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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104年3月20日公布之大法官釋憲案，以釋字第728號針對【既存祭祀公業派

下員依規約認定案】作成解釋，認定既存祭祀公業以規約認定派下員係屬「合

憲」。是以，既存祭祀公業的相關規約，其排除宗族女性成員成為派下員之作

為，乃是維護法秩序之安定。上述大法官解釋，相當程度上，彰顯了當性別平

等意識碰觸到傳統父權結構中最核心的宗族文化及宗祧繼承時，仍難有實質性

別平等的可能。 

本研究旨在以客家女性的身份參與纂修譜之行動，進以探討女性在社會文

化習俗裡所受到的不平等對待。本研究之研究方式採質性研究中之深度訪談與

參與觀察法，研究工具係筆者自編之「半結構式訪談大綱」，研究對象則為參與

修譜之宗親，女性有五位，男性有三位，共計八位。訪談所得內容之逐字稿，

為本研究之主要分析資料，並以質性研究軟體進行內容整理、分析與歸納，期

能透過本研究得以喚醒女性與男性在參與社會文化習俗活動時，應具性別敏感

度，須考量到性別差異。本研究之研究的目的有三：  

一、探究客家女性入譜的轉變之影響因素。 

二、透過客家女性參與修纂族譜的過程與經驗，反思社會文化習俗對女性之

歧視。 

三、藉由研究發現以讓客家女性從長期在社會文化習俗上所遭受的不平等待

遇之處境中覺醒。     

本研究發現，影響女性入譜的主要因素來自於宗祧文化的漸進轉變與婚

姻制度影響女性在社會文化習俗活動參與之地位，晚近雖已有女性入譜，但

實質上仍受族譜之權力與其延伸出的利益所制約，仍未因時代的進步而較大

的實質改變。此外，根據研究結果，筆者亦對傳統宗祧文化的傳承與轉變、

女性在婚姻制度上的地位、以及對未來族譜的編纂方式等提出建議。 

  關鍵詞： 客家、女性、族譜、祭祀公業、社會文化習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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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ccording to J.Y. Interpretation No.728, a person is a qualified successor to an 

existing ancestor worship guild shall be determined in accordance with its internal 

regulations. However, the existing ancestor worship guild determine the successor 

excluding female members for preserving the stability of the internal regulations. 

Moreover, J.Y. Interpretation No.728 cannot implement the substantive gender 

equality under the traditional patriarchal structure in the core of clan cultural and 

family inheritance. 

This study aims to investigate the unequal treatment of woman in socio-cultural 

practices from the action of Hakka female participating in editing family genealogy. 

This study adopted in-depth interviews and participant observation, and the semi- 

structured interview, edited by the author, was used to the family members (5 females 

and 3 males) who participated in editing family genealogy. The interview manuscripts 

were analyzed by qualitative research software for content collation, analysis and 

induction. This study hopes to wake both females and males’ gender-sensitive and 

gender differences in participating in social activities and cultural practices to 

consider. There are three research objectives:  

1. To investigate the factors influencing the Hakka female marked in the family 

genealogy. 

2. To introspect the discrimination against females in social activities and 

cultural practices from the course and experience of Hakka female 

participating in editing family genealogy. 

3. To wake up Hakka females who were suffered unequal treatment in 

socio-cultural practices for a long-term. 

This study tries to awake the females of discrimination unequal treatment 

in the long-term socio-cultural practices.This research result found that the m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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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ctors influencing the woman marked in the family genealogy were due to the 

cultural change of family line and marriage system in social activities and 

cultural practices. Recently, although family females are marked in family 

genealogy, their rights in family genealogy essentially were constrained by the 

power and interests of genealogy and did not change substantially due to the 

progress of the times. Furthermore, this study proposed some suggestions for 

family line inheritance and change, female in marriage system and genealogy 

editing in the future. 

 

Keywords: Hakka, female, genealogy, ancestor worshiping, socio-cultural practices 

 

  



v 
 

目   錄 

謝   誌…………………………………………………………………………………………i 

摘   要  ................................................................................................................................... ii 

ABSTRACT ............................................................................................................................ iii 

目   錄 ...................................................................................................................................  v 

表目錄 ..................................................................................................................................  viii 

第一章  緒論 .......................................................................................................................... 1 

第一節  研究背景與動機 .................................................................................................. 1 

第二節  研究問題與研究目的 .......................................................................................... 4 

一、研究問題 ...................................................................................................................... 4 

二、研究目的 ...................................................................................................................... 4 

第三節  研究範圍與研究限制 .......................................................................................... 5 

一、研究範圍 ...................................................................................................................... 5 

二、研究限制 ...................................................................................................................... 5 

第二章  文獻探討 .................................................................................................................. 6 

第一節  宗族結構 .............................................................................................................. 7 

第二節  系譜在宗族組織中的功能 ................................................................................ 11 

第三節  性別制度與性別關係 ........................................................................................ 14 

第四節  家女性的性別角色與地位 ................................................................................ 24 

第三章   研究方法 .............................................................................................................. 31 

第一節  質化研究 ............................................................................................................ 31 

第二節  研究對象 ............................................................................................................ 34 

第三節  研究工具 ............................................................................................................ 38 

第四節  資料蒐集與整理 ................................................................................................ 39 

第五節  研究倫理 ............................................................................................................ 41 



vi 
 

第六節  研究流程 ............................................................................................................ 41 

第四章  開臺祖先從何而來？ ............................................................................................ 43 

第一節  臺灣的汀州客 .................................................................................................... 43 

第二節  開臺祖先來臺歷史 ............................................................................................ 45 

第三節  修譜者的省思 .................................................................................................... 53 

第五章  局內人？局外人？ ................................................................................................ 58 

第一節  客家人的宗祧文化 ............................................................................................ 59 

第二節  社會文化習俗下的女性地位 ............................................................................ 69 

第三節  社會文化習俗下女性所受的不平等對待 ........................................................ 75 

第六章  誰可以重新纂修族譜 ............................................................................................ 83 

第一節  族譜纂修的過程 ................................................................................................ 83 

第二節  誰有書寫的權力 ................................................................................................ 93 

第三節  誰可以關心 ........................................................................................................ 95 

第四節  女性入譜的期待 ................................................................................................ 98 

第七章  結論與建議 .......................................................................................................... 101 

第一節  研究發現 .......................................................................................................... 101 

第二節  研究建議 .......................................................................................................... 102 

第三節  筆者省思 .......................................................................................................... 104 

參考文獻 .............................................................................................................................. 106 

附件一 訪談大綱 ................................................................................................................ 121 

附件二 第五章編碼表 ........................................................................................................ 122 

附件三 編碼表與本文 ........................................................................................................ 123 

附錄四 族譜世系記錄單 .................................................................................................... 138 

 

 



vii 
 

圖目錄 

圖 1 文獻探討架構 ..................................................................................................... 6 

圖 2 研究流程 ........................................................................................................... 42 

圖 3 鄞山寺 ............................................................................................................... 47 

圖 4 分被東寧照片 ................................................................................................... 48 

圖 5 蘇九三郎公宗祠 ............................................................................................... 49 

圖 6 武功郡 廬山堂 永定縣蘇九三郎公系族譜 ................................................... 50 

圖 7 客家宗祧文化制度的權力核心 ....................................................................... 68 

圖 8 女性入譜權力與其他權力比較 ....................................................................... 82 

圖 9 蘇發公陳堪夫人封面 ....................................................................................... 90 

 

  



viii 
 

表目錄 

表 1 宗族型態 .............................................................................................................. 9 

表 2 受訪者區域與類別 ............................................................................................ 34 

表 3 訪談對象簡介 .................................................................................................... 35 

表 4 訪談大綱 ............................................................................................................ 38 

表 5 臺灣各州（廰）漢人籍貫統計 ........................................................................ 44 

表 6 族譜編寫內容 .................................................................................................... 52 

表 7 客家宗祧文化制度 ............................................................................................ 68 

表 8 客家女性社會文化習俗地位 ............................................................................ 74 

表 9 女性入譜權力與其他權力比較 ........................................................................ 81 

表 10 女性入譜的期待 .............................................................................................. 99 

 

 



1 

 

第一章  緒論 

本章先對大法官釋憲 728 釋憲案的判決結果，引發研究背景與動機，進而

瞭解本議題與客家女性參與修譜過程中，對傳統的社會文化習俗上，所遇到的

性別不平等之間的影響，本章分為三節：第一節為研究背景與動機，第二節為

研究問題與研究目的，第三節為研究範圍與研究限制。 

 

第一節 研究背景與動機 

 

104 年 3 月 20 日公布之大法官釋憲案，以釋字第 728 號針對【既存祭祀公

業派下員依規約認定案】作成解釋，認定既存祭祀公業以規約認定派下員係屬

「合憲」。此一釋憲案之解釋，引發了國內性平學者的強烈反彈，認為大法官們

在此一釋憲案中具體說出了在臺灣社會中欲「揚棄以男性為中心的宗祧繼承規

範在今日臺灣是不可能的。」而大法官們更被譏為是「父權結構的守門員」（陳

宜倩，2105）。 

何以大法官此一釋憲案會引發性平學者如此強烈的反彈呢？核心爭議點在

於現今既存祭祀公業之派下員規約皆依循傳統宗族觀念，限定以男系子孫（含

養子）方得成為派下員，而將女性成員排除在外，此一被認為違反性別平等的

具體事證，卻被大法官們認為相關規約係設立人及其子孫所為之私法上結社及

財產處分行為，屬私法自治，應予尊重。是以，既存祭祀公業的相關規約，其

排除宗族女性成員成為派下員之作為，乃是維護法秩序之安定。上述大法官解

釋，實彰顯了當性別平等意識碰觸到傳統父權結構中最核心的宗族文化及宗祧

繼承時，仍難有實質性別平等的可能。 

而前述傳統父權結構中，性別平等意識最難以突破之宗族文化與宗祧繼承，

在傳統的客家祭祀公業（蒸嘗）更為保守、強烈。客家祭祀公業不僅仍延續著

傳統漢人重男輕女、厭女排外的觀念，更只有男性成員始得繼承為派下員，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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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成員無論是否已婚，皆無法平等地參與祭祀公業，尤其客家男性成員對此仍

甚堅持。基本上，客家祭祀公業仍是以男系子孫之宗祧繼承為主，未婚女性或

該宗祧僅生育女性無男系子孫者，須經其他男系派下員同意情況下，始得為派

下員。以筆者未婚的姑婆為例，當其死後，其名字是不可以上「阿公婆牌」，除

非她收養其他兄弟的兒子為養子才有可能，就是在這樣一個性別不平等的狀態

下，筆者姑婆被迫在其生前就必須由家族男性來決定她是否可以成為派下員，

唯有如此，其在往生後方可以進入宗祠內接受祭祀，可是成了派下員，就可以

有權利參與宗祠的每項事務嗎？ 

可惜的是，傳統習俗上不拜「未出嫁的姑婆」的觀念，仍難以突破，在一

個宗族的宗祠裡不是一房說了算，是需要由許多房的代表人都同意才可以算數。

最後，姑婆牌位還是得放到廟裡，由繼承其財產者固定在每年掃墓期間、中元

節、農曆過年前等才前往廟裡祭拜。 

然而，誰有資格成為祭祀公業的派下員，誰有資格得以進入宗祠接受祭祀，

凡此種種，皆與族譜編纂有著莫大的關聯。基本上，族譜存在的意義乃是用以

確認宗族成員的資格，聯繫家族成員，決定誰能夠來拜祖先，確立彼此之關係，

同時提供了與其他同姓宗親發生關係之依據（潘秋伶，2009）。從傅柯的知識權

力觀來看：知識是一種言語體系，而言語體系是由非中心呈網狀的權力所掌控

（李曉東，2010）。如果將族譜裡的規約視為一種語言體系，從這個理論觀點來

看，限制入譜權究竟是受到什麼樣的權力關係所主導？而這個語言體系─族譜，

又是誰在操縱著權力的行使？倘若可以確認祭祀上的身份，是否也代表入譜者

皆可以繼承祖先留下的財產？或者是否存在可以繼承財產卻不能入譜的情況？

而在這過程中的種種「認可」、「同意」、及「允許」，乃是由誰來決定？又是依

據什麼來決定呢？ 

筆者是已出嫁的客家女性，在研究蘇氏族譜的過程中，發現開基祖遷移至

臺灣時的族譜已斷限，同時也從家族成員的口中聽聞其有重新修譜的念頭，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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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其表示參與族譜纂修的意願。惟家族男性成員雖表示同意，但卻要求：「先把

家族男子的資料建立起來，再看看要不要把女性也納入？」由此可見，對纂修

族譜的家族男性成員而言，其仍是由男性凝視（male gazes）的角度出發，依舊

將女性客體化為「他者」，而這種社會文化習俗所建構的父權產物─性別間的不

平等關係，仍未因社會進步有所改變（張晉芬，2011）。本研究同時蒐集了苗栗

地區與閩南地區其他姓氏族譜，包含西湖鄉徐氏大族譜、頭屋鄉范氏大族譜、

三義鄉吳氏大族譜、及員林游氏族譜等他姓氏族譜，以做為參考及比較。筆者

從這些不同姓氏的族譜之檢視中亦發現，在早期的客家、閩南族譜世系表上被

排除的女性成員，似乎在近代逐漸地在族譜上出現，然而在現代宗族裡，女性

可以入譜即等同於女性已被認定是派下員了嗎？是否意味著女性即得以參與家、

宗族事務了呢？造成這種轉變可能的原因為何？此外，本研究將透過女性的觀

點，探究在女性參與族譜纂修的過程中，能否讓族譜產生新的樣貌呢？以上是

筆者的研究背景與動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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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問題與研究目的 

 

一、研究問題 

 

在參與纂修臺灣地區蘇氏族譜的過程，透過對宗族成員的聯繫與接觸，以

對族譜的纂修，宗族成員出錢出力，相互合作蒐集家族資料熱忱的態度，充分

展現了對族譜重修的重視。但在本研究背景與動機中瞭解一位女性如果要參與

宗族族譜的纂修，在一個傳統漢人父系觀念強大的宗祧文化中，是一件不容易

的事。尤其是在纂修的新族譜中，要如何以一位女性的角色，在新版族譜建構

的過程，突破男性的傳統觀念，瞭解現今的中國宗族結構與社會文化的變遷，

將深入探討改變女性入譜的原因與女性參與修譜的過程未來可以產生甚麼樣的

影響，針對以下三個問題進行探討： 

(一) 是什麼原因與轉變讓客家女性可以入譜？ 

(二) 女性入譜和參與家、宗族事務的關聯性為何？ 

(三) 以客家女性身分參與纂修族譜，對未來的族譜編寫可能產生甚麼樣的新

樣貌？ 

 

二、研究目的 

 

   透過上述研究問題的引導，進行對傳統客家宗祧文化與宗祧繼承制度之原

則的探究與反思，本研究希望達到以下之研究目的： 

(一) 探究客家女性入譜的轉變之影響因素。 

(二) 透過客家女性參與修纂族譜的過程與經驗，反思社會文化習俗對女性之

歧視。 

(三) 藉由研究發現以讓客家女性從長期在社會文化習俗上所遭受的不平等待

遇之處境中覺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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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範圍與研究限制 

 

一、研究範圍 

 

本研究的尋根溯源及編修族譜是以蘇九三郎公派下在臺灣的始遷祖蘇發公

做為修譜起源，從社會文化層面的血緣關係去修譜，所以，本研究範圍因宗族

族譜自蘇發公已斷限，僅以家族成員自大陸購回 2005 年由大陸宗親重修的族譜

做為重修族譜之參考內容，並結合相關文獻的蒐集、爬梳、及彙整，進而納入

修譜內容，而訪談對象以耆老及共同參與修譜之男性成員及未入譜的女性成員

為主。 

 

二、研究限制    

 

本研究由已出嫁的女性參與修譜，家族成員仍有部份認為女性不論婚配與

否皆不應入譜，家族女性可能因受父系權力根深蒂固之影響與舊傳統社會文化

習俗思想之規訓，縱使早期亦有女性曾參與修譜，亦未把自己置入族譜行列之

中。就目前而言，有關女性參與修譜且入譜的新觀念，可能仍難以突破傳統父

權觀念之桎梏，而有失客觀與詳盡。此外，在蒐集家族成員資料方面，目前僅

先完成世系的連接，但因若干宗親資料佚失難尋，在短期內實難以將族譜纂修

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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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本研究旨在探討客家女性在難以突破的父權體系下參與修譜的過程，並反

思由族譜延伸出來之社會文化習俗中對客家女性的種種不平等待遇，據以進行

相關文獻的歸納整理與分析。本研究假定宗族結構、系譜中的功能與性別制度

與性別關係與客家女性在期傳統文化中的不平等對待有密切的關連，因此，在

研究時先由宗族的結構切入，接續再探討女性角色在傳統客家文化的地位。本

章在前述的研究問題及研究目的之引導下，循序地蒐集與研究主題相關的文獻

並進行分析探討，共分為四節：第一節說明宗族結構，第二節探討系譜在宗族

組織的功能，第三節論述性別制度與性別關係，第四節則闡明客家女性的性別

角色與地位。有關文獻探討之架構圖， 可參見下圖 1：   

 

圖 1 文獻探討架構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客家、系譜、性別： 

一位客家女性修譜者的田野反思 

宗族的結構 
系譜在宗族組
織中的功能 

性別制度 

與性別關係 

客家女性的性
別角色與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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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宗族結構 

 

「宗族」在臺灣社會中實與中國本土一般，宗族的建立被認為係以族產或

宗祠為基礎。此一族產，閩籍臺民稱之為「祭祀公業」，客籍稱之為「蒸嘗」 （戴

炎輝，1979；陳奇祿，1978），一般則直接稱之為「公」，例如「吃公」就是參

加祭祖吃筵席。屬於該祭祀公業團體的成員則稱之為「派下」，「辦公」則是指

管理某一祭祀公業。在關於臺灣祭祀公業的研究中，戴炎輝（1979）把臺灣的

祭祀公業組成分為「鬮分字」祭祀團體與「合約字」祭祀團體兩種。而戴氏的

這個分類法被認為兼具了組織型態和歷史發展之涵義。 

「宗族」此一名詞就其字面上的意義解釋來看，漢人社會乃是一個父系繼嗣

群為主的社會，親屬關係只從父方親屬來計算，母方則是被忽略的，母方親屬

被稱之為外親，以別於本宗。莊英章（2004）曾提及，人類學者對於宗族（lineage）

與氏族（clan）的界定有明顯的區隔，由於兩者都屬單系繼嗣群，且在中國社會

長久以來皆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致使這兩種繼嗣群的範圍混淆不清。Freedman

（1958；1966）則強調族產對宗族分支發展的意義，他認為有些宗族的系譜關

係雖無法詳盡地追溯出來，但是其所扮演的角色與功能實不亞於具有系譜記載

的宗族。另依 Fried 的看法，一個比較完整、有社會意義的宗族在經濟上要具

有共同財產以支持宗祠，且在儀式上要有祭祀共祖的團體活動。在此，Fried 提

出另一種看法，認為漢人的宗族與氏族可以系譜上的關係（demonstrated）來區

分，他指出，宗族構成的基本條件是清楚且明確的具有共始祖之血緣關係，亦

即一個單系繼嗣群來自於一個共同祖先，繼嗣群的成員可以追溯彼此在系譜間

的關係，因此繼嗣群成員具有排他性，無法任意加以擴充；而氏族則是一種基

於同姓基礎的契約關係，具有一定的共祖關係（stipulated），且亦可能為了達到

某種社會功能而儘量延伸其範圍（Fried, 1970）。 

莊英章（1975）與陳其南（1975）皆認為，族產與系譜乃均為瞭解漢人宗

族的重要概念，是以，提出結合了族產與系譜兩大要素的分類方法，其將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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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產的父系繼嗣群稱為宗族，而沒有族產的父系繼嗣群則稱為氏族。宗族一詞

中的「宗」指的是血緣、血統（descent），而「族」即為具有共同祖先認同（identity）

的一群人，也被稱作是群體或團體。 

陳其南（1975）在討論漢人宗族發展時，將其視為是移民社會之典型的宗

族形態。且為了分析方便，其將鬮分字祭祀公業稱為「小宗族」或「開臺祖宗

族」，其祭祀對象通常是第一位開臺祖或其後代。而以「唐山祖」為祭祀對象，

派下包括數位開臺祖之後代者，則稱為「大宗族」或「唐山祖宗族」。實際上，

臺灣民間有關祭祀公業往往也分為大公和小公，雖然是相對性的名詞，但常用

於區別大宗族和小宗族之祭祀公業。根據此類定義，小宗族雖然有時採合約字

的方式組成，但大宗族之成立顯然不可能有所謂鬮分字者。莊英章（1977）在

林圯埔的研究中也指出，宗族組織的構成包括上述兩種類型。一種是為了抵抗

異姓的侵入，而組成的一種祭祀團體以達互助合作之目的，而以「唐山祖」為

共同奉祀的對象；另一種為某一特定祖先之後代所組成，及「開臺祖宗族」，而

這純粹基於血緣關係法則所組成的宗族團體。臺灣漢人宗族成立時，其設定方

法也這樣的分別，宗族內的各個成員的權利義務自然也有不同。 

一般對中國宗族內部財產支配法則的看法，完全是從分家的觀念延伸而來，

即所謂「照房份」（per stirpes）。對小宗族或鬮分字的祭祀團體而言，以這種支

配方式最普通。對於大宗族而言，由於合約時所訂法則的不同而各有其特別組

織形態，大部分不可能採取「照房份」的方式。一方面是因為合約時，各成員

出資數額不定；一方面則因為世代較深，若使用「照房份」的分配方式；那麼

整個分配制度必然非常複雜，而執行起來有實際上的困難。因此「大宗族的構

成」表現在祭祀公業上的分配方式往往是照股份（shares）、丁份（per capita），

有時兩種同時使用。戴炎輝（1945）認為，丁份經過幾個世代以後，所有當初

出資者的男性子孫均自然成為該會之成員，其權利並無差別。這種丁份會是固

定的，置於各丁份的繼承方式則又有遵照照房份的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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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見，這些建立在共同財產關係上的祭祀團體，可分成照房份、股份、

及丁份等三類。 

表 1 宗族型態 

宗族類別 祭祀公業類型 設定方法 說      明 

小宗族 鬮分字 1. 照房份 

（per stirpes） 

1. 特定祖先派下男

性組成。 

2. 又名小公。 

3. 開臺祖宗族。 

4. 血緣關係法則組

成。 

大宗族 合約字 1 照股份

（shares） 

2 丁份 

（per capita） 

1. 包括數位開臺祖

之後代。 

2. 又名大公。 

3. 唐山祖宗族。 

4. 同姓但不一定具

直系血緣關係。 

資料來源：引自陳其南，1990，本研究整理。 

  

Fried 主張「宗族」是基於清楚指出的（demonstrated）的系譜關係，也就是

一個單系嗣群來自某一共同祖先，繼嗣群的成員之間可以追溯出他們的系譜關

係，宗族的成員具有排他性，無法任意加以擴充。Freedman 和 Fried 分別堅持的

分析概念─族譜與系譜，實際上都是用來瞭解漢人宗族所不能或缺的概念（Wang, 

1972；陳其南，1975；莊英章，19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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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族團體的定義：聚居條件「地域化」（localization）本身就是構成宗族團

體的重要條件。族產或宗祠建立：族產的建立，使得整個宗族發展過程有一具

體基礎，作為宗族成員日常生活共同的核心，並可以永久存續下去，成為一個

法人共同體（corporate group）而宗祠和其他族產的配合最能顯現出宗族內聚力

和活動力。族譜的修纂：族譜本身就是將宗族集體意識的具體化，把「敬宗收

族」的觀念行之於文字，族譜的編修記錄了整個宗族發展與族產建立的基礎，

因此族譜本身就應納入為「族產」之一，由具有共同血緣的人共同繼承。 

    但是，一個宗族的團體的如何存在的重要條件是什麼？共同的祭祀行為是 

維繫宗族團體繼續存在的必要條件。無論宗族組成特性有多大的歧異，或是社

會變遷所帶來的影響與衝擊，祭祀祖先仍是宗族團體的主要功能，也是凝聚宗

族成員親密情感的要素（莊英章、羅烈師，2007）。 

    從上述的宗族結構與組織的形成來看，漢人的宗族結構中，漢人宗族成員

長久以來是在一個相同的地理區域，世世代代的共同居生活在一起，透過直接

或間接的方式將傳統文化，深植在宗族成員的記憶裡。這種文化傳遞就好像生

物學的基因複製，不斷的被複製與傳遞，雖然基因基本上是保守的，但它也能

引發形式上的演化（引自 Dawkins, 趙淑妙譯，1995），基因是可以被改變的，

而宗族結構與組織，應該也隨時代的進步而改變。目前宗族成員皆是依循宗族

結構所制定的各項社會制度建立宗祠與建立族譜與系譜，加上有共同的財產，

透過宗族間彼此的社會網絡、親屬關係相互影響著，但是宗族結構與組織要如

何才能夠和諧長久的存在呢？透過所有宗族成員一致認同的社會基本結構─父

系體制，也透過系譜組織的功能，記錄了宗族組成歷史、文化傳遞給後人。如

果父系體制是一種系譜組織，其如何可以不斷地被傳遞著呢？究其因，它們就

像是基因一樣，最特別之處來自於「人」的不斷將其複製，人就是複製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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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系譜在宗族組織中的功能  

 

