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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本研究以客家女性藝術創作為題，探討台灣客家女性藝術作品中如何再現族群認

同。因此，援以客家女性藝術發展、族群認同理論觀點；並輔以深度訪談、文本

分析以及文獻探討之研究方法進行討論。研究發現，不論年齡、背景、生長區域

等差異，客家女性藝術創作者對自我客家身份的認同，均表現於自己的藝術作品

中。其中，由於求學、結婚與工作因素而離開客家原鄉的女性創作者，由於對家

鄉的情懷，乃至於在創作中，重塑、回憶成長經驗中的客家印象；另外，長期生

活於客家村的女性創作者，擅長客家農村生活寫實、在地藝術媒材運用。除此，

對於客家族群身份高度認同的創作者，則撰寫客家族群的文史紀錄，試圖重建集

體記憶與凝聚意識。最後，年齡較長並且認同客家文化的創作者，由於背負著客

家傳統的女性角色期待，而將創作視為一種療癒、觀照內在的方式。 

 

 

 

 

 

關鍵字：女性藝術、客家、族群、認同、集體記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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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客家」女性視覺藝術：女人、族群與生命歷程的書寫

論述1 

 

第壹章：研究緣起與研究問題 

臺灣社會自古以儒漢思想為中心，並在傳統儒漢文化規範的影響下，乃以父

系繼嗣為家庭的主軸。因此，臺灣的婦女從小即被灌輸需要以男性為主，並服從

「男主外、女主內」、「男尊女卑」觀念，長期扮演男性權力社會依附者與生兒

育女等家庭生活維持者的角色。其中，在臺灣多元族群的社會中，「客家」女性

的身份更存在著許多耐人尋味、值得探討的面向，因為她們被視為：「最艱苦耐

勞、最自立自重，於國家、社會都最有貢獻，而最足令人敬佩的婦女」（羅香林 

1933／1992：241），也因為如此本研究期盼以客家女性作為研究議題。 

作為「客家女性」，她們既是相對少數族群，又是漢族父權體制文化裡的弱

勢群體，面臨著如此族群與性別雙重弱勢的社會位置，她們的每日生活幾乎與耕

種、女紅、砍柴、烹煮、伺奉長輩、照顧孩子、維持家庭經濟、甚至村莊的防禦

工事等勞動工作為伍，她們成了傳統客家文化傳承的脊樑，幾乎將她們視為是兼

具「家頭教尾」（養育子女）、「田頭地尾」（耕種田地)、「灶頭鍋尾」（煮

飯做菜）與「針頭線尾」（縫紉裁補）等特質的女性。因此，她們說著「客語」、

唱著「山歌」、認同「客家硬頸」精神與尊崇「客家性」。 

不論原生的客家籍或是婚姻後的客家身份，客家女性對於「客家」有著深刻

的族群認同。然而，面對族群認同混雜的環境，客家女性的鄉土／家鄉甚至客家

族群之認同，是否也遭逢不斷重建、再建或是曖昧的離散（diaspora）經驗？基

於如此觀察，也讓客家女性的族群認同，客家集體記憶成為一個期待被再探、再

摸索的議題。 

                                                 
1 本研究的完成，感謝客家委員會提供之獎助經費，並感謝本案受訪之客家女性藝術家，分享並

提供客家女性藝術之相關生命經驗，使本研究得以順利產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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女性是一個值得研究的課題，尤其是客家女性。同時，在諸多社會領域中，

