

重建後的劉家夥房，以石岡土牛客家文化館3之姿呈現，以「活的客家文化

館」、「生態博物館」方向經營，如盧思岳（2000）於〈臺中縣石岡鄉土牛村劉家

伙房災後重建的展望〉中提到，「…社區重建委員會已取得初步共識，擬將重建

後的老伙房規劃為一處『活的客家文物館』--在硬體建築上維繫原有的客家伙房

風情，並將大部分空間公共化以供參觀；在軟體內容上，除了保存、置放劉家原

                                                      
3
根據訪談人 B01 表示，早期石岡土牛客家文化館於命名時，對於「文物館」和「文化館」是有

爭議的，咸認文物館以「文物」為主，文化館較多元，鑒於劉家夥房（石岡土牛客家文化館）中

有宗祠，因此希望文化館是一個亮點、願景，也希望文化傳承非僅止於硬體結構，而是多元呈現，

展示空間不侷限於文物，畢竟文物館處處皆有，為了讓石岡土牛客家文化館朝多元方向發展，因

此最後以「文化館」來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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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族譜、牌匾、文件、古物、生活圖片外，並增補其他中部客家開發史的文物，

製作相關的平面及多媒體展示資料。最重要的是要同時保有劉氏宗族進行婚喪喜

慶、祭典儀式的時段和空間，讓宗族的私領域活動對外開放參觀，成為臺灣族群

文化的一處『具體的』、『有人的』、『生活的』展演場，以有別於『新建/整修場

館→移入文物→等待參觀』的一般文物館模式」。 

地震後的文物搶救，不僅代表珍貴文物獲得保存，亦激發了家族和地方的社

區關懷意識、象徵公私協力的合作精神，於劉家夥房原地進行原貌的重建，更進

一步促成城鄉再造。 

（二）公辦公營與展示連結 

 

圖 3-2 石岡土牛客家文化館配置圖 

                資料來源：石岡土牛客家文化館網站 

1. 石岡土牛客家文化館經營管理 

石岡土牛客家文化館之管理機關為臺中市政府客家事務委員會，其下編制組

統籌規劃管理，由專職人員 1 至 2 人與臨時人員 1 名負責文化館各項事務，如媒

體行銷、展示規劃、文物保存、活動籌劃、志工導覽教育訓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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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3-3   石岡土牛客家文化館之管理架構 

 

 

 

 

 

 

  

 

 

  

 

 

 

資料來源：研究者製表。 

為了活化客家文化館舍，管理機關於年度辦理諸多館舍藝文系列活動，於

95 年起以石岡土牛客家文化館為據點，舉辦多屆大埔客家文化國際性學術研討

會，邀請廣東大埔縣長、新加坡（茶陽）大埔會館主任、馬來西亞、廣東嘉應學

院之學者至文化館交流，以文化館為內聚與發散的平臺，聚焦於「大埔客家文化」

之探討、建構公共論述，不僅延續大埔客家文化脈絡，促進兩岸大埔客家文化網

絡之對話交流，更提升客家館舍之國際能見度。 

志工導覽解說亦是博物館經營管理之核心項目。石岡土牛客家文化館現有志

工 50 名，根據訪談者表示，文化館志工為來自各領域之菁英，有研究夥房的專

家、退休校長、老師，他們不將志工定位為「志工」，而是傳承文化的種子，依

其專長編組如山歌、舞蹈、攝影剪接及活動服務組等。管理機關定期舉辦志工特

殊教育訓練、博物館觀摩參訪等，期使志工不斷學習，提升其專業知識及客家文

化詮釋能力，凝聚志工與文化館之連結與集體意識，通過志工導覽講述石岡土牛

客家文化館及劉家夥房，讓參訪者更能融入空間及展示意象，深入了解劉氏家族

及石岡土牛客家文化館之過往歷史變遷及環境脈絡，對於整體文化館之經營管理

主任委員 主任秘書 

委員會 

專門委員 

劃 

規劃推展組 

 
石岡土牛客家 

文化館 

1. 媒體行銷 

2. 文物保存 

3. 展示規劃 

4. 活動籌劃 

5. 環境維護 

6. 志工導覽 

7. 教育訓練 

8. 參訪者服務 

劃 

文教發展組 

 劃 

綜合業務組 

 劃 

會計室 

 劃 

人事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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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加乘效果。 

除了前揭所提之文化館展示內容為公部門委託廠商規劃，意即，客家文化詮

釋權在於公部門制定既有展示大綱、主軸與定位文化館的營運方向之下，由廠商

負責規劃展示內容、參觀動線、文物展示之擇定、播放影片之內容、文宣與整體

呈現之意象等，廠商於公部門之需求規範之下依約履行。 

不同的詮釋主體有不同的博物館營運、展示概念與想法，石岡土牛客家文化

館展示意象由石岡人家園再造協會負責策展，策展人以「在地文化」為優先考量，

如蒐集、發掘石岡在地文物與古文書、館內放置文物之取捨等，皆須符合「在地」

的精神，經訪談策展人的理念，其認為傳承大埔客家的格局、生命禮俗、傳統文

化，就是石岡土牛客家文化館的特色和亮點： 

石岡土牛客家文化館是由下而上的概念，結合在地特色及亮點，有在地

參與、在地認同肯定絕對是最好的，滿意度才會高，展出文物沒有在地

文化是沒有意思的，以在地為題材絕對不是花最多錢的，要很有內容且

很感人，如劉家夥房過往歷程記錄片、館內水缸的故事影片，就相當感

動人心，是很精華的內容；現在大陸 NGO 和民間非營利組織興起，會

到土牛客家文化館來參觀，他們希望館方提供簡報跟他們做分享、互動

交流、引發共鳴，人的凝聚力就是這樣帶出來。（訪談人 B01 2015 年

11 月 28 日） 

石岡土牛客家文化館部分展示著重於原鄉的介紹，敘述從「廣東大埔客家」

到「臺中大埔客家」一個在地化的歷程，除了展示廣東大埔縣建築及風俗民情、

與原鄉大埔縣交流的情形、大埔原鄉客家民居建築，如土樓、圍龍屋、合院式民

居等，亦敘述臺中市客家人口分布與飲食文化概況、東勢特有客家節慶新丁粄節、

展示 120 斤新丁粄「大粄印」，及大臺中客家夥房如西屯張廖家廟、潭子摘星山

莊、神岡社口大夫第及豐原翁社萬選居等，而展廳內美人照鏡、仗義卹鄰動畫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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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亦訴說了劉家的神秘故事。除此之外，館內章職廳之展覽主題以伯公（土地公）

信仰為主，介紹石岡在地石頭伯公、大樹伯公、廟宇型伯公及輪流香牌等；章崧

廳則呈現了石岡舊時林業開發運輸和環境變遷、石岡七大夥房、大埔山城多位書

畫、技藝達人的作品，並藉由文化館的平臺延續技藝的保存與傳承，充分顯現策

展者將「在地」理念實踐於策展之目的。 

特別的是，石岡土牛客家文化館展示內容非一味的由專家學者詮釋，策展者

亦蒐集在地社區居民提供與伯公有關的客家俚語，如石岡在地民眾提供的口述伯

公俚語，包括向伯公祈求豐收的俚語，亦有向伯公伯婆抱怨農耕、農產沒有收穫

的俚語，充分反映了客庄在地農民的心情、展現關懷在地的人文內涵。另外，石

岡土牛客家文化館外門牆懸掛山歌對句：「石來運轉立山岡，代代相傳為家鄉；

土牛客家文化館，大埔客庄振榮光」、「山城大埔客家庄，文化傳承為客鄉；庄民

善良又勤儉，歡唱山歌在石岡」為在地客家社團老師之創作，由社區及社團山歌

老師參與展示內容之詮釋，不僅凝聚社群的力量，同時亦增進社群對於山城大埔

客家的認同感；顯見，石岡土牛客家文化館充分將其關懷意識延伸至大臺中之人、

文、地、產及景的層面。 

除了強調「在地」理念之外，策展者亦相當注重「隨時可以換展」的原則，

策展人表示：「石岡土牛客家文化館當初在設計展覽時，即以『隨時可以換展』

為理念，也因這個想法，2007 年中央客家委員會在石岡土牛客家文化館展出《世

紀印象展》，文化館才能於一個星期之內將既有展覽迅速撤換，所以，是否可以

快速撤換展是相當重要的；部分客家文物館雖然很精緻、很漂亮，但沒辦法快速

換展、無法立即拆卸、變化，為較可惜之處」。石岡土牛客家文化館展示內容設

計之理念，將「可快速換展」列為重要考量，俾符特展、臨時展示所需，顯見迥

異於傳統之博物館型態，石岡土牛客家文化館策展者將彈性、機動、互動式之設

計納入策展理念，實為當前博物館發展之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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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展出之內容，策展者有其想法，第一、館內的展示毋須太多文字，精簡

即可，避免讓參訪之遊客花費太多時間；第二、展示主題須有一致性、連貫性與

整體感，搭配導覽解說、將故事帶入使之更為生動，並增加標示解說牌讓展覽一

目了然，即使沒有導覽亦能讓參訪者明瞭；第三、館內所播放的生命禮俗紀錄片，

長度盡量不超過 15 分鐘，將影片呈現重點精華才有其意義。 

有關展示之視野與格局，雖然策展者認為「在地」為核心價值，然而他們亦

認為將策展視野與格局擴大、範圍延伸至大臺中是重要且必須的，如將章喜廳策

展內容從石岡延伸到大臺中市，介紹摘星山莊、張廖家廟，範圍不侷限於石岡地

區；如章崧廳不僅介紹劉家夥房，亦將石岡七大夥房家族納入展示內容，而章職

廳之伯公信仰展示亦介紹石岡各里的伯公，非僅止於文化館周邊的伯公。 

2. 石岡土牛客家文化館展示內容 

石岡土牛客家文化館位於中部臺三線上，曾被文建會列為地方勝蹟，其前身

為石岡望族劉家夥房，因 921 地震重建而成，為臺灣客家代表性建築之一、為大

埔客家文化的展示場域、亦為災後公私協力「由下而上」重建的指標性代表建築。 

表 3-4   石岡土牛客家文化館之展覽主題 

廳房 展覽主題 展覽子題 

章喜廳 

走過九二一大地震 
1. 走過九二一大地震~石岡客庄 

2. 石岡社區營造起飛 

廣東大埔客家 

1. 從廣東大埔到臺中大埔客家 

2. 廣東省大埔縣致贈之文物 

3. 海外的大埔客 

4. 大埔原鄉客家民居 

中部客家夥房的特色 

1. 大臺中客家夥房 

2. 堅強的夥房防護意識 

3. 重視夥房風水 

4. 向外拓展的夥房 

5. 「祖在廳，神在廟」 

6. 客家夥房與閩南合院的差異 

臺中市客家飲食文化 1. 常見的客家飲食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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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色 2. 客家米食「粄」 

3. 臺中東勢新丁粄 

章仁廳 大埔客家語言與音樂 

1. 大埔客語的源流 

2. 大埔客語的特色 

3. 語言交雜的山城 

4. 客家八音 

5. 客家山歌 

6. 大埔客語現代流行音樂 

章職廳 伯公信仰 

1. 伯公的形式 

2. 伯公/伯婆/伯子神像 

3. 伯公祭典 

4. 食伯公福 

5. 輪流香牌 

6. 客家伯公俚語 

章崧廳 

石岡七大夥房 

1. 崁下林屋‧金星張屋‧九房黃屋 

2. 萬興沙連墩郭屋‧梅子林屋 

3. 德興連屋‧土牛劉屋 

客家藝術風雲 

1. 彩繪師劉沛與橫綱書法家劉曉邨 

2. 全能書畫家─傅茂金 

3. 石雕、青蛙達人─郭可遇 

4. 1/2 靈活手腳的竹編達人─張瓊文 

五分車的故事 

1. 追尋~五分車的故事 

2. 八仙山林場 

3. 什麼是五分車？ 

4. 五分車娶親 

5. 戰爭之下的五分車~日本通運株式

會社 

6. 五分車驛手~臺中輕鐵株式會社 

7. 追火車抽甘蔗 

8. 黏車上學去 

9. 尋！五分車的軌跡 

資料來源：石岡土牛客家文化館更展摺頁 2015 

「客家人講究家族，第一代的人建立夥房之後，子孫通常會在公廳和橫屋的

後方陸續興建房舍…。」（社團法人臺中縣石岡鄉石岡人家園再造協會 2000：114）。

石岡土牛客家文化館兩側夥房為展示廳，兩外側夥房目前尚有 4 戶劉氏家族居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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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內，公共領域為四大展示廳、私人領域為劉氏家族居住，形成展示廳與住宅並