Fried（1970）指出單系繼嗣制度能清楚界定成員的論點，則解釋了誰該被

納入宗親範圍，在一個父系觀念強大的社會中，明確地標示出作為本人及其群

體自我認同根基的父系祖先源流。因此，族譜也確立了家族成員的權利義務。 

阮昌銳（1984）曾就中國族譜的社會性功能提出了如下幾點看法：確立個

人地位、記錄家庭歷史、維繫家族傳統、鞏固父系傳承、促進人際關係、加強

社會規範、發揚傳統美德、促進祖先崇拜、提供學術研究、以及激發民族精神

與愛國情操。Faure（1992）在珠江三角洲地區的地域社會、宗族組織的研究認

為，族譜存在的意義就是用來確認宗族成員的資格，聯繫家族成員，決定誰能

夠來拜祖先，確立彼此關係，並且提供了與其他同姓宗親發生關係的依據。因

應祭祀祖先的需要，族譜的記載也變得相當重要，世系的香火傳遞藉由族譜展

現生命的延續性。然而，族譜的記載並非很精準，也不全然是事實，且人們常

會利用一些家喻戶曉的傳說來做為祖先世系的起源，也可能為了躲避賦稅兵役

而找人頭入籍。Halbwachs（1992）指出，集體記憶並非是天賦的，而是一種社

會性建構的概念。針對 Halbwachs 的集體記憶觀點，Coser（1992）回應了一個

社會裡有多少不同團體（groups）與機制（institutions），就會存在有多少不同的

集體記憶，個體身處於各自特定的團體脈絡（group context）中，憑著團體脈絡

來記憶或是創造自己過去的歷史。因此，族譜在經歷每一次重新編纂的過程中，

都會增加轉述和再解釋的工作。尤其是對最初編撰族譜者，關於宗族早期祖先

歷史源起的內容，往往會因編撰受訪者的追溯性尋訪和重新解釋過程而產生建

構的「事實」，我們無法忽略這種可能性。 

瀨川昌久（1996）認為，族譜記載內容真偽程度的判定應當充分保留，研

究者應該將重點放在解釋明瞭這些族譜的編纂者的意識結構，以及存在於他們

背後的社會性與文化性規範，以理解隱藏在宗族、祖先祭祀和這些活動背後的

父系繼嗣理念、以及其對於父祖之地的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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劉志偉（1999）也以珠江三角洲地區的族譜進行討論，族譜乃透過文字編

纂而呈現，宗族歷史敘述透過族譜將口述傳統與文字結合。無論是真實記錄或

是穿鑿附會，都是後來被刻意記錄下來的，這是屬於人們一種有意識的集體記

憶，將其放置在地方社會發展過程的歷史過程，就更能顯現出特定的社會與文

化意義。 

Fried 所稱的宗族組織的特質：修編族譜、置族產、建祠堂及祭共祖、敦

親睦族、教育子孫或救濟族人，這些功能都能隨著社會變化而調整，具有相當

的適應能力。近世的修譜行動，一般認為是從北宋時期的蘇洵、歐陽修等人開

始的。他們為了把在唐宋之間因社會變動而失去脈絡的家族再次延續，因而試

圖實現一種自我證明（谷川道雄，2002）。 

馮爾康（2005）對十八世紀以來的宗族研究指出，當代家譜和家族文獻的

承載項目中有「地圖」─《繪制家族及成員遷徙圖、族居村落鄉鎮示意圖》；宗

族成員擁有的「家族通訊錄」、自行拍攝的「家族影集」、族譜內另外記錄的「嫁

女世系表」等內容，這些記載內容皆有助於族人彼此的溝通，也就是說家譜中

的通訊錄、相片、地圖促進了人際交往的需要。族譜與祠堂在明清時期相當受

到重視，四大生命儀禮─成年禮、婚禮、葬禮、及祖先崇拜等都與其相關。 

瀨川昌久（1996）提醒，對編纂者來說，族譜的內容也是一種與自我認同

（identity）和自我誇耀直接相連的東西，因此筆者在研究族譜時，應當考量「事

實」紀錄的「真實性」問題，以及如何經由修訂再版的族譜而持續產生人們的

意識結構（轉引自潘秋伶，2009）。 

 

小結： 

    從上述藉由系譜關係建立起來及界定的人，大部分是透過血緣的親屬關係

建立，透過這種關係所建立的系譜組織，其功能就像一個社會系統，它必須在

任何既定的時期，以一種方式來設計一個制度秩序，如果當時所有社會成員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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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認當前的設計是正義的，當然會是一件好事（引自 Pogge, 顧肅、劉雪梅譯，

2010），而從上述制度秩序來看系譜功能，似乎是依其當時的社會環境所建立，

看似是正義的、公平的，而在現今社會文化環境的變遷影響下，當時的正義是

否已有所改變？且該如何調整會比較好呢？前一節內容曾提到，文化的傳遞與

基因傳遞相類似，那麼是否文化也應該跟基因一樣可以演化？系譜功能是否亦

應逐漸的改變，將系譜的功能不再侷限於鞏固父權，多些包容，將女性祖先的

基本宗族資料也置入，讓系譜功能也可以追蹤母系祖先，以確立與母系祖先的

關係。如果一本族譜除了以家譜的形式來記錄祖先之外，同時亦將母系祖先書

寫進去，對一個宗族的傳承來說，更具有擴大宗族傳承實質上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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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性別制度與性別關係 

 

    性別關係主要係指，在特定社會文化及歷史脈絡下，性別角色及性別文化

實踐於日常生活中所建構的關係，劉惠琴（1999） 認為：性別關係（gender relations）

基本上就是權力關係（power relations）。說明女性相較於男性，在社會、經濟、

法律、政治等各層面上都扮演被壓迫者的角色，並處於附屬地位的弱勢團體

（minority）；而 Connell（2004）則認為關係的結構會決定關係所可能導致的

結果，但並非制式化地決定個人與群體如何行動；因此結構面向不只是關係模

式，還有制度的安排……等。而性別關係和性別制度都是社會建構下的產物，

性別之間存在許多複雜的關係，但一般多只關注在性別的差異上。以下探討性

別關係與性別制度之相關研究： 

 

一、性別關係研究 

 

    在性別的分析中，最常見的分類法是以生理特徵作為區別男性與女性的條

件；性（sex）是生物學上的語彙，一個人是男性或女性，是因為他們的性器官

與基因而定；相對而言，性別（gender）則是心理學與文學上的語彙，乃是每個

人對於自己或他人所具有的、顯露的男性化或女性化特質的一種主觀感受（劉

秀娟，1996）。由此可知，性（sex）為生物學上的身體特徵而言，性別（gender）

乃經由社會化與社會建構而來，其包含了來自歷史、文化、族群及心理歷程所

共同塑造，屬於行動者（agency）與社會結構之間是一種互為主體性

（intersubjectivity）的關係，並非僵化、穩定及不可變更性（Johnson, 1997；引

自Connell, 2004，劉泗翰譯）。 

   Connell（2002）也解釋性別是一種社會關係的結構，以生殖場域為中心，是

受這個結構所支配的場域行為，把身體生殖的差異納入社會化的過程。也由於

社會化的過程形塑了對性別的標準與規範，易將性別二分為男性與女性兩極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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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立的概念；於生理上我們將人類分為男性（male）及女性（female），而在性

別的範疇裡，可分為陰柔氣質（feminine）與陽剛氣質（masculine），男性本應

表現陽剛氣質，堅強、勇敢、獨立及決斷性強等特徵被視為男生的天性氣質；

反之，女生就代表著柔弱、溫馴、乖巧與體貼的陰柔特質。在此社會建構的過

程中，分化了性別之間的對立，陽剛特質在某些意義上，它們並不是生理男性

所獨佔的財產，許多生理女性也可以主張陽剛特質做為她們的財產。然而在一

個文化和政治的權力關係之下，它依舊使得陽剛特質的實踐和生理男人是扣連

在一塊（引自李銀河，2004）。巴特勒也在《性別麻煩》中說道：「自我既不

在性別之前，也不在性別化之後，而在產生於性別關係的模式中。」（引自李

銀河，2004）；簡單來說，陽剛特質和陰柔特質是一組文化觀念，一組在區別

男女以及男女各該如何的文化觀念，透過人格特質來刻劃男和女成為「對立的

兩性」（Johnson, 1997）。但性別特質的展現也因不同的社會脈絡影響下而有所

差異。例如原本生理上的性別在社會化的過程中造成性別的分立，但一般卻只

關注性別間之差異，甚少討論到性別間的關係。 

 

    Connell（2002）表示性別本來就是關係的（relational），絕對遠比「性別

差異」來得複雜；二分的思維方式使多元的事物變成兩極化的關注，容易造成

兩性的對立也易將「性別關係」理解成「性別差異」，性別關係確實包含了差

異與二分法，但同時也包含了更多的其他模式，因為性別本身就是一種社會建

構。Connell（2004）認為，社會理論試圖以結構（structure）的概念，來說明關

係中的限制與模式，但她認為社會關係中唯有廣泛持久的模式，才是社會理論

中所說的結構。是以，她歸納性別關係的結構不能脫離實踐而獨立存在，因為

個人與群體必須經由實踐來建構這些關係（引自Connell, 2004，劉泗翰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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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Connell 將性別關係分為四個面向，說明性別關係中主要的四個結構： 

（一）權力關係 

    權力關係充斥在社會中，伴隨著人們生活卻難以察覺。權力有其特殊性，

以性別的面向而言，「父權體制」為其運作之核心概念；游美惠（2002）指出：

「父權體制」指的是以男性為中心的一套性別安排的支配體系，它盤根錯節地

深入於日常生活的各個層面，男尊女卑的性別層級，不僅展現在家庭之中，也

展現在社會制度的設計與結構的安排之上，甚至是日常生活的言行舉止或人際

互動。因此，透過機構運作的權力，以某個群體壓迫另一個群體形式之出現乃

是性別結構研究中重要的一部份。而傅柯認為權力分佈面向很廣，並以貼近且

具有擴散性的方式傳佈，尤其是透過我們說話、寫作和將抽象概念具體化的方

式，以論述的形式運作（引自Connell, 2004， 劉泗翰譯）。 

    因此，Connell 將權力關係分為體制化權力與論述化權力兩部分： 

（1） 體制化權力中說明：國家體制及法律政策實現其權力關係； 

（2） 論述化權力，誠如傅柯所言，透過言論、寫作或傳播媒體的影響以規訓

的方式，直接衝擊人們對自我認同及自我價值觀的轉變。 

    值得注意的是：要完整說明權力關係，就必須呈現出權力如何受到抵制

（contested）以及與之抗衡的力量如何運作（引自Connell, 2004，劉泗翰譯）。

因此，可知無論是體制化權力或論述化權力都會受到抵制或產生變化權力關係，

是以，權力關係並非一成不變的，其會隨著歷史文化與社會脈絡的影響而轉化。 

 

（二）生產關係 

    Connell（2004）說明：「性別分工」是社會科學認知的第一個性別結構，

至今仍是人類學和經濟學討論性別議題的中心。在許多社會環境中，以生理性

和社會性別為基石，社會化男性和女性並將其規範在所屬不同的性別特質界定

之工作崗位上。Griffin 認為，總括來說，西方文化將文化、語言視為男性的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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疇，女性則被視為屬於大自然，因此，男性應負責公共領域的活動（如政治、

經濟、法律等），女性的天職則是家庭。 

   Connell（2004）認為「家務勞動」及「學術分流」的情況乃是性別生產關係

中重要的核心觀念；且說明在現代西方社會中，職業上的性別區分不只是性別

分工的全部，尚有「工作」（泛指有酬勞動和世界勞動生產）與「家務」的更

大區分；從經濟層面認知，工作是為賺錢，與在家庭場域中，家務是為關懷與

愛的表現，其對性別的期待是截然不同的。不僅在西方社會裡存在著明顯性別

分工現象，在中國傳統社會中也可明顯地發現：男主外女主內的觀念深植人心，

某些工作必須由男性執行及某些工作須由女性負責之性別分工之概念，並沒有

隨著時代的變遷及東西方社會文化之不同而改變（引自Connell, 2004，劉泗翰

譯）。 

 

（三）情感關係 

    人類生活中一個重要的面相是情感依附，情感依附的主要場域是性（周海

娟，2015）。Caplan 認為性關係不只是簡單的生物性反射作用，其中還涉及文

化形成的身體關係。而性依附是家庭形成的主要基礎，兩人之間強烈的個人依

附（引自Connell, 2004，劉泗翰譯）；Sheff（2005）也提出，無論是異性關係、

同性關係或雙性關係，多重關係的特點在於：互相承諾的情感關係，男女都擁

有超過一人且多樣的浪漫愛、性關係及情感上的伴侶，強調地是長期的親密關

係，注重所有參與者間的坦誠、公開。故承諾在情感關係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

另外人際之間情感的交流，關懷與認同皆是維持關係的要素。 

 

（四）符號關係 

    Connell（2004）將知識社會學的基本概念帶入性別的意義中。認為只要我

們提到「一個男人」或「一個女人」，背後牽動了一個龐大的意義系統，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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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含了各種可能的意涵、暗示、弦外之音和隱喻，這些都是在我們的文化史上

不斷累積而成的意義：這些字的「意義」，遠比男女兩性在生理上的分類豐富。

林端（2001）說明知識社會學將「知識」當成研究的對象，把它當成是人類社

會生活中具體的存在，各種不同的知識如何從社會中產生出來、如何被分佈、

傳播與接納使用（社會→知識），還有知識產生之後，作為一種社會性的存在，

它是如何影響人類社會生活的各個領域（知識→社會），都是它的研究對象。 

    在性別研究中，以法國心理學家 Jacques Lacan 的符號主義結構最為著名；

根據他的分析認為，陽具是一種主宰支配的符號，基於這樣的分析，一種把語

言視為「陽具中心」（phallocentric）系統的詮釋也因應而生（引自Connell, 2004，

劉泗翰譯）。而拉康所講的「語言的」這個秩序，還有另一層的意思，指家庭、

社會和文化的結構，更深入而言，「語言的」這個進程同時給主體帶來了一系

列的「分割」和「異化」經驗，在主體的「意識」和「潛意識」之間造成了不

可彌補的「分割」（梁濃剛，1993）。由此可知語言鑲嵌在文化脈絡上的重要

性，而文化也成為「父系法則」的具體實踐；語言符號具有高度的象徵權力，

擁有某種語言形式的使用權者，更顯示支配的特權。畢恆達、洪文龍（2006）

認為：粗話的性別結構，反映出更深層的兩性雙重標準─男性是強者，說話自

當「雄」辯滔滔、理直氣壯。粗話所呈現的性別結構是男上女下、男尊女卑的

權力關係，粗話中性意涵更是傳達出性是男人的特權；而在拉康的理論中也讓

我們瞭解到性別配置是如此牢不可破，要推翻這種性別配置，必須連根拔除的

不只是一些不容異己的態度，還包含整個溝通與意義的系統（引自 Connell, 2004，

劉泗翰譯），例如在臺灣常見的「髒話文化」，男性說髒話普遍被接受，當成

口頭禪，甚至認為是一種男子氣概的展現，相反地，女性如果說髒話會被冠上

「沒氣質」、「沒教養」之名。原因在於，社會脈絡文化裡，對話與溝通賦予

自我認同的意義，性別配置順著此種秩序，不同的生理性別也被期待展現不同

的性別態度（畢恆達、洪文龍，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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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符號性別關係中，語言（包含口語表達及文字書寫）雖是分析最多的領域

卻非唯一領域，性別符號關係也會在不同領域運作，例如服飾、裝扮、電影及

肢體的展現等方面（引自Connell, 2004，劉泗翰譯）；而性別在社會結構的配置

上也會依其當時的權力結構力量而產生，例如，學生制服的設計，將男女的服

飾以性別化的方式，作為一個看似理所當然的性別配置，在這樣的性別配置下

直接約束及控制了男女個人的行為與行動。故性別配置在社會上的各種規範中

隨處可見，卻也時常被視而不見，認為是理所當然的。 

 

二、 性別制度研究 

 

    人類在性別化的過程中，依循著不同民族性、傳統文化規範及習俗，慢慢

演變制約而成一套制度原則，雖然並沒有明文規定，卻深植內化於每個人的生

活中。學者 Norbert Elias 認為，那些被我們稱為民族的社會群體在很大的程度

上，是以他們的情感方式和他們在等待情感時所依據的模式來互相區別的（引

自李松根，1991）。而杜芳琴（1998）在《華夏族性別制度的形成及其特點》，

提出了一些看法：認為性別制度是由上層階級主動將性別建構、建立性別規範，

並自上而下、由中心至邊陲地區向人民推行，但性別規範與制度並非一成不變

地流傳與推廣，乃會隨社會變化而不斷揚棄的。可知古時傳統性別制度的建立

是由上層階級或主流社會制定而往下向社會大眾推展的，並隨社會變遷而有所

調整，非一成不變地流傳與沿襲。 

    每一個民族或社會在性別文化的形成或發展過程中，會慢慢的建立起一些

制度化的性別文化，這類的性別文化對該社會或民族會造成一種約束力量，而

且為該社會的成員所遵守（陳枝烈等，2006）。說明了制度化性別可能會隨著

生活、政治、經濟或價值觀的改變而轉化，本身具變遷性。賀正時（2006）認

為：社會性別制度是指男性和女性在社會活動中相對持久的男女關係的規範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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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體現在觀念、規範、組織、設備等構成中；而杜芳琴（1998）將性別制度

定義為：係指有關兩性分工的制度、婚姻制度、繼承制度以及實現性別規範目

標的教化制度等。以下就繼承關係、婚姻制度、說明性別制度的展現： 

（一）繼承關係 

Becker 認為，繼承並非嚴格的由生物與文化過程等本質上的特性決定，

一部份乃是取決於家庭控制，而在較大結構的家族中，對於家產繼承方式的決

定，其他家庭成員與父母具有相同影響力，不過在核心家庭裡父母與孩子的關

係比其他親戚密切（引自王君茹，2002）。綜合上述可知：影響繼承的條件有

很多不同因素，例如族群間的差異不僅影響繼承內容及如何繼承形式；一般而

言通常依血緣、婚姻及收養等關係為主要繼承條件。故繼承關係以血緣至親為

主，而在不同社會中，女兒與兒子繼承家產的形式有顯著的差異。畢恆達（1996a）

認為臺灣社會的財產繼承方式是「一種以男性為主軸的財產流通系統」。在父

系傳承的性別角色期待下，兒子被視為家產或祖業的合理繼承人。兒子多半可

以繼承實質財產或不動產，而女性多半以嫁妝的方式，獲得一些耐久性的消費

財產為主；許嘉明（1972）認為：繼承對於中國人而言，其內涵應該包含權力

地位、祖先祭祀及財產轉移。他更指出在中國同一父親的兒子或以其他方式來

繼承其血緣的人，並同樣有義務奉養其父母及祭祀祖先，及祖先祭祀是附帶在

財產上的一種義務負擔。是故繼承包含了名分繼承、祭祀與實質財產。雖然我

國民法規定女兒與兒子具有相等的財產繼承權，但在以父系體制的社會裡，主

要繼承者仍是以兒子為主。 

    Greenhalgh（1985）對於家庭資源分配與成員差異的關係進行研究，綜合了

經濟理性考量與父權社會文化兩種觀點提出代間契約論（intergenerational 

contract theory），對臺灣家庭裏重男輕女的資源分配方式提出具體解釋，其代

間契約論說明了基於自利考量，臺灣家庭父母以不同養育形式「投資」兒子和

女兒，且與兒子之間的契約屬長期回收型，女兒則不然，故願意投資較多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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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財產分配於兒子身上。而林鶴玲與李香潔（1999）在本省閩、客及外省族群

在家庭中的性別資源配置研究中，進一步驗證 Greenhalgh 所提出「契約」似的

某種付出與回饋在家庭中的對等關係，其研究結果指出，家產繼承性別偏好的

族群差異，源於外省族群的性別角色不若閩、客族群僵固與傳統。Lin（2001）

更進一步研究指出，族群對於家產繼承性別方式的影響力，是與世代、家庭背

景及家庭結構等因素連結所產生的。故她認為不應只從性別角色、經濟面向切

入，個人居住地都市化狀態、父母在經濟生產關係中的結構性位置、家庭結構

狀態、進而是族群經驗等因素，都有可能改變家庭中對於性別角色的期待，也

影響父母在投資子女時的策略選擇（Lin, 2001）。Lin 採多元概念理解家產繼承

及投資策略的面向，不僅從利己、經濟的角度切入，更考量其多因素（如：族

群、世代……等）重要性，將其家產繼承之性別偏好做一個詳細的探究。莊英

章（1994）在《家族與婚姻》一書中呈現臺灣北部兩個閩客村落之研究，以「財

產」、「家系」兩部分討論崁頂與六家分家的情形：在財產方面，閩、客村落

的差異不大，傳統農業社會裡，農地代表財富的象徵，一般都是由兄弟均分，

女兒向來沒有繼承財產的習俗；家系繼承方面，客家聚落，分家通常不會把祖

先牌位填出來，而是保留回到村中祠堂或公廳祭祖的慣例；祭祀是繼承中重要

的象徵，不僅牽涉家族中認同的概念，儀式的傳承也代表對族群的向心力及其

情感的依賴。另外，在父系繼嗣法則運作下，基於從夫居的習俗，已婚女兒應

該搬至與丈夫居住，並為夫家生子傳宗接代，由於身份上的轉變，出嫁的女兒

不再屬於原生家庭的一份子；父母也認為自己應與兒子及媳婦同住，並由兒子

與媳婦負擔起生前奉養、死後祭祀責任（林瑋嬪，2000）。 

    結婚後共同生活並繼承家業成為夫妻打拼的重心，只是對於女性而言，結

婚是身份上角色轉換的儀式，也宣告與原生家庭父系祖先關係暫且脫離，而進

入另一個家庭得以入族譜，此為配偶入譜的觀念，也是名分繼承的一部分，而

族群的差異也影響著名分繼承的形式。曾純純（2007）以客家女性為例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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譜書是以家族男性成員為敘述主體，女性不上譜，或在丈夫名下，附書妻子，

卻往往以「妣某孺人」尊稱，有姓無名，而女性之本姓，充其量只代表她們的

父親，而非女性自身，顯示「夫為妻綱」的原則。而譜牒為一氏一族記述其姓

氏淵源與宗支世系，舉凡郡望之追溯、昭穆之次第（昭穆次第是指宗廟祭祀的

禮節，藉以排定左昭右穆之祭拜先後次序）、家訓之錄存，乃至列祖列宗景行

懿德、勳業功績、遷徙路線、墳塋處所等，無不別其房支（偏房或分支），詳

細記載，俾利於稽考（曾純純，2007）。是以，譜牒記載著家族的發展支系，

家訓傳承與祖德功績和祭祀等詳細事宜，故為家系血脈相承重要的支架。以性

別的角度觀之，客家女性為人妻、為人媳後，刻苦努力及辛勤奮鬥的精神卻未

提升其地位。鍾秀梅（1994）認為：客家婦女的地位是隱形的、模糊的，她們

的姓名不被列入宗族的族譜上，到死也只是個在父系的神祖牌位上寫上「X 孺

人」罷了！雖是孺人的尊稱，客家婦女卻往往有姓而無名，成為父系體制家庭

的附屬品。曾純純（2007）於（從「孺人」到「女兒入譜」：客家女性在族譜

中偏房角色的歷史變遷）說明：從近代六堆地區的客家族譜來看，配偶有姓有

名，部分族譜也取消了女兒不能入譜的限制，合併記錄生卒年、婚配、子嗣等。

故隨著時代演進，繼承的形式或內容也有所更動，其中改變的因素是什麼，依

舊繼承著規範的原因又是什麼？值得加以探討。 

 

（二）婚姻制度 

婚姻不並是自然而生的制度，為因應人類社會集體生活發展而成，婚姻是

法律的契約，也是親密伴侶完成愛的證明。杜芳琴（1998）說明婚姻制度從周

代實行同姓不婚的外婚制、從夫居的一夫一妻多妾的嫡妾制；而中國自周朝以

來施行外婚制，潘允康（2007）說明：「外婚制」是禁止一定範圍以內血緣親

屬成員之間通婚的一種婚姻制度，通常是指氏族的外婚制，亦稱族外婚。中國

自周朝以來，便實行外婚制。外婚制的出現也代表人類婚姻史的進步（引自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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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婷，2008）；中國傳統文化認為婚姻在整個家庭制度中的地位是低於家庭本

身的（吳明燁、伊慶春，2003），婚姻的結合是為了維持家族的延續，婚姻也

成為一種社會契約，當事人都扮演著社會性的角色，擔起婚姻關係之責任與義

務，不只是為繁衍後代的需求而存在。婚姻行為（marital behavior）通常是透過

共同的協商，並且同時顧及雙方的想法與需求，而非由外在的婚姻角色所訂定

的僵化標準（引自Basow, 劉秀娟、林明寬譯，1996）。此為婚姻中理想性的目

標，郭玲惠（1995）認為我國傳統以來，鑑於農業社會的生活形態「男尊女卑」、

「父、夫權優先」的觀念是根深蒂固地存在社會中，視婦女為附屬地位，並未

承認婦女具有完全之獨立地位，而女性一旦進入婚姻，似乎就喪失自身的人格。

Basow 也認為，傳統性別角色與傳統婚姻建立在男人較高地位及較大權力之上

（引自Basow, 劉秀娟、林明寬譯，1996），呈現了在婚姻制度中男性與女性不

對等的期望與權力。波娃更認為，婚姻和母職制度性地加害女性，女人在婚姻

中犧牲了自由與追求偉大的能力（引自鄭至慧，1996）。在婚姻制度中，女性

的能動性明顯較男性受限制，婚姻是男女雙方為求共同生活及相互扶持所結合

的關係，不同社會、不同國家甚而是不同族群各自發展出一套適合家庭與婚姻

的制度。「制度」所代表的不僅是法律規定的條例，也包含古禮或是族群裡的

禮俗制度，屬於規範也可稱為習俗，卻是人們心中須遵循的儀式。臺灣婚姻制

度呈現許多不同的形式及樣貌，以漢人而言，通常進行嫁娶儀式為主，以客家

傳統婚禮制度為例：正式婚姻關係是屬嫁娶婚，招贅婚並不盛行，除非該家族

無男性子嗣。客家族群遵循古制「六禮」，隨著社會的變遷，雖有些變革，但

大部分仍是參照舊制系統辦理，六禮如下：納采、問名、納吉、納徵、請期、

迎親。和古時六禮大同小異。而婚禮儀式中，仍有鬧房、圓房等舊俗被保留（曾

喜城，2004）。婚姻的構成考量以家族利益為基礎，適應臺灣開發時期的社會

而形成，此為婚姻制度隨時代與社會環境的變遷展現不同的風貌。 

 