女性的處境都應該被關注與被討論。將觀察層面放置藝術領域，藝術和女性始終

是對立的。在藝術體制中，女性創作者所遭受的困境遠甚於男性：知名度、聲望、

作品的數量、種類、普遍性和價格都是女不如男，藝術創作對女性似乎有嚴苛的

要求。並且，一般的女性藝術家被視為不適合從事藝術創作、能力不及男性藝術

家，甚至只是玩票性質的業餘家。因此，藝術領域的性別歧視結構，表現在女性

參與人數、學生、作品數量、展覽、大眾傳播媒介報導、藝術欣賞、評論及出版

等層面，皆漠視了女性的存在。然而，為了顛覆主流／男性的藝術結構，一群女

性藝術家、評論者開始積極的在不同藝術環節中，企圖展開「性別意識」覺醒的

系列活動。 

在臺灣藝術體制中，「女性藝術」，出現在婦女解放、意識覺醒的社會背景下，

她們對重構社會的藝術體制有不同視野，並希望藉由不同策略達成目標。然而，

她們歷經了日據時期、國民政府遷臺、70 年鄉土寫實風潮等社會背景，始終被

視為次等／業餘藝術。80 年代的臺灣女性藝術，在西方女性主義思潮以及國外

學成女性藝術家的歸國影響下，展現了一股積極挑戰男權控制的藝術環境之企

圖，並且不斷透過集結、論述與姊妹情誼的扶持而為臺灣女性藝術創造新里程、

新開始，她們的創作呈現強烈的女性意識與性別認同，展開了漫長的性別與女人

主體書寫的歷程。 

其中，在臺灣女性藝術家的大張旗鼓宣示的歷程中，「客家女性藝術」2既

不是一個發聲集體，也不是一個研究文類／類型，似乎是一個長期被忽略的對

象。客家籍或是嫁入客家族群的女性，她們的藝術創作是多產的，甚至能說她們

每天都在從事創作，只是傳統客家文化建構了客家女性從事勞動工作的社會形

象，因此多半將她們的創作視為節儉自製的手工品、勞動品／家用品，而非能論

                                                 
2「客家女性藝術」是本研究針對客家女性藝術創作者、作品與展覽試圖提出的研究概念、界定

與範疇。原因在於，研究者在檢視過去相關學術文獻過程中，發現目前並未有相關研究以客家女

性藝術創作為研究對象，因此本研究初步先以此概念界定，乃指具有客家籍身份、嫁入客家族群

從事藝術創作的女性、她們的藝術創作與她們的展覽／聯展，這些皆是「客家女性藝術」的內涵，

並為本研究探討的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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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美學鑑賞登上大堂的藝術創作。並且，在客家傳統父權意識型態的影響下，客

家女性從事藝術創作似乎是不被認可、也不被鼓勵的一種文化現象。因此，客家

女性是在何種機緣下從事藝術創作；她們的創作呈現何種意涵。類似這些議題似

乎也很少出現於學術研究討論的範圍。也因為如此，本研究乃希望以客家女性藝

術的創作為題，開啟這個長期隱藏、被忽略與遺忘的研究議題，讓大家對客家女

性藝術的創作有更多的認識。 

再者，不同於臺灣其他族群的女性藝術創作，客家女性許多的創作者未曾接

受過專業、正統的美術訓練，多半以天賦、自學開啟藝術創作之路。並且她們的

創作多數以客家文化內涵為主軸而進行創作，更甚者在她們的創作中乃深刻蘊含

對客家文化的在地記憶、歷史足跡書寫。同時，具有客家文化象徵的物品包括：

藍布衫、竹斗笠、絲瓜絡、四合院、農耕生活、田園、義民廟、服飾、食具、包

包、生活用品等，都是她們創作中較常出現的圖像（邱彥貴、吳中杰 2001），此

與一般臺灣女性藝術創作中較常出現女性身體、性器官與性象徵圖像的創作風格

差異頗大。此外，她們的藝術創作較擅長以客家傳統素材包括：木刻版畫、彩繪

玻璃、陶藝、雕刻與布雕等媒彩運用為主，這其中也不難發現這些女性創作者由

於來自不同客家區域，因而展現的多元客家族群文化認同。再者，受到客家人文

與純樸風土民情的影響，客家女性藝術創作者熱衷於社區營造與集體參與的藝術

創作方式，強調對不同客家社區的關懷，更試圖描繪與模塑不同的客家文化。 

因此，相較於臺灣其他女性藝術，客家女性藝術反應的是一種客家文化觀

照、再現與描繪的藝術創作，也是一個需要、值得被深入探討的創作類型，這些

儼然致使本研究動機的興起。並且，藉由相關文獻檢閱發現，客家女性藝術不同

於臺灣女性藝術的性別覺醒歷程，她們較少定期集結、對抗男性霸權，甚或多半

不刻意強調女性身份。幾乎可以說，客家女性藝術是在缺乏策略、組織性與意圖

性的狀態下，各自依據興趣、喜好而從事創作。於是，「性別／女性意識」作為

研究議題，落實於客家女性藝術領域的探討，相較於客家文化認同研究議題將呈

現較少的獨特性，也因此成為本研究欲先分析客家女性藝術創作中的客家文化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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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集體記憶建構，特以此說明解釋。 

當然，「客家女性藝術」並非一個同質的群體，在不同的年紀（老、中與青）、

區域（北、中與南）、地域（都會、原鄉），甚至教育程度等因素的影響下，也

將導致不同創作意涵的再現，即差異性的客家文化認同與多元性的創作風格展

現，這些也是本研究關注的重點，並期盼能深入探究。基於以上，本研究乃企圖

分析臺灣客家女性藝術，由於不同的客家背景、年齡與客家地域，她們的藝術創

作中再現了什麼樣的「客家族群／認同意涵」？以及呈現何種對客家記憶的刻畫

意象？甚至彼此之間有何差異？這些都是本研究關注的核心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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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貳章：相關文獻回顧 