存之情形；「有人就有文化」，公部門爰將文化館定位為生態博物館，是一座活的

文化館（living museum）。  

博物館的外觀亦為展示的一部份。石岡土牛客家文化館整體空間架構有內外

門樓、劉啟成公公廳，兩側護龍為四大主題展示廳（章仁、章職、章喜、章崧），

而四合院的設計將空間配置區隔成內埕及外埕，內埕有百年水缸、劉媽黃氏之墓

碑，外埕為休閒遊憩、藝文活動展演之廣場，館後有土石堆疊成之化胎、百年麵

包果樹、古井，館前有半月池、金爐、惜字亭及百年龍眼樹等，而劉家夥房分堂

號「德馨」，館內諸多對聯皆以「德馨」為題字。 

客家有句俗諺：「祖在廳，神在廟」，石岡土牛客家文化館為一典型之傳統客

家夥房建築，至今仍保留原劉家夥房的公廳，如黃永達（2004：484）提到，「正

身為堂屋（或祠堂）建築的中心，也稱『後堂』，通常後堂隔有三間，中間是正

廳，稱為『廳下』，是安座阿公婆牌及祭祖儀式的空間」。甫進石岡土牛客家文化

館公廳內，「偉望清標」四個大字匾額於其上，兩側牆壁分別有棟對，為「大德

啟自茶陽在昔鑰鎖北門淵源如昨、餘馨成乎臺島于今堂開東閣俎豆常新」，樑上

亦懸掛牌匾，如「丕振家聲」、「海甸瑚璉」、「兄弟貢元4」、「勳勞可欽」等，公

廳牆上也掛著劉家歷代祖先的畫像，葫蘆上的序昭序穆在在皆不斷的強化劉家祖

先開墾之艱辛、期許後代子孫能感念、記取先人之拓墾精神與豐功偉業，戮力將

世代傳承之精神。 

石岡土牛客家文化館的「儀式」為一大特色，亦是展示的一部分。配合公廳

結構之規劃，館內公廳為劉氏宗族祭拜祖先之場域，呈現大埔客家生命禮俗之傳

承，於每年過年過節時，子孫於公廳祭拜祖先、遵循古三獻大禮等儀式，傳統客

                                                      
4
 「貢元」有其典故，根據陳茂祥（2006）：「劉家十五世祖啓成（文進公）原籍廣東省大埔縣人，

年少時渡臺，在石岡地區拓荒開墾致力，農耕商賈，睦鄰友族成其基業，富甲一方。嘉慶年末興

建土牛劉家老火房，皇上恩賜『貢元』匾。」（陳茂祥 2006：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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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的生命禮俗在此綿延不絕、年頭到年尾持續進行，為文化館的亮點之一；劉氏

宗族更於受訪時提到，「即使沒有公部門的補助，文化館也是持續在進行客家文

化的保存，而劉家也引以為傲」；爰此，不同於其他文化館，透過石岡土牛客家

文化館館內公廳上的祖先牌位、過年過節的祭拜儀式、於禾埕舉行文定儀式、劉

氏家族每年的掛紙儀式等禮俗，表現出客家人尊崇敬祖的傳統，凝聚後代子孫對

於家族之向心力與不忘本之精神，在這過程中也形成了客家族群意識的建構。「土

牛客家文化館館內配置分為靜態與動態兩部分，除了將震災過後由各方搶救出來

的珍貴文物按照原位陳設，以維持昔日風貌之外，還有許多平面及多媒體的展示

資料。另外，伙房重建後劉家的祭祖、婚喪喜慶等仍在此舉行，訪客藉著參與真

實的客家生活儀典，即能感受鮮活生動的客家文化，使得文化傳承的方式更直接

而深入。」（陳志聲 2007：49-50）。 

公廳左右兩邊的護龍，客家俗稱橫屋、廂房，是家中晚輩的住所，必須依照

傳統「左尊右卑，內尊外卑」的長幼有序倫理秩序分配房間（聞健 2011）。爰此，

石岡土牛客家文化館展廳命名為依循劉家夥房長幼倫理關係排列命名，大房為章

仁廳，展示大埔客家語言與音樂；二房為章職廳，展示伯公信仰；三房為章喜廳，

展示 921 大地震、廣東大埔客家、中部客家夥房、臺中市客家飲食特色等；四房

為章崧廳，展示石岡七大夥房、客家藝術風雲、五分車的故事等內容。 

「通過對地震災區積極的、主動的、持續性的博物館關懷跨越行動，行動者

不只搶救瀕臨危境的物件知識，博物館學與相關專業更得以協助（社群）日常價

值之歷史撰述與民族誌書寫，透視物件與集體記憶所蘊含之社會和個人的意義」

（王嵩山 2012：224）。劉家夥房雖遭逢 921 大地震，策展者將地震後搶救出之

原夥房公廳樑柱置於現公廳側邊，公廳旁亦展示石岡土牛客家文化館落成啟用之

貴賓芳名錄、臺北市大埔同鄉會致贈之重建落成誌慶卷軸，讓參訪者通過物件的

展示，體會當時 921 地震對於石岡客庄的影響力，並感念重建的艱辛、體會家族

歷史背景意義與其象徵之客家人克服艱難困境、重生的意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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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石岡土牛客家文化館的敘述角度，策展者以連結傳統的「過去」、多樣

化的「現在」和對「未來」的願景來呈現，如「從劉屋老夥房到客家文化館」、「走

過 921 大地震的石岡客庄」、「從墾荒到重建，『硬頸打拼尋希望』，一直是石岡客

家鄉親堅持的精神！」敘述地震前、地震後百年夥房的倒塌、社區家園重建、石

岡在地民間團體的崛起及社區營造之歷程等。展廳內播放之影片，如「客聚臺中，

再創文化榮景」、「毀滅與希望─水缸的故事」、「綻放的容顏─石岡群像」影片5等，

透過展示內容及影片不斷重複的播放，敘述劉家夥房自 921 大地震後歷經毀滅與

重生的歷史過往，不僅建構劉氏家族子孫的凝聚力，並強化在地居民從影片中更

加瞭解自己與生長環境的連結，強化社區對於石岡在地的向心力，也讓參訪者瞭

解石岡及劉家夥房之歷史變遷。 

王嵩山（2012：71）提到，「展示是被製造、創造出來的，不同展示製作過

程隱含不同的權力、知識與終極關懷系統。雖然許多學者主張博物館是國家凝聚

力的象徵，但是文化因素也在博物館的展示中展現其影響力」。舉例來說，研究

者於 2015 年 11 月至章崧廳進行觀察與記錄，當時展示參加「石岡土牛客家文化

館館舍藝文系列活動─民俗技藝研習班」學生製作的竹編、拼布包及藍染作品，

研究者復於 2016 年 5 月至文化館進行觀察，原展示學生作品之處業已部分更展

為廣東大埔縣提供之清代文物。申言之，以文化館為媒介平臺，展示在地學員作

品，不僅讓學員有參與感，並於無形之中凝聚了在地認同；而藉由展示廣東大埔

縣提供之文物，文化館成為海內外大埔客家人交流、建構全球大埔客家網絡的據

點，雖然祖先自原鄉大埔遷徙至臺灣，在地化的歷程驅使生活型態及風俗民情與

原鄉有別，惟不變的是原鄉至山城大埔的情感延伸，藉由展示之文物延續大埔客

家傳統精神，讓文化認同的優先性使族群跨越國界，延續原有大埔客家族群的脈

                                                      
5
 「毀滅與希望—水缸」採劇情紀錄片方式，透過實際發生的 921重建故事《水缸》一文將內容

以戲劇方式重現，讓未來入館參觀之民眾，透過影像內容瞭解石岡鄉劉屋伙房 921重建的精神；

「綻放的容顏—水路」採用 MV方式，以客籍樂手陳永淘作品《水路》一曲為基本結構，結合石

岡地區相關美麗景色及鄉民認真生活之群像，拍攝成一支結合石岡地區影像與客家音樂為主的影

片，使入館參觀的民眾，透過影像與音樂充分體會石岡之美」（臺中縣石岡鄉土牛客家文化館展

示館經營管理結案報告 2000：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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絡、維持這份緊密的連結，不斷於兩地展示，亦將物件的生命歷程延續。 

現今之博物館不再是單向傳遞的展示，人們藉由博物館此一平臺，了解諸多

不同層面的知識訊息，開啟了反思性的想像空間；博物館內陳列及展示器物、文

書、手稿及歷史紀錄等物件，輔以館內專業導覽及志工人員的解說，形構出不同

的特色取向與風貌、淬鍊出不同的人文與對於客家族群的關懷；特別的是，現今

博物館不再是被動的展示，策展者提及，為了吸引親子共遊文化館，館內多媒體

設備增添了許多有趣的電腦影音動畫、多媒體影像及互動式操控介面，讓親子更

容易親近客家，也讓文化館積極扮演溝通、傳遞不同訊息及概念的角色。 

 

 

 

 

圖 3-3 石岡土牛客家文化館展廳主題配置圖 

資料來源：修改自石岡土牛客家文化館藝文系列展覽結案成果報告 （2015：4） 

章仁廳 
大埔客家語言與音樂 

章崧廳 

石岡七大夥房、客家藝術風

雲、五分車的故事 

章職廳 

伯公信仰 

章喜廳 

九二一大地震、廣東大埔客家、中

部客家夥房、臺中市客家飲食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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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館徽」亦為展示的重要元素之一。不同的博物館，其館內所展示、陳列、

蒐藏的文物及經營管理方式不盡相同，更傳遞了不同的訊息及詮釋概念，其所建

構的意象亦大異其趣；在這其中，博物館的館徽所代表之「象徵意象符號」，間

接傳遞了博物館本身所關懷的意識與理念；爰此，通過對博物館館徽的觀察，能

讓參訪者了解其象徵符號意涵與館舍彰顯之精神價值。 

圖 3-4 石岡土牛客家文化館館徽 

    資料來源：社團法人石岡人家園再造協會 

博物館依其定位及背景，決定其館徽意象及符號概念化的價值。石岡土牛客

家文化館的館徽，充分彰顯了鮮明的宗族與在地意識的內涵。根據訪談人表示，

石岡土牛客家文化館館徽以文化館名稱為設計基礎，以「牛的臉部」為意象，細

究其「牛臉」的建構，實可發現其融合多元理念與想法，上方紅色彎曲狀之設計

構想來自夥房的「屋脊」、「金形馬背」及「燕尾」等概念意象；圖形中間紅色處

「牛鼻」的部分，則象徵為祖先牌位，左右兩側分別有兩位子孫向著祖先牌位虔

誠跪拜，而子孫的頭部宛如牛的眼睛，整體看來似「劉」字，代表「劉氏宗族」

的意涵，亦象徵客家人尊崇敬祖的意象。 

此象徵符號藉由簡單的圖形傳達石岡土牛客家文化館的價值分享，有象徵

「劉氏宗族」的傳承意象、有在地社區環境與文化緊緊相扣的客家夥房，巧妙地

將其圖像進行排列組合後，呈現客家文化價值意涵；於石岡土牛客家文化館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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際應用上，館內地板、海報、導覽摺頁及網頁上不斷重現館徽，強化石岡土牛客