24 

 

第四節 客家女性的性別角色與地位 

 

張維安（2001）認為探討客家人的特性，客家婦女佔有很重要的地位，如

果將客家婦女的特性抽出，客家人的特色則無法完整建構；羅香林（1933）在

《客家研究導論》一書中論述客家特性時，提到婦女的能力和地位，認為客家

是最喜勞動的民系，不論男女，皆以勤勞為做人本義（羅香林，1933）。而客家

前途的維繫，也要依賴婦女繼續將此勞動精神發揚下去（羅香林，1933）。《大

英百科全書》說：「客家婦女是精力充沛的勞動者」；1905 年美籍傳教士 Robert 

Smith 說：「客家婦女真是我所見到的，比任何婦女都值得讚嘆的婦女；在客家

的社會裡，一切艱苦的日常工作，幾乎由她們來承擔著，看來似乎都是屬於她

們的份內責任。」、「客家婦女除刻苦耐勞、尊敬丈夫是她們的美德外，聰穎熱

情和在文化上的成就也是值得可佩的」（引自陳運棟，1979）；由前所述，客家

婦女的美德與形象大多來自於辛勤的勞動。1870 年歐德里在《客家人種志略》

寫道「客家婦女是中國最優秀的勞動婦女典型」（引自房學嘉，2002）；房學嘉

（1996）認為客家婦女的美德可歸納為勤勞、勇敢、儉樸，但其美德不是天生

的，而是後天鍛鍊形成的，是社會環境壓迫下形成的。客家女性在族群特性的

延續具有重要關鍵，是生活所依賴的支柱。 

在李竹君（2002）針對苗栗地區婦女的勞動經驗與美德的研究中指出，就

其所研究客家女性經驗而言，有許多是為了家庭、家人犧牲奉獻的故事，但卻

少有女性努力成就自我的例子，若重新看待加諸於客家女性身上的傳統美德，

這些美德儼然是一種隱形的規範，成為限制行為的準則，違反這些準則，便會

冒著失去歸屬於這個社群的危險，這樣的規範一旦內化至女性的心中，則女性

容易將自己定位成一個成就他人和必須無私的人，而阻斷了女性發展自我的可

能，將傳統婦徳履行到極致的結果，就是將自己侷限成一個提供服務的人，所

謂的「美德」其實是假頌揚之名，行父權體制壓迫客家婦女之實，雖標榜著客

家女性的貢獻，但也間接助長了父權體制下不平等的性別分工，維繫了資本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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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下不平等的待遇。  

學者夏曉鵑（1994）亦以社會學角度，對客家婦女勞動力與社會現況提出

質疑：「『苦作』與『勤儉持家』之成為客家婦女傳統美德，背後其實是有極為

嚴酷的社會壓力」，為客家婦女長期受到壓迫打抱不平。客家婦女淪為工作勞動

的機器，又得符合男性對女性的想像典型，這樣被工具化的處境，故有論者認

為客家婦女的地位極低，甚至認為客家婦女不是人（南山容，1989）。  

客家婦女為了方便勞動，長久以來不纏小腳，因此有學者認為她們是在華

人社會中「早早享有個人獨立與族群權力的一群」（江運貴，1998）。十九世紀

英國牧師貝爾到廣東客屬區傳教，發現當地客家婦女普遍下田工作，不像其他

漢族婦女纏足而不出門戶，又見她們腰際懸掛全家的大小鑰匙，而鑰匙象徵著

保管者的權威，因此他認為客家婦女的地位相當高，有工作權和經濟權。日本

學者小野和子則認為「客家女性解放了她們的舌頭和大腳」，大腳自然指客家婦

女普遍未纏足的風氣，而舌頭指她們能以山歌唱出心聲，包含傳統漢文化中甚

為禁忌的情愛性慾（引自邱彥貴、吳中杰，2001）。  

陸緋雲（2002）整理了四種觀點： 

一、客家婦女家庭意識過重，壓制了她們的社會地位； 

二、從家庭地位、經濟地位與文化地位綜合來看，客家婦女這一社會群體 

在傳統的客家社群裡的地位相對於其他民系的婦女而言是比較高的； 

三、客家婦女具有肯吃苦耐勞的特質，但客家婦女所受到的歧視和壓迫甚 

於其他民系的婦女； 

四、客家族群中婦女的母親文化是客家文化重要的組成部分和精華。 

 

    若從整個文化體系的宗法結構與財產支配中來看，客家婦女仍像其他漢族

女性一樣，只被看成具有生產養育功能的附屬，而不是社會上有名有姓的人物，

不論意識形態、制度規範、生產活動各方面，都可以發現傳統社會中男尊女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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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事實，主要權力的擁有者、資源分配者、被賦予實質意義的地位者，皆是男

性，女性不但無自主性的生涯選擇，在社會及文化身份上，地位亦甚為低下。

不纏足是為了榨取女性的田事勞動力；大把鑰匙只是男性外出，請個代理人暫

時保管而已；涉及愛慾的山歌，絕多數仍是以男性為出發點，滿足男人自身的

願望，最後女性終究會落入家事、農事的雙重牢籠（邱彥貴、吳中杰 

，2001）。時代變遷，教育條件的改變，使得客家婦女自我覺察提升，張維安（1994）

在 1990 年針對客家婦女地位，以閩南族群婦女作為對照的分析中，從教育、收

入、初業與現職聲望、家庭決策權等面向作調查報告，顯示相較於閩南婦女，

客家婦女地位有較低的現象，但在此研究中亦指出客家婦女受教育的轉變，說

明客家婦女的社會地位轉變，無論在族群之內或在族群之間均具有一定的意

義。  

  葉怡文（2004）在《從女性主義看臺灣客家婦女地位》一文中，以臺灣地

區為研究範圍，以相關文獻，輔以田野訪談材料，藉由性別與族群的觀點分析

客家婦女的社會地位，檢視女性何以處於不平等的地位，認為在反思傳統美德

對於客家女性的意涵與限制，跨越過去複製傳統性別角色藩籬後，才能真正達

到性別解放與提升女性地位。其研究發現在早期社會裡，居於從屬地位、地位

低落的客家女性，在經歷教育日益普及和西方女性思潮影響下，臺灣客家婦女

的價值觀與地位也隨社會變遷而改變、提升了，現代化、都市化的工商業社會

裡的家庭權力結構發生了變動，家庭型態由「父子軸」轉變為「夫妻軸」的關

係，兩性的地位漸趨平等。  

余亭巧（2003）以五位都會區之女性客家文化工作者為訪問對象，藉由她

們族群認同的經驗，以認識生活於都會區的客家女性是如何理解其族群面向對

於她們的生活場域帶來的影響。研究發現這群女性客家文化工作者將文化工作

和家庭生活劃分成兩個世界，其客家身分僅出現於公領域中，且她們一方面雖

適應了都會的生活，但一方面又想念家鄉，使得客家文化工作成為慰藉鄉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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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口。另外，由於夾在新舊兩個時代間，她們的許多觀念或看法也呈現了不同

時代交錯下的掙扎與矛盾。 

         林善桓（2004）在其研究中，透過了「一心客家歌謠研究團」的個案研究，

討論了臺灣社會客家婦女族群女性觀與社會的對話，其中顯示客家女性亟欲建

構她們的新形象積極前進，對停滯的客家女性刻板印象突圍，其族群身分與女

性身分我們必須以社會關係將它們緊密扣連與理解。  

    陳明惠（2005）在《美濃客家女性的性別角色與地位》一文中指出，美濃

客家女性須遵守的社會規範最高指導原則便是「男尊女卑」，這樣的社會規範透

過家庭、鄰居、親友、工作場所與文化活動代代傳遞，在此當中輿論則扮演社

會控制的文化機制，無形中左右了女性的價值觀與行為，從美濃客家女性的詮

釋中，筆者看到她們在對性別角色規範的態度上將自我與社會期望結合，然而

隨著社會變遷，女性受教機會提升、工作與經濟逐漸獨立，傳統客家價值體系

已面臨嚴峻挑戰。  

      客家婦女在生產活動中的地位，以及她們在社會體系與文化體系的雙重

「無身分」，放在整個漢族社會中來看，其實是具有本質上的普同性。甚且，放

到人類學研究的世界性視野中來看，婦女被否定具有文化身份而與自然界作象

徵性結合，亦有其普遍性，提醒我們意識形態的創造與運用除了揭露心智的邏

輯外，還揭露了權力的運作（鍾永豐，1994）。當社會變革進步，女性逐漸提升

自我意識，漸漸出現相異於傳統女性地位的反思，受到性別平等的政策推動影

響，批判社會為化習俗體制不公平對待與壓迫的力量亦愈明顯，對女性權益與

客家女性困境，在不同的位置上提出不同面向的反思，各自努力成長中（引自

楊舒涵，2007）。 

    客家女性的刻版印象：勤勞、勇敢、儉樸與男尊女卑的地位在上述文獻上

已有多筆闡述，也從上述文獻中客家族群的社會文化下，對於社會結構的產物 

─性別關係與性別制度，並未有清楚的分界。性別角色和性別文化雖為日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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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所形成的，性別關係的建構來自於性別角色與性別文化。 

    劉惠琴（1999）認為：性別關係（gender relations）基本上就是權力關係 （power 

relations）。權力關係一直在人們生活中，通常難以察覺，而權力的特殊性，就

「性別」來說，「父權體制」是客家社會體系運作的核心。游美惠（2002）指出：

「父權體制」是指以男性為中心的一套安排的支配體系，它盤根錯節的深入在

日常生活中，男尊女卑的性別階層化，除了在家庭中展現，也同時展現在社會

制度的設計與結構的安排之上。而客家女性相較於客家男性在社會、經濟、法

律、文化習俗上等各層面都扮演著附屬地位的弱勢團體（minority），一個受壓

迫著的角色。 

    性別角色的扮演中與客家女性對於自身的性別的框架中，客家女性認為自

己是女性，在性別文化裡女性應該是柔弱的、溫馴、乖巧、體貼的及受從小的

家庭教育在家從父、嫁夫從夫，夫死從子的觀念影響，對於女性應該也未曾想

過自身是否處於一個不平等對的環境中而不自知，一直默默的承受著，但

Yuval-Davis 認為男女不同事實上不是因為生理的構造（sex），而不同於「sex」、

「gender」不但隱含男女性別的差異，更指涉男女性別的社會與政治差異，是群

體的社會和政治議題，而分個別人生物的討論（Yuval-Davis, 1997）。客家女性

對其性別角色（gender role） 的認知卻非常的薄弱，客家女性的性別角色長期

受到傳統社會文化的期許下，主動承擔所賦予的權利和義務。客家男性與女性

皆須從事生產，而客家女性所做的生產活動並不亞於男性，但卻被其性別刻意

與性別角色刻版印象（sex-role stereotype）所框架住，長期對於客家男性的父權

體制之認同，而造成性別間產生階層，客家女性長期一直處在「男尊女卑」，一

切由男性來支配的生活型態裡。 

小結： 

    上述的參考文獻中，何以先從宗族結構開始，因為族譜的建立原則來自於

宗族結構「房」的概念，再者宗族的成立係指單系繼嗣群（父系）為主，可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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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系是不是就一定代表示父權？父系是在何種狀況下被視為是一種權力關係的

展現？從目前研究中似乎是族譜的入譜的權力中逐漸的被形塑出來，也將藉此

探討客家女性在父權體制的相關聯，從古至今父權體系如何深植於宗族的結構

中、父權體制如何在系譜在組織的功能中，形塑其在系譜中難以撼動的地位。

族譜本身對於一個宗族來說，最大的功能除了敬宗收族之外，族譜上可以控制

一個宗族的力量是什麼？再者族譜可以控制的對象又是哪些人呢？誰可以入譜？

族譜要如何不斷地延續記錄？而在這一個宗族的社會體系裡，族譜的建立，就

像傅科（1992）權力的論點類似，首先是可控制的規模：族譜上可控制的規模

來自於可入譜的條件，其造成因素來自於傳統族譜的編寫方式只以男性為單系

繼嗣者並透過書寫在族譜內之紀錄轉換成文字與語言口述方式傳達給後世，而

纂修者则因此對參與宗族活動的對象具有影響的權力。而在宗族結構上只以男

性為單系繼嗣者，由此可見，即表徵在控制這個宗族結構內的人，控制整個宗

族握有權力的人，掌握在男性手中。第二是控制的對象：透過編纂建立族譜時，

即由男性修譜者控制著誰可以成為一房，對於可入譜的對象的挑選是透過編修

者對於宗族傳統觀念只把男性視為主要傳承者，而可以參與族譜編修者亦只能

在其宗族內透過族譜所組成之宗族組織內運作。在系譜的組織功能上，宗族的

歷史上所記載的人，均以男性為主。而被強制控制的不是族譜這個符號，而是

鑲嵌在裡面的各種力量。透過這種被鑲嵌的力量，一直不間斷並持續的透過族

譜賦予的無形力量所制約。而這在裡提到的控制者就像是建立族譜的人一樣。

最後還有一個建立族譜的模式，纂修族譜過程是根據世代間清楚的世系線進行

入譜的編碼，一代又一代的控制權力在族譜上的記載是不間斷的，有持續強制

力的傳遞著，未因世代的改變而有所改變。 

    對於長期深植於客家女性心中性別角色裡，從社會文化習俗中仍有性別階

層之分，客家女性與父權體制存在同一個社會體系裡面，整個生活的核心的基

礎似乎離不開傳統與歷史的框架之中，要如何突破這個困境呢？瞭解父權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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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而逐漸拆解這難以突破的父權宗祧，筆者反思該如何可以有改變的方式？筆

者認為：唯有透過女性以實際的行動參與修譜與參與宗族事務，並在參與的過

程中，試圖以參與修譜與參與宗族事務之實，顛覆以前女性不敢參與宗族事務

並改變目前不平等的現況，在此一社會體系中，做一位放膽挑戰等父權體系的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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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方法 

    本研究主要探討客家女性在難以打破父權體制的客家宗祧裡參與纂修族譜，

並進而從纂修族譜的過程中，探討族譜與社會文化習俗上對於女性地位的不平

等對待的相關連，改變女性入譜的原因與女性參與修譜的過程未來可以產生甚

麼樣的影響，再者就是以剖析此家族對於族譜的看法，以及他們對於女性在族

譜內在家族認同關係的態度，是否因不同世代間而有所改變，因無法有「客觀

的計量分析」，因此採用質性研究方法，以半結構式訪談為主，進行資料蒐集，

並在取的資料後加以整理，分類，歸納。 

 

第一節  質化研究 

    社會科學研究法中，可分為質化研究（qualitative research）與量化研究

（quantitative research）兩種研究方式。其中，「質化研究」在定義上係指「任何

非經由統計程序或其他量化手續而產生研究結果的方法，它可以是對人們的生

活、人們的故事、行為、以及組織運作、社會運動或人際關係的研究」。因此，

只要是利用質化研究程序蒐集關於研究主題的相關資料並進行分析，不論在過

程中是否使用到量化資料，都算是質化研究（徐宗國譯，1997）。但是，質化研

究與量化研究的差異，並非決定於資料蒐集的程序。基本上，質化研究取向關

注的不是「客觀分類計量」、「普遍法則的尋找」或「因果假設的否證和統計推

論」等量化研究取向所強調的邏輯，而是著重「社會事實的建構過程」，以及「人

們在不同的、特有的文化社會脈絡下的經驗與解釋」（胡幼慧、姚美華，1996）。

因此，本研究選擇質化研究作為研究方向，主要是希望不須要對被研究預設因

果關係，筆者可以在自然的環境中進行研究觀察，深入探討研究對象。 

 

質化研究蒐集資料的方式包括焦點團體研究、實地觀察、深度訪談以及個

案研究等。本研究為達研究目的，並考慮到研究主題的特性，採取人類學的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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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觀察及深度訪談，並輔以蒐集地方文獻史料及族譜。  

    本研究主要是以從臺北縣五股區的蘇氏家族作為研究對象，分析其是在纂

修的新族譜中，要如何以一位女性的角色，在新版族譜建構的過程，突破男性

的傳統觀念，瞭解現今的中國宗族結構與社會文化的變遷，將深入探討改變女

性入譜的原因與女性參與修譜的過程未來可以產生甚麼樣的影響。再來就是以

剖析此家族對於族譜的看法，以及他們對於女性在族譜內在家族認同關係的態

度。進行深度訪談與參與式觀察時，皆會在獲得受訪者本人同意的前提下拍照

與錄音存檔，以利後續資料歸納、整理與分析。研究期間所進行的訪談皆會在

受訪者本人同意的前提下進行錄音、存檔並整理成逐字稿，並以人工方式進行

編碼與歸納。筆者在田野調查期間所記錄的田野日記、田野筆記與其他影像記

錄，例如照片，皆可輔助筆者理解與詮釋訪談內容，以助於完整瞭解所有研究。 

 

一、深度訪談法：訪談重點在於族譜重修的方式及透過與宗族成員的聯繫族譜

重修瞭解宗族結構。訪談對象分為族譜重製的核心家族成員、派下世系成員、

沒有被寫入族譜的女性。 

（一） 首先對族譜纂修重製的家族耆老及參與修譜成員進行訪談，瞭解族譜纂

修重製的主要目的及其背後可能產生的意義，是誰來決定怎麼修譜？如

何向未曾謀面卻具血緣的親屬進行說服與資料提供？ 

（二） 其次對非纂修族譜核心成員的其他派下員進行訪談，了解他們對於族譜

重製的個人感受？ 

（三）  筆者在參考 2005 年自大陸購回之族譜進行重新纂修族譜的過程中發現，      

過去女性入譜係因是否有婚姻而產生，異姓嫁入宗族中的女性，僅記錄      

入譜女性的姓氏，而未具其全名，而女兒不會被寫入族譜亦可能是選擇      

不婚或失婚，但是在現今社會，該房若沒有兒子繼嗣，則每位女兒的名      

字才會被寫入；若該房有兒子繼嗣，則不會將女兒名字放入族譜中，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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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想在這個研究中理解未曾被寫入族譜的女性的想法，從女性視角來看

長期以來傳統父權體制下所產生的系譜－族譜，進而採納女性新視野在

未來的族譜編寫時是否可能產生新的樣貌？ 

 

二、內容分析：  

    除了比較蘇九三郎公的新舊族譜之外，蒐集臺灣地區同是漢人之其他姓氏

的族譜，從中了解其族譜的性別角色，在現代是仍未有女性參與修譜或早有女

性因世代不同早有女性修譜而不自知，蘇發公派下族譜重製是一個特例亦或是

因應整個社會的文化變遷所產生的一本具新觀念的新譜。透過內容的分析，屬

於探討性別研究（gender studies），除探討男性與女性共同參與修譜的態度，因

女性在傳統父權制度與客家族群、社會文化習俗等均息息相關，進而解析在傳

統父權體制下性別制度裡，女性在除了不可以入譜之外，尚受到透過日常生活

中的繼承制度、婚姻制度、性別分工等在社會文化習俗下的不平等對待。 

 

三、參與觀察： 

    對於社會科學的學者而言，參與觀察（participant observation）是非常重要

的，因為參與觀察不但是一種生活，而且是我們生活的過程。筆者在參與修譜

的過程中，透過觀察受訪者的行為、表情等，進行有系統的觀察與記錄。 

    筆者想瞭解從傳統的宗祧文化與繼承制度中，整個社會文化習俗的運作模

式及其對於「性別角色」的定義，因此觀察進行方式如下： 

(一) 於參與修譜以蒐集宗親成員的資料時，透過觀察成員們的互動方式，據以

思考如何進行更進一步的個人深度訪談。 

(二) 田野調查期間，筆者實地參與修譜並記錄、觀察親屬網絡的互動連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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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對象 

深度訪談是很常被應用的方式，其主要優點是筆者可以透過訪談，澄清受

訪者的疑義和認知，筆者也可以透過互動瞭解受訪者的真正意圖（嚴祥鸞，1997）。

所以，本研究的訪談對象則以族譜重製的核心成員、派下房支的世系群、及沒

有被寫入族譜的女性為主。（參見表 2） 

表 2 受訪者區域與類別 

居住地 年齡 性別  人數 教育程度 婚姻狀態 

五股區 50 歲以上 男性 1 二專 已婚 

新莊區 50 歲以下 女性 1 高職 已婚 

 60 歲以上 男性 1 國中 已婚 

中和區 90 歲以上 女性 1 小學 已婚 

 60 歲以上 男性 1 博士 已婚 

苗栗市 70 歲以上 女性 1 國中 已婚 

 50 歲以下 女性 1 碩士 未婚 

高雄市 80 歲以上 女性 1 無 已婚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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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訪談對象簡介 

代號 性別 家庭身份 簡介 

A 女 媳婦仔 蘇發公派下第五房蘇貞輔三子蘇景山之媳婦

仔，從小在蘇家長大，雖以 92 歲高齡，但對

蘇家的事情，具有深刻記憶。且對於宗族繼

承、祭祀、等禮俗有濃厚的感受，在訪談過程

中，對於幼時記憶，生活中的禮俗，處理過程

均詳細訴說，談到並對宗族事務性別問題時，

侃侃而談，有自己的想法。 

B 男 修譜人 蘇發公派下第五房蘇貞輔五孫之長子，因為宗

教信仰投入，且對家譜重建，深度投入且對家

族資料蒐集，不遺餘力，貢獻相當大的心力。 

C 女 修譜人 蘇發公派下第三房蘇國章長孫之幼女，透過參

與宗親會，由五房提供的族譜中，瞭解族譜之

重要性，並藉由參與宗親會同房宗親委託，由

其當該房的窗口聯絡人，提供宗親相關世系與

資料，熱中參與家族事務，對於女性入譜、生

活中的宗族禮俗、及性別問題等，分享生活中

的反思，希望修譜不要墨守成規的繁文縟節的

制度上。 

D 男 媳婦仔之子 蘇發公派下第五房蘇貞輔三子蘇景山之媳婦

仔之子，雖身為外孫，但對於蘇家的家庭活動

包括祭祀、掃墓皆有參與，並對女性入譜充滿

期待，母親的一生記憶僅對蘇家印象深刻，充



36 

 

滿回憶，但對女性在傳統社會文化習俗與生活

中受到的歧視與不平等對待，深有同感，具有

想法。 

E 女 長孫媳 蘇發公派下第五房蘇貞輔三子蘇景山之長孫

媳，長居苗栗之客家傳統女性，對於蘇氏家族

的傳統社會文化禮俗與苗栗地區之禮俗中的

差異有相當的體會與瞭解。唯在訪談過程中，

對於未婚女性在客家村落之地位，雖有深刻的

感受，但在提及未婚女兒問題時，仍有認同婚

姻制度中女性的附屬地位，深根蒂固。 

F 女 次女 蘇發公派下第五房蘇貞輔三子長孫媳之女，新

時代的女性，認為女性入譜應符合現代社會文

化的進步，何以要把女性排除在外，再者傳統

文化對女性的歧視頗有感受，並認為在一家族

的權利義務不應有性別之分，不應受舊傳統文

化制約。 

G 男 修譜人 蘇發公派下第五房蘇貞輔二房蘇金甌之子。雖

身為男性，對於女性入譜與家族傳統的社會文

化活動，想法新穎，對於女性入譜、女性參與

家族活動，具高度認同度。 

H 女 出養之女性 蘇發公派下第一房蘇水金之女。因身為女性，

在年幼時因母親曾因只生女兒受不平等的對

待，對於女性入譜充滿感謝與期待。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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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訪談對象在年齡分布方面：老年世代為 80 歲以上的有 2 人；中生代為 50

歲到 70 歲有 3 人；青生代 40 歲到 50 歲有 3 人。  

將此面對面的訪談，深入的提問，傾聽受訪者對修譜的態度、對族譜的記

憶與社會變遷對女性修譜的轉變與影響，筆者透過彼此的對話與深入的研究過

程，進而得到研究問題意識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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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工具 

  本研究將依據研究目地編製而成的「半結構式訪談」，以立意選樣的方式詢

問研究對象的受訪意願。基本訪談大綱係依據研究目的而設計，內容包括： 

一、基本資料：性別、年齡、教育程度、婚姻狀態、受訪時間、受訪地點、家

庭身分。 

二、描述族譜的功能、宗族成員對於女性參與修譜過程的看法、從修譜過程發

掘客家女性對社會文化習俗地位的認知、以及其對社會文化習俗所加諸的

不平等對待之感受與想法等。在與指導教授討論過後，本研究的深度訪談

大綱，如下表 4： 

表 4 訪談大綱 

研究架構 訪談大綱 

基本資料 年齡、性別、居住地、家族身分、教育程度、婚姻狀

態。 

客家宗祧文化 從對族譜的認同與接觸族譜的經驗、女性入譜與女性

參與修譜的過程探究客家宗祧文化的內涵。 

社會文化習俗女性的

地位 

社會文化習俗有何禁忌，女性在社會文化習俗中扮演

什麼角色、現在社會文化與傳統文化有何衝突。 

社會文化習俗對女性

的不平等對待 

接觸社會文化習俗的經驗、社會文化習俗中的特別深

刻的印象及社會習俗中女性在日常生活中的禁忌與不

公平的對待。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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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資料蒐集與整理 