針對以上研究問題背景、價值與意義的描述後，研究者期盼在臺灣藝術環境

的探討中，以客家女性藝術為主題切入，探討臺灣客家女性藝術的發展與創作中

的族群認同意涵。在文獻探討上，將以歷史脈絡的進程為主軸，探究臺灣女性藝

術的發展，爬梳客家女性藝術的內涵。採取此文獻檢閱的原因在於，目前關於客

家女性藝術探討的相關文獻仍為少數，因此文獻的處理乃從臺灣女性藝術發展中

勾勒客家女性藝術的面貌。並且，將透過族群認同，尤以客家族群認同文獻為主，

分析客家女性藝術創作中如何再現客家文化圖像、記憶。初步的文獻探討整理如

下。 

第一節：臺灣女性藝術：客家女性藝術的定位 

本研究探討客家女性藝術的發展，乃先探及臺灣女性藝術整理發展為主，原

因在於針對客家女性藝術探討的相關文獻少之又少，因此本研究先採取如此策略

進行文獻整理。 

提及臺灣女性藝術的發展，其實女性藝術在臺灣的發展由於缺乏一個明確的

抗爭對象，以致反對的批判意識難以形成共識（侯宜人 1991：86）。然而，在缺

乏共識環境中，臺灣女性藝術首次被提出，並且與「女性主義」及「女性議題」

公開被探討，是在 80 年代末期，正值婦女解放運動的女性意識覺醒之社會背景。 

回顧臺灣女性意識的崛起歷史，呂秀蓮扮演了舉足輕重的角色，她在 1971

年提出「新女性主義」口號，主張「先做人，再做男人或女人」為女性平權運動

充當前鋒（王雅各 1999：23），並為長期受到父權意識型態主宰的臺灣社會投下

震撼彈。因此，在呂秀蓮為女性地位提出強烈訴求的情況下，掀起了臺灣社會對

於婦女問題與發展的關切，並致使女性自覺意識的抬頭，企圖擺脫父權封閉的壓

制。繼之，這股臺灣婦運的風潮席捲至藝術、文化的領域之後，才有由女性主義

藝術工作者開始對圖畫中、影像中父權意識型態的深刻／全面批判（王雅各 

2003：17）。因而，女性視覺藝術議題受到女性主義與婦女運動思潮的影響，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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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啟了對臺灣藝術環境裡性別問題的積極關注。 

其中，她們開始檢視傳統藝術中的女性地位、角色。發現了在日本據臺的整

整 50 年期間，臺灣藝術受到現代西方美術思潮、殖民教育體制的學校美術教育

系統，及日籍美術教師的推動，此時期的藝術創作風格充滿著殖民保守民俗色

彩。同時，受制於日式教育的約束，及日式「皇民化」政策的推動，女人間接被

規訓成應該具備服從、溫婉與謙遜的角色扮演。因此，當下的藝術創作環境中，

只有極為少數的女人、世家的閨女，及個人特殊際遇的才女，才得以進入藝術領

域，活動於臺灣人文創作場域中（陸蓉之 2002：28）。間接地，此時期塑造的臺

灣女性藝術家，在作品展現上乃普遍缺乏藝術風格的獨特性與變化性，並被世人

以「閨秀藝術」作為隱喻形容說明。3 

然而，戰後初期的 50 年與 60 年，由於臺灣缺少美術與藝術專門學校的訓練

與教育體制，於是此時期的女性藝術參與十分有限，同時創作風格也僅限於圍繞

在自身生活經驗與體會的創作題材與選擇，因此藝術創作幾乎只是一種個人抒情

表意的管道。而這波以生活經驗為導向的女性藝術家創作，多數傾向獨立創作的

發展，通常又以家庭為重。而在 60 年代興起的藝術團體，仍然很少有女性藝術

家的參與，多半女性畫家乃以業餘的形式以求表現。 

70 年代可以說是一個批判、反省與思辯的年代，在西方掀起了一股女性主

義批判思潮，並在結合婦女運動之訴求下，為西方藝壇締造了劃時代的貢獻。然

而，臺灣的女性藝術發展，因尚未受到西方女性主義及運動的影響，自始自終仍

呈現沉靜。同時，在一片寂靜中臺灣女性創作乃興起了一股「崇尚寫實的鄉土運

動」，4其主要動力來自於懷舊、自我認同與突破，以象徵臺灣本土經驗與感情為

創作議題。 

80 年的臺灣女性藝術展現了不同的風貌，歸國的女性創作者：顏娟英、林

                                                 
3所謂的「閨秀藝術」，係指中國婦女受限於封閉的生活空間，在藝術創作上只能描繪花鳥草蟲自

娛，或是清秀山水與人物，無法突破傳統父權意識，展現自己大膽的創作風格，因此創作上趨向

保守，並視藝術創作為業餘興趣，不能影響家居生活。 
4台灣 70 年代的「崇尚寫實的鄉土運動」乃強調一股鄉土寫實風潮，以古厝、水牛、稻田及廟宇

等台灣風光為題材，發展成創作的風格，在風格上缺乏創新企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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珮淳、侯宜人、陳幸婉、嚴明惠、謝鴻均與吳瑪悧等，她們不論在教育、展出、