家文化館所關懷的內涵、劉氏家族尊崇敬祖的思想，於圖騰表象的背後展現象徵

符號的精神力量，更建構劉氏家族與石岡土牛客家文化館文化價值與意義的連

結。 

 

二、 商業與文化的權衡：東勢客家文化園區 

（一）空間再利用 

1. 東勢林業起落與客家 

圖 3-5 東勢客家文化園區所位之東勢區地形圖 

         資料來源：（臺中市政府 b 2015） 

東勢客家文化園區位於東勢區，是臺中市第四十四座公園綠地，於改制前稱

東勢鎮，位於臺中縣中部偏東，東鄰和平鄉，西連石岡鄉、后里鄉；南毗新社鄉，

北隔大安溪與卓蘭鎮為界；東勢鎮位於大甲溪上游沿岸一帶，係大甲溪上游流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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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縱谷區，地處臺中縣東北方，亦為臺灣中部鄰接山界地區之一大聚落，故又稱

為山城（陳炎正 1995：19、30）。 

東勢客家文化園區的外牆上刻有「寮下」二字，此東勢地名與歷史背景相關，

「東勢鎮舊稱東勢角，地名由來意在東隅之聚落，因早期軍工採伐木料，在此建

有工寮，故又稱為匠寮或寮腳。東勢最早叫『枋料』，意思是木工做木板的工寮。

木工眷屬住進『枋料』下方稱『寮下』，後來就改稱『寮下』。日治時期，1920

年（大正 9 年）改為東勢一名，沿用至今」（陳炎正 1995：19、26）。「東勢地區

的發展過程，始終與林業脫離不了關係，在 1770 年代開始進行伐木鋸料之拓殖，

後續八仙山伐木、大雪山林業公司的設立、更有全臺歷史最悠久的巧聖先師廟；

木材產業與東勢歷史發展可見一斑。」（玉荷堂國際開發有限公司 2012：3）。 

有關東勢早期林業、鐵路的發展與客家移民的生產模式，范明煥（2011：17、

60）提及，「客家移民播遷移居到新環境，面臨各個外在環境問題，如戰亂不斷、

與土著雜處、械鬥、兵匪等問題，清代這些大埔客家移民為適應臺灣中部山區環

境，轉到以拓墾、伐木為主的經濟模式，而東勢山城也因封閉的環境讓共同經濟

生活漸漸形成。日治時期，東勢地處平地與山地交界處，逐漸成為附近山城地區

的行政及商業中心，民國時期，中部橫貫公路的興建與大雪山林場的開發，東勢

成為中部橫貫公路入口與全國林業發展重鎮」。陳文玲（2008：82）敘述，「也因

昔時東勢大雪山林場的木材產量盛，加上修建石岡水壩工程建材與農特產品的運

輸需求，遂於 1958 年 3 月 14 日興築東豐鐵路，即臺鐵東勢支線─成為東勢、石

岡地區早期最主要的交通運輸工具」。  

晚期隨著政府各項工程的完工與大雪山林業公司林場林木資源枯竭，讓公司

業務提早結束營業。1986 年以後，小客車大增，東勢支線甚至有空車往返情形，

在 1990 年終告停駛。東勢回歸到平淡的農業生活，人口外流嚴重，921 大地震

後，東勢整體之商業活動亦跟著逐漸衰退（范明煥 2011：60；陳文玲 2008：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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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就東勢山城地區與客家人開墾來說，范明煥（2011：21）提到客家移民於

不同時間點、不同路線逐步拓墾整合的結果，「臺中縣地勢東高西低…順此地形，

漢人先民來臺亦是逐步由西向東漸次移入東勢山城區，構成臺中地區清代泉、漳、

客三大族群各自分居的生活型態。開墾的路線主要有兩個方向，一是從清水、沙

鹿沿著大甲溪向東逐步拓墾；另一條則是自霧峰走山路越新社臺地溯大甲溪而入

墾。東勢山城區，便成為中部客家族群最大的聚集區域，形成這樣的結果是由於

客家移民在不同時間點遷移，經過不斷整合的結果」。 

而東勢與石岡地區以廣東大埔客家人為匯集地，並以宗族聚集開發為主，「東

勢山城地區在開發的過程當中，是由粵東客家移民所形成幾個重要家族所構成的

聚落組織來進行拓墾，這裡並不能夠算是單姓村落，而是以廣東大埔人為拓墾先

鋒，聚攏從原鄉過來投奔的鄉親，首先在石岡地區聚族而居，進而跨過大甲溪，

分別向新社、東勢山地區域發展。開發過程當中以宗族力量形成一股重要的地方

開發勢力；因維繫宗法社會秩序和環境需要而建立客家夥房，以及與此相關風俗

文化都形成在地共同的文化素質。東勢山城一帶，漢人聚落大埔化，透過大埔頭

家的引領，成為一個大埔客家方言區」（范明煥 2011：15、17）。 

2. 空間再利用─東勢舊火車站改建東勢客家文化園區 

「921 地震後的重建，臺中縣府乃將廢棄的東豐鐵道拆除，改建成一條全長

達 12.4 公里的自行車專用道，稱『東豐自行車綠廊』，簡稱『東豐綠廊』，又稱

『東豐自行車專用道』、『東豐綠色走廊』、『東豐鐵馬路』等，是全國第一條由廢

棄鐵道改建為自行車道的腳踏車專用道，也是全國第二條腳踏車專用道，並於

2000 年 11 月 15 日正式啟用，而此條專用道直達『臺中縣東勢客家文化園區』

終點站。」（范明煥 2011：214）。 

現在東勢客家文化園區為鐵路局東勢支線，客運交通還沒發達之際，

最早的用途是大雪山林業運輸，林業沒落後，逐漸成為載客（學生及

經商人士等）使用；後來客運慢慢興盛，發現鐵路已經沒有營利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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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是在 1991 年 9 月停駛，開始荒廢，環境雜草叢生、流浪漢聚集，直

到 1999 年發生的 921 大地震，將問題震出來，為一大轉折點，原來的

火車站館舍震倒，具危險因子，當時的臺中縣政府聽到地方上的聲音，

希望能改建、整理成為民眾遊憩的地方。 

在那之後三年，東豐支線鐵道拆除變成東豐自行車道，原東勢舊火車

站以修建名義改建為休閒館舍，但當時還不是東勢客家文化園區，直

到後來經地方人士與客家相關組織6向縣府爭取，於 2004 年才定位為

客家文化館舍。（訪談人 A01 2016 年 1 月 7 日） 

表 3-5 東勢客家文化園區大事記 

日期 東勢支線興衰演變 

1956 年 闢建臺灣鐵路局東勢支線 

1959 年 完工啟用東勢支線 

1981 年 大雪山林場產量逐年下降 

1987 年 豐勢公路拓寬，東豐鐵道功能式微 

1991 年 無木材可輸運，東勢支線廢止停駛 

2000 年 
「促參法」正式立法通過，政策法制化；東勢支線改建為全

國第一條綠色走廊─東豐綠色自行車道 

2004 年 
東勢舊火車站改建為東勢客家文化園區，於 12 月 25 日正式

啟用 

2008 年 臺中縣政府委外給玉荷堂國際開發有限公司經營 

2013 年 
園區周邊景觀綠美化工程開土、正式成立「阿比百音樂廣場

之黃金文創市集」、正式動工、營運寶島燻樟故事體驗館 

資料來源：（陳炎正（1995）；范明煥（2001）；玉荷堂國際開發有限公司（2013）；

國立臺灣史前文化博物館（2002）；研究者製表。） 

東勢客家文化園區為 921 大地震後，因地方環境維護與保存客家文化意識興

起而誕生，「東勢舊火車站，因荒廢多年，殘破不堪，經臺中縣政府發包 6 千餘

萬元整修後煥然一新，改稱為『東勢客家文化園區』，為東豐自行車綠廊的終點，

並於 2004 年 12 月 26 日舉行落成典禮；921 大地震後，除了本街房屋毀損嚴重

                                                      
6
經訪談人表示，臺中縣政府於 80 年代底、90 年代初在臺中縣政府成立臺中縣的客家委員會，

為一非官方、非民間、亦非法人的組織，當作政府與民間溝通橋樑，為被徵詢的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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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其他街道的老舊房屋也都遭到破壞，加上此後人口大量外流，使得東勢鎮整

體的商業活動呈現衰退的景象。災後的重建使得東勢市街重新注入新的風貌、帶

來生機。為提升東勢的觀光事業，除了東豐自行車綠廊的啟用及東勢客家文化園

區的設立外，政府更斥資 2 千萬元塑造中山路東勢形象商圈，以帶動中山路整體

商業發展」（范明煥 2011：63、408）。 

（二）公辦民營與展示連結 

 

圖 3-6 東勢客家文化園區場地配置圖 

資料來源：東勢舊火車站暨客家文化園區 104 年營運績效總體報告書（2016：101） 

東勢客家文化園區，前身為東勢鐵路支線的「東勢火車站」，1959 年時由臺

灣第一女建築師修澤蘭所興建，當時東勢支線為運送大雪山林木而開闢通車，後

於 1991 年隨著林木產業的沒落而停駛，當時的臺中縣政府（今臺中市政府）積

極推動閒置空間再利用的計畫，而荒廢多年的東勢火車站也在這波改造計畫中，

修建為現今「東勢客家文化園區」（玉荷堂國際開發有限公司 2011：5）。 

1. 東勢客家文化園區經營管理方式 

根據財政部推動促參司（財政部推動促參司 2016）對於民間參與公共建設

的解釋，「民間參與係充分結合政府公權力、民間資金、創意及經營效率，透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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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T（興建─營運─移轉）、BTO（興建─移轉─營運）、ROT（擴、整建─營運─

移轉 ）、BOO（興建─擁有─營運）或 OT（營運─移轉）等方式，共同規劃、興

建、經營公共建設，在有效發掘民間產業商機的同時，提升公共建設服務效能，

締造政府、企業與民眾『三贏』而共利、共榮的局面」。 

 

 

 

 

 

 

 

 

 

 

圖 3-7  促進民間參與概念 

                  資料來源：研究者製圖。 

全球化時代來臨，面對大環境急遽變遷、民眾需求意識高漲，政府預算籌措

有限，舊有的傳統博物館模式已不符合大眾的需求與期待，於是面臨轉型之龐大

壓力，博物館的經營運作融入企業化管理的理念從國外席捲至臺灣，不再限縮如

從前由政府編列經費預算及編制人員的「公辦公營」形式，取而代之的是多元形

式的民營企業化運作方式，脫離官僚體制的框架與束縛，在有限的經費中追求效

益極大化，並將博物館導向一種活潑、創意、豐富及效率的呈現。申言之，博物

館的營運模式可分為「公辦公營」及「委託經營」，東勢客家文化園區屬於委託

經營之型態。 

2000 年政府公布施行「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法」，2001 年行政院前院長張

公部門 
企業 
廠商 

民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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俊雄先生即曾指示，「推動民間參與公共建設，可減少政府人事費用支出及引進