 

一、 資料整理 

    訪談過程中，筆者之資料來源以深度訪談內容及訪談筆記為主。訪談內容

包含訪談時所記錄之筆記與觀察所得，對於訪談情境能更詳細且深入地記載，

協助筆者事後能充分瞭解、掌握訪談時之情況，有利於分析時可依情境脈絡具

體進行客觀呈現。 

 

（一）訪談筆記之整理 

    訪談筆記包含了與受訪者正式訪談前的聯繫、接觸情形、受訪者的態度與

行為表現等都予以詳細記錄；正式訪談過程中，筆者也需留意觀察受訪者思考

問題停頓之非語言性行為、表情或語調轉化等情境，以及在哪些問題思考時間

較長等皆予以仔細觀察與記錄；另外，受訪者與筆者互動情形、筆者之感受、

心得或自我覺察及省思等皆詳細地予以一一記錄，並配合著資料分析與研究情

境脈絡呈現。 

 

（二）訪談內容之整理 

    訪談結束後，筆者反覆地詳聽訪談錄音檔，並將錄音檔轉化為逐字稿。 

 

二、資料分析 

資料龐雜與繁瑣需要系統性地分析，以下說明之： 

（一）初階分析 

    資料分析前，將錄音內容轉譯為逐字稿，註明其他非語言性行為，如手勢、

聲調、表情等訊息，幫助閱讀時更容易進入受訪情境中，置於受訪者的情境脈

絡參與其生命歷程與感受。將訪談內容轉譯為文字檔後，便是進行編碼的工作。

筆者依據受訪者進行訪談時間、姓名、年齡、地域性及受訪地點加以分類。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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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受訪者姓名採化名的方式呈現，考量到本研究將受訪者年齡分為三個年齡

層，故將受訪者之年齡整理為資料碼，同時也將居住地之資料整理為資料碼，

因此呈現之基本資料為：（A，年齡，居住地）表示受訪者之化名。 

此外，筆者將訪談逐字稿進行分析，並根據研究架構初步取出訪談資料之大概

念歸為一類，例如：繼承制度、婚姻制度等。潘淑滿（2003）指出：研究者從

資料分析中，將一般性觀念逐步發展出具體的概念（concepts）或主題（themes），

進而運用對照、歸納、比較等方式，將這些概念逐步發展成主軸概念，作為理

論的基礎，這就是所謂的「概念化的過程」（conceptualized process）。是以，

潘淑滿（2003）認為，編碼登錄過程包含了開放譯碼、主軸譯碼、選擇性譯碼

等三步驟。 

    主軸譯碼著重於綜合歸納或比較不同資料的符碼，企圖在資料中建構出主

軸概念（潘淑滿，2003）。筆者運用此理論架構，從不同資料裡檢視概念與概

念之間的相關性，例如筆者在訪談資料的彙整與分析中，發現傳統客家族群的

宗祧文化繼承制度，異於其他閩南地區。發現世代環境縱然已不同的以往，對

於由宗祧文化所延伸出來的繼承制度與婚姻制度對社會文化習俗的影響的因素，

是以其為主軸發展社會文化習俗女性地位之主題。 

    選擇性譯碼指的是研究者已經蒐集完所有資料，並對資料進行分析之後，

研究者開始選擇可以彰顯主題的主軸概念，作為研究問題詮釋的根據（潘淑滿，

2003）。 

 

（二）進階分析 

    訪談逐字稿完成後，必須分析與歸納資料的架構，例如將受訪者的生命故

事作摘要整理，配合研究架構進行歸類，從不斷地審閱資料中，檢視訪談與研

究內涵是否有不足或遺漏之處，以利整理下次訪談之重點與分析。 

    而經歷初階分析後，筆者將已歸納的類別加以編碼，並根據Connell性別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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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的視角，對權力關係、生產關係、情感關係與符號關係等進行探討與分析。

Connell 認為，性別制度包含了權力關係與符號關係，「權力關係」支配了性別

制度的傳承，而「符號關係」則說明了姓氏背後宗族的意義。此外，亦呈現三

個年齡層對性別制度的看法與見解。是以，在進階分析中，將會具體闡述客家

族群性別制度之傳承與演變，並就 Connell 的性別關係視角進行詳盡地分析與

說明。 

 

第五節  研究倫理 

筆者在進行訪談中，研究倫理是最需要審慎處理的。在撰寫論文過程中，

對於訪談者資料的應用，必須避免造成受訪者之不必要困擾，是以，將以代碼

取代受訪者的真實姓名。另外，在質性研究中，研究者不可以忽略資料蒐集的

影響，且在研究的歷程中，更需時時省思，注意每個應注意的環節，因此，研

究者在進入研究場域時，必須先釐清研究者自身的角色。此外，筆者必須放下

身為宗親的角色，適時地應用訪談技巧且不斷地檢討，秉持作為一位研究者的

學術態度，遵守應具備的研究倫理。 

 

第六節  研究流程 

    本研究流程為：首先界定出研究問題與研究目的，進而進行文獻探討與蒐

集參考資料並選定適宜之研究方法。在確立以質性研究作為研究方法之後，擬

訂初步的訪談大綱並在宗親們所居住之區域中和、五股、新莊與開臺祖先發蹟

地─淡水等地，進行田野調查，同時並記錄調查發現。之後，再依所發現的問

題與受訪者進行深度訪談。俟訪談結束後，將調查紀錄與訪談內容整理成逐字

稿，並以質性研究軟體進行編碼，同時彙整出研究結果（參見圖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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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研究流程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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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開臺祖先從何而來？ 

    祖先從何處來？為何只記錄男性祖先呢？因為從耆老的訪談中，其僅對父

系的祖先有印象，對於母系的祖先，在宗族的脈絡中，卻無任何的記憶，這似

乎代表著在她的深刻印象中，家庭裡的重要決策皆來自於男性。從耆老口中得

知，蘇氏宗族最早發跡於淡水，而鄞山寺則是她記憶最深刻的地方。本章共分

三節：第一節說明臺灣的汀州客，第二節描述開臺祖的來臺歷史，第三節則對

修譜者的角色進行省思。 

 

第一節  臺灣的汀州客 

    提到臺灣客家，許多人會想到四縣、海陸、大埔、饒平和詔安，而汀州客

則是其中一支較少被注意到的客家族群，目前北海岸的淡水、三芝、石門一帶

仍住著許多汀州客家後裔，只不過他們大多數可能已經不會說汀州的客家話了。

汀州客語在整個客家話中算是比較特別的，汀州府的客語至少有六十幾種，有

些可以互相聽得懂，有些則根本無法對話，在臺灣即使是少數僅存的汀州「永

定客語」，其每個家族或每個地點所說的客語仍有差異（邱彥貴、吳中杰，2004）。

一般來說，汀州客語言保留的情況極為薄弱，由於汀州客家人數少，在許多地

方相對的比較弱勢，是以，在很多地方他們開始學習其他的客家話，例如四縣

或海陸，甚至福佬話。因此，汀州客最後往往成為了福佬人或同化於其他客家

人中，例如，臺北縣的汀州客反倒是比較會講福佬話，本研究的蘇氏宗親，早

已被福佬人同化，甚至一直認為自己是福佬人。從清代來臺的客家人，如果以

原籍的府州縣來區分，大致可分成兩個地區，即廣東客家、福建客家，其中以

廣東籍最多。古嘉應州屬的客家人（包括鎮平、平遠、興寧、常樂、梅縣等縣），

占最多數，約占全部臺灣客家人口的二分之一弱；其次為惠州府屬（包括海豐、

膝豐、歸善、博羅、長寧、永孜、龍川、河源、和平等縣）的客家人，約占四

分之一；再次為潮洲府屬（包括大埔、豐順、饒平、惠來、潮陽、揭陽、海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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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寧等縣）的客家人，約占五分之一強；而以福建汀州府屬（包括永定、上杭、

長汀、武平、寧化等縣）的客家人最少，僅占十五分之一；另有漳州府屬（包

括南靖和詔安等縣）早年來臺者，約占全臺人數的十七分之一（陳運棟，1977）。 

    廣東籍客家主要是來自惠州府講海陸話的客家人，以及來自嘉應州講四縣

話的客家人，還有數量較少的潮州客；而福建籍客家可分成比例較高的漳州客

及少數比例的汀州客。在臺灣，汀州府的移民不論是就所有的漢移民，乃至於

全數的客籍移民來說，都是相對少數，且以中部地區較多。日據時期，日本人

對當時臺灣各州（廰）漢人籍貫所做的統計如下（參見表5）： 

表 5 臺灣各州（廰）漢人籍貫統計 

資料來源：陳漢光，1972；轉引自賴文慧，2009。 

 

    從上述表5可以看出，在大約三百萬左右的移民中，來自泉州和漳州等地的

  原籍 

 

居住區 

 

泉州府 

 

漳州府 

 

汀州府 

 

龍巖洲 

 

福州府 

 

興化府 

 

永春府 

 

潮洲府 

 

嘉應州 

 

惠州府 

 

合計 

臺北州 271400

0 

246700 7100 1000 5600 400 5200 900 1400 600 29829

00 新竹州 99200 10650 5500 1900 1500 1700 800 51800 16830

0 

13320

0 

47455

0 臺中州 342900 330400 8300 6100 11700 400 6300 54700 37300 14300 81240

0 臺南州 490500 406600 6900 1300 2600 2700 1100 10500 6900 2100 93120

0 高雄州 221600 116100 3600 2500 1900 3200 6700 11400 76800 2300 44610

0 臺東廳 2300 1000   200 100 100 300 900  4900 

花蓮港廳 4700 4600 100 200 300   2100 3500 1600 17100 

澎湖廳 58200 8600   200   100   67100 

合計 393340

0 

1220500 

 

31500 13000 24000 8500 20200 13180

0 

29510

0 

15410

0 

58321

00 移入比例 67.44 20.93 0.54 0.22

﹪ 

0.41

﹪ 

0.15

﹪ 

0.35

﹪ 

2.26

﹪ 

5.06

﹪ 

2.64

﹪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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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民占大多數，而來自汀州府、潮州府、嘉應州、惠州府的客家移民則為相對

少數，在這些客家移民中，又以嘉應州最多，其次是惠州，再次分別是汀州和

潮州。臺灣的汀州客家人分布全臺各處，永定人渡臺，至少在清朝初年就已經

開始，康熙六十年朱一貴起義後，當時閩浙總督覺羅滿保曾言：「查臺灣鳳山

縣屬之南路淡水，歷有漳、泉、汀、潮四府之人墾田居住」（羅烈師，2006）。 

    就目前的文獻中可發現，桃園龍潭的銅鑼圈臺地周邊，是現存永定客語較

多的地方；其次是桃園平鎮的關路缺、八德的霄裡、新竹湖口、以及北海岸淡

水、三芝等。除此之外，從臺灣各地的地名亦可以看出，汀州客遍布臺灣各地，

例如：臺北石碇、屏東九如的「永定坑」、及臺中南屯、雲林二崙都有「永定

厝」；嘉義大林的溝背、嘉義新港的「大客庄」，居民多數為永定江氏；南投

竹山的回窯聚落，窯場即是永定廖姓所創建，並沿為地名；宜蘭蘇澳的隘丁城，

也是汀州客集中的聚落（邱彥貴、吳中杰，2004）。 

 

第二節  開臺祖先來臺歷史 

筆者從 2015 年七月開始進行開臺祖─蘇發公來臺歷史的田野調查，田野地

點則是在新北市中和區、淡水區與五股區等地。選擇這些地點作為田野調查的

起點，乃是因為對於蘇發公的來臺歷史，目前僅存一位對家族歷史尚有深刻記

憶的女性耆老，故需藉助其以瞭解家族歷史。是以，先到新北市中和區，對該

女性耆老進行訪談，同時也透過她的口述，瞭解了開臺祖係從中國的閩西─長

汀渡海而來。耆老在訪談時口述表示： 

 

「咱ㄟ祖先在淡水有一間廟很大喔!是拜「定光古佛」，一間舊老ㄟ廟，在淡 

  水，我有相片。」（A，92，中和）（臺語） 

   「咱ㄟ祖先以前是做官的，從大陸永定那邊來的，來了就在淡水開始落地生 

    根的，以前那裡就在那裡落地生根啦。以前在那裡當董事，幫助照顧從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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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陸來的人。」（A，92，中和）（臺語） 

 

從耆老口中得知了開臺祖先的在臺歷史，筆者為探究開臺祖是否真的與耆

老口中供奉定山古佛的寺廟─鄞山寺有所關聯，是以，特前往探訪尋找是否仍

有祖先留下的相關史料。惟因該寺一年僅於每年正月初六開一次會，而據該寺

管理員表示：「每年開會較多人，那時再來問」，故暫無所獲，甚是可惜。但是

宗親在臺北仍努力與任職於寺中之董事宗親接洽，盼獲得其之協助，可以早日

蒐集先祖在該寺中的其他相關史蹟，豐富未來族譜中祖先之史蹟，以利於族譜

纂修後內容可以更豐富與完整。 

 

一、鄞山寺的沿革： 

鄞山寺創建於清道光二年（1822）供奉定光古佛，定光古佛是中國南方客

家觀史家人的祭祀圈才有的信仰，事實上臺灣目前也僅有兩座寺廟供奉定光古

佛，一是淡水的鄞山寺，另一座位於彰化市年代更早的定光庵。根據汀州府志

記載，定光古佛生於唐末宋初，俗家姓鄭名自嚴，十一歲了通佛法，十七歲到

汀州傳法時為當地除蛟患，收猛虎、巨蟒，在他逝世多年後，汀州城遭賊寇圍

攻，相傳他顯靈退敵，於是朝廷賜匾，將庵寺命名為「定光院」，他被尊為「定

光佛」，成為閩西汀州人的守護神。目前寺內殿前廊下的牆上，除了一般常見的

龍虎祥獸的彩繪之外，還有以定光和尚除蛟、伏虎故事為主題的泥塑，這是以

定光佛民間傳說故事為主題的創作。清代臺灣僅有彰化定光庵及淡水鄞山寺，

其信徒為閩西客家移民，該寺兼當汀州會館。該寺由汀州府人張鳴岡等捐建，

羅可斌施田以充經費。會館是我們中國人的一種地緣性民間組織，以互相濟助

為目的，乃是一種同鄉會。主要因為在清道光年間從汀州移居臺灣北部的客家

人越來越多，汀州人是韓江流域的客家人，汀州人怕漳州、泉州人欺負，所以

在上岸處集合形成聚落，並出資蓋地方會館，後續自唐山渡海來臺的人可臨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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寄居在地方會館，過二、三個月以後到外面去找工作或在地主家當佃農，有了

基業即陸續遷出。（引自文化部文化資源局，2016） 

鄞山寺從初建後幾乎沒有改變，自道光二年（1822）建成至今，已有一百

八十多年，佐證汀州人來臺開墾的事實，也是全臺完整僅存的一座定光佛寺。

咸豐八年（1858）重修，同治十二年（1873）再修，該寺大體上完整保存道光

初年原貌，包括當年施工的屋脊泥塑都相當完整（參見圖 3，引自臺灣宗教寺廟

網，2016）。 

 

圖 3 鄞山寺 

資料來源：圖片來自臺灣宗教寺廟網。 

 

在探訪時發現，耆老口中的祖先曾任職寺內董事，目前從鄞山寺的紀錄上

所能發現與先祖有關聯的事物，僅有一個牌匾「分被東寧」，在鄞山寺同治年間

重修時的紀錄上，就是「臺北紳耆暨眾汀郡蘇發率子蘇國章募款籌資重修」，牌

匾上的記載亦同，目前確立蘇氏祖先與鄞山寺之間的關聯，就在此塊牌匾上（參

見圖 4，引自客家委員會，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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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分被東寧照片 

資料來源：客家傳統建築影像數位典藏網─客家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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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蘇氏族譜記憶 

         族譜是家族的歷史與記憶也是文化的遺產，族譜也記憶了家族世系間的血

緣關係及家族傳承。依購回蘇氏族譜的宗親表示，所有文本在文化大革命時，

已被摧毀殆盡，探親時除了 2005 年重修的族譜以外，目前保存完好的僅剩蘇九

三郎公的宗祠，而該宗祠裡面已沒有神祖牌，僅剩一個空殼，但保存狀況良好

（參見圖 5）。 

     

圖 5 蘇九三郎公宗祠 

資料來源：蘇志宏 2005 年自大陸購回，本研究攝影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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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有的蘇氏族譜是由宗親在2005年時前往大陸汀州永定縣蘇氏宗親會所購

回，族譜名稱為《武功郡 蘆山堂 永定縣蘇九三郎公系》（參見圖 6），內文編寫

的版面是將世系表與個人史蹟結合為一體。 

  

圖 6 武功郡 廬山堂 永定縣蘇九三郎公系族譜 

資料來源：蘇志宏 2005 年自大陸購回，本研究攝影整理。 

     

    此譜編寫方式雖仿北宋蘇洵（1009－1066）「大宗譜法」而編制成「世系表」

的一種譜式。在蘇洵所撰《蘇氏族譜中》，內含其首創的（大宗譜法）。大宗譜

法，其世系排列上起自始遷祖，下至當代子孫，依世系為別，以年齒為序、父

子連系、兄弟並列方式列之，記錄各代祖先之名諱與行實（廖慶六，2013）。 

蘇氏譜法特色： 

(一) 大宗譜法：大宗之法也，冠以別子，由別子而列之，至於百世而無窮；

世系表以始遷祖為第一世祖。 

(二) 三世格式：大宗之法三世，自三世而推之，無不及也。 

(三) 兄弟同表：世自為處，別其父子，而合其兄弟於一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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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書法相輔：藉嚴謹書法輔記載祖先名諱及生平履歷（廖慶六，2013）。 

    蘇氏「世系表」能以大宗譜為體、以嚴謹書法為用，如此比較能夠凸顯族

譜的史料功能與利用價值。從蘇洵《嘉祐集》第十四卷之「譜」所載錄的文章，

其明白地告知世人，要重視族譜的價值，並教人們應如何編寫族譜。 

  

「族譜後錄上篇」： 

 循始為族譜以記其族屬，譜之所記，上至於吾之高祖，下至吾之昆弟，昆

弟死而及昆弟之子。曰：嗚呼！高祖之上不可詳矣。 

「大宗譜法」： 

蘇氏族譜，小宗之法也。凡天下之人，皆得而用之，而未及大宗也。大宗

之法。冠以別子，由別子而列之，至於百世而至無窮，皆世自為處，別其

父子，而合其兄弟。父子者，無窮者也；兄弟者，有窮也。無窮者相與處，

則害於無窮，其勢不得不別。然而某之子某，某之子某，則是由不別，為

大宗之法云爾。故為大宗之法三世，自三世而推之，無不及也；人設二子

而廣之，無不載也。蓋立法以為譜，學者之事也。有譜而知其先，以及其

旁子弟，以傳於後世，是古君子之所重，而士大夫之所當知也。 

以學者之事不立，而古君子之所重，與士大夫之所當知者隨廢，是學者之

罪也。於是存之蘇氏族譜之本，以俟後世君子有採焉（轉引自廖慶六，

2013）。 

    但從此譜的編寫內容中發現，其封面雖寫係大宗族譜，可是卻將蘇氏特色

中的三世為一世改為以歐式的五世為一世之編寫方式，可見大陸宗親對於族譜

的編寫方式已因世代的不同，編寫方式亦已有改變。但是對於世系的記載在族

譜的記錄，仍是以男性為主。（參見表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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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族譜編寫內容 

世系 男性記載方式 女性記載方式 生育子女記載 

一世~十八世 全名、父母名

字、出生年月

日、居住地、

婚配紀錄、喪

葬處、特殊事

蹟。 

嫁入者有姓無

名、無父母名號、

出生年月日、婚後

居住地、喪葬處。 

僅記載生子數、未

有生女紀錄。 

十八世~二十世 全名、父母名

字、出生年月

日、居住地、

婚配紀錄、喪

葬處、特殊事

蹟。 

嫁入者有姓無

名、無父母名號、

出生年月日、婚後

居住地、喪葬處。 

記載生子數、部分

家族有生女數記

錄、部分有女性入

譜紀錄。 

二十一世~二十五世 全名、父母名

字、出生年月

日、居住地、

婚配紀錄、喪

葬處。 

全名、出生年月

日、居住地、婚配

紀錄、喪葬處。 

記載生育數、有女

性入譜紀錄。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在本族譜中，對於男性的祖先記載內容詳細，包括生日、出生地、死亡日

期、墓地與相關特殊事蹟。在二十世以前，女性的記載並未對其出生地、生父

母之姓名做詳細記錄，以致於對宗族中貢獻良多的女性祖先從何而來，實無從

而知。對於操持家務貢獻良多深具傳統美德之女性，毫無可予彰顯的依據，雖



53 

 

然女性祖先在二十一世以後已有全名的記載，但記載上仍僅以男性為主，配偶

過去只寫姓氏，現今則有報名字者一律按所提報的名字入譜，寫在其夫史蹟之

後面；而女兒的紀錄，在族譜編寫凡例中更已因順應時勢，故不分男女一律入

譜，出嫁女註明適（嫁）何處，丈夫是誰。 

    由此來看，女性在族譜裡所展現的地位，在近代的編寫中，基本上仍認定

女性是附屬的，在其它的宗族事務及由族譜延伸出來的社會文化習俗等，是否

也會因族譜的影響而受到不同的對待呢？或是女性地位並未受族譜權力的影響

而受到不平等的對待？ 

 

第三節  修譜者的省思 
    從分析本族譜本的編寫內容中，其編寫方式與追溯仍是以漢人之移民過程

為主，而漢人之移民過程，追本溯源仍是以族譜為依據，宗族之間的認同與宗

親團結亦具有重要的意義，對於臺灣宗族的相關研究以及臺灣開發史研究的是

很重要的一環。傳統族譜的核心內容依世系和家傳，大概可分成世系圖及世系

表兩種，但不管是圖、世表，在記錄歷代祖先之世系時，都應有一個上限才行。

而蘇氏族譜上的世系與家傳記載，在世系上之編寫上，從一世至十八世，對於

男性的記載內容記錄詳實，而女性在那時候僅有記錄姓氏而無名。再者，在家

傳上也僅記錄男性事蹟，而對於女性的身分則僅有其何時嫁入之記載，至於女

性祖先的優良史蹟記錄則完全沒有，甚至女兒身份的入譜，也是到近代才有。

有鑒於此，未來族譜的編寫須有嚴謹的編輯體例，才能編纂出一本信而有徵的

族譜，基本條件就是要以現居地的始遷祖先，作為編纂上代世系的斷限點。呂

思敏（2002）在評論劉知幾《史通》時，就曾經指出：「斷限及範圍之謂，史事

前後銜接，而做史必有範圍抽刀斷流，允當非易」。然以始遷祖作為斷限，並沒

有要忘掉更一代祖先的意思；家族歷史以始遷祖作為斷限的作法，是利用一個

特定的朝代為權變。始遷祖在族譜文獻中所扮演的角色，應該兼具血緣及地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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尋根上的意涵，其中在記載歷代祖先與地緣關係上，更能發揮以時為斷，以地

繫人之特殊效果（引自廖慶六，2013）。 

早期蒐集到的傳統族譜，其難免存在有良窳之事實，但為了妥善保存與利

用這些老舊族譜文獻來作為編修新譜的參考，有賴於在有效地蒐集與整理之後，

且纂修族譜的同時，應對未來新修族譜的編輯方法、蒐集方法與編輯範圍訂定

一個有效的規則，同時亦應引入修譜新觀念，納入女性並建立正確資料以提倡

新譜之建置。大致而言，目前對於傳統族譜文獻的利用情況並不佳，且族譜文

獻內容也常遭到研究人員的詬病，例如祖先攀附名人、世系重男輕女等，更有

僅記世系而缺傳記、行狀等內容記載不實的現象，例如：譜名不冠地籍，纂修

年代不明，紙張破損未能修補，及族譜中未能蒐錄地圖或地理資料等。以上種

種，皆替學者專家或尋根者，增加了在研究與尋根上的不少困擾。族譜的功能，

除了可以同時記錄血緣與地緣方面的信息之外，更具有記錄姓氏家族歷史之目

的，同時族譜的內容亦是聯繫親情與家族情誼的依據（引自廖慶六，2013）。

從蘇氏族譜的內文來看，發現歷代名人錄與歷史名人錄中，例如蘇武、蘇軾、

蘇洵等歷代名人，其實與家族一點血緣關係都沒有。因此，族譜上的親屬關係

資料，是必須被驗證的，實毋須穿鑿附會。 

鑒於上述修譜的各種缺點，譜學專家廖慶六先生一再地呼籲應導正現在人

的修譜觀念，應該與歷史斷代一般，採取家族歷史的斷限法。他提出以始遷祖

做為編寫世系上限的概念，把那些子虛烏有的遠祖一概從略，如此族譜才能真

正具有「信史」的價值（廖慶六，2013）。他也認為，可以將始遷祖作為一個家

族歷史的斷代依據，其引述胡適在《曹氏顯承堂族譜序》所說的：「中國的族譜

有一個大毛病，就是源遠流長的迷信」，因此，胡氏才提出「地近則易竅、時近

則跡真」的修譜觀念。 

族譜學算是一門社會科學，科學講究的就是實事求是，千萬不可穿鑿附會，

並以不實的名人當祖先。始遷祖在宗族文化上具有重要地位及特殊意義，每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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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族若能以不同地域之始遷祖為斷限，就能清楚交代他們的血緣及地緣之淵源