演出與寫作各方面，都造成相當明顯的影響，使得向來陽盛陰衰的臺灣藝壇終於

出現改變的契機。 

同時，80 年至 90 年的女性藝術家更積極結合女性策展人，開始以「女性藝

術」為名，舉辦一系列的「女性藝術聯展」，試圖以「女性集結」的方式，增加

女性藝術家的能見度。因此，這些女性藝術家希望能藉由「女性藝術家」、「女性

意識」、「女性藝術」甚至「女性美學」等概念的提倡，讓臺灣的藝術環境可以體

認到女性藝術創作者的藝術能力、身分與天賦。 

相較於以上所論及臺灣女性藝術的崛起、發展，客家女性藝術的出現較無時

間起點，也較缺乏明確策略目標、集結動員或是女性意識的宣稱。如此現象乃與

客家女性的身份、形象有所關聯。一直以來，客家女性被視為，「田頭地尾」、「家

頭教尾」、「灶頭鍋尾」與「針頭線尾」的苦命女或只是勞動生產力代言。因此，

客家女性從事藝術創作幾乎與傳統價值觀有所違背，她們從事藝術創作之原因來

自於，面臨貧困生活而開始嘗試自己製造家務用品，例如編織竹籃、衣物、飾品、

器具等。 

傳統父權與客家文化的影響，致使客家女性/婦女被賦予母職、家庭勞務的

責任，她們多半不被鼓勵、期待從事藝術創作，也因為如此即使她們自製的家務

用品頗具藝術水準，一般也不被視為藝術創作。幾乎可以說，客家女性的一生被

期待三從四德與照料家務，甚少有機會接受教育，所以進行藝術創作多半為自學

或是本身具備藝術天賦，相較於臺灣其他女性藝術的創作，客家女性藝術較缺乏

專業藝術訓練，因而呈現自由風格而非學院風格的作品（李國盛 2003）。 

客家女性藝術的創作題材，乃以靜物、自畫像、風景等為主。並且，多半展

現客家文化圖像，不難發現她們的客家族群身份，諸如染布畫、紙雕、玻璃彩繪、

絲瓜絡、貝殼與油畫、裝置藝術等創作，乃以客家文化作為創作題材來源，因此

她們的作品呈現深刻的族群認同。再者，客家女性藝術的作品中，較少出現大膽

的性別議題、聳動的圖像、誇飾的嘲諷，甚至女性身體意象。也由於此，多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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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為客家女性藝術展現的是一種自然、恬淡、平靜與純樸的客家風情，一種「客

家鄉土寫實」風格的創作；並且呈現的是自我觀照／抒發、關懷、客家記憶重返

與喚起的意象，這些風格迥異於臺灣其它女性藝術的創作。 

當然，客家女性藝術缺乏女性意象的創作，並非代表她們缺乏對自身女性主

體的認同與性別意識，只是運用了一種隱晦又與世無爭的方式，默默耕耘與沉浸

其中。她們展現的是一種獨特的、主體經驗。並且，客家女性藝術的創作者擁有

深刻的客家文化傳承任務，她們擅於社區營造、社區集體的創作方式，期盼凝聚、

重塑客家族群意識與記憶。 

不同於一般臺灣女性藝術集結、聯展的創作策略，客家女性藝術展現的是一

種個人、獨特的、靜謐的創作發聲方式，於是較以個展、邀展的方式展出創作。

至於過去客家女性藝術創作者參加聯展較令人熟知的則寥寥無幾，包括：《客家

女性生活映像展》、《花布靚靚－客家女性生活美學展》與《客藝大師展風華》。

這些聯展的過程中，讓大家注意了客家女性的才藝。然而，相較於臺灣其它族群

的女性藝術家，客家女性藝術創作者雖然較少動員參與集結聯展，但是她們卻在

不同的客家區域、社區、教育單位、文化館等機制中默默耕耘與創作。一般熟知

的客家女性藝術創作者包括：黎蘭、劉雲、曾淑珠、曾盈齊、周美純、陳