民間營運效益的優點，為行政院的既定政策，不分中央與地方，應共同努力，積

極推動」（臧振華 2002：3）。《行政院及所屬各機關推動業務委託民間辦理實施

要點》中，亦規範了公辦民營委託方式「各機關得將屬公共服務或執行性質之整

體業務委託民間辦理，或將現有土地、建物、設施及設備，委託民間經營管理。

受託之民間單位自負經營管理及公有財產保管維護之責」。而民間參與公共建設

的做法諸多，根據劉憶如等（2000）表示，「如 BOT（Build-Operate-Transfer）

是民間參與公共建設的一種模式，為由民間機構投資興建公共建設，並取得經營

權，營運一段期間，待投資完全回收後，再將該建設的資產移轉給政府，同時喪

失經營權；而 OT（Operate and Transfer）為政府將已興建完成的建設委託民間機

構來經營，這種委託經營方式訂有一定的期限，亦是『公辦民營』或『公有民營』」

（劉憶如 2000：2-3）。 

爰此，在政府大力推動促參之下，東勢客家文化園區搭上這股潮流，結合民

間社會力與資源的展現，在獲致共識之下，東勢客家文化園區在 2007 年 11 月正

式簽約，以 OT 之模式委外經營，2008 年 4 月 1 日開始營運，將現有之土地、建

物、設施等公有財產委託民間企業經營管理；而於履約管理方面，公部門則以營

運績效評鑑會議進行監督，針對年度整體營運報告、與前年度之執行內容比較、

財務營運、顧客滿意度、設施維護、次年度營運計畫、配合度及未來展望等面向

進行評鑑。 

東勢客家文化園區策展部分，由公部門授權予廠商去詮釋，營運主體

是廠商，所以規劃與擺設都是廠商負責，公部門是站在督導立場給予

建議；由於經營館舍是要花錢的，設計、空間、美感、裝飾等都是要

花錢，廠商詮釋結果和公部門預期有落差，只能給予建議但無法強制，

因廠商只要不違法、不違約，合約有規範只能規範策展須占多少客家

元素，不能限制廠商去規劃及安排。（訪談人 A01 2016 年 1 月 7 日） 

根據《東勢舊車站暨客家文化園區 104 年營運績效總體報告書》所示，「園

區營運方向為『客家文化、東勢產業、休憩運動』為經營定位，並以『東勢‧客

家‧鐵道‧自行車‧新丁粄‧旅客團‧市集』作為主要活動主軸之外，更著重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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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東勢在地文化、產業、社團與活動整合，持續調整整體行銷方式，增加園區經

營的優勢；而 2015 年園區營運重點在於招攬國內外旅行團遊客、文化市集招商、

網路行銷傳播等，並全力配合推動政府與在地團體之活動運作；館內除了新增客

家主題文物展的豐富性，亦不定期配合在地團體、學校舉辦特展，並全力協助各

級單位辦理大型客家活動。」（玉荷堂國際開發有限公司 2016：5）。 

東勢線鐵路於 1991 年 8 月 31 日停駛拆除後，以東勢車站閒置空間興建客家

文化園區，2004 年完成啟用（范明煥等 2011：332）。委託營運廠商為讓園區呈

現舊時東勢支線鐵路運送林木之情景，讓參訪園區的民眾體驗蒸氣火車，斥資千

萬元打造復刻版的騰雲號蒸氣火車，並於園區內鋪設鐵軌、打造月臺，期望能振

興因 921 地震後而沒落的東勢觀光產業，打造臺中獨特旅遊新景點（玉荷堂國際

開發有限公司 2016：3）。 

依據園區委託營運廠商訪談人之說法，園區於管理方面嘗試以活潑、多元之

行銷策略，如規劃東勢套裝旅遊行程向國內外旅行業者合作，規劃各式導覽及

DIY 課程，吸引年輕族群參與，並應用網路媒體如 Facebook 行銷活動宣傳、於

螢火蟲季、油桐花季、新社花海節時主動向旅行業者發送宣傳摺頁等，未來園區

將提供主體建物後方平臺，結合在地農夫市集，增進社區凝聚力和彼此關係，行

銷客庄在地農特產品，提供在地參與機會；除此之外，園區亦以其創意，開發騰

雲號火車相關文創商品與園區自創品牌（芝麻醬），展現民間創意活力，運用不

同的行銷策略、富彈性的宣傳能力提升客家館舍能見度，以吸引更多遊客參訪。 

東勢客家文化園區 2015 年以五大項目為營運主軸，分別為深耕在地化、資

訊科技化、活動藝文化、園區公益化與內容多元豐富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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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6 東勢客家文化園區營運主軸項目與內容表 

營運主軸 

項目 
營運內容 

深耕在地化 
園區結合東勢形象商圈與東勢林業木藝協會，活絡東勢在地發

展。 

資訊科技化 

1. 園區廠商以網路行銷方式宣傳園區，如設置東勢舊火車站暨客

家文化園區官方網站和社群網站粉絲專頁，不定時發佈最新訊

息與活動訊息、更新近況與遊客互動，讓遊客掌握園區最新動

態。 

2. 結合科技業者、在地客籍音樂創作人、協會等建置互動公共藝

術裝置。 

3. 藉由東勢群聚網提升園區曝光率。 

活動藝文化 

園區廣邀客籍音樂創作者、街頭藝人、在地藝文團體於園區廣場

表演，使園區表演型態多元化；除自行策劃攝影、油畫展覽、接

洽媒體拍攝介紹園區、增加園區曝光率等外，廣場亦提供各機關

團體辦理各式活動，如書法展、新丁粄節、桐花祭活動、寫生比

賽、音樂演唱會、演講等。 

園區公益化 園區提供優惠價格之表演場地租借，提供身心障礙人士於園區平

臺進行才藝表演，並推廣公益活動。 

內容多元 

豐富化 

1. 騰雲號蒸氣火車體驗，有隨車導覽人員為遊客介紹東勢舊火

車站暨客家文化園區的歷史故事。 

2. 營造蒸氣火車鐵道體驗、自行車鐵馬樂活之雙鐵共構。 

3. 結合東勢商圈等在地團體打造懷舊月臺／客家創藝市集。 

4. 於假日招募攤商打造「假日黃金市集」。 

5. 客家文物館（館內有文物展示區與紀念品販售區），園區與在

地社團、商家業者接洽客家特色商品、農特產品、文創商品

供遊客選購；園區亦自行開發特色食品，向遊客推廣產品。 

6. 擴大招募廠商進駐園區道班房，如文創、咖啡攤、手作商品

等。 

7. 委外經營寶島燻樟─樟腦故事館，有樟腦歷史沿革、相關產

品介紹等。 

資料來源：東勢舊火車站暨客家文化園區 104 年營運績效總體報告書；研究者製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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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就園區經營管理方面，相對於石岡土牛客家文化館為由 1 至 2 名之專職行

政人員與臨時人員負責管理運作，東勢客家文化園區為由委託營運廠商 5 人編組，

分為修繕維護組、媒體公關組、業務組、內部服務組及志工服務團隊運作，針對

多項的園區業務執行。 

表 3-7  東勢客家文化園區組織架構 

 

 

 

 

 

 

 

 

 

 

資料來源：東勢舊火車站暨客家文化園區 104 年營運績效總體報告書； 

      研究者製表。 

東勢客家文化園區營運模式為公辦民營，惟園區於營運層面亦面臨諸多問題，

如人力問題、經費問題、策展問題等。以人力來說，偌大的園區為了節省人事成

本，委託營運廠商僅有 5 人支撐，須負責園區策展、宣傳、販售修繕維護、處理

客訴、駕駛騰雲號蒸氣火車、環境綠美化、接洽表演團隊、招募文創產業攤商等；

而園區之志工人數較少，根據委託營運廠商表示，完整的志工服務團隊有其經費

考量，志工的管理雖然不支薪，惟仍需要福利、保險、旅遊基金、認證、制服與

餐費等相關經費，對於園區的經營容易形成經費負擔。另外，由於園區於觀光休

憩方面投注經費比例高，以致於客家文化展示內容上產生「預算排擠」，較無經

費可茲挹注；根據園區 2015 年經費支出表來分析，客家文化展示、教育方面經

費較少有支出項目，而以人事費用、權利金及水電費等較多。 

 

 

東勢客家文化園區 

修 

繕 

維 

護 

組 

媒 

體 

公 

關 

組 

業 

務 

組 

志 

工 

服 

務 

團 

隊 

內 

部 

服 

務 

組 



 

47 

 

2. 東勢客家文化園區之展示內容 

博物館的整體外觀往往是參訪者的第一印象，亦是展示的一部分。東勢客家

文化園區位於中部臺三線上，為東豐自行車綠廊的終點，園區入口處為寬闊的表

演廣場，兩側種植有油桐樹，為社區居民運動、各式藝文活動的場域，假日亦有

在地客家表演團隊或其他街頭藝人表演；東勢客家文化園區主建築物正面外牆紅

磚上刻有東勢區的舊地名「寮下」。根據訪談人解釋，東勢客家文化園區主建築

物紅磚外牆的水池，設計概念來自於東勢區大茅埔庄的護城河，建築物主體後有

象徵化胎的半圓形鵝卵石堆，則來自東勢區茂興里的石圍牆及鯉魚伯公廟，此設

計理念皆為融合在地客庄居民的想法而成。 

東勢客家文化園區主體建物的展示內容，可分為 A、B、C 區及故事體驗館，

茲將其展示內容製表臚列如下： 

表 3-8 東勢客家文化園區展示空間與內容 

展示空間 展示內容 

館藏區 A 

展示主題為「客家婚俗喜慶文化」、「食─客家人的空間觀

（廚房篇）」、「新丁粄」、「行」及各式古文物陳列，展示

內容包含客庄生活意象之爐灶、櫥櫃、扁蒲勺水、蒸籠、

舊式腳踏車、犁具、農具等文物。 

館藏區 B 

展示主題有二，分別是「新丁粄節」及古文物展示，展示

的古文物內容諸多，如頭巾、鞋子、陶器、粄印、鋁煮飯

器、燙斗、堂鼓等。 

館藏區 C 

分為四個主題，分別是東勢文史主題、「住─客家人的空間

觀（臥房篇）」、「衣─客家服飾」及聽說牆，展示的內容為

東勢在地大茅埔客庄及匠寮開史介紹、傳統八腳床、五斗

櫃、床帳簾、木製衣箱等。 

「寶島燻樟─ 

樟腦故事體驗館」 

館內有樟腦文創商品介紹、腦長、腦丁與腦寮生活介紹、

燻油製造場地實景、各式伐樟工具展示、大型腦炊器具、

樟木頭、斗笠、蓑衣及稻草，展現蒸餾製作過程、伐樟、

樟腦提煉、製腦、理蕃等導覽 DIY 課程。 

資料來源：研究者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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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呈現東勢傳統文創產業，東勢客家文化園區原舊時之一號倉庫委由客家

特色產業─「寶島燻樟觀光工廠」營運，委託營運廠商規劃有東勢鐵道懷舊區、

以騰雲號蒸氣火車讓民眾搭乘、體驗東勢早期運送林木之情景；園區洗手間以米

倉、穀倉為設計造型，富有客家意象；主建築物內保留舊有東勢火車站的樣貌，

如園區內之紅磚牆、月臺候車之座椅、月臺柱等，讓參訪者佇足園區內，感受東

勢林木業之變遷，體會其歷史背景意義，將東勢客家文化園區打造成融合展示、

教育、體驗、娛樂、休憩等多元化的客家文化館。 

東勢客家文化園區整體展示偏重於客家與在地古文物之陳列，輔以客家節慶、

文創等展示，展示內容及物件亦有由社區居民提供。以優點來說，社區居民為共

同建構者，園區扮演連結社區的角色，成為活化客庄的平臺，不僅讓居民有參與

感，同時亦凝聚在地居民的情感，為一社區型態的地方博物館。呂理政（1999：

121）指出，「一個理想的社區博物館是社區共創、共有、共享的博物館，由社區

居民共同參與設立，收藏、展示鄉土的專門技藝、文物、歷史資料…社區博物館

是社區歷史與感情的凝聚點，收藏保存的不一定是珍貴文物，而是社區民俗文物、

生活資料（文獻、照片），成為凝聚社區民眾共同歷史與共同情感的聯繫點」。根

據委託營運廠商訪談人表示，東勢客庄在地居民捐贈園區文物時，園區會進行適

當的篩選與取捨，目前居民提供種類以常民生活文化器具、舊文物為多，如提籃、

竹籃、扁擔等，廠商以「園區空間大小」、「物件的重複性」、「物件的珍貴性」與

「物件是否符合道地客家意象」等元素，並在空間布置上將其屬性進行歸納、調

整，檢視其整體一致性，否則易有物件重複之乏味感，園區策展者希望呈現不同

的展品與意象予參訪之遊客。 

就園區參觀動線來說，園區策展廠商有其想法，如未將園區內客家文化館後

方的門開啟有幾個目的，第一個目的是希望讓參訪者能參觀所有展示的物件，倘

開啟後門，許多參訪者可能未參訪 A 至 C 展區而直接從後門離開文化館；第二

個目的則是希望參訪者逛完商店後再進展場，及參訪完展覽後循著參觀路線至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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店，提升參訪者購買咖啡、紀念品之慾望，促進園區消費力。 