關係，這樣的族譜才具有真實可靠的史料價值（林瑤祺，2007）。是以，族譜上

的史蹟與親屬關係，應講究實事求是，避免多餘的穿鑿附會，未來纂修族譜之

人，實應先以科學的方式進行整理後再纂修，而不是依照舊譜內容不經查證即

全盤抄入。 

廖慶六亦認為：在過去傳統社會裡，家譜文獻的功能除了敬宗、尊親、收

族之外，一本資料信實可靠的家譜，可利用的價值更是不容置疑，尤其是在傳

承家庭記憶和推動社會和諧方面，更可以扮演一個很重要的角色（廖慶六，2013）。

筆者在此次的參與修譜的過程中，邀請了家族中的其他女性一起共同參與纂修，

打破過去只有男性才能加入族譜編修工作之客家宗族中的慣習，日後不分性別，

只要是具血緣關係且對宗族族譜纂修有熱情之宗親皆可參與。此外，亦因為有

女性的加入，未來族譜可能更具備了女性的觀點，對於未來新族譜的纂修方法，

應可產生新觀念的顛覆與展現，同時更能秉持公正信實的精神，重新編修家譜。 

 

小結： 

    在族譜的纂修過程中，從2005年族譜的編寫方式分析，對於女性入譜的認

定，僅是為了順應時代潮流，實質上，在族譜的規範裡，對於女性入譜之後的

權利並沒有隨著時代的變遷而改變；而囿於族譜本身的規範與制約，對於女性

入譜的方式及女性在族譜的地位，並沒有受到保障；而從女性入譜後是否可以

參與宗族的事務來看，似乎也只有捐款贊助和修譜，才是可直接參與的事務，

其他的事務仍是由男性做決定。 

    從蘇氏族譜中之歷代名人錄裡所記載的名人，皆是男性，一直到人才錄時，

才有女性的出現。以該譜內古竹村的人才錄為例：男性有50位、女性有4位，但

是4位中，只有1位女性是蘇姓，其餘3位皆是由異姓嫁入的女性。何以自家女性

人才入錄的人數會不及於異性嫁入之女子呢？從此不難看出，在族譜裡所展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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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的是：除非同姓女性的成就可以與男性相當或高於男性，否則在族譜裡仍是

以漢人的親屬觀念來看待，將嫁入的女性視為親屬，且仍抱持已婚出嫁之女不

入譜之原則，以致人才錄上的蘇姓女子並不多。 

    再者，如果把族譜的規約當成是一種權力的表徵，那麼根據民法第1059條，

已通過子女的姓氏可在出生登記前得以以書面約定小孩之姓氏，則未來編修族

譜的權力，應將有所改變，因為姓氏不同不再代表其非直系血緣之人。其將使

原本代表一個家族符號的單姓氏因而複雜化，甚至在此之後，一個家族經過一、

二百年的繁衍後，其姓氏可能達數百姓，屆時未來的子孫將如何能去尋找與認

同家族？鑑此，面對法令的改變，纂修族譜的方式應隨之有所變革，而不應只

認定「單姓氏」，才是宗族成員。 

    族譜編寫本身就是一種規範與制約，因此不管是在現在或未來，修譜都是

一件任重道遠且具有相當挑戰性的工作。數千年來，華人世界由於代代相傳的

父權社會的封建觀念濃厚，原有纂修族譜的方式已不符合現今尊重性別平等的

時代潮流，加上國家法令將以現代社會文化的變遷而有所修訂時，以致目前傳

統修譜的方式已不符合現代社會觀念，未來可能引起不少爭議。 

    傳統族譜的世系表中，男子從一出生即登入族譜中，而未列入同血緣之女

子，對女性似有歧視的現象。未來應不分性別且依出生排行登列，例如已出嫁

之女性亦應詳實記載其配偶之姓名，甚至她所出的子女也應儘可能予以記入，

更不能僅記入男性的後代，以示性別平權。過去的族譜，多數未將配偶姓名詳

實記載，多數有姓無名，實為不尊重女性的現象。是以，未來對於新的修譜方

向除了應顧及性別平權之外，更應考量社會的變遷與社會科學的應用，才不致

於和現實社會脫節。而女性入譜，不單單只是彰顯獲得一個入譜的權力而已，

更重要的是，其豐富了一個宗族興衰的歷史，讓宗族的凝聚力不再只限於男性，

同時更讓一個宗族的歷史記憶能更加多元。是以，未來的族譜不會只是記錄一

個世系的，可能是多元的，對於客家族譜只有男性菁英、具身份、地位的人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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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編修的工作，亦藉著女性的參與，將可能有新觀念的顛覆與展現，菁英將不

會再只限於男性，對於有特殊貢獻事蹟之女性亦將列入譜內書寫，以彰顯女性

在家族內中貢獻，纂修族譜的過程將秉持公正信實之精神，重新編修家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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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局內人？局外人？ 

    筆者在研究過程中發現，傳統文化論述對於客家女性在客家宗祧繼承文化

裡之性別角色與地位，因受到宗族結構網絡的限制，故多將論述核心聚焦集在

「異己」之上。但實際上，女性在客家宗族的地位上，亦佔有一席之地，只不

過那一席之地充滿了歧視與漠視。在諸多的文化因素裡，女性的社會角色深受

傳統文化期待的影響，對客家女性描述始終停留在「四頭四尾」的刻板印象上

（林信丞，2008）。而在這「四頭四尾」印象裡的客家女性，即使在一個宗族

結構中佔有重要地位，但在宗祧的繼承文化、祭祀文化裡，因受傳統婚姻制度

的影響，卻受到性別不平等的對待，飽受歧視與漠視。客家女性在傳統文化內，

本身就兼具「局內人」與「局外人」的角色，而客家女性又是如何看待自己在

這傳統文化裡所扮演的角色呢？本章試圖從客家傳統的宗祧文化與繼承制度來

描繪客家女性的性別角色與地位，並探究客家女性在這客家傳統宗祧文化與繼

承制度裡所受不平等對待之根源。 

在本研究中，研究內容之族譜為筆者娘家父系的家族族譜，從研究中發現，族

譜上的女性部份是有姓無名，且未婚女性在二十世以前是無法入譜。而族譜對

於女性祖先的書寫上，似乎隱藏著的不平等對待，在更深入研究的過程中，筆

者逐漸地意識到女性在一個宗族中兼具「局內人」與「局外人」的身份與位置，

藉而進一步地探索自身的研究者角色。 

    雖然筆者是蘇氏家族的女性，參與族譜重新纂修，筆者理當是局內人才對。

但是除了血緣關係之外，筆者卻對自身在蘇氏家族族譜裡的地位並非真如局內

人一般的熟悉，例如受訪者B，其在接受訪談時，希望纂修族譜時能先將男性部

份做好，之後再考慮女性要不要納入族譜內。此一期待，讓筆者進而思考族譜

與客家女性地位之間的必然關聯。族譜應是一本同血緣宗族成員的共同財產，

且在族譜纂修的過程及訪談的過程中均發現，女性在族譜的重新纂修過程中，

皆佔有相當大的重要性，然而，何以仍將女性附屬於男性階層之下，何以仍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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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婚女性排除於族譜之外。此外，在現今社會文化禮俗中，從出生禮、婚禮、

喪禮、葬禮等禮俗皆以族譜為主，而族譜上女性的記載卻是隱形的、不存在的。 

 

    在閱讀文獻中所彰顯的客家女性總是肩負了一個宗族的繁衍與盛大，但在

男性宗親的對話中，卻又成為了一個附屬品，反映在族譜上的記載即是如此。

女性在家族與宗族中是重要的，但是何以其社會地位卻又是如此被看待？筆者

經過田野調查發現，宗族中的女性對於自身在宗族地位的認知，仍停留在女性

是附屬、是他者之上。在研究過程中，更讓筆者打破女性在一個宗族內的地位

為他者之「理所當然」的想法，同時更讓筆者深深體會到，長期在體制內受到

不平等對待的客家女性，倘若可以透過本研究發聲，讓客家女性們意識到社會

文化的變遷與進步，然而卻因受到傳統的父權文化宰制，地位仍未有顯著的改

變，應可觸動社會的變革。然筆者也不禁自問，客家女性在當前的社會文化氛

圍裡，所受到的不平等對待是否仍會一直持續？或是有可能突破根深柢固的父

權體制之制約。本章共分為三節，第一節論述客家人的宗祧文化，第二節闡述

社會文化習俗下的女性地位，第三節則描述女性在社會文化習俗下所受的不平

等對待。 

 

第一節  客家人的宗祧文化 

   宗祧文化裡的「繼承制度」在客家父系社會的認知裡，繼承制度是由男性

所建立，女性必須依附父親或經由婚姻關係才能獲得社會上的身份，也才能確

立其的存在位置，但在繼承制度上卻仍無法為自己發聲。本節將分析客家宗祧

文化在宗族之繼承制度，將繼承制度分為實質財產繼承、家系繼承等二方面來

討論，並說明在性別關係在財產繼承中所扮演之角色與實際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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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實質財產繼承 

    不動產、金錢與田地等實質性能透過金錢衡量的物品乃是一般所稱的實質

財產；而實質財產的繼承乃是指財富轉移的部份。在傳統社會中，性別是決定

財產繼承的重要因素，財產繼承僅限於兒子，而已婚女兒尤其不被納入繼承與

分家的考量中（喻維欣，2003）。因此，在實質財產繼承中將可透過財產分配

權、財產繼承權等二種形式來探討，可對客家宗祧文化的繼承制度有更深一層

的瞭解。 

 

（一）財產分配權 

 

    一個家族中對於財產的分配上，長久以來，一直是男性才有的特權，女性

只要涉及此議題，皆會被怪罪為貪得無厭，但卻又從文獻中發現，保管鑰匙的

往往是女性，何以女性看似掌握了家中的經濟大權，但在分配財產上，卻毫無

權力可言。 

     莊英章（1994）認為一個家庭分家時所分的財產可包括：農地、房子（厝）、

現款、家中的日用品及傢俱等，其中尤以農地最為重要，因為農地一向被視為

是農村最重要的財富象徵。財產繼承一直是繼承制度很重要的一個環節，因此，

誰擁有財產分配權者也就意味著其在家族內具有重大的影響力，在傳統客家社

會裡，一般而言，此項權力都是由男性年長者擁有，除非男性比女性先去世，

不然都是以男性較多。 

訪談者：以前外公屋家的財產的分配跟繼承都是誰在決定呀？ 

受訪者：阿公還在阿公決定呀！像妳外婆過身（去世），你外公分捱七 

        姐妹分一人六萬，都是大人在決定的！阿公過身就換你舅處 

        理，哪有細妹講話的，尤其嫁出去的。（D，70，苗栗）（客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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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訪談者：你們住在傳統家裡面，那種財產的繼承跟分配的方式是大概 

         怎麼樣？ 

 受訪者：財產的繼承的這個還是以阿公在分配。阿公去世前大部分都 

         分好了，才不會吵架。（C，50，新莊）（國語） 

 

 訪談者：那我們剛剛您有提到財產的繼承，主要是誰來分配啊？ 

 受訪者：媽媽啊！阿公和爸爸都不在了，媽媽處理呀!但是財產好的都 

         分給男的，好的都給男的。（F，44，苗栗）（國語） 

訪談者：那你不會覺得心裡不舒服嗎？ 

受訪者：有用嗎？人家會以為我們要回去分財產，不想吵，隨便他們。 

       （F，44，苗栗）（國語） 

    上述顯示了年齡層與居住地的分析結論，年齡與居住地並未影響財產分配

的權力，男性年長者始終握有家中財產分配的主要權力。究其因，乃是在傳統

父權體系社會裡，關於財產的繼承與分配仍是由男性決定者居多，女性雖也承

擔了部分家計勞動的角色，但性別中的生產關係並沒有為女性獲得發言的權力，

甚至沒有說話的權力。男性同時也擁有著主要繼承權，各個年齡層的受訪者皆

表示，家中係由年長的男性支配著財產的繼承權。在此，說明了隨著時代的變

遷，男性依舊擁有家中的財產分配權，即使到目前仍未有顯著的改變，然而，

女性心裡縱使不高興，卻也未表達太大的反應，似乎是默認了長輩的決定。 

 

（二）男性擁有財產（土地）的繼承權 

    在客家社會裡，除了家中年長男性擁有財產分配的權力之外，財產如何分

配、由誰繼承等事宜亦值得討論。由於客家社會受父權體制影響至為深遠，一

般而言，都是由男性繼承家中的財產，女性則多無法擁有（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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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談者：阿公決定，在財產的分配裡面啊，每個小孩都有嗎？ 

受訪者：土地沒有喔!是女兒就沒有。阿公過身（去世）後還有ㄧ些

土地，你舅舅有叫我們姊妹簽拋棄書，他說要簽，我們簽

啦! （E，70歲，苗栗）（客語） 

訪談者：女兒沒有，只有男生有？ 

     受訪者：是呀。（E，70歲，苗栗）（客語） 

 

訪談者：像傳統的客家人財產的繼承跟分配是以怎麼樣的形式為主 

        呢？ 

  受訪者：還是以男生為主，男的才有得分，女人沒得分！連我哥哥 

          就有這個想法，認為我親近媽媽是為了要分財產。（C， 

          50，新莊）（國語） 

 

    高年齡層受訪者往往將男性繼承家產視為理所當然，女性通常未能分到財

產（土地），也自願拋棄繼承，將財產繼承權讓渡給其他兄弟；而中年齡層女

性如為照顧父母，不論是否有分到實體財產，家族男性仍會在內心認為出嫁女

性會照顧父母，是因為想要從父母身上得到財產，常會被冠上貪圖娘家財產的

罪名。在財產關係及相關的法律中，上述客家社會的規則，明顯地否定了婦女

的法律身分：她們頂多是作為男性成員的代理而「暫時」擁有發言權，一旦財

產關係的重組過程結束，她們的法律身分即迅速消失（鍾永豐，1994）。客家

婦女在家族中或對宗族外的事務，通常沒有發言的空間與權力，並由此衍生出

關於財產繼承的不同觀點與看法：  

 

訪談者：那家產主要是誰來分呢？像土地那一種的。 

 受訪者：田產一定給男生呀，以前的女生不能分財產的。你外公還比較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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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進，你外婆去世，一個小孩分六萬，其它謝家的人沒這樣分喔! 

        你阿公在的時候大部分就先分好了啦!土地都給你舅舅，兩個舅舅 

分。 

分唷！因為阿公過世沒有分的話，阿舅自己分，可是不會分給細 

妹她要分要簽一個拋棄繼承權！（E，70，苗栗）（客語） 

 

訪談者：現在民法規定男女都可以分得娘家家產你知道嗎？ 

受訪者：知呀! （E，70，苗栗）（客語）  

訪談者：那您的想法呢？ 

受訪者：我的想法就是，嫁掉的要說甚麼？我們嫁出去…嫁到你爸這裡就以

你爸這邊為重，娘家就變成外家了！（E，70，苗栗）（客語） 

 

訪談者：像傳統的客家人財產的繼承跟分配是以怎麼樣的形式為主呢？ 

受訪者：還是以男生為主，女生沒得分女兒有幫忙養老人家，財產也是給男

的啊！（C，50，新莊）（國語） 

 

訪談者：您是說您娘家部分？ 

受訪者：對！（C，50，新莊）（國語） 

訪談者：您以後的財產會分給女兒嗎？ 

受訪者：不會！那是祖產，不給外姓。（E，70，苗栗）（客語） 

訪談者：如果同姓呢？ 

受訪者：嗯，沒想到這個。（E，70，苗栗）（客語） 

除了對於財產的繼承外，對於財產的支配，現代女性亦有不同的看法： 

訪談者：像傳統的客家人財產的繼承跟分配是以怎麼樣的形式為主 

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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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訪者：我現在只要多跟媽媽講幾句話，哥哥就會說我一定在想媽媽 

的好處？照顧媽媽的時候就不說，我很辛苦。（C，50，新 

莊）（國語） 

受訪者：我又不是沒賺錢回家，為何所有的不動產要留給男的，留給 

男的會比較孝順嗎？（F，44，苗栗）（國語） 

 

    由上述可知，傳統客家族群在財產繼承方面仍是以男性為主，年長的女性

至目前為止仍認為那是男性的事情。畢恆達（2002）認為有關財產繼承所引發

的種種爭議，與我們社會中的性別文化有很大的關係。因為女性出嫁後成為別

人家的成員，雖然仍保有女兒的身份，但對原生家庭的事務卻極少能發聲或具

有主權，如同繼承制度裡所表露之性別關係，性別間的權力關係、情感關係及

符號關係等，皆影響著繼承制度。 

    而從出生身體物質上「骨」、「血」的解釋，同一父親成員之間有「共骨」、

「共血脈」都同樣表達了父系相傳的概念。而在家出生的女性並不包括在這個

「血脈相連」、「共骨」的基礎上。 

訪談者：客家的女性在家裡付出這麼多，地位為何那麼低？ 

受訪者：女生一出生就是被當成「賣骨」的，一出生就是要去別人家當「祖

婆」的，所以在家裡並不受重視。就像妳嫁掉了，你就是「賣骨」

ㄟ。（E，70，苗栗）（客語） 

訪談者：那沒有結婚的，又如何被看待呢？ 

受訪者：她要去找兄弟的小孩當自己的子嗣呀，不然在家族裡，她就會成

為人球，沒有人要，地位更低。（E，70，苗栗）（客語） 

    在財產的支配制度下，女性仍被排除於家族之外，雖不一定有簽訂拋棄書，

但許多長輩，在其年老之時，已對財產預做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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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訪者：你姑婆沒嫁，以前我阿公有分一些給你姑婆。怕以後沒有人要 

          照顧她呀!沒結婚又沒財產，誰要她？（E，70，苗栗） 

         （客語） 

    從性別關係的角度來看，權力關係及符號關係亦影響著傳統的宗祧繼承制

度。鍾永豐（1994）也提到：「祖宗牌位」記錄了一個家族自開基祖先以降，

所有男性子嗣的名字與諡號。他們的配偶則有姓無名，僅附上「孺人」的通稱，

而所有女性子嗣皆不列名。客家女子無法列位於本家的祠堂上，享後代香火，

在夫家也僅以「孺人」之代號取代本名以供後人懷念，是以，在繼承制度上，

客家婦女的身份地位實不及於其在生產活動之地位，更進而被漠視之。然而，

女性究竟是如何被排擠於宗祧繼承之外？事實上，從其出生「性別」是女生的

那一刻起。女性一出生就被定位在以後要出嫁的人，而男性一出生就是未來要

為家族傳宗接代的人，就如同戴正倫（2006）說明新生兒是男丁的身份，在宗

內祭祀公業的財產繼承上，以及未來的祭祀義務上，就有舉足輕重的地位。 

 

二、家系繼承： 

    在這個客家親屬關係的結構上，由於房的形成是依男性的血脈而定，所以

男性一出生就是「房」，包括一出生就死亡的，也算是一房。但是女生沒有結婚，

卻不能視為一房。但是，如家族中有其他兄弟的小孩做她的子嗣，她雖可分得

部份財產，卻不是以女生的名義存在，而是男性。而未婚女性為何可以繼承財

產？乃是未婚女性為能夠得到兄弟子嗣的照顧，仍是要將家產留給男丁，代表

著客家族群在性別符號關係與情感關係中，象徵著宗族情感關係大於符號關係，

在性別的歧視尚有更深層的體認： 

 

 訪問者：那姑婆沒有結婚，有人的小孩給她當子嗣嗎？ 

 受訪者：有呀！你伯公的賴仔呀！你阿公太有一筆土地給你姑婆，就是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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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當她後代的那一個小孩，所以你伯公的孩子在她死後可以繼承 

她的財產。但是你伯公後來後悔，偷偷把他兒子的戶籍割回去， 

你姑婆就又沒有子嗣了，你外公想她是自己的姐姐，才把他的戶 

籍放在外公那裡。（E，70，苗栗）（客語） 

 訪問者：可是你以前不是叫她「阿姑」呀？ 

  受訪者：她就沒有嫁，我們從小就叫她「阿伯」。把她當成家族中的男性 

          一樣稱呼。（E，70，苗栗）（客語） 

 

    以性別角色的觀點來看，從上述的財產繼承與家系繼承制度，客家文化特

色是表現在其宗族觀念，各房男子在繼承父親或其他祖先財產之後，也有義務

要祭拜。客家宗族非常重視宗族祭祀，因而有設立宗祠，可是女性雖以男性角

色在扮演，卻沒有得到跟男性一樣的地位對待。究其因為其性別表徵上為女性，

就未婚女性死後可不可以入宗祠來看，未婚女性地位在其死後，更是卑微。在

這些宗族觀念裡，所牽涉的性別關係有權力的關係、情感的關係與符號的關

係： 

 

      訪問者：你們把姑婆當成「阿伯」，那她死後可以入阿公婆牌（神祖 

              牌）嗎？ 

   受訪者：當然不行呀!連她過身（去世）要放她的牌位都要找一個角落，

辦完喪事，做完法會，出殯後，馬上也放到「齋堂」裡。平常

要拜拜，只能在家裡找一個小角落。（E，70，苗栗）（客語） 

 

綜上所述，未婚女性在父權體制下的地位非常低下，甚至低於外姓嫁入之

女性，外姓嫁入之女性與已出嫁之女性，皆在夫家生兒育女後，死後才可以跟

丈夫共同接受祭拜與崇拜，但是未婚女性只能放置在一個小角落裡，甚至無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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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受祭拜。張典婉（2004）曾指出：父權體制對客家女性的影響相當巨大，重

男輕女，女性為負擔家計所承受的勞動，十足展現在其父權體制視女性為財產、

附庸的心態，尤其是婚姻制度、財產分配、及宗祠地位，客家女性只是為父權

制度提供物質基礎與傳宗接代一個工具而已。就整個客家宗祧文化在各面向的

權力表徵（參見表 7）而言，在客家宗祧的文化裡，性別角色來看，整個權力的

核心，仍是以男性為核心，嫁入的客家女性次之，至於嫁出的客家女性則因為

婚姻關係亦具有影響力，其地位仍優於客家未婚女性，是以，在權力關係、情

感關係與符號關係之中，核心是以男性為主，而核心中的最外圈才是未婚女性。

由此也可看出，在整個客家宗祧文化裡，性別的階層化實未曾改變過。為何出

嫁女性反而較接近核心呢？原因在於婚姻關係，在聯姻過程中，可能部份亦含

有權力的交流與擴張，是以，出嫁女性的地位，仍優於未婚女性。（參見圖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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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客家宗祧文化制度 

家庭身份 財產繼承權力 家系繼承權力 接受祭祀與祭祀權力 

男    性 一出生有有 一出生有有 一出生有有 

嫁入女性 附屬於男性 附屬於男性 附屬於男性 

嫁出女性 無 不入譜 地位次於孫子 

未婚女性 無 不入譜 死後無地位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圖 7 客家宗祧文化制度的權力核心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男性 

 嫁入女性 

嫁出女性 

未婚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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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社會文化習俗下的女性地位 

    移居臺灣的客家族群也承襲著客家文化所保有獨特的文化意象，從飲食、

語言、傳統婚禮、及祭祀等禮俗方面皆是，傳統的客家精神─勤儉樸實及堅強

不屈撓的硬頸精神，實傳達了客家人的生活方式及生命態度。 

    過去的客籍女子多從事擔任勞動生產的角色，對於家庭經濟和子女教育都

得擔負著重責大任，客家女性刻苦耐勞的精神，形成客家文化的特色之一，例

如客家諺語中的「四頭四尾」─家頭教尾、田頭地尾、灶頭鍋尾、針頭線尾─

的意義，規範女性應成為一個具有「美德」的婦女，成為一位盡責的「輔娘」，

而在父權體制下，男性位置似乎順理成章地享有著優勢地位，由此可以窺知，

性別之間關係展現的不對等支配。但是，在社會文化習俗裡，婚姻制度在性別

關係中佔重要的一環，影響也最深遠。藉由婚姻關係以維繫家族的延續力量，

且在傳統客家族群裡，女性角色更被賦予了許多「美德」的讚揚，進而建構出

客家女性克勤克儉、溫良恭謙讓的形象與標竿。然而，也正是這些「美德」制

約了客家婦女漠視自身的發展，進而使她們一直扮演著社會賦予的「典型角色」，

鮮少為自己發聲及擁有自主權（邱詩婷，2008）。 

    女性因為「性別」符號關係的影響，在重男輕女的傳統家庭裡，女孩的出

生不是一件令人高興的事，而婚姻制度也成為性別關係裡決定女性一生的權力

關係與情感關係： 

 

受訪者：我喝蘇家的奶長大的。生我的媽媽奶不夠，姓蘇的奶很多，她生 

        的女兒滿月，鄰居去家裡跟阿公恭喜，說恭喜喔!生千金。阿公 

        不高興的說，生萬金啦。我媽媽聽了很難過知道生女兒公公不高 

        興，說生萬金。（A，92，中和）（臺語） 



70 

 

        快呀ㄟ養母那，生活很辛苦，那邊很窮，住草寮，風颱來會淹 

        水，沒生。聽到我們要給她，又知道貞甫當官，家裡又好野，很 

        高興。但是以前用米麩湯、稀飯養大的。（A，92，中和）（臺 

        語） 

 

    從上述中發現，在「重男輕女」的世代裡，女性如想要有好的照顧，需要到

別的家庭裡；而在那個世代裡，到別的家庭當童養媳（媳婦仔）是最常見的方式。

童養媳的制度乃是在生活環境條件不良的境遇下，原生家庭基於扶養之困難、及

減輕生活負擔等種種因素而將親生女兒送走；扶養家庭則是為了節省聘金和婚禮

的花費，並可增加勞動力等理由而收養她，成為童養媳（邱詩婷，2008）。在本

研究中的童養媳（媳婦仔），因蘇家的阿公不願將媳婦的乳汁分給外人，而要求

喝其媳婦乳之女性必須給蘇家當養女。 

 