有關園區的策展風格理念，經訪談園區策展廠商表示：「現代人喜歡看到原

汁原味、在地且符合客家味道的展示，園區以還原舊時客家味道的感覺進行策展，

如館內有古早時期之廚房及餐桌擺設等。未來將規劃文創區，吸引文創工作者進

駐，如類似華山、松菸、臺中文創園區之型態，但主題不限定在客家，希望多元

化呈現」。 

 

 

 

 

 

 

 

圖 3-7 東勢客家文化園區客家文化館參觀路線圖 

圖 3-8 東勢客家文化園區（客家文化館）場地配置簡圖 

      資料來源：研究者繪圖。 

另外，針對園區策展空間規劃方面，由於園區內保留舊火車站之座椅、紅磚

與月臺柱等，對於策展者來說有利亦有其不便之處，優勢在於能讓參訪者重溫與

感受早期東勢舊火車站的歷史感，而缺點則為容易使策展者於展示規劃上有其侷

限性。對此，園區廠商為因應策展上的侷限性，廠商微調參訪動線、移動小展示

柱而非大更展，例如將部分 B 區至 C 區展示空間設計為 DIY 室，主動接洽旅行

團至園區製作新丁粄鑰匙圈、油桐花、皮雕等手作，以及於柱面展示東勢在地學

校學生繪畫比賽作品，並以不影響其他文物展示、不移動、不破壞館內月臺柱，

紅磚牆面亦不釘柱、不敲打，俾維持園區原貌。7
 

                                                      
7
 園區營運廠商訪談紀錄（2015/05/07）。 

B        C 

客家/文創商品店 

A          B 

Coffee 

出/入口 

後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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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客家文化館舍營運模式與文化展示比較綜析 

張譽騰（2002：102）曾提及，「非營利機構以使命為導向，服膺社會公益法

則。營利機構以利潤為導向，遵守市場法則」。爰此，博物館因應不同的性質採

公辦公營或公辦民營的營運管理方式，仍須謹慎考量。東勢客家文化園區與石岡

土牛客家文化館位於中部臺三線客庄網絡上，於文化面、制度面、營運面來說各

有不同的操作模式，因其歷史背景之不同、生態環境不同、經營管理方式不同之

故，而有截然不同之發展與定位，以下分別就兩個客家館舍進行分析： 

 

一、 公部門與營運廠商認知差異 

東勢客家文化園區為委託民間廠商營運執行，石岡土牛客家文化館為公辦公

營，由於此兩個營運管理機關（單位）於本質理念上的差異，形成館舍不同的呈

現。兩館之展示意涵皆有其在地鑲嵌性，惟公部門著重於客家文化的連結與深度

表達、客家意識的凝聚與意象之形塑，而民間企業雖然於行銷、文創產業、觀光

方面多元呈現，但對於客家文化層面之資源與投入相對薄弱。 

公部門立場是希望園區展示能夠豐富一點，但是，這就是促參的理想

面跟現實面的衝突點，想更豐富就要多花錢；在廠商立場，廠商會衡

量付出與營收不符合比例就不會去執行，公部門認為既然花費公帑了

就要有好的呈現，希望效益極大化，但廠商因為經濟考量，不見得全

盤接受。（訪談人 A01  2016 年 3 月 31 日） 

「代理人理論假設一系列之合約或協同關係中，代理人（agent）承擔這項

由委託人（principal）所交付之任務，代理人對任務執行的滿足，可交換委託人

的誘因回報。」（詹中原 1999：17）。公部門與東勢客家文化園區委託營運廠商

簽訂合約，並依合約規範執行，公部門權力核心下放，立於督導立場給予廠商建

議；而石岡土牛客家文化館營運管理權屬於公部門，僅於展示規劃上委由民間廠

商設計，雖然公部門採取委託專業服務採購，惟公部門明確規範策展之定位主軸、

展示內容主題架構，相較 OT 案來說，主權仍由公部門掌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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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念決定館舍的整體呈現，經訪談相關人員： 

東勢客家文化園區的優勢就是可以作為大埔客家文化的展場代表，園

區後面的東豐自行車道在假日又能吸引許多外地的觀光客；劣勢就是

建物缺乏維護，顯得有些老舊，展覽客家文物數量也稍嫌不足。（訪談

人 E01  2016 年 4 月 28 日） 

園區地處於東勢街道商圈，本身已具備繁榮發展的優勢，且後方為東

豐自行車綠廊終點站，藉由自行車客的駐留以及園區自行開發的騰雲

號火車新奇度夠高，亦為園區帶來不少知名度；但就客家文化的觀點

而言，目前似乎僅限於靜態文物展，顯現出客家文化在園區的發展上

不夠多元豐富且極為受限，無法完善的做到將客家文化傳播及保存。

（訪談人 A02  2016 年 3 月 31 日） 

在這其中，即形成公部門與委外營運廠商對於文化層面認知之差異。以石岡

土牛客家文化館之策展者來說，其構思層面為凸顯「在地」人文、環境、藝術、

歷史等特色，於有限之經費中依循公部門之定位與規範進行設計、策展、更展，

間接掌握大埔客家文化的核心層面向外擴散；東勢客家文化園區營運主軸項目多

元，「深耕在地化」、「資訊科技化」、「活動藝文化」、「園區公益化」、「內容多元

豐富化」等，惟以行銷、觀光旅遊為重，客家文化教育展示層面較少更新，形成

公部門與企業營運模式有別之處。 

 

二、 商業與文化之權衡 

呂理政（1999）認為，「一座好的博物館，規模大小與是否有稀世珍藏非必

要條件，其重要的是每一座博物館必須有獨特的建館理念與執行策略，經營之道、

如何展現專長的展示與營運策略，皆是每一座朝向成功的博物館必然面臨的問題」

（呂理政 1999：159）。鑒於東勢客家文化園區與石岡土牛客家文化館詮釋主體

之不同，而有不同的經營管理型態。石岡土牛客家文化館因其前身為劉家夥房，

宗族性質濃厚，復因其歷史背景之故，較著重於大埔客家文化之源流歷史、文化

保存與教育展示之呈現，相對東勢客家文化園區來說，石岡土牛客家文化館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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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內容闡釋較足，惟文創、行銷宣傳方面尚有進步空間。東勢客家文化園區為

東豐自行車道的終點站，觀光、休憩性質較強，產業、行銷、商品開發販售等層

面較多元，每逢假日遊客甚多，相對石岡土牛客家文化館來得開放，資訊流通較

強，亦較石岡土牛客家文化館來得豐富、多元；惟園區經營費用與行銷層面以開

發騰雲號火車為重，且為符民生需求，園區旁設有攤販市集等，形成商業氣息較

重、客家族群文化展示的特色呈現稍嫌不足，撤換展更新頻率不高，為較可惜之

處。 

如果政府要執行促參，委予民間企業經營，必須要將商業面及文化面

切割，政府部門不是以營利為目的，我們要掌握和復甦、傳承、發揚

客家文化，勢必要挹注經費，而非增加經費繳回公庫；也就是說，文

化層面由公部門掌控，商業面交給廠商，畢竟委託營運廠商沒有文化

層面的包袱。（訪談人 A01  2016 年 1 月 7 日） 

嗯，實話而言，將館舍委託民間確能為政府省下相當的支出成本，在

一定的規定或與政府的約定下可有一些推廣客家文化的作為，但委外

的廠商並非慈善事業，許多面向仍舊以商業經營為主，如果認為客家

相關產品所帶來商機的光芒不夠耀眼，在客家文化推展上當然不會多

下功夫，連帶地對推動客家文化的助益就變得有限，這真的是很可惜

的地方。（訪談人 A02  2016 年 3 月 31 日） 

林鍾沂、林文斌（1999：14-16）指出，「公共選擇理論為應用在官僚體制中

最重要的經濟理論，公共選擇理論一般所推斷「最佳的」結果，涉及到市場動力

所扮演角色的極大化以及政府所扮演角色的極小化，允許競爭與選擇，並且盡可

能地將各種活動交由私部門來處理，從福利到交通管制的計畫設計，公共選擇均

已成為強有力的工具」。文化和獲益的平衡為重要的議題，畢竟 OT 案廠商於人

力、商品、管理等開銷皆需要經費，倘投入更好的文化展示，則必須犧牲排擠其

他經費；倘廠商於營運管理已面臨捉襟見肘之際，文化教育展示往往於無形中遭

致犧牲。 

Karl Polanyi（1989：391）於《鉅變：當代政治、經濟的起源》中提到，「價

值的重要性是深植於社會現狀之內，以經濟觀點來看社會，以及因此反映出來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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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與經濟分割，都會消失」。文化是無形且長遠的，其影響力無法短期見效，

形成多數廠商較易犧牲文化面，將資源挹注於收益面，未於鞏固產業觀光發展之

時，同時亦提升知識豐富度與人文內涵。東勢客家文化園區與石岡土牛客家文化

館成立伊始，以客家意識、推動保存大埔客家文化為出發點，應實質掌握核心之

「客家文化」價值層面，以「文化」為扎根而多元發展。 

國外亦面臨相同情形，日本博物館預算刪減，而需倚重民間力量營運管理之

例，根據日本學者安永幸一（2009）表示，鑒於世界經濟蕭條之故，日本公立美

術館預算不斷被刪減，日本於 2003 年正式法制化「指定管理者制度」，相當於臺

灣之公辦民營，期望藉由民間之活力、彈性、創意，將博物館委由民間管理；然

而，獲得經營權的第三部門之財團乃將預算刪掉 20%至 30%以贏取得標，卻造

成營運財政上的阻礙，面臨裁員甚至大幅度刪減展覽費用的情形等（安永幸一 

2009：73）。日本學者安永幸一並進一步對於「指定管理者制度」提出批評，他

認為此制度最大缺點為短期的委託期限實有損公立美術館的使命與願景；且復因

民間企業不做沒有利益的工作，無形之中將會忽視美術館中教育性、調查研究活

動等無法增加收入之勞務。 

黃光男（2009）曾提到，「博物館畢竟是『公眾』的利益，以及『公眾』學

習的『教育』場所，固然要在營運『成本』與『市場』的考量，卻不是生意或熱

鬧的意涵下建立營運模式，否則博物館信念將消失無蹤，對於人類追求真實的價

值與社會的良性發展必然受到空前的衝擊」（黃光男 2009：103）。 

許美雲（2002：124）提到，「文化藝術發展的困難，並非因為它需要龐大的

經費，而是需要持續的支持，使其永續發展。博物館作為文化藝術機構、民眾終

身學習的場域、國家文化指標及象徵者，政府本來就有義務支持負擔，以政府的

力量使博物館的存在及典藏、研究及展示教育得以永續發展，尤其是國家博物館」。

陳真（2013：1-51），「公共選擇理論係建立在人是『理性自利』的基本假設之上，

但是反對的學者認為自利並非人性的全部，社會上仍需要有『利他精神』，而公

共選擇理論卻缺乏公共利益的全然環顧」。申言之，客家語言與文化的傳承、發

揚與保存實為公部門永續發展的核心任務，非一蹴可幾，其教育與文化影響層面

至深且鉅，倘全權委託民間廠商營運，策展者須培養相當程度之客家文化素養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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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知，方突顯展示之深度內涵與整體觀。惟勞務履約期限將至，勢必重新招標，

形成文化推廣之研究、教育與保存價值之營運中斷，易導向為短期政策、短期展

示研究與保存，對於長期性、永續性之客家、教育文化推廣，恐未臻理想，更不

符合公共利益與博物館推廣文化發展之社會責任初衷。 

公共選擇理論亦提及，公部門將業務委託市場非萬靈丹，林鍾沂、林文斌 

（1999）提到，「經歷三十年之後的公共選擇理論，企圖將理論應用在政府的環

境中，其所出現的結果是很繁雜的（Self, 1993；Walsh,1995, 16-20）。市場並非

在所有的環境下都運作得當。也許可以說它對個人理性的假定過於全面性，而忽

略公務員任何無私或公共精神的行為。其他問題則來自公部門或私部門所提供之

間界線的劃分（林鍾沂、林文斌 1999：16）。 

林鍾沂、林文斌（1999：68）提到，「公共選擇的論據幾乎清一色地指向縮

減政府與縮減官僚體制。這項替代方案通常不顧特定個案的性質，而進一步地更

依賴於市場結構。公共選擇作品的其中一項成果，便是將公部門與私部門之間的

界線向後推，並企圖界定公共服務提供被合理化的環境」。言下之意，政府將業

務委外，必須顧及其定位、條件與性質，如教育、觀光性質之海生館即為國內成

功之案例，而以推動客家文化傳承與保存為目標之六堆客家文化園區委外則為失

敗之案例，顯見不同的營運模式操作將影響博物館核心目標。根據陳真（2013：

1-51）敘述，「公共選擇理論認為應該加強市場機制活化市場，以最有效率的方

式為社會謀福利」。但應用在現實上卻不盡然，客家博物館仍須著重於展示之精

神內涵與價值意義，倘一味注重市場活化，忽略了文化本質，非大眾之福。 

陳汶珍（2007：170）於《文化產業經濟效能研究─我國博物館經營效益及

產值調查》中提到，「OT 案可以有效突顯博物館的商機，是相當不錯的方式，但

仍有不適合委外的項目，因此需釐清各項業務的重要性，讓有利潤且不傷害博物

館核心目標的項目給民間企業經營，博物館只需做好監控的責任，創造博物館與

企業的雙贏」。許美雲（2002：128）則認為「民間團隊的競爭力與創意特質為公

務部門自嘆不如之處；而公部門的專業研究能力亦是民間團隊難以項背者，兩者

倘以建立條件與能力互補機制，將更能活化博物館營運機能」。 

張家銘（2001：110）於《博物館全方位經營管理—關鍵與挑戰》中提及，「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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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接近並服務人群、提高精神生活、肯定文化價值的恆常性與近道德性的內在修

養，堅持博物館非營利的特質，讓國內博物館公辦民營的趨勢潮流中還能保留一

些博物館專業的堅持，或許是博物館界應共同呼籲與努力的指標」。呂理政（1999：

151）提出，「面對難以預測的世界經濟情勢，博物館當及早慎思…在保持博物館

內涵價值的原則下，採行效率化經營策略，以再展博物館事業的新契機」。雖然

公辦民營讓政府節省許多預算的支出，惟政府機關應該意識到「教育、研究、學

術、典藏」才是博物館設立之價值。盱衡東勢客家文化園區與石岡土牛客家文化

館以保存大埔客家文化資產為使命，而兩者亦肩負推動大埔客家文化的重要核心

任務，倘為因應社會環境之需求，重多元化、多角化經營而輕「文化教育」之本

質，恐有本末倒置之疑慮，意即，「文化教育」應為優先考量之核心目標。 

林鍾沂、林文斌（1999）對於威廉遜（Williamson）提出之交易成本理論之

邏輯有不同的想法，他們認為委託經營並非最佳選項，公部門在提供財貨與服務

之時，亦有決定性的力量： 

然而，當我們進一步從威廉遜的邏輯來看，有些公部門規定交易必須

以市場測試的方式為之，而發現採用內部提供的方式確實較佳。簽約

外包不應被認為總是可以產出較佳的結果，因為當購買者與提供者之

間屬於一種複雜賽局（complicated game）時，所欲購買財貨和服務的

性質，以及契約的詳細內容，在獲得可欲的結果上，均具有決定性的

力量。（林鍾沂、林文斌 1999：19） 

博物館的營運必須依其定位與設立之初衷願景執行，根據張家銘（2007：176）

於《文化產業經濟效能研究─我國博物館經營效益及產值調查》以國立臺灣史前

文化博物館為例，他認為「不管是行政法人或公辦民營的機制，都必須回溯到博

物館的基本面，如史前館設立的目的為文化遺產的保護及作為縮短城鄉差距的指

標，而非競爭型的商業博物館。至於未來博物館之經營模式，都必須依據博物館

本身條件而決定」。 

行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2011：151）邀請博物館從業人員、專家學者

與政府部門進行訪談，其結果為「大多數的意見支持博物館維持公辦公營的架構，

而公部門掌握核心業務，如典藏、研究、教育，而將屬於公共服務或對外關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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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轉與民間合作，達到博物館非營利與營利部分雙贏的局面」。除此之外，研

考會亦針對委外經營與行政法人制度在我國國立博物館合不合適進行蒐集與訪

談，其建議：「委外經營的成敗牽涉許多層面，包含各館性質、成立背景、委外

歷程、人員組成等，需具體評估、全面顧及所有顯性或隱性的因子，可能導致委

外經營制度更大的不確定性」（行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 2011：183）。 

 

三、 與社區在地之連結 

不同的營運模式另一個思考點為與社區之關係，博物館的展示除了展現對

「文物」的蒐藏與保存之外，對「人」的關懷亦非常重要，其足以使博物館與社

區居民形成互動平臺，成為社區之核心，吸收外來能量形成內聚力。東勢客家文

化園區與石岡土牛客家文化館位於山城大埔客庄，皆為社區博物館，兩者因不同

詮釋主體而與社區在地連結性有別，進一步影響整體展示意象。以東勢客家文化

園區與社區之連結為例，根據訪談者表示，早期於車站擬修建成東勢客家文化園

區之際，臺中縣政府交通旅遊局曾邀集地方上之社團領袖及耆老齊聚一堂開會，

因建築物已定位為客家文化館，所以可以看到園區主體建築兩側有象徵東勢區大

茅埔庄護城河意象的水池，後方石堆則來自東勢區茂興里的石圍牆及鯉魚伯公廟，

設計理念融合地方居民的想法而成。 

訪談者認為，客家文化館舍的設立確實能提升在地社區的連結。以東勢客家

文化園區為例，許多客家藝文與展演活動於園區辦理，無形之中凝聚了在地客家

的認同與向心力： 

在客家文化氛圍方面，東勢地區遠比其它臺中各區，客家文化的味道

濃厚，只要在東勢地區辦客家活動，居民凝聚力足夠。隱匿性客家人

口在東勢不存在，因為大家直接說自己是客家人，新社區、石岡區出

門還是說閩南話，東勢區很自然地就講客家話，除了商店為了做生意

之外無可厚非，也就是說，成立東勢客家文化園區增進了社區凝聚力，

整體上社區意識提升，也促進了客家社團的活絡。（訪談人 A01  2016

年 1 月 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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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於營運廠商經營園區方面，是否有與社區在地連結呢？園區廠商以徵求在

地協會等傳統技藝師傅帶領民眾 DIY，如手工編織、樟腦導覽解說等，亦連結東

勢商圈發展協會共同行銷園區，促進客庄在地經濟發展，於宣傳行銷方面連結性

較強；另，民眾亦有將文物捐贈、借展予東勢客家文化園區，形成社區在地凝聚

之平臺。而針對東勢客家文化園區與社區的連結，訪談人表示： 

我認為東勢客家文化園區「寶島燻樟─樟腦故事體驗館」與東勢在地文

化較有代表性，因為東勢地區以林業發達而繁榮，對於樟腦開發也是東

勢歷史的一部分，雖然現在已沒有樟腦提煉，但從故事體驗館可以了解

當年提煉樟腦的工序與工具。（訪談人 D02 2016 年 3 月 7 日） 

東勢客家文化園區的展出文物雖然不少，但除了客家臥房部分主題明確

外，其他的主題設計尚不夠明顯，但因文物多數為當地人捐展、借展，

應該帶有本地大埔客家文化；另外，我覺得館外的寶島燻樟館有彰顯本

地客庄樟腦產業的特色，假如東勢客家文化園區跟樟腦故事館間有特色

主題能互相串連，應該可以將大埔客家文化的特色更顯著的表達出來。

（訪談人 A02 2016 年 3 月 31 日） 

我認同園區有試著將其關懷之議題範圍延伸到社區在地，惟展示代表東

勢大埔客家文化意涵的文物數量還不夠豐富。（訪談人 E01 2016 年 4 月

28 日） 

東勢客家文化園區營運廠商應該多主動、積極向社區居民聯繫，畢竟居

民提供文物借展，園區還是立於某種被動、消極的角色，所以鼓勵園區

能多積極主動。（訪談人 A03  2016 年 5 月 12 日） 

以公部門的立場，我們持續要求廠商必須多聆聽社區的意見，但礙於東

勢客家文化園區為 OT 案，OT 是政府認為財政、人力、管銷費用很重，

借用民間力量與精神去紓緩的決定，所以園區執行層面，公部門仍須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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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廠商。但民間企業畢竟是以營利為考量，才有辦法生存，形成園區經

營理念與當初委外的初衷是互相衝突的，漸漸變成『商業凌駕文化』。（訪

談人 A01 2016 年 1 月 7 日） 

經訪談公部門、在地居民與參訪遊客等，多認同園區有試著將關懷議題延伸

至社區，而以展現在樟腦故事館、社區居民提供文物借展等為主，並多認同能增

進對於樟腦產業、節慶文化的認識，惟亦有受訪者認為園區營運廠商應積極主動

向社區在地居民聯繫、建立公共關係。另外，受訪者亦建議園區可展示東勢地區

的老建築模型：「因 921 地震之後許多老夥房已震垮，現在已不復見，以模型重

現再展當年風華。」以及進行定期更展：「園區需要定期更展，園區管理廠商應

該多加善用文物，配合適當節日、節慶及活動更展」。 

另外，以石岡土牛客家文化館來說，其展示空間策展者為石岡人家園再造協

會，其本身為石岡在地性社團，並發行「石岡人」社區報，強調展示之「在地」

連結，策展者認為展出文物有在地文化才有其展出價值，有在地融合之展示，參

與度和滿意度才會提升。 

參訪完石岡土牛客家文化館後，覺得印象最深刻的是大埔客家與伯公、

伯婆與伯子的主題展示，因為『伯子』這個名詞是我第一次接觸與認識

到。（訪談人 E02 2016 年 4 月 3 日） 

章職廳的伯公主題讓我印象深刻，可以充分認識石岡地區各種土地公的

形式，例如說有食伯公福、輪流香牌、客家伯公俚語等等，這些對我來

說比較耳熟能詳，貼近我們當地的習俗。（訪談人D03 2016年 3月 7日） 

我覺得章喜廳播放的水缸故事，拍得非常感性！這個水缸是劉家祖先留

下來的生活記錄，雖然 921 地震把水缸給震碎了，但是劉家父親與兒子

一起將水缸碎片拼回，將這個過程拍攝留給後代觀看，讓他們了解地震

後辛勤重建家園的過程，也算是另外一種紀念吧。（訪談人 D01 2016 年

3 月 1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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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訪談在地居民與參訪遊客，石岡土牛客家文化館展出之「在地伯公信仰」