受訪者：蘇家阿公說，我就是不要讓她餵奶，沒人確定後面再生，我家 

        女生故意給人，就是要生男的，你的孩子一直喝我家的奶，我 

        的媳婦不會生怎麼辦？所以，我就在蘇公說：要喝我家的奶， 

        孩子要給我，所以我才會當你阿公ㄟ媳婦仔。（A，92，中和）

（臺語） 

    客家女性為在家族裡保有一定的地位，縱然已育有一子，如果第二胎生女

兒，在不被期待下所出生之女性，往往必須依長輩的意思將女兒出養，而忍受

漲乳之痛，準備孕育下一個男孩。因此，早期臺灣女孩被過繼到別人家當養女

或是童養媳（媳婦仔），是一個相當普遍的習俗（曾秋美，1998）。 

    而影響社會文化習俗除了性別問題之外，就屬「婚姻制度」在性別關係中

佔最重要的一環，透過婚姻的關係維繫家族延續力量，在傳統客家族群裡，客

家婦女一直扮演著社會賦予的「典型溫柔、服從的角色」，鮮少為自己發聲及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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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自主權。而在傳統社會的建構過程中，女性婚姻的目的僅是為了擴大家族和

繁衍子孫，在婚姻的意義上，其任務就是為夫生育男嗣，是以，婚姻制度乃是

影響女性地位最主要根源。 

 

訪問者：你為何沒有嫁給我阿公？ 

受訪者：大戰呀!你阿公不要當軍伕，跑掉，跑到苗栗娶你阿嬤。因為日本

當時有徵護士要去南洋，你阿祖怕我回不來，不得已把我嫁給三級

貧戶汪家，很窮。家裡有阿爸、阿母、小弟，小妹，連我共養九個

人，我先生才不會被抓去當軍伕，不然跟我一樣大的，有的肚裡有

孩子，丈夫也去南洋，沒回來的很多。我自己有生好幾個，很辛苦。

（A，92，中和）（臺語） 

     

漢人社會中裡的家族嗣系是由男子繼承，本家出生的女子被排除在宗祧之

外，她必須依靠夫家，否則死後將無所歸屬。而嫁入之女性倘若丈夫早逝，且

又未能生育男性子嗣，就容易會被與丈夫同姓的宗族男性欺負，這些女性，大

多離鄉背井至外地生活，以致於後代往往不知道自己從何而來。 

 

    受訪者：我ㄟ媽媽只有生兩個女兒，在家裡被欺負，我ㄟ媽媽只有生兩個

女兒，在家裡被欺負，叔叔會欺負，所以媽媽帶我們到高雄謀生。

我16歲就沒有媽媽，一直在幫傭，幫別人帶小孩，我一直不知道我

們的祖先在臺北，我一直以為是孤兒，一直到我結婚。（H，83，

高雄）（臺語） 

 

    在客家的傳統文化中，認為未婚女性若入神祖牌接受祭拜，將影響整個宗

族的興衰，例如，居住地為北部的習俗是拜姑姑會「沒出息」，在中部地區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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姑姑會「孤獨」。是以，未婚女性在往生之後，其在一個宗族內的地位更是受

到歧視。Wolf（1974）在臺灣三峽的田野調查中發現，並非每個往生者都會被

供奉起來拜，夭折或未婚去世者的命運端視其為女或男，若是兒子，出生即被

視為家中成員，有資格在父親的祖先神龕上佔一席之地；若是女性則需藉由婚

姻才可得到祭拜。因此，未婚即過世的女子，其境遇是十分悲慘的。人們相信

一個人死去，尤其是夭折的人，若是沒有人供奉，就會變成流離失所、漂泊不

定的孤魂野鬼（陳中民，1967）。這也說明了何以文化習俗中之未婚女性，通

常在死後都不會放入宗祠的神祖牌中，而是放置在外面的寺廟或齋堂裡。 

 

  訪談者：姑婆，那要是女生沒有結婚呢？沒結婚死了以後可以放到神祖 

          牌裡面嗎？ 

  受訪者：沒結婚好像沒有。沒有結婚的姑婆要寄塔，沒放在神祖牌內，  

          對她不好。（A，92，中和）（臺語） 

  訪談者：為什麼不讓她放？ 對她不好？ 

  受訪者：對她不好，寄塔是為了讓他提早投胎轉世，放在神祖牌內往下 

       傳，往下傳叫孫ㄟ人不要拜姑婆，拜姑婆不會成功，不會出頭。

可以拜伯母、嬸嬸，就是不要拜姑婆。我小時候聽人家講，年

紀小時住在定光佛那裏時，聽人家講。拜伯母，拜嬸嬸會成功，

沒人要拜姑婆，沒人要拜姑婆，都放廟裡。（A，92，中和）（臺

語） 

  訪談者：女生沒有結婚呢？沒結婚死了以後可以放到神祖牌裡面嗎？ 

  受訪者：誰要給你放，沒有結婚的姑婆要放齋堂，沒放在神祖牌內，一  

          般人不拜姑姑，因為諧音姑和孤獨的孤同音，所以不拜姑姑。     

（D，70，苗栗）（客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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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未婚女性的這個習俗，雖在不同的地區就會有不同說法，但是其背後

的意義是相同的。在現今的時代裡，對未婚女性的排擠，其實並未減少，未婚

女性在一般家庭內，仍是沒有尊嚴的。 

 

訪問者：沒結婚的女生不是很沒有尊嚴，那我的妹妹沒有嫁，你怎麼想？ 

受訪者：所以我一直叫她要嫁，你們不幫我，還跟她起鬨，叫我不要管她。

每次跟她講這件事，叫她結婚，她就跟我吵，還叫我自己去嫁，

沒大沒小。（E，70，苗栗）（客語） 

 

    從上所述，難道女生就必須為了死後接受祭拜，為了有一個容身之處而必

須忍受婚姻的羈絆嗎？在一個社會文化裡，難道沒有婚姻關係就是一種錯誤？

從蘇氏宗族舊式族譜的記載應可為證，基本上，在傳統的性別關係裡，只包括

了所有的男性子孫及配偶，其他所有的女性子孫均捨棄不錄，女性在客家社會

文化習俗中的地位與權力關係，是由其是否具有「婚姻關係」來決定，婚姻影

響著女性在家族中的地位。（參見表 8） 

    筆者在本研究中發現了一本生庚紀錄，有蘇氏家族中女性出生的紀錄，但

在日據時代的戶籍資料與現今戶政單位的戶籍資料裡，部份出生女性的資料卻

是不存在的。由此可見，女性出生在一個家庭中，其不受重視若要改善，只有

到他人家庭去當祖婆，才可能會有一席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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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 客家女性社會文化習俗地位 

婚姻狀態 社會文化習俗地位 死後地位 

嫁入女性 與丈夫共同接受後輩崇拜 與男性同等地位 

童養媳 與丈夫共同接受後輩崇拜 與男性同等地位 

未婚女性 受舊習俗歧視，地位附屬於父兄之

下及嫁入女性之後，甚至低於侄

孫。 

兄弟後代祭祀會沒出

息，因此兄弟後人不要祭

祀，在宗族中沒有地位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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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社會文化習俗下女性所受的不平等對待 

 

    性別之間的不平等關係乃是具歷史性與社會性建構過程中的產物。是以，

可從宗族社會文化中最不可或缺的生命儀禮：婚配、生育、喪葬、祭祀等大事，

理解其所賴以延續的價值觀。筆者發現，就祭祀的禮儀而言，因婚姻制度而產

生的不平等對待，在不同世代與居住區域中，反而會有不同的面向浮現。由族

譜的紀錄中來看，其內容中不單只有男性，同時也有女性。然而，族譜中的女

性祖先，在一般情況下，女性祖先都是以嫁入夫家的妻子為主，女兒是不可以

入譜的。以父系單系世系為核心的中國宗族制度，宗族的男性在過世以後受到

族人祭拜、崇拜；但在祭祀時，神祖牌背後的名字皆受到崇拜，祭拜的不只是

男性祖先，還有女性祖先，女性祖先的名字（或姓氏）經常被載入族譜、刻在

牌位、及墓碑上。 

    雖然在傳統社會中，宗族制度的特性讓女性幾乎不可能獲得與男性完全同

等的地位和待遇，然而在宗族的祭祀體系中，女性祖先卻有著和男性祖先近乎

平等的地位。女性祖先地位的重要，除了體現在祭祀、祖先崇拜之上，同時也

可在宗族之重要文本族譜之中看見。筆者從訪談中發現，無論是年輕世代、中

年世代、及老年世代的受訪者皆表示，祭祀制度也說明客家年輕族群能接受並

認同祭祀的作用與功能，並不會隨時空改變而流失。 

 

訪談者：嫁出去的可以回來老家祭拜祖先嗎？ 

受訪者：當然可以呀!都姓「蘇」不是嗎？祭拜祖先不需要分有沒有結 

        婚，財產都可以分了，哪有祖先不能拜？（B，48，五股）（國 

        語） 

 

    另外，若從性別角度觀之，除了大多是女性準備祭祀用的供品之外，有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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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則因宗族家訓的不同，在祭祀活動中也可看見男女間之不同的權力關係。

其中，比較有趣地是，即使女性可以入譜了，但是可以參與家族祭祀嗎？從分

析資料中發現，居住地與年齡會對祭祀禮儀的改變造成影響。此外，因居住地

的不同，反應也不一樣。 

 

訪談者：嫁出去的可以回來祭拜祖先嗎？ 

受訪者：自己的祖先為什麼不行？當然可以呀!（A，92，中和）（臺語） 

受訪者：誰要給你拜？你嫁掉了是別人的祖婆。（E，70，苗栗）（客語） 

訪談者：嫁出去的可以回來掃墓嗎？ 

受訪者：掃墓為什麼不行？當然可以呀！你阿祖在的時候，我也都跟他去

掃墓，你叔叔才七~八歲，他也去呀！（A，92，中和）（臺語） 

受訪者：客家地區不行喔！好像河洛人對這個比較不忌諱，臺北的都有女

生回去掃墓。（E，70，苗栗）。（客語） 

訪談者：你不覺得嫁出去的回來掃墓會比較熱鬧嗎？ 

受訪者：就熱鬧喔！大家都回來開槓（聊天），就趣味。（A，92，中和） 

       （臺語） 

受訪者：是呀！可是客家地區的長輩認為女生回去掃墓會分家裡的財產，

大部分的人都不願意喔!（E，70，苗栗）（客語） 

訪談者：跟過年比呢？你覺得哪個比較熱鬧？ 

受訪者：掃墓喔！現在過年大家都出去玩，只有掃墓不會忘記。（A，92，

中和）（臺語） 

受訪者：客家地區的掃墓年十六，影響不大。你阿公就叫姑姑她們回來呀！

不過，跟過年比起來，是比較熱鬧。（E，70，苗栗）（客語） 

訪談者：既然可以掃墓，那可以拜公嬤（神祖牌）嗎？ 

受訪者：可以呀！女生出嫁是欠人家的債，但是元神還是我們家的，當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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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呀！（A，92，中和）（臺語） 

受訪者：不行！不給出嫁的人拜。（E，70，苗栗）（客語） 

 

    綜上所述，社會文化習俗裡對於祭祀活動參與的不平等情形，也是會受到

居住地與當地的文化影響而有所不同。在宗族的祭祀活動中，參與的人甚至會

比過年還多，現在的掃墓往往比起過年時更加熱鬧。然而，較為奇怪地是，客

家媳婦在家族的祭祀活動中，可以接受丈夫的姐妹參與掃墓，但卻對於拜阿公

婆牌有意見。此外，對於傳統過年習俗，例如過年回娘家，表達方式雖有不同，

但仍有相同的意思。 

      

訪談者：嫁出去的過年可以回娘家嗎？ 

受訪者：不行喔！不要回來。可以過年前回來，就是不可以當天回來 

       （A，92，中和）（臺語） 

 

受訪者：誰要給你回來？（E，70，苗栗）（客語） 

訪談者：為什麼？ 

受訪者：過年前回來，初一不要說恭喜，當作沒過年，初二才可以說，才 

        不會分娘家福氣，就是不可以當天回來！（A，92，中和）（臺 

        語） 

受訪者：大年初一回去，娘家會倒楣。 （E，70，苗栗）（客語） 

 

    從上述的分析資料裡可看出，對出嫁的女性來說，婚姻就好像是一種懲罰，

未婚前原本可以回家過年的，卻因為結婚而變得有禁忌，這對只有生女兒的人

情何以堪呢？另外，在傳統社會文化習俗裡，祭祀禮儀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

對於女性在準備祭祀禮儀供品時，以房學嘉（2000）在梅縣丙村溫氏仁厚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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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野調查為例，其關注的焦點是客家女性在宗族社會中地位的提升。他以齋婆

太、女鄉紳、及主持宗族祭典的女領袖為例，藉以說明在客家社會中，女性地

位可能高於其他族群，並認為現今的民俗活動並不完全依照傳統的方式進行，

乃是因應現代文明而做的相應調整。 

 

訪談者：祭祖時準備供品的方式是什麼？ 

受訪者：我在你父親死後第二年我在重陽節就「跌筊」告訴祖先：我要上

班養小孩，我沒有辦法照公公留下來的方式準備「碗ㄟ」拜拜，

我現在就只能在過年、五月半、七月半、八月半，年三十，照客

家人的方式準備三牲祭拜！ㄧ下也升筊。不然要怎麼樣，我又沒

空，你們又小，沒人可以幫。（E，70，苗栗）（客語） 

     

在男性缺席的客家社會裡，女性在生命儀式中佔有著特殊的地位，除了傳

承夫家的舊有祭祀傳統之外，對於自己生活上的需求亦可能依照原生家庭的習

俗加以改善，甚至予以簡化。 

    在傳統客家社會文化中對性別角色寄予不同期待之下，進而衍生出性別分

工的情形。在舊傳統社會中係以「男主外，女主內」為家庭典範，然而在客家

族群裡，女性不只要照護家庭、奉養公婆，還必須要下田農耕，不論於內、於

外都得展現出超人的毅力與堅韌。  

    「家務分工」（household division of labor）係指家中成員對家庭生存所需

的勞務分配之投入狀況。家中成員對這種不能獲得市場報酬的勞務投入多寡，

往往會受到他們的資源、權力、性別態度、及家庭結構等多種因素的影響（喻

維欣，2003）。家務分工代表著家庭事務能妥善分配及經營，實屬家庭成員每

個人的責任。傳統客家婦女為勞動生產者的角色，不論是對家庭的付出及工作

的辛苦皆任勞任怨、默默忍受。在客家社會中，不僅透過家庭教育的方式，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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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運用社會、宗族的壓力，藉以傳遞女性應順從的觀念。在家從父，包括婚姻

的自主權及勞動生產力等皆非女性自己能夠作主（李竹君，2002）。 

訪談者：那像家裡面的工作，是誰在做比較多？ 

受訪者：都是細妹在做啦，你姑婆就是因為這樣才沒有嫁。（E，70，苗

栗）（客語） 

訪談者：都是女孩子？那像媽媽不會想請阿哥幫忙嗎？ 

受訪者：當初每次有人要來提親，你伯公就跟你姑婆講：「阿姐，阿姐家

裡需要幫忙，家裡沒欠你吃不差一個碗」，他自己又生很多。最

後你姑婆就因為年紀大了，也就沒結婚了。（無奈）（E，70，

苗栗）（客語） 

 

對客家家庭而言，女性承攬家務似乎是本分，屬於其工作範圍的一部份。

相對而言，對性別角色的期待，塑造了性別間不同的氣質與差異，並落實在生

活的實踐中。在早期傳統農業社會中，婦女除了料理家務之外，還得協助父親、

兄弟、及丈夫工作，分擔耕耘、播種的農事，顯示了婦女除家庭責任之外，還

必須適時地提供經濟協助。從上一輩客家男性對家務勞動的漠視，且在家庭中

佔有優勢地位，因而造成了客家女性在勞動生產力上的「雙重剝削」。在傳統

社會中，受到「女主內」觀念根深蒂固的影響，女性無論是在社會體制或家庭

中，都因無法掌握經濟大權而必須屈從於男性（夏曉鵑，1994）。但在客家宗族

裡，並非只有從異姓嫁入的女性才對宗族有貢獻，未婚女性從小到老直到死亡，

雖將一生奉獻給從小生長的家庭，其死後的地位卻備受歧視且因受傳統習俗影

響而被冷漠對待。對於一生奉獻給家庭的客家未婚女性來說，實情何以堪？再

者，現今因社會環境的改變，不分性別，不婚者越來越多，卻只有男性可以入

神祖牌，可以入譜，此點實凸顯出性別不平等的真實。 

    過去女性不被書寫入族譜，加上男性也認為女性毋須瞭解，自然女性也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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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想要關心。然而，準備祭祀祖先的儀禮卻又都是由女性負責發落，她們對於

神龕擺設、準備供品、拿香祭拜、及燒紙錢等，以及各大節慶的祭祀，甚至連

平時家中供桌上的神龕皆是由女性來拜，過年更是全家到老祖屋祭拜祖先，惟

此中準備祭品的仍是女性。 

 

訪談者：祭祖時是誰在拜拜？ 

     受訪者：我爸爸去世前就都是我媽媽在拜拜啦！每個祖先的忌日， 

             或重陽節，我媽媽都不會忘記。（B，48，五股）（國語） 

     

家庭社會裡性別關係受傳統社會制度的影響所展現分工的結構。可是「家

事勞動」是由掛有「主婦」之名的已婚女性無償進行。這種生產樣式被稱為是

「家內制生產樣式」。而成就此一「家內制生產樣式」的支配結構，即是「父

權體制」（引自上野千鶴子，劉靜貞、洪金珠譯，1997）。 

 

小結： 

    綜觀客家的宗祧文化、社會習俗文化地位與社會文化習俗制度下所造成的

不平等對待，與建立在族譜內所建立的親屬間的關係密不可分。但是，筆者認

為，族譜的記錄來自於編寫者對於社會文化習俗的認同，而以族譜做為權力彰

顯的記憶，然而，真正的權力關係是來自於族譜嗎？從研究中發現，真正影響

女性在社會文化習俗地位的，不是族譜，而是記錄在族譜上所帶來之財產繼承

的利益與權力，女性能夠入譜且願意入譜，不代表著可以與宗族男性共同享有

相同的權力。但這些權力是否對客家女性在社會文化習俗的運作或日常生活中

影響著族譜的編纂呢？除了透過族譜彰顯父系權威之外，筆者發現，在婚姻制

度下女性的地位，似乎才是真正的影響原因。而影響這個原因的紀錄與記憶，

除了藉由耆老的口述一代傳一代之外，就是透過族譜的規範與範例，不斷地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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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與傳承，因此，被記錄在族譜裡的人，同時也具有身份地位的表徵。是以，

女性若在族譜裡不具地位，則其在整個社會文化習俗裡也無法避免不平等的對

待。（參見表9） 

表 9 女性入譜權力與其他權力比較 

受訪者 婚姻狀態 女性入譜權 財產繼承權 家系繼承權 

A     

B     

C     

D     

E     

F     

G   未表態  

H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就表9而言，以宗親來說，其對於女性入譜、家系繼承似乎接受度很高。已

婚女性可以入譜，代表著同時擁有家系的繼承權力，而未婚女性目前不因是否

具有婚姻而影響其入譜。有兩位表示反對者，一位是長居苗栗客家村落的女性，

其所持客家女性傳統刻板印象之出嫁就是外人的看法，至今尚未改變；另一位

則是新時代未婚女性，入不入譜對她來說一點都沒關係，縱然未婚以後是否願

意接受祭拜，也表示：現在的人還願意祭拜祖先的人越來越少，所以不入譜與

不接受祭拜，是新時代女性的看法。但從表9來看，有趣的是，就財產繼承部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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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言，縱然可以入譜也具有家系繼承的權力，但是對於宗族間的財產繼承，仍

受傳統只有男性可以繼承財產或女性因為出嫁而無權再享有跟宗族男性一樣的

權力，除了怕壯大出嫁女性之家族外，亦有財產不傳外性人之意，此一狀況足

以說明，當所有權力再牽涉到到財產的利益時，將女性視於異己的觀念就凸顯

出來，男性的繼承與圖8的權力核心相同，一樣是難以突破的。從表9來看，宗

族對於女姓入譜是較容易接受的，其次是家系的繼承，而最核心且最難以改變

的是財產繼承，就現況來看，女性仍不被認定為是一位可以擴大家族的人。（參

見圖8） 

 

 

圖 8 女性入譜權力與其他權力比較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財產繼承 

    家系繼承 

  女性入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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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誰可以重新纂修族譜 

     

族譜作為「以記錄宗族世系源流為主、蒐集、登載其他宗族文件為輔的一

種文獻」（錢杭，2009），其中登載世系無疑是譜牒的核心所在。對於族譜世系

的相關研究，普遍認為，這些理論上按照男性血緣承繼關係之一次排入名單，

實際上並不像族譜表面所展現般這樣的清晰、簡單（錢杭，2009）。族譜上所透

露的不單單是一個血緣關係，族譜本身更是存在著規範與制約。關於族譜的重

新纂修，本章係以三個小節來區分：第一節說明族譜纂修的過程，第二節探究

誰有書寫的能力，第三節則討論誰才可以關心，第四節對女性入譜的期待。 

 

第一節  族譜纂修的過程 

 

   族譜記錄著一個宗族的興衰始末，而蘇氏宗族長期以來，從開臺祖起族譜早

已斷線，因此並無任何有關蘇氏宗族的記錄，對於一個宗族的記憶來說，透過

纂修族譜可以重新記錄宗族歷史的方式。 

    受訪者：我的教堂有一個家譜中心，我教友都在纂修家譜，而我向主 

            禱告：「我們家沒有家譜，希望能讓我有機會修我們蘇家的家 

            譜」。（B，48，五股）（國語） 

 

 一、修譜緣起 

    

民國九十年蘇家開始有在臺子孫前往大陸尋根，適逢大陸蘇氏宗親正在修

譜，從臺灣抄寫可建接上的祖先，提供給大陸宗親編入2005年出版的蘇氏族譜

之中，該族譜並於2005年03月07日正式發行出版。但在臺灣因連稍微完整的家

譜都沒有，是以，經共同修譜的家族成員討論後發現：在臺灣並無足夠之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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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證明與大陸的族譜上所記載的世系是否正確，因此係以生庚紀錄上之蘇發

公（仰鴻）為在臺開基始祖。從宗親所提供的開臺祖先墳墓之照片，並從其墓

碑上可見立其墓者共有五大房，進而透過宗親就手上現有的宗親資料進行聯絡

並逐一尋找，目前所找到且具有資料者是第三房蘇國章及第五房蘇貞輔等。將

以上已尋找到的直系血脈，不分性別全數納入，而其他大房、二房、四房的子

孫則正在聯絡其後嗣，努力追溯，惟因資料尚不齊全，仍有待確認， 是以暫不

收錄。因此本次蒐集到成員資料，並將纂入族譜者為第五房蘇貞輔派下所製作，

該房也是五房中人數最為眾多的。 

    受訪者：「一定要把自家的蘇氏族譜搞好，這一代如果可以完成族譜重 

             建，後代就不會不知道自己從何而來了。」（B，48，五股） 

            （國語） 

 

    重新修編族譜談何容易？蒐集資料的工作量相當繁重，蘇氏後人許多宗親

移居各地，目前使用的聯繫方法是透過關鍵人以打電話、寫信與運用現今Line

與Face Book等通訊軟體做為溝通方式，並以各房分工聯絡的方式，蒐集之後的

草稿，目前也僅先完成世系表後，再送交給各房自行也校稿，待整個的世系表

完成無誤後，以世系登記表填寫之內容，再詳加整理與比對，未來修譜過程將

花費更多時間整理並將其整理成冊。 

    此次修譜的前身資料僅有一本生庚記錄，所記載的是蘇貞輔的家庭成員，

其成員共生六子四女，一位媳婦仔，目前僅剩媳婦仔現今大約是92歲，對家族

的史料記憶猶新。但生庚記錄中所記載的女生，除了登記出生日期以外，在宗

親所申請的戶籍謄本中除了媳婦仔外，其他女兒並未寫入日據所調查的出生戶

口裡，現今的戶籍謄本上亦看不到有入籍記錄。不知那些女性宗親是否已出養

或已死亡，難以再往下追溯。而從2005年族譜中其實其如同所有古老的族譜記

載一樣，女性在二十一世以前沒有被記載入譜，在過去十八世的紀錄中更是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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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任何女性的名字，只留嫁入的女性之姓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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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誰可以寫入族譜？ 

      

    傳統的編譜方式，對生為父系繼嗣群中的男性，理所當然會被列入族譜。

問題是？怎麼書寫？入譜的權力是由誰決定的呢？本研究中，主要纂修族譜的

成員，皆是新世代的人，因此，在纂修族譜過程中，對於誰可以被寫入族譜，

乃是經過宗親討論之結果，最後決定先將已卒者填上享年或享壽，及墓地在何

地，其配偶亦同，並將其所生育的孩子依出生順序逐一予以登錄，不再採行「男

子為先，女子為後」具性別歧視之作法進行族譜的登載。 

在傳統父權體制的舊思維中，女兒的名字不能出現在世系表上，這是因為

成如受訪者所言：「女兒一出生時就已預定未來將要嫁到外面去了」（E，70，

苗栗）（客語），在單系繼承的意義裡，女性一出生即不具有族譜世系線的可

能性。筆者在與宗親討論修譜未來的編寫內容時，曾訪談宗親家族成員對於女

性入譜與修譜問題的看法，宗親表示：女兒也應被視為傳後人，所以女兒也會

列入族譜名冊之中。 

 