為渠等參訪完後，感到印象最深刻之展示，不僅促進在地居民更認識社區與環境，

亦增進參訪遊客的文化刺激，比較不同地域客家文化的差異，也能對於大埔客家

文化有進一步的認識。 

而鑒於經費充足，石岡土牛客家文化館經由公部門的連結與資源挹注，將山

城客庄社團、志工融入成為文化館服務團隊，進行導覽解說、志工教育訓練、參

與館舍藝文活動等，並充分發揮各個志工的專長，強化與社區在地之連結性，吸

收外來能量、潛移默化之中凝聚志工的向心力，促進更多社區民眾參與，此亦為

客家文化館舍公辦公營與公辦民營之差異。 

有關石岡土牛客家文化館是否有試著將關懷議題延伸到社區在地，經訪談社

區居民與遊客： 

我認同石岡土牛客家文化館應該將關懷議題延伸到社區，但這方面公部

門已經有著手進行，例如社區舞蹈班及山歌班成員每週認真練習，當有

參訪團隊來訪時，他們也是擔任重要接待的部分。另外，我也認同文化

館所展示的文物有充分凸顯石岡在地文化，因為許多的照片出自於石岡

在地居民的提供，而石岡人又是屬於大埔客家文化，我覺得把自己的文

物放在自己所在的文化館內，是最恰當的。（訪談人 D01 2016 年 3 月

10 日） 

石岡土牛客家文化館的章喜廳部分展覽圖文，有將 921 地震後石岡社區、

社團重建的故事進行介紹，館內更展圖板以較灰色的顏色呈現，表達對

地震失去生命的里民哀悼。（訪談人 D03 2016 年 3 月 7 日） 

石岡土牛客家文化館的展示多有試著將關懷之議題範圍如歷史背景、地理、

建築型態、人文與藝術等延伸到社區在地，展現與社區的連結，凸顯石岡在地文

化意涵，強化與社區的連結；惟仍有訪談者提及，石岡土牛客家文化館雖然將伯

公信仰有進行完整的介紹之外，較可惜的是缺乏對於三山國王、巧聖先師、鯉魚

伯公等主題介紹，若能有類此之展示主題，俾能更豐富展覽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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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與外部環境之動態網絡關係 

（一）石岡土牛客家文化館 

石岡土牛客家文化館作為一個傳遞文化意象之教育空間平臺，在公部門的經

營管理之下，結合社區在地社會力之能量匯聚、輔以劉家夥房生態力之展現，呈

現多元的文化價值意義與發展網絡。申言之，面對大環境之轉變，公部門雖展現

其公權力之管理型態，惟仍需回應社會對於館舍運作與經營之批判，如於展示面

是否關懷社區在地？是否與客家文化充分連結？是否達到真正活化運作？是否

充分展現館舍效能？皆為各界對於客家文化館舍營運高度關心的議題。 

 

 

 

 

 

 

 

 

 

 

圖 4-1 石岡土牛客家文化館之動態文化網絡 

資料來源：研究者製圖 

而隨著公民意識的提升，館舍與社區、參訪者的互動與連結日益緊密，如空

間之運用、展覽與藝文活動之參訪、導覽志工之參與等，並以劉家夥房為生物機

體向外呈現擴散式的影響，結合民俗、節慶、文化、歷史、教育、生態等，形構

出特殊地域性之動態文化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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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東勢客家文化園區 

根據張譽騰（2002）於〈博物館做為一種企業：利基的分析〉中提到博物館

行銷學者考特勒（Kotler）曾指出「傳統博物館重視文物，是收藏導向的

﹝ collection-centered ﹞，現代博物館重視觀眾的學習，是教育導向的

﹝education-centered﹞，至後現代，博物館除了收藏和教育的功能之外，進一步

重視觀眾本身的動機需要期待和體驗，為經驗導向的﹝experience-centered﹞（轉

引自 Kotler, N.1999：30）。準此而言，以考特勒（Kotler）的說法，石岡土牛客

家文化館有各類主題的展示說明、文物蒐藏、多媒體設備等，以蒐藏與教育性質

為主，為傳統博物館兼現代博物館；而東勢客家文化園區除了文物收藏之外，亦

有產業、觀光體驗等，為現代偏經驗導向的博物館。 

 

 

 

 

 

 

 

 

 

 

 

圖 4-2  公私協力與外部環境之動態網絡圖 

資料來源：研究者製圖。 

根據委託營運廠商之訪談，說明其優劣勢： 

以東勢客家文化園區的優勢來說，其地理位置緊鄰小中嵙及自行車走

廊，鄰近東勢林場及林業文化園區，附近有美食街、軟埤坑、桐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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谷關泡溫泉，能讓參訪者感覺園區很貼近大自然生態環境，以悠閒、

慢活為主，屬先天上的優勢條件；園區與其他館舍來說，騰雲號火車

為亮點，亦規劃有套裝行程提供予旅行團，使民眾有更多的意願安排

行程來園區；而對 OT 廠商來說，園區未收門票提供民眾免費入園為

優勢，亦是最大回饋，否則對 OT 案經營廠商來說是件相當吃緊的事；

而園區營運上的弱勢則為和地方上的團結性不足、人力與經費不足等。

（訪談者 C01 2016 年 5 月 7 日） 

東勢客家文化園區採委託民間廠商經營之方式，由營運廠商負責規劃、經

營與管理，為公民參與之實例，爰此，公部門扮演領航、監督而非實際執行的

角色，以每年召開之營運績效評鑑會議作為廠商營運之審核機制，公部門僅就

園區管理進行建議而非約束或限制其執行，根據行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

（2011）以海生館 BOT 案為例，提到博物館專業與成本間的衡量，「博物館講

求專業與民間廠商考量成本的立場勢必需要加以磨合，此時博物館的督導與堅

持格外重要」（行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 2011：128）。 

另外，東勢客家文化園區位於東豐自行車道綠廊之終點站，以觀光生態為

定位，園區廠商除了研發自有品牌之外，亦結合在地社區、社團宣傳，建構多

元化的動態網絡。惟多元化時代，博物館逐漸注重與社會、社區環境的互動脈

絡，在公辦民營之下，廠商必須思考如何與在地建構公共關係，增加社區的凝

聚力。 

 

五、 石岡土牛客家文化館與東勢客家文化園區之比較 

有關石岡土牛客家文化館與東勢客家文化園區，兩館皆位於中部臺三線上，

相距約 3 公里、不到 10 分鐘的車程，以推動大埔客家文化為出發點，惟兩館仍

有歷史背景、空間場域、營運模式、現況發展與未來願景之差異，比較說明如

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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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  石岡土牛客家文化館與東勢客家文化園區比較一覽表 

類別 類別子項 石岡土牛客家文化館 東勢客家文化園區 

歷史背景 

創立日期 

2005 年 1 月動土奠基典

禮，2006 年 5 月 9 日落成。 

2004 年 1 月改建，12 月

26 日落成，2008 年 4 月

開始營運。 

創立緣起 

前身為劉家夥房，因 921

大地震倒塌而原地原貌重

建而成。 

前身為東勢舊火車站，因

921 大地震震壞建物而修

建，後經地方人士與團體

之爭取而定位為客家文

化館舍。 

場域現況 

面積 

土地總面積508.97平方公

尺。 

土地總面積 50,707.38 平

方公尺，其中向財政部國

有財產署（原國有財產

局）無償撥用 67 筆土地，

向臺灣鐵路局租賃 18 筆

土地，建築物樓地板總面

積 1161.53 平方公尺。 

鄰近景點 

東豐綠色走廊、石岡水壩

921 紀念公園、情人木

橋、五福臨門等。 

東豐綠色走廊、東勢林

場、東勢形象商圈、谷

關、林業文化園區等。 

經費來源 

4,388 萬 4,771 元整，經費

來源為客家委員會補助、

原石岡鄉公所自籌等。 

4,700 萬元，經費來源為

臺中縣政府。 

建築風格 

典型之客家夥房，為臺灣

客家代表性建築之一。 

由東勢舊火車站空間再

利用改建而成，2014 年榮

獲第 3 屆臺中市都市空間

設計大獎。 

空間規劃 

公廳、廊間、左右護龍（章

仁廳、章職廳、章喜廳及

章崧廳）、子孫巷、內外門

樓、外埕、內埕與半月池

等。 

客家文化館（商品區、館

藏區）、客家文化觀光工

廠、黃金寮下町、懷舊創

意月臺、騰雲號火車互動

區等。 

經營形式 經營形式 由臺中市政府客家事務委 以促參案 OT 模式由民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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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會統籌管理。 公司營運。 

管理單位 

客家委員會、臺中市政府

客家事務委員會。 

臺中市政府客家事務委

員會（以 OT 案委由玉荷

堂開發有限公司承攬經

營）； 

土地所有權為臺灣鐵路

局。 

營運情形 

未收門票，未有營利行

為。 

未收門票，有營利行為

（如搭乘騰雲號火車、商

品區、寶島燻樟故事體驗

館等）。 

志工服務 導覽志工人員 50 位。 志工數位。 

現況發展 

參觀人數 平均每年 9 萬人。 平均每年 12 萬人。 

定位型態 
活的文化館、生態博物

館。 

客家文化、東勢產業、休

憩運動。 

經濟產值 

以展覽、活動舉辦帶動觀

光發展效益。 

有客家商店伴手禮、文創

商品、寶島燻樟故事體驗

館、騰雲號火車、市集、

自創開發商品、場地租金

收入等。 

文化創意

元素 

展示客家藝術風雲，在地

藝術家的創作，如書畫、

雕刻等；亦展示技藝研習

班學員的竹編、藍染與拼

布作品等。 

寶島燻樟故事體驗館、園

區自創品牌（芝麻醬、騰

雲號、開口獅）商品等。 

願景目標 

以文化館為平臺，推動大

埔客家文化的發揚與傳

承。 

藉由園區擴大營運，推動

客家文化、產業、觀光。 

資料來源：臺中市政府客家事務委員會；研究者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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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論與建議 

一、 結論 

博物館的營運管理即如船之掌舵手，帶領博物館面對不同的挑戰、依其特質

與條件建構與形塑不同的發展方向。不同博物館的營運思維模式相當影響其文化

展示內容之呈現，展示內容是否富有教育意涵、帶給閱聽眾什麼樣的意象傳達、

資源經費的分配比例、整體內容豐富度、行銷是否多元、是否確實掌握重要的核

心價值（如客家文化核心價值）等皆決定博物館的整體形象。 

石岡土牛客家文化館為由政府機關營運管理之公辦公營型態，由政府機關編

列預算及編制行政人員進行管理，以維持文化館的運作。公辦公營有其優勢，亦

有其弱勢，優點為財源穩定，公部門每年編列預算，並向中央政府爭取經費與資

源挹注，較毋需向外界募款經營，以行政資源支應文化館各項業務所需及運用公

務管道進行宣傳；惟公辦公營的缺點為展出的內容主題背後，易為國家機器的意

識型態所操控，對展出主題的選擇、文字敘述的內容取捨乃至切入點的詮釋等，

公部門有其決定權，間接影響了閱聽眾的思維層面，倘面臨上位者之變更，其詮

釋內容恐將改弦易轍；除此之外，鑒於市場競爭性不足，公辦公營易導致組織僵

化、缺乏彈性及創意，而市場行銷、宣傳能力可能不如民間企業。  

東勢客家文化園區為「全權委託民間經營」的營運模式，在政府的監督之下，

公部門將博物館的經營運作委由民間企業執行，如此一來可提高公部門之行政效

率，大幅減輕政府的經費預算，節省人事成本負擔，不受限於政府相關採購法規

的限制，掙脫公部門、少數專家學者操作主導，較富有彈性，而民間之行銷宣傳

能力亦是其長處，如東勢客家文化園區自 2008 年委外營運後，節省公部門不少

預算，整體園區交由民間廠商經營，使效率更提升、經營更多元、行銷宣傳更廣。 

惟公辦民營缺點諸多，如博物館在商業及利益取向之下，有被資本主義把持、

追求利益極大化的風險，甚至有「商業凌駕文化」之嫌，容易淪為僅注重博物館

參觀人數，追求量化卻忽略質的提升之弊，失去了博物館最重要的文化教育、知

識及精神傳達的價值，導致學術研究、典藏不易實踐，且公部門僅能依合約規範

建立評鑑機制，無法強制委託營運廠商於執行面的絕對落實；另，倘營運簽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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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短，委託營運廠商易有短期投資之嫌，針對客家文化展示之推展、核心議題之

關懷與建構、價值之拿捏，易顯不足。 

本研究從訪談過程與廠商營運績效評鑑報告中可發現，園區強調「騰雲號火

車為其最大亮點」，此項設施雖滿足參訪者之體驗經驗，惟對於客家文化與教育

層面求知慾高之參訪者，則略顯不足。公部門將博物館業務委外經營管理，雖能

增加多元性、創意性與行政效率，惟倘委託營運廠商之預算不足，廠商僅就現有

人力甚至限縮人力成本，將直接影響博物館的展示內容、空間環境乃至整體意象，

使得博物館面臨經營壓力。 

準此而言，東勢客家文化園區與石岡土牛客家文化館之成立，以「推動保存

大埔客家文化」為出發點，應強調核心層面「客家文化」，雖民營化為大勢所趨，

惟仍應掌握核心面，方彰顯其研究與教育性，俾有其存在之價值，倘教育、文化、

學術與研究等「文化面」由公部門掌控，創意、效率、行銷等「商業面」委由民

間廠商經營，以專業分工之方式運作，方才能提升整體博物館之品質，創造多贏

之局面。 

 

 

 

 

 

 

 

 

 

圖 5-1 博物館核心與非核心項目 

資料來源：國立臺灣史前文化博物館（2002）；研究者製圖。 

公辦民營並非唯一選擇，而是倘若政府在預算和資金不足之情形下委託民間

 

 

 

 

 

 

 

 
核心層面 
（文化） 

掌握核心價值 

（不適合委外） 

文化保存、文物展示

之詮釋與論述、學

術、教育、蒐藏與研

究等。 

非核心項目 
（適合委外） 

創意行銷、清潔、餐

廳、保全、商品販售、

遊憩娛樂設施、停車

管理等。 

非核心層面 
（商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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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營，而民間企業若對於客家文化未有深度了解或相關背景基礎，將導致客家文

化教育學習與公共利益可能遭致犧牲的局面，以致價值的拿捏比例失衡，淪為張

譽騰所提之「步上迪士尼和麥當勞的後塵」。  

顯見，不同的詮釋主體、不同的經營管理方式，將為館舍導向不同的型態，

並構成決定性的影響。首先，詮釋主體於博物館中扮演掌舵的角色，是政府、專

家學者、社區或得標廠商？其決定一個博物館的發展定位，是國家治理或是由下

而上（社區草根力量）的操作？屬於觀光、學術、生態或是歷史文化保存等定位，

足以形塑與建構出不同風格的博物館；其次，不同的詮釋主體的核心目標、所關

心的內容、價值觀及切入角度皆不同，詮釋主體對於展出內容與意義是否充分瞭

解，對於展示主題的關懷意識、展出文物的選擇、展示內容意識形態的著力點，

影響閱聽眾對於該展出物件、該歷史文化事件內涵的闡釋思維，與思考該物件背

後的意義，影響至深且鉅；第三，營運管理涉及行政事務之運作，其牽涉人力、

經費及資源等層面甚廣，如博物館之執行人力不足，將影響整體博物館之內部（事

務執行、導覽解說與協調等）與外部（整體空間環境、對外交流與意象等）運作。 

推動客家文化傳承、保存與發揚為國家長遠的政策與願景，公辦公營、公辦

民營皆為手段而非目的，惟須留意在為因應現代社會的效率、彈性、創意過程中，

是否會因導向多角化經營而間接「傷害」了客家文化資產的保存價值與意義，才

符合政府初衷理念與公共福祉。 

 

二、 建議 

本研究針對石岡土牛客家文化館與東勢客家文化園區兩客家館舍，於未來營

運發展與文化推廣上進行 5 項建議： 

（一）以「客家文化教育」為核心，傳承客家文化 

不同的經營詮釋主體，對於博物館之營運理念、文化展示之詮釋想法不同，

進而影響博物館之整體觀感。前文所提東勢客家文化園區委託營運廠商斥資打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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騰雲號火車，作為推動園區觀光、旅遊之亮點，其經費比例實已佔據總營運經費

甚多，扣除人事成本、設備耗損、折舊修繕、權利金、水電費用等，於客家文化

教育展示更新方面，實已捉襟見肘，可能與館舍設立之初衷不符。倘公部門規範

委託營運廠商每年度客家文化教育之展示內容之資金挹注比例，作為營運績效評

鑑之內容，也許能縮短公部門與民間廠商對於博物館經營理念之差距，改善觀光

娛樂與客家教育學習之間的平衡性。 

為了杜絕博物館等場所一貫以財務的經濟效益或觀眾人數統計作為效益評

估指標，石岡土牛客家文化館與東勢客家文化園區可以質性評估指標作為衡量標

準，如社會大眾在參訪東勢客家文化園區與石岡土牛客家文化館後，是否提升對

於客家文化的認識或改變對於客家的既有印象？是否將客家文化如音樂、歷史、

信仰或其他特色脈絡置於展示中？或如客家博物館的定位與客家文化保存與推

廣之連結性？或如客家博物館是否將其關懷延伸至社區？是否能激發參訪者對

於客家、對於族群、對於文化、對於博物館的想像？皆為當局必須關心的重點。 

（二）建構良善之公私協力夥伴關係 

不同的詮釋主體營運願景目標不同，進而影響其文化展示層面與博物館定位

型態，而公私部門各有其長處與短處，如公部門之資源豐富、學術研究、典藏、

文化扎根推展能力較強，而民間企業、私部門如東勢客家文化園區的創意、效率、

彈性為其優勢，無論是公部門或是民間企業，兩者皆應以達成博物館之願景與目

標下，充分互信、溝通，對於博物館之發展定位仍須清楚界定。 

石岡土牛客家文化館與東勢客家文化園區皆應掌握「推廣與保存大埔客家文

化」的核心價值理念，公部門與石岡土牛客家文化館之民間企業策展者、與東勢

客家文化園區的委託營運廠商於策展想法、空間規劃等，雙方皆須有良善的溝通

與協調，結合雙方之優勢，俾利於客家館舍願景的營運與執行。 

（三）客家主題展示之深化與詮釋 

有關客家主題之展示層面，石岡土牛客家文化館 2015 年、2016 年皆有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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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的全面或部分更展，東勢客家文化園區文物展示詮釋能力略嫌不足，自開館至

今未全面更展，以致無法吸引二次參訪遊客；本研究建議客家館舍倘經費允許，

可舉辦有吸引力之特展活絡館舍，每半年至一年推出客家主題特展，以吸引訪客

二次、三次參訪；另，園區產業招商進駐值得鼓勵，惟仍須著重客家的展示豐富

化，如訪談人 A03 認為可增加更多客家元素、訪談人 A04 提到可將東勢大茅埔

歷史介紹深度化、訪談人 A01 提及東勢大茅埔為臺灣第三大客家聚落，921 地震

後很多房舍倒塌，客家味道不復存，如以與原住民有關巷弄間的故事為主題，呈

現最具故事性的大茅埔槍孔特色，其他如鱗片式的鯉魚伯公廟等等；石岡土牛客

家文化館與東勢客家文化園區位於中部，可展示結合北、中、南各地不同客家風

格建築的堂號，或客家飲食文化如北部豬籠粄、中部蝲崎粄、新丁粄、南部面帕

粄…等，將能讓參訪者瞭解東勢客庄的歷史背景與客家文化在地特殊性；另，石

岡土牛客家文化館亦可增加對於東勢地區節慶、文化、習俗、人文的相關展示。 

東勢客家文化園區展示蒐藏較缺乏系統化與次序排列，雖有在地居民捐贈文

物，惟根據訪談營運廠商表示「捐贈者通常寫個名字就離開了」，相當可惜。倘

園區增加提供者、相關文物背景介紹等富有溫度的、故事性的字卡闡述，將可引

發遊客想像，創造博物館與參訪者之間的對話，引起共鳴與反思，使展示更有意

義。 

（四）凝聚社區在地意識  

鑒於石岡土牛客家文化館和東勢客家文化園區位於山城地區，地理位置較偏

遠，為提升客家館舍效能與能見度，兩個不同詮釋主體與營運模式之客家館舍皆

分別與媒體合作，與節慶、觀光、產業結合。東勢客家文化園區運用社群網站、

平面媒體等，規劃客庄旅遊套裝行程，並於新社花海節、新丁粄節時與旅遊業者

合作；石岡土牛客家文化館則與媒體合作，以報章雜誌、廣播電臺等管道宣傳館

舍藝文活動等。 

除了上述宣傳管道之外，倘與社區居民或如社區產銷班、學校合作，鼓勵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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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走出戶外、關懷山城大埔客庄土地、進行館舍藝術探索，建立客家館舍線上學

習等，凝聚社區在地意識，亦能創造更佳的公共關係。 

（五）建構中部客家博物館網絡 

石岡土牛客家文化館與東勢客家文化園區位於中部臺三線上，鄰近縣市亦有

客家文化館舍，邇來政府戮力提倡與推廣區域共同治理平臺，倘兩客家館舍取不

同經營模式之長，以中、彰、投、苗治理平臺之理念推動客家文化館舍，結合客

家博物館網絡概念營運，透過結盟、館際合作之方式，共同行銷宣傳，借鏡其他

縣市公部門的營運治理模式，讓其他縣市居民亦能認識山城大埔客家館舍與文化，

方能提升競爭力與館舍能見度，促進中部客家博物館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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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東勢客家文化園區訪談稿 

1. 您是否認為東勢客家文化園區裡的展示文物或主題已經充分凸顯大埔客家文

化意涵？您認為哪一展示文物或主題對於大埔客家文化或東勢在地文化較具

有代表性？請試著說明原因。 

2. 您是否認同東勢客家文化園區有試著將其關懷之議題範圍延伸到社區在地？

其展示文物或主題是否充分凸顯東勢在地文化意涵或社區意識連結？請試著

說明原因。 

3. 您覺得東勢客家文化園區需要增加其他展示文物或主題嗎？請說明原因。 

4. 您認為東勢客家文化園區的優勢及劣勢是？是否有需要改進或建議之處？是

否能舉例說明？（如硬體設施、策展內容、空間規劃設計或動線等。） 

5. 請問您參訪完東勢客家文化園區之後，是否能增進您對大埔客家文化或東勢

社區在地文化的認識？請說明原因。 

6. 東勢客家文化園區為 OT 案（委託民間廠商經營），您是否認為東勢客家文化

園區融合企業經營管理的方式，在「園區行銷」方面有其效益？（如騰雲號

火車、黃金市集、客家商品販賣等），請說明原因。 

7. 東勢客家文化園區為 OT 案（委託民間廠商經營），您是否認為東勢客家文化

園區融合企業經營管理的方式，在「推動客家文化」方面有其效益？請說明

原因。 

8. 您是否認同東勢客家文化園區為推動全臺大埔客家文化的核心力量？請說明

原因。 

9. 請問您認為東勢客家文化園區與其他客家文化（文物）館舍有何不同？（其

特色、定位、風格等）請說明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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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石岡土牛客家文化館訪談稿 

1. 您是否認為石岡土牛客家文化館裡的展示文物或主題已經充分凸顯大埔客家

文化意涵？您認為哪一展示文物或主題對於大埔客家文化或石岡在地文化較

具有代表性？請試著說明原因。 

2. 您是否認同石岡土牛客家文化館有試著將其關懷之議題範圍延伸到社區在地？

其展示文物或主題是否充分凸顯石岡在地文化意涵或社區意識連結？請試著

說明原因。 

3. 您覺得石岡土牛客家文化館需要增加其他展示文物或主題嗎？請說明原因。 

4. 您認為石岡土牛客家文化館的優勢及劣勢是？是否有需要改進或建議之處？

是否能舉例說明？（如硬體設施、策展內容、空間規劃設計或動線等。） 

5. 請問您參訪完石岡土牛客家文化館之後，是否能增進您對大埔客家文化或石

岡社區在地文化的認識？請說明原因。 

6. 您是否認為石岡土牛客家文化館可以像東勢客家文化園區或摘星山莊一樣結

合文創產業的發展？請說明原因。 

7. 您是否認同石岡土牛客家文化館為推動全臺大埔客家文化的核心力量？請說

明原因。 

8. 請問您認為石岡土牛客家文化館與其他客家文化（文物）館舍有何不同？（其

特色、定位、風格等）請說明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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