  訪談人：你覺得你是女性可以入譜你有何想法嗎？ 

受訪者：我覺得沒差，本來就重男輕女了，我的名字有沒有寫上去 

        沒什麼關係的。（F，44，苗栗）（國語） 

       

訪問人：你不覺得這樣女生才可以有在一個家族的生活的感覺嗎？ 

受訪者：那只是形式而已，沒什麼意思，可以做什麼嗎？況且我又未婚，

誰知道他們會怎麼想？反正修出來又怎樣？（F，44，苗栗）（國

語） 

訪談者：您覺得女生要不要寫在族譜裡？ 

  受訪者：男生、女生都一樣，都是咱家的人不用分。（A，92，中和）（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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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 

 

訪談者：那我把您也寫進去好不好？ 

受訪者：好呀！當然好！（哈哈笑）（A，92，中和）（臺語） 

受訪者：多謝你啦！你知道嗎？我七十五歲才知道我的祖先在臺北，要

不是一直領不到老人生活津貼，我還不知道我有繼承一筆土地，

現在你要修族譜又可以把我加進去，我小孩以後就會知道我從

哪裡來，你足感心，我足感動ㄟ，我足多謝你啦！（H，83，高

雄）（臺語） 

 

  訪談者：您會反對女性入譜嗎？ 

  受訪者：我們家的女生都可以分財產了，哪有不能入譜的道理。（B，

48，五股）（國語） 

  訪談者：您提供的家族世系資料，沒有女生的資料，您家族中都沒有生

女兒嗎？ 

  受訪者：我有生一個女兒，但是她從母姓，可以寫進去嗎？（G，62，

新莊）（臺語） 

 

  訪談人：您心裡怎麼想呢？您想要加進去嗎？ 

  受訪者：女生可以嗎？你可以幫我問一下我弟弟，他有兩個女兒，如果 

他們都寫進去，那我女兒從母姓，我不反對把她寫進去，我反

而很贊成你這麼做。我原本想，以前的族譜是沒有加女兒在裡

面的，但是我要顧及其他兄弟的想法。（G，62，新莊）（臺語）

訪問人：你不覺得這樣女生才可以有在一個家族的生活的感覺

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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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訪者：那只是形式而已，沒什麼意思，可以做什麼嗎？況且我又未婚， 

        誰知道他們會怎麼想？反正修出來又怎樣？（F，44，苗栗）（國

語） 

訪談者：您覺得女生要不要寫在族譜裡？ 

  受訪者：男生、女生都一樣，都是咱家的人不用分。 

         （A，92，中和）（臺語） 

 

訪談者：那我把您也寫進去好不好？ 

受訪者：好呀!當然好!（哈哈笑）（A，92，中和）（臺語） 

受訪者：多謝你啦!你知道嗎？我七十五歲才知道我的祖先在臺北，要不

是一直領不到老人生活津貼，我還不知道我有繼承一筆土地，

現在你要修族譜又可以把我加進去，我小孩以後就會知道我從

哪裡來，你足感心，我足感動ㄟ，我足多謝你啦!（H，83，高

雄）（臺語） 

 

  訪談者：您會反對女性入譜嗎？ 

  受訪者：我們家的女生都可以分財產了，哪有不能入譜的道理。（B，

48，五股）（國語） 

  訪談者：您提供的家族世系資料，沒有女生的資料，您家族中都沒有生

女兒嗎？ 

  受訪者：我有生一個女兒，但是她從母姓，可以寫進去嗎？（G，62，

新莊）（臺語） 

 

  訪談人：您心裡怎麼想呢？您想要加進去嗎？ 

  受訪者：女生可以嗎？你可以幫我問一下我弟弟，他有兩個女兒，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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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都寫進去，那我女兒從母姓，我不反對把她寫進去，我反

而很贊成你這麼做。我原本想，以前的族譜是沒有加女兒在裡

面的，但是我要顧及其他兄弟的想法。（G，62，新莊）（臺

語）    

   

    從上述的受訪人言談與訪談時的表情，除了一位未曾接觸族譜且不知道族

譜重要性的受訪者之外，其餘年長者在訪談過程，尤其是女性，皆是充滿喜悅，

而男性也不反對將女性加入且表示支持。所以，蘇氏族譜未來是不分性別，姓

氏，只要是同一血緣所出之子女，一律入譜，至於未來女性要寫到第幾代，將

在族譜初稿完成後，再開會討論。族譜完稿前，必須很清楚且完整的，在「族

譜世系記錄單」的表格（詳見附錄四）中將全家族人的資料記錄，不論男女都

要將名字完整寫上。另外，未來族譜的封面格式（參見圖9），封面亦不再以男

性為主，女性祖先也將共同列入。 

  



90 

 

 

   
 
 

蘇
發 

 
公 

 
 
 

陳
堪
夫
人

 

 
武
功
郡 

蘆
山
堂 

永
定
縣
蘇
九
三
郎
公
系 

    
 

派
下
家
譜 

圖 9 蘇發公陳堪夫人封面 

資料來源：本研究自行繪製。 

 

    有關世系不完整尚待補充的資料，就必須由提供資料成員及根據耆老、或

旁系親戚的說法來推敲。傳統的世系問題，女兒是「條件式」入世系表，未來

纂修蘇氏族譜將會符合性平等和諧的期待，決定將男女的名字都書寫入譜。但

是實際運作時，顯然以當代修譜參與者自身的現實關係為主要考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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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寫族譜是民間的活動，蘇氏編寫族譜是自發性的行為，這種不涉及戶政

記錄的資料，只要是同血緣的蘇氏後人即可。不過，若同意自己的兒孫改姓他

姓，而且願意在正式戶政資料上登記修改，在更改或登記戶口的時候就要審慎

考慮清楚。因為一經確定後，在戶政系統上的更改是有規定的，並不是說改就

改，但若變更姓氏未來在族譜上的記錄，亦可能會受到影響。 

 

    有可能產生疑問的是在財產繼承上未來會不會因為族譜上產生有無影響？

在分配財產方面若必須對簿公堂的話，會不會以此為依據而產生什麼問題？但

是，以目前的繼承制度的法令看，不論有無族譜，對於祖先所留下的財產在民

法繼承篇已有詳細的記載，目前是將族譜視為一種傳遞世系的記載，目的是為

了要編纂名冊以供後人查閱。 

 

 三、未來纂修族譜之發送方式 

    族譜是一個共有的財產，未來將不會由任何一位修譜人獨佔保管，宗親曾

討論過，未來在編修好族譜之後，新的族譜的發送方式將依幫忙蒐集、校定資

料的各房代表，一房發一本新編族譜，同時提供電子檔給需要的宗親，並給各

房各自收藏，以利如有新成員時，方便自行加入更新。 

 

    受訪者：蘇氏族譜完成後有後要如何給我們呢？ 可不可以一人一本或有 

            新增加成員要如何更新呢？（C，50，新莊） （國語） 

 

一本族譜的建立，耗時費神，但若是沒有人在乎，又沒人要看，便無存在

的意義。因此，族譜建立完成後，會依宗親的建議，確實依其需求發放給予。  

四、重製族譜的功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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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族譜編修的過程中，筆者認為，族譜上可記載著宗族成員人丁的興旺與

遷徙後的居住地，藉由重新纂修進而發揮族譜除了記錄歷史外的功能有三： 

 （一） 敬宗收族的目的：在族譜編修的過程中，透過認同始祖或開臺祖的

行為，將原先相互獨立的系譜關係的各大房連結起來，透過編譜，將宗族成員

的親情，重新加以連接與凝結起來。 

   （二） 凝聚親緣關係：將族譜發放至宗族各成員手中，就是將透過文字與

世系表所記載的血緣系譜關係，將親緣關係發揮最大作用。族譜是以文字形式

出現的宗族人際關係網，維繫這張網絡，單靠血脈相承是不夠的，必須賦予一

種文化來確立和鞏固人與人的關係（陳建華，1998）。 

   （三） 墓地地點及加註小地名：在傳統的族譜裡，祖先的墓地方位，僅記

載地名與風水坐向，為了讓後世子孫得以容易找到祖先之葬地位置，掃墓時將

透過衛星定位系統，記錄經緯度與小地名，將可更方便後代子孫們在祭祀遠祖、

掛紙（掃墓）時，根據族譜上的記載找到方位。這僅限於開基祖之後已知的祖

先墓位者，方可記錄族譜內。 

 

    因為在編寫族譜初期，蒐集資料及編譜工作較為繁瑣，所以「要把人寫齊，

讓世系資料完整確實」才是最為重要。 

 

受訪者：我們先將各房世系資料整理好，給他們自己核對看有沒有寫錯或 

        弄錯的，其他以後要加進來，再請他們逐步加進來。（C，50， 

        新莊）（國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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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誰有書寫的權力 

     

    編寫族譜既是一件重要且困難的事，該由誰來編寫？此一問題本身就是一

個很難決定的大事。 

    受訪者：「我們也想要找族譜，但是不知要如何找，找了也不會整理，如 

            果有會的人可以出來做，我會全力支持。」（G，62，新莊）  

           （臺語） 

    如何重新纂修族譜，書寫就是一件大工程，從一個族譜斷限的家族來說，

更是困難。是以，筆者在訪談中與宗族成員討論誰可以來纂修族譜，經過宗親

的討論結果，決定各房皆派一位代表來參與纂修書寫並記錄，同時並由筆者擔

任資料蒐集的主要成員，擔負未來族譜的纂修與建置。 

 

一、誰來重新纂修製譜 

 

    從客家的宗祧文化是一個以男性為主要的權力核心與繼承核心來看，客家

女性在家庭擔負了絕大部分的宗族禮儀工作，在其中扮演著舉足輕重的重要的

角色，但是在大多數纂修族譜的人，仍是以男性為主，甚少有看見女性參與修

譜。由此可知客家女性為家庭犧牲奮鬥、操持家務等辛勤付出，但在辛勞終生，

於生命的盡頭女性卻不能入族譜供人緬懷與記憶，對女性來說，實表現出不平

等的對待。因此，整個宗族中，蘇發公派下以蘇貞輔這個派下的參與的成員最

多，例如蘇茂松、蘇金甌、蘇景山等，因此推動起修譜之事較容易，也因主要

纂修族譜成員中，女性參與成員與男性相等，未來在纂修族譜對於女性入譜及

其定位上，將女性納入。 

 

    每個派下都會找一位重要聯絡人，幾個人一起討論修譜事宜，聯絡人著再



94 

 

往下分別找尋各房離居各地之家庭成員，提供其家庭成員資料給編寫族譜的成

員。負責蒐集資料的宗親如有書寫與電腦輸入問題，將由纂修成員依其所提供

之資料，協助建立資料。但新編族譜的編纂者大多限於本家族的成員，在學理

的視野來看，可能無法達到學術標準，而有所限制。但由宗親們親自修譜，對

於親屬資料的蒐集或許能夠勝任，但所蒐集的資料，是否可以有歷史層面的考

據，因未有相當接觸與校稿比對時，難免會與事實不符而有所錯誤。但纂修成

員，將儘量對於耆老於家族成員所提供之資料，尋找是否有足夠史料可相對應，

以確保家族史的完整性。 

    在記錄及訪談過程中，因本族譜重新纂修並非全是男性，本族譜之主要編

寫成員是女性，因此在編寫過程加入女性祖先資料的補充與校對，而各房成員

也共同有蒐集女性祖先之資料，如遇到女祖先資料不確認的這種情況，整理所

蒐集之料的成員，必須請這房族人再的旁系親戚裡去詢問比對，才能把女性祖

先的資料填寫完整。既然女兒可以入譜，女婿將以配偶身分入譜，且未來後代

子孫的姓氏已可以由父母共同約定即可，所以，族譜上的未改姓的子孫也將記

載入譜。 

 

二、纂修族譜的波折 

    修族譜的機緣，首先由五房蘇貞輔派下的裔孫提議，但是後來其他房因早

也此想法只是不知該如何做時，有了這個提議後，大家反而藉這次機會重新熱

絡熟悉起來。由於各位宗親們都肯定「現今社會與過去不同」，在修編過程中，

宗親們難免也會意見分歧，但是如果大部分的人同意，占少數可能不同意的人

也就不會提出意見。因此在修譜上也有所突破，其中最重要的就是 ─「把女生

也列進去」。 

 

受訪者：「我也是同族女生，為何我不能加入？時代不一樣了，女生都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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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總統了。」（C，50，新莊）（國語） 

受訪者：可以加女生嗎？那我也要加進去，這樣在家族裡的歷史記憶上， 

        才會有我的存在，（F，44，苗栗）（國語） 

 

    因此原本只想要先修男性族譜的成員，也覺得有理，也就接受此建議了。

這是在第二次討論述族譜將如何呈現時被提出來的建議，纂修過程不論是女性

耆老們甚至現代女性宗親都認為自己亦是本家族一員為何不能納入族譜，提議

要將女性也上譜，而蘇國章一房是最先完成增補初稿的。原本對於族譜毫無認

知，可有可無的女性，在知道女性也可以入譜後，也表示希望可以入譜。當然

仍有觀念較保守的耆老反對，認為應該要遵照老譜的方式編修。但是，在告訴

宗親女性入譜的對一個宗族的史蹟與傳承上更具歷史意義，對一個宗族成員的

血緣記錄上更具完整性與重要性時，再者女性在家族的貢獻應是被記載與傳承

後世時，宗親均頗有認同與支持後，就不再堅持反對立場。 

 

受訪者：一個家，沒有查某就不成家，蘇家的女性都很顧家與辛苦，不管 

是嫁進來還是嫁出去的，族譜上應該是要有他們一個位置。 

（G，62，新莊）（臺語） 

     受訪者：嫁出去也是我們家的人，元神都是我們家的人，永遠不會改 

             變，攏是蘇家ㄟ人，應該要寫進來。（A，92，中和）（臺語） 

 

第三節  誰可以關心 

    一個沒有族譜的宗族來說，若不是有人想知道自己是從哪裡來？每天拜的

祖先誰？對祖先崇拜的意識與記憶全部依靠的是上一代口傳與行動實踐，如果

沒有具體的行動及文字的記載，這些宗族活動的記憶都會漸漸消失。 

以前的當掛紙（掃墓）與其他祭祖活動時，據耆老口述是由五大房來輪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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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開臺祖由五大房祭拜，因已無法聯絡，在105年清明掃墓時節，蘇貞輔第

五房後裔去土城清朝古墓群尋找開臺祖之墓地，雖有尋找到墓地，但等候許久

今年應掃墓之人並未出現，雖有留下聯絡人姓名與聯絡電話，但今年未有掃墓

之人有回應，殊不知五大房還有在輪流掃墓嗎？還是有人早已逐漸遺忘了呢？ 

    現在開臺祖先的墓是誰在掃墓呢？從105年掃墓的情況來看，如果不藉此機

會透過族譜的文字記載史其記錄明確，子孫後裔要掃墓祭祖將會無所依據，不

知從何掃墓。那以後還會有這個家族的存在嗎？宗親族人亦於105 年6月，重新

修復第五房蘇貞輔之墳墓，在新碑闡述修復意涵，宗族成員試圖透過修墳立碑

再度強化族人的記憶，而人們都是存在於一個被型塑過的文化脈落中。 

     

     受訪者：我們阿公的墓已有裂痕，今年我們要修過。簡單的修，不要看 

             起來破破的，自重新寫清楚，後人以後才找的到。（B，48，五 

             股）（國語） 

    Halbwachs（1992）曾言，個人的記憶深受教育和文化體制影響，族群歷史

是建構在社會記憶的集體架構和詮釋。 

    筆者祖父年輕時的因日本正在徵軍伕，為逃避徵軍，以致於那個時候必須

離開家鄉工作，後來因為戰亂關係，也就與家鄉暫時無法聯繫，雖然對家鄉懷

著一份情感，但是家鄉這些年來的大小事，他所留下的祖先資料可以說是沒有。

目前七十歲左右的耆老，除了自身的生活經驗外，只從其父母的口述中知道一

點點關於祖先過去的事情。現在這一代的年輕人，因為長輩也不一定知道也沒

有留下資料與史料給後輩，這些年輕人對遙遠的祖先事蹟就更不在乎了。年輕

一輩幾乎沒有想要主動去看族譜的動機，也不知道族譜寫的是什麼事情。 

 

受訪者：「族譜的作用是什麼？你可以告訴我嗎？」（F，44，苗栗）（國 

        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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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訪者：「族譜既然是記錄整個宗族成員的歷史與記憶，不是很重要 

         嗎？」（F，44，苗栗）（國語） 

    從上述受訪者的資料分析，在年輕世代、中年世代受訪者的觀念裡，認為

身為家中的一份子女性應該入族譜，年輕世代男性則表示：女性在原生家庭的

地位不能被抹滅；但其出嫁後，子嗣屬於不同姓宗族，並不能隨同姓之女性加

入本家族譜。同樣年齡層的女性受訪者亦表達其觀念：女性本應可入族譜，不

公平對待同宗族子嗣是她不能接受的。年輕世代受訪者則表現出強烈自主權，

勇於表達想法與具體思維，較不受傳統社會性別制度規範而窄隘的思維。 

    反之，中年世代女性受訪者也表達對此制度的不滿與無奈，寄望於未來能

有機會改革，卻未表明自身想法，顯示其仍受傳統性別制度影響，已擁有反思

其角色身分的能力，但對於闡述想法或改變顯得怯步。還沒有重新纂修族譜時，

甚至有宗親不瞭解族譜對一個宗族歷史與記憶及發展興衰的，對於族譜甚至不

重視。 

    宗親在中國所購回的族譜跟其他姓氏族譜一樣，跟中國家譜記載裡，幾乎

每個家族都會與一個聲名顯赫的祖先連結，甚至往上追溯到三皇五帝。由此往

上追溯始遷祖、遠祖至少相隔了幾百甚至千年，而編修族譜者常任憑家族內部

的傳說或「集體記憶」來進行編撰，而中國大陸的族譜具當地宗親表示，在文

化大革命時，很多資料都被毀損了。 

 

受訪者：我回去福建我們祖先所居住的圓樓裡，我有找到中柱樓，但實際 

        上我們蘇九三郎公的宗祠，目前只剩一個空殼，裡面連祖先牌位 

        都沒有了。（B，48，五股）（國語） 

 

    在纂修族譜的過程要如何激起宗親對族譜的意識可以讓宗親願意一起參與

呢？除了鼓催必須親身參與，才能知道祖先的歷史與過往。但是族譜究竟誰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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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真看？多半是以自己的親房或派下為主，從自身往上或下代連結。因此可以

看到修族譜者，通常是宗族內的男性菁英，掌握修譜的內容及範疇的權力最大。

事實上，多數女性對族譜的意識仍受傳統的父權思想限制，她們認為女人本來

就不會被寫入族譜，因為自古以來都是如此。 

 

   受訪者： 「我曾問姐姐族譜上為何沒有我的名字?」，姐姐回答我： 

            「以前的族譜就是只有男生呀!我就照抄呀!我沒想那麼多」 

             （C，50，新莊）（國語） 

第四節  女性入譜的期待 

    從訪談內容中分析，受訪者中對族譜的期待（參見表10），在訪談過程表

露無遺，而未來的族譜除了要把消失的女性找回來以外，在族譜的記錄上也將

有所變革，女性入譜不是施捨，不是憐憫，她本來就應該與男性一樣，具有同

樣地位，女性對於可否在家族中的記錄上，是希望有一個位置的。 

 

    訪談者：您對女性入譜有何看法? 

    受訪者：現在男女平權,由女性纂修族譜,符合家族裡外一家親。（D，62， 

            中和）（國語） 

    受訪者：同樣，女兒也是孩子，男生也是孩子，都可以寫進族譜裡去。 

           （A，92，中和）（臺語） 

 受訪者：可以加女生嗎?那我也要加進去，這樣在家族裡的歷史記憶上，才 

         會有我的 存在，（F，44，苗栗）（國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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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0 女性入譜的期待 

 

 非常期待 高期待 低期待 無期待 負期待 

受訪者A ○     

受訪者B   ○   

受訪者C ○     

受訪者D ○     

受訪者E     ○ 

受訪者F    ○  

受訪者G    ○  

受訪者H ○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透過本研究的期待分類中，不難看出入譜是女性的期待，但是期待的內容

中，女性的期待遠大於男性的包容。而本研究會整理此表，最主要希望喚醒所

有的修譜者與女性，「族譜」除了記錄了一個血緣的傳承，也影響者日常生活

中所有習俗，而女性入譜不應只是期待而已，應該落實至每一個族群裡。族譜

既然是民間的活動，族譜內所記載的歷史也應該傳承後世。 

 

小結： 

     女性要參與修譜，在傳統社會來說，是一件驚世駭俗的事，修譜過程，就

有人質疑筆者的身份與心態，是因為家中沒有兄弟嗎？未婚嗎？失婚嗎？娘家

很多財產嗎？其實都不是，筆者在參與修譜過程，除了重新看到社會文化習俗

對女性不友善的原因，雖然不一定是來自族譜，但對記錄在族譜上的規範與凡

例，可能才是影響整個社會文化的主因。本研究藉由參與修譜這件事喚醒所有

女性，對於參與家族中的事務，跟是否已在族譜內無關，而是對家族的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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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是不是一個家族裡的成員，而入譜對於女性來說是一個無聲的運動，不如改

成實際的行動，且在本研究蒐集宗族成員資料時，雖被質疑，但是女性的期待

更大，也需要鼓勵所有女性，婚姻關係不代表你已是具血緣關係的外人，而應

是將宗族擴大的人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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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過程中發現，性別關係在整個客家的宗祧文化、社會文化習俗與社

會文化習俗下的不平等，跟族譜的記載有者難以分割的關聯。族譜紀載著一個

家族的興衰始末，記錄了一個家族的權力、情感與歷史發展，但對於女性在族

譜上的地位展現，卻不如其對於家族的貢獻，如果族譜可以詳實記錄家族所有

成員，對未來一本信而有徵的族譜來說，何嘗不是一件好事。然而在本研究過

程中男性的權力表徵與繼承制度皆屬宗族展的核心，真正影響女性入譜的可能

來自於入譜後的女性，是否會跟宗族男子搶奪原本一出生就可以得到的家產利

益，而刻意將以出嫁之女性定位在核心之外的外族之人，深怕宗族財產落入他

人之手而壯大其他家族。但實際上，女性在一個家族所擔負的是一個整個宗族

的大小事，但對整個社會文化習俗貢獻來說，在一個家族貢獻裡並未得到一個

公平的對待。 

 

第一節  研究發現 

    性別關係一直日常生活實踐中，所以社會文化習俗影響著每一個人。筆者

經由訪談資料及分析的結果，發現性別問題無所不在，甚至形成了宗族間性別

制度規範，卻因一直日常生活中，在習以為常而忽略其存在之真正意義與價值，

隨著時代的演變，客家文化裡社會文化習俗下，因為性別制度的改變也將漸漸

產生變化。族譜紀載這一個家族的興衰始末，權利、情感與歷史，但真正影響

整個宗族的發展，仍是難以突破的父權體制。而從本研究 的研究發現中，女性

在於一個宗族記錄族譜上的改變主要因素有三： 

   首先，影響女性可以入譜的主要因素來自於： 

一、宗祧繼承文化的改變：客家宗祧繼承文化裡，除了實體財務的繼承外，對

於家系的繼承方式，在2005年購回的族譜裡的因婚姻關係入譜的，已由原

來的入譜方式只有姓沒有名，改成只要提供姓名一律入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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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婚姻不再是入譜的主要因素：1970年後，女性主義運動的崛起，加上各個

國家對女性的重視，透過教育推廣的方式，男性對於女性的認同民智也逐

漸開化，進而順應時代潮流，宗族女性一律入譜。 

   其次，透過修譜的過程中，女性參與宗族事務中來看女性地位受歧視的原

因： 

一、不論女性是否入譜，宗族事務女性不曾缺席過，只不過在宗族裡被當成無

聲的人，認為女性會被當成無聲的人原因來自婚姻關係，是造成女性受歧

視的主要原因，出嫁者被認為是「賣骨」的，而未婚的女性只因為未婚，

需要家中男性照顧，而默默承受不平等的對待。 

二、女性自我身份的認同：客家女性認同自己出嫁，就是別人家的祖婆，對於

宗族事務的參與，女性默默把自己定位為外人，避免參與娘家的一切事物，

減少紛爭，選擇退讓，以致讓男性認為，出嫁的人不應該再管原生家庭的

事，才是可以守住家產，維護宗族良好血脈也是影響要因；  

    最後，在修譜的過程中發現，在整個宗挑文化，社會文化習俗地位與社會

文化習俗的評評等對待，所有父權體制的展現，真正可能影響的因素是來是於

權力後之利益，權力所能操控的事物，才是主因。 

 

第二節  研究建議 

    研究內容中，不難看出，客家女性在其客家宗族中的貢獻，但是女性要獲

得跟宗族男性的同等地位與權力，大多是在男性父與或不存在之後，整個宗族

的發展和擴大，仍是以男性為主。 

     研究資料顯示，社會文化習俗影響客家宗族性別文化至深。本節將分為三

個部分在研究內容中，首先針對傳統的宗祧文化傳承與轉變提出建議，其次是

針對再探討女性是否可以跟蹤族男性婚姻制度研究可進行之方向給予建議，最

後是對未來族譜的編寫方式給予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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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傳統宗祧文化傳承與轉變： 

    客家的宗祧文化制度包含許多面向，在世代變遷，有些傳統宗祧文化未隨

時代演變而轉化流傳至今。訪談的過程中，各年輕階層的客家族宗祧文化有耳

聞並知其大略，除了老年階層較熟稔外，大多數人對其族譜在一個宗祧文化與

社會文化習俗裡，背後所有的涵意不甚了解。從認識到追尋傳統客家宗祧文化，

不僅能開始客家族群在性別研究上的新視野，也重塑了傳統宗族凝結的價值與

意義。繼承制度應隨時代變遷而作調整，繼承制度常因性別因素出現分配不均

的狀況，須待透過改善與解決外，應更重視性別的平等。 

    除了民法已規定男性及女性擁有相同的財產繼承權及姓氏可從父姓或母姓

外，關於宗族之宗祠祭祀權力或延續家族的責任也可由女性擔起。共同權力應

開放且平等，繼承方式與型式，也能讓客家族群在性別制度上更能相互尊重與

努力。因此建議女性應也可以是家系繼承人，應該也可以參與宗族事務例如：

參與宗祠祭祖以可為主祭，只要與男性的能力相當，在宗族主祭的人，不一定

都只有男性才可以；如若父母死亡不論是否有生育男性子孫，女性如有意願亦

可以執幡，不必像無生育男子繼承人時由請堂兄弟協助執幡等。 

 

二、婚姻制度研究： 

    客家女性須爲自己發聲，女性的聲音常被埋沒在家庭裡，在家庭決策、分

工上，總在「似乎公平」之制度下，客家女性的權力被抹煞，故客家女性應勇

敢為自己發聲，使自己的聲音被聽見，而非成為一個無聲奉獻者或是無聲的接

受者。現今的社會中，婚姻已不是成立家庭的最主要因素，女性應該積極參與

社區或相關公領域活動，第一件應是先從參與宗族事務開始，從家庭開始改變，

從受訪者資料分析，發現年輕階層的受訪者雖已積極參與宗族公領域事務，但

希能帶動更多客家女性關心公領域事務及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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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未來族譜的編寫方式： 

    首先不再以姓氏為主要的入譜對象，而要以血緣關係作為修譜的主要關連，

切勿穿鑿附會，性別的排序應以出生順序為依據，而不是以男性為前女性為後，

最後族譜封面更應以開基祖及祖婆最為派下源起，而不是僅列開基祖而已。 

 

第三節  筆者省思 

    筆者從小生長在苗栗，附近只有我們一家是講閩南語的，以為自己是閩南

人，懷著期待的心情，進入田野研究，尋找出自己的宗族從哪裡來，才發現原

來自己真正的身份是客家人，回想起與受訪者的互動及每一次的訪談過程，都

是心中踏實與溫暖皆充滿感動的記憶。 

    訪談過程中，由於是採用滾雪球的方式進行，也讓我充分感受到宗族成員

對宗族事務的熱情與參與，前往戶政事務所出戶籍謄本資料，蒐集其他宗親資

料，提供電話聯繫等。印象中最深刻的一次訪談，是到最遠的高雄姑婆的電話

中進行訪談，受訪者H聽了我訪談的原因，除了願意提供那一房的資料以外，特

別說：「就甘溫喔!我到75歲都不知道我的根在臺北，沒過幾年你就出現要做族

譜，多謝你啦!」（H，83，高雄）（臺語），這份溫暖我一直謹記在心，也感

動不已。隨社會進步與轉變，傳統習俗已逐漸不受年輕人接受，例如正月初二

回娘家，現在女兒可以隨時回娘家，不再拘泥於初二回娘家。 

    雖說參與修譜，不如說筆者重新的認識筆者自己，從新認識一個女性所應

扮演的角色，在一個父權體系的環境裡，自己就像是一個父權的代言人一樣，

在修「蘇氏族譜」，儼然就是一位父權的代言人，在面對族譜裡無聲的女性，

要如何發聲，是筆者一直在思索的，如何凸顯女性的的定位？參與後可以帶來

的改變目前來看，如何鼓吹家族其他女性共同參與，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年

長的女性仍保有舊傳統舊觀念，而年輕一代的女性雖有不滿，卻也不會想要有

所作為，選擇默默接受，是一件可惜的事，而男性雖敞開心胸願意讓女性入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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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訪問到財產繼承與族譜入譜權相關聯時，大多沉默不語，思索許久，只要

討論到實質財產的部份，對女性能是有所保留，甚至是選擇不回應。 

 

    本研究雖然在修譜過程僅完成系譜─世系表的建立，但是對未來的族譜編

寫，除了將男性事蹟寫上以外，女性的記錄也將以家傳方式給與記錄。然族譜

何以跟性別有所關聯？在本研究中的宗族結構與社會地位上，皆因性別符號，

「男性」為主要繼承人，「女性」為附屬在男性之後不會相對的有些歷史藉由

女性參與修譜的行動，並不是要造成性別關係的緊張，而是要促進性別關係在

日常生活間的平衡，宗族女性的入譜將可讓一個宗族的歷史，更具歷史意義。

本研究在研究過程中的反思中瞭解，要瞭解祖先不應只有男性而已，女性的歷

史意不容忽是財是。女性參與纂修族譜過程中，亦重新了解女性祖先的過往，

重新記錄了女性祖先的歷史，將使一個宗族存在更具歷史的核心，更具有存在

的意義。 

 

    但是，這種改變對未來的宗族發展一定是最好的嗎?未來的族譜可能不會只

有希望在日常生活文化中的文化習俗上是否應在性別之間找到一個平衡點，未

來還有這種單姓宗祠嗎？這種改變，在漢人傳統文化是可以被接受嗎？但如果

是保留原生家庭的姓氏，雖已有婚姻，對於財產的方式採以兩者擇一繼承問題

會比較好嗎？民法1059條除了小孩姓氏可以由父母雙方約定即可，但是小孩成

年二十歲以後，可以依自己意願更改是要從父姓或是從母姓，這條法令對未來

族譜的書寫會不會有重大的影響？或還可以找出更好的方，以目前現況來說，

實暫難以論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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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訪談大綱 

一、基本資料： 

性別、年齡、教育程度、婚姻狀態、受訪時間、受訪地點、家庭身分。 

二、客家宗祧文化： 

 您有接觸的族譜的經驗嗎？是什麼情形下接觸呢？ 

 您接觸的族譜的中，族譜裡面有沒有甚麼重要特質？ 

 您對甚麼印像最深刻？為什麼？ 

 你對女性參與修譜有什麼想法？ 

 有沒有和其它纂修族譜者接觸經驗？可以舉例嗎？ 

 您沒有接觸過家族族譜？如果族譜重新纂修，您有什麼想法嗎？ 

三、社會文化習俗女性的地位 

 您對您生活中有接觸的傳統習俗的經驗嗎？ 

 是什麼情形下接觸呢？可以舉例嗎？ 

 您對您所接觸的社會文化習俗經驗中有什麼事是讓你特別有印象？可

以舉例嗎？ 

四、社會文化習俗對女性的不平等對待： 

 你生活中社會文化習俗中有什麼禁忌是女生不能參與的嗎？為什麼？

（例如：出嫁女兒大年初一不能回娘家，不能回家掃墓等） 

 從您接觸的社會文化的習俗中，您有何看法呢？您在這個傳統習俗中，

您扮演什麼角色？ 

 可以談談和家人相處之間對社會文化習俗有何不同看法？ 

 現代社會文化與傳統文化習俗有沒有衝突呢？您有何看法？ 

 你的生活中，你覺得有甚麼事對女性特別不友善嗎？ 

 你怎麼看待這些不友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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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第五章編碼表 

 

概  念 

 

範  疇 

 

編碼 

 

 

 

 

 

 

 

宗祧文化 

 

族  譜 

接觸族譜經驗 

族譜的認同 

入譜的條件 

 

祭祀公業 

參與的對象 

派下員的認定 

 

宗  祠 

誰來管理? 

擁有者 

 

祀  產 

共有財產 

私產 

 

繼承權 

 

男性為主嗎?女性可以繼承嗎? 

 

 

社會文化習俗 

 

傳統文化 

生育禮、婚禮禮俗、喪禮禮俗、祭祀禮儀 

 

女性 

參與社會文化習俗的禁忌與地位 

社會文化習俗

不平等對待 

 

女性 

參與社會習俗地位不平等、婚姻制度下的不平

等、家庭分工 

 

 

期待 

 

族譜 

入譜的期待 

 

認同 

女性入譜的認同 

（資料來源：筆者自行整裡） 



123 

 

附件三 編碼表與本文 

概念 範

疇 

編碼 本文 

宗 

祧 

文 

化 

族  

譜 

接觸族譜經驗 沒有接觸的族譜的經驗。（A，92，中和） （臺

語） 

我有接觸的族譜的經驗，是在蘇氏宗親會開會時

接觸的。（B，48，五股） （國語） 

我有接觸的族譜的經驗，是在蘇氏宗親會開會時

接觸的，和媽媽去的。（C，50，新莊） （國語） 

我有接觸的族譜的經驗，是陳在氏宗親會開會時

接觸的。（D，62，中和） （國語） 

我沒有接觸的族譜的經驗，只有男生才看的到。

（E，70，苗栗） （客語） 

我沒有接觸的族譜的經驗，是在宗親會開會時接

觸的。（F，44，苗栗） （國語） 

我有接觸的族譜的經驗，是宗親拿給我看的。

（G，62，新莊） （臺語） 

我有接觸的族譜的經驗，是在宗親會開會時接觸

的。（H，83，高雄） （臺語） 

族譜的認同 我沒有接觸過家族族譜，由於年紀漸長，希望能

為子女們留下家族史，讓他們不忘本。（D，62，

中和）（國語） 

我的教堂有一個家譜中心，我們的教友都在纂修

家譜，而我向主禱告：「我們家沒有家譜，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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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讓我有機會修我們蘇家的家譜」。（B，48，

五股）（國語） 

男生、女生都一樣，都是咱家的人不用分。（A，

92，中和） （臺語） 

我們家的女生都可以分財產了，哪有不能入譜的

道裡。（B，48，五股）（國語） 

一個家，沒有查某就不成家，蘇家的女性都很顧

家與辛苦，不管是嫁進來還是嫁出去的，族譜上

ㄧ應該是要有他們的ㄧ個位置。（G，62，新莊）

（臺語） 

嫁出去也是我們家的人，元神都是我們家的人，

永遠不會改變，攏是蘇家ㄟ人，應該要寫進來。

（A，92，中和）（臺語） 

我們先將各房世系資料整理好，給他們自己核對

看有沒有寫錯或弄錯的，其他以後要加進來，再

請他們逐步加進來。（C，50，新莊）（國語） 

族譜既然是記錄整個宗族成員的歷史與記憶，不

是很重要嗎? （F，44，苗栗） （國語） 

入譜的對象 先把家族男子的資料建立起來，再看看要不要把

女性也納入（B，48，五股） （國語） 

我覺得沒差，本來就重男輕女了，我的名字有沒

有寫上去都沒什麼關係的。（F，44，苗栗）（國

語） 

那只是形式而已，沒什麼意思，可以做什麼嗎?

況且我又未婚，誰知道他們會怎麼想?反正修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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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怎樣？（F，44，苗栗）（國語） 

宗

親

會 

參與的對象 我有接觸的族譜的經驗，是在蘇氏宗親會開會時

接觸的。（B，48，五股） （國語） 

陳氏宗親成員，不是描述自己家譜，因此對陳氏

族譜接受度不高，之後不再參與類似活動。（D，

62，中和）（國語） 

我有接觸的族譜的經驗，是在蘇氏宗親會開會時

接觸的，和媽媽去的。（C，50，新莊） （國語） 

 

祀  

產 

共有財產 

私產 

還是以男生為主，女生沒得分女兒有幫忙養老人

家，財產也是給男的啊！（C，50，新莊）（國

語） 

不會！那是祖產，不給外姓。（A，92，中和）

（臺語） 

我們阿公的墓已有裂痕，今年我們要修過。簡單

的修，不要看起來破破的，自重新寫清楚，後人

以後才找的到。（B，48，五股）（國語） 

我回去福建我們祖先所居住的圓樓裡，我有找到

中柱樓，但實際上我們蘇九三郎公的宗祠，目前

只剩一個空殼，裡面連祖先牌位都沒有了。（B，

48，五股）（國語） 

繼

承

權 

男性為主嗎? 

女性可以繼承嗎? 

還是以男人為主，男人才有得分，女人沒得分！

連我哥哥就有這個想法，認為我親近媽媽是為了

要分財產（C，50，新莊）（國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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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產一定給男生呀，以前的女生不能分財產的。

你外公還比較先進，你外婆去世，一個小孩分六

萬，其它謝家的人沒這樣分喔!你阿公在的時候大

部分就先分好了啦!土地都給你舅舅，兩個舅舅

分。（E，70，苗栗） （客語） 

分唷！因為阿公過世沒有分的話，阿舅自己分，

可是不會分給細妹，他要分要簽一個拋棄繼承

權！（E，70，苗栗）（客語） 

 

社 

會 

文 

化 

習 

俗 

傳

統

文

化 

生育禮 傳宗接代觀念：民俗中的情感關係，顯露的是對

生男的強烈渴求。（D，62，中和）（國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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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禮禮俗 大戰呀!你阿公不要當軍伕，跑掉，跑到苗栗娶 

你阿嬤。因為日本當時有徵護士要去南洋，你阿

祖怕我回不來，不得已把我嫁給三級貧戶汪家，

很窮。家裡有阿爸、阿母、小弟，小妹，連我共

養九個人，我先生才不會被抓去當軍伕，不然跟

我一樣大的，有的肚裡有孩仔，丈夫也去南洋，

沒回來的很多。我自己有生好幾個，很辛苦。（A，

92，中和）（臺語） 

 當然可以呀!都姓「蘇」不是嗎?祭拜祖先不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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祭祀禮儀 分有沒有結婚，財產都可以分了，哪有祖先不能

拜? （B，48，五股）（國語） 

自己的祖先為什麼不行?當然可以呀! （A，92，

中和）（臺語） 

掃墓為什麼不行?當然可以呀!你阿祖在的時候，

我也都跟他去掃墓，你叔叔才七~八歲，他也去呀! 

（A，92，中和）（臺語） 

客家地區不行喔!好像河洛人對這個比較不忌

諱，臺北的都有女生回去掃墓（E，70，苗栗）。

（客語） 

就熱鬧喔!大家都回來開槓（聊天），就趣味。（A，

92，中和）（臺語） 

 

掃墓喔!現在過年大家都出去玩，只有掃墓不會忘

記。（A，92，中和）（臺語） 

 

客家地區的掃墓年十六，影響不大。你阿公就叫

姑姑她們回來呀!不過，跟過年比起來，是比較熱

鬧（E，70，苗栗）（客語） 

可以呀!女生出嫁是欠人家的債，但是元神還是我

們家的，當然可以呀! （A，92，中和）（國語） 

我在你父親死後第二年，我在重陽節就"跌筊"告

訴祖先：我要上班養小孩，我沒有辦法照公公留

下來的方式準備「碗ㄟ」拜拜，我現在就只能在

過年、五月半、七月半、八月半，年三十，照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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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人的方式準備三牲祭拜!ㄧ下也升筊。不然要怎

麼樣，我又沒空，你們又小，沒人可以幫。（E，

70，苗栗）（客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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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

性 

參與社會文化習俗的禁

忌與地位 

「嫁出去的查某囝，初二才能返外家。」 

再則，在喪事儀式進行中，「執幡」者只能由長子

或長孫擔任，女性不得執幡，更不能拿神主牌，

若往生者沒有兒子，便以血緣相近的男性為代

表。（D，62，中和）（國語） 

民俗的性別權力關係中，將女人視為「污穢」，再

透過運作強迫女人遵守各項民俗禁忌，如，婚俗

中新娘要用米篩遮頂避邪，並跨過火盆以除去一

身穢氣。（D，62，中和）（國語） 

初一回娘家，娘家會變窮小年夜也回來，初一不

說恭喜，不算初一回娘家。女生嫁老公是欠人的

債務，但是我們的神還是我們的。（A，92，中

和）（臺語） 

 

女生一出生就是被當成「賣骨」的，一出生就是

要去別人家當「祖婆」的，所以在家裡並不受重

視。就像妳嫁掉了，你就是「賣骨」ㄟ。（客語） 

她要去找兄弟的小孩當自己的子嗣呀，不然在家

族裡，她就會成為人球，沒有人要，地位更低。 

有呀!你伯公的賴子呀!你阿公太有一筆土地給你

姑婆，就是要給當她後代的那一個小孩，所以你

伯公的孩子在她死後可以繼承她的財產。但是你

伯公後來後悔，偷偷把他兒子的戶籍割回去，你

姑婆就又沒有子嗣了，你外公想她是自己的姐

姐，才把他的戶籍放在外公那裡。（E，70，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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栗）（客語） 

我喝蘇家的奶長大的。生我的媽媽奶不夠，姓蘇

的奶很多，她生的女兒滿月，鄰居去家裡跟阿公

恭喜，說恭喜喔!生千金。阿公不高興的說，生萬

金啦。我媽媽聽了很難過知道生女兒公公不高

興，說生萬金。（A，92，中和）（臺語） 

快呀ㄟ養母那，生活很辛苦，那邊很窮，住草寮，

風颱來會淹水，沒生。聽到我們要給她，又知道

貞甫當官，家裡又好野，很高興。但是以前用米

麩湯、稀飯養大的。（A，92，中和）（臺語） 

沒結婚好像沒有。沒有結婚的姑婆要寄塔，沒放

在神祖牌內?對她不好? 

對她不好，寄塔是為了讓他提早投胎轉世，放在

神祖牌內往下傳，往下傳叫孫ㄟ人不要拜姑婆，

拜姑婆不會成功，不會出頭。可以拜伯母、嬸嬸，

就是不要拜姑婆。我小時候聽人家講，年紀小時

住在定光佛那裏時，聽人家講。拜伯母，拜嬸嬸

會成功，沒人要拜姑婆，沒人要拜姑婆，都放廟

裡。（A，92，中和）（臺語） 

是呀!可是客家地區的長輩認為女生回去掃墓會

分家裡的財產，大部分的人都不願意喔!（E，苗

栗）（客語） 

不行!不給出嫁的人拜。（E，70，苗栗）（客語） 

不行喔!不要回來。可以過年前回來，就是不可以

當天回來（A，92，中和）（臺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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誰要給你回來? （E，70，苗栗）（客語） 

過年前回來，初一不要說恭喜，當作沒過年，初

二才可以說，才不會分娘家福氣，就是不可以當

天回來! （A，92，中和）（臺語） 

受訪者：大年初一回去，娘家會倒楣。 （E，70，

苗栗）（客語） 

 

社 

會 

文 

化 

習 

俗 

不 

平 

等 

對 

待 

女

性 

參與社會習俗地位不平

等 

 

例如「嘸生查甫囝，以後啥人來嘎你捧斗？」、「嫁

出去的查某囝，初二才能返外家。」，再則，在喪

事儀式進行中，「執幡」者只能由長子或長孫擔

任，女性不得執幡，更不能拿神主牌，若往生者

沒有兒子，便以血緣相近的男性為代表，對往生

者的女兒來說，明明是逝者最親近的家人，卻像

是外人一樣被對待，情何以堪？（D，62，中和）

（國語） 

我ㄟ媽媽只有生兩個女兒，在家裡被欺負，我ㄟ

媽媽只有生兩個女兒，在家裡被欺負，叔叔會欺

負，所以媽媽帶我們到高雄謀生。我16歲就沒有

媽媽，一直在幫傭，幫別人帶小孩，我一直不知

道我們的祖先在臺北，我一直以為是孤兒，一直

到我結婚。（H，83，高雄）（臺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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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姻制度下的不平等 

女生嫁老公是欠人的債務，但是我們的神還是我

們的。（A，92，中和）（臺語） 

 

土地沒有喔!要是女兒是沒有。阿公過身後還有ㄧ

些土地，你舅舅有教我們姊妹簽拋棄書，他說要

簽，我們簽啦! （E，70，苗栗）（客語） 

沒結婚死了以後可以放到神祖牌裡面嗎? 

沒結婚好像沒有。（A，92，中和）（臺語） 

沒有結婚的姑婆要寄塔，沒放在神祖牌內? 

對她不好，寄塔是為了讓他提早投胎轉世，放在

神祖牌內往下傳，往下傳叫孫ㄟ人不要拜姑婆，

拜姑婆不會成功，不會出頭。（A，92，中和）

（臺語） 

我小時候聽人家講，年紀小時住在定光佛那裏

時，聽人家講。拜伯母，拜嬸嬸會成功，沒人要

拜姑婆沒人要拜姑婆，都放廟裡（A，92，中和）

（臺語） 

我沒有想法就是，嫁掉的要說甚麼?我們嫁出去…

嫁到這裡就以你爸這邊比較重要，娘家就不是我

可以多管的！（E，70，苗栗）（客語） 

我現在只要多跟媽媽講幾句話，哥哥就會說我一

定再想媽媽的好處?照顧媽媽的時候就不說，我很

辛苦。（C，50，新莊）（國語） 

我又不是沒賺錢回家，為何所有的不動產要留給

男的，留給男的會比較孝順嗎?（F，44，苗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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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語） 

她就沒 有嫁，我們從小就叫她「阿伯」。把她當

成家族中的男性 一樣稱呼。（E，70，苗栗）（客

語） 

 

當然不行呀!連她過身（去世）要放她的牌位都要

找一個角落，辦完喪事，做完法會，出殯後，馬

上也放到「齋堂」裡。平常要拜拜，只能在家裡

找一個小角落。（E，70，苗栗）（客語） 

你姑婆沒嫁，以前我阿公有分一些給你姑婆。怕

以後沒有人要照顧她呀!沒結婚又沒財產，誰要

她? （E，70，苗栗）（客語） 

蘇家阿公說，我就是不要讓她餵奶，沒人確定後

面再生，我家女生故意給人，就是要生男的，你

的孩仔一直喝我家的奶，我的媳婦不會生怎麼辦?

所以，我就在蘇公說：要喝我家的奶，孩子要給

我，所以我才會當你阿公ㄟ媳婦仔。（A，92，

中和）（國語） 

所以我一直叫她要嫁，你們不幫我，還跟她起鬨，

叫我不要管它。每次跟他講這叫它結婚，她就跟

我吵，還叫我自己去嫁，沒大沒小。 

（E，70，苗栗） （客語） 

誰要給你拜?你嫁掉了是別人的祖婆。（E，70，

苗栗） （國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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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庭分工 

還沒結婚前，賺的錢不都是拿回家。（F，44，苗

栗）（國語） 

都是細妹在做啦，你姑婆就是因為這樣才沒有

嫁。（E，70，苗栗）（客語） 

當初每次有人要來提親，你伯公就跟你姑婆講：

「阿姐，阿姐家裡需要幫忙，家裡沒欠你吃不差

一個碗」，他自己又生很多。最後你姑婆就因為

年紀大了，也就沒結婚了（無奈）（E，70，苗栗）

（客語） 

我爸爸去世前就都是我媽媽在拜拜啦!每個祖先

的忌日，或重陽節，我媽媽都不會忘記。（B，

48，五股）（國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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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 

待 

族

譜 

入譜的期待 好呀!當然好!（哈哈笑） （A，92，中和）（語） 

多謝你啦!你知道嗎?我七十五歲才知道我的祖先

在臺北，要不是一直領不到老人生活津貼，我還

不知道我有繼承一筆土地，現在你要修族譜又可

以把我加進去，我小孩以後就會知道我位到位

來，你足感心，我足感動ㄟ，我足多足多謝你啦!

（H，83，高雄）（客語） 

我有生一個女兒，但是她從母姓，可以寫進去嗎?

（G，62，新莊）（臺語）女生可以嗎?你可以幫

我問一下我弟弟，他有兩個女兒，如果他們都寫

進去，那我女兒從母姓，我不反對把她寫進去，

我反而很贊成你這麼做，我原本想，以前的族譜

是沒有加女兒在裡面的，但是我要顧及其他兄弟

的想法。（G，62，新莊）（臺語） 

我也是同族女生，為何我不能加入?時代不一樣

了，女生都能當總統了。」（C，50，新莊）（國

語） 

可以加女生嗎?那我也要加進去，這樣在家族裡的

歷史記憶上，才會有我的存在，（F，44，苗栗）

（國語） 

我曾問姐姐族譜上為何沒有我的名字，姐姐回答

我：「已前的族譜就是只有男生呀!我就照抄呀!

我沒想那麼多」（C，50，新莊）（國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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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

同 

女性修譜的認同 現在男女平權,由女性纂修族譜,符合家族裡外一

家親。（D，62，中和）（國語） 

同樣，女兒也是孩子，男生也是孩子，都可以寫

進族譜裡去。（A，92，中和）（臺語） 

 環

境 

女性地位 臺灣社會對女性充滿不友善的環境，因此推展性

平教育，消除傳統文化禮俗儀典的性別歧視，打

造性別友善的環境（D，62，中和）（臺語）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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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四 族譜世系記錄單 

      聯絡人： 

      聯絡電話：                                                                                       填寫方式：請以出生順序填寫      

開臺祖 第二代 21 世 第三代 22 世 第四代 23 世 第四代 24 世 

蘇發（字仰鴻） 

五大房 

出生日期：不詳 

配偶：蘇陳堪 

死亡：光 緒18年（1892） 

安葬地：新北市土城區 

族譜下冊 p1648 

長  長  長  長  

出生日期  出生日期  出生日期  出生日期  

死亡日期  死亡日期  死亡日期  死亡日期  

 居住地   居住地   居住地   居住地  

喪葬處  喪葬處  喪葬處  喪葬處  

經緯度  經緯度  經緯度  經緯度  

生平  生平  生平  生平  

配偶  配偶  配偶  配偶  

出生日期  出生日期  出生日期  出生日期  

死亡日期  死亡日期  死亡日期  死亡日期  

 居住地   居住地   居住地   居住地  

喪葬處  喪葬處  喪葬處  喪葬處  

經緯度  經緯度  經緯度  經緯度  

生平  生平  生平  生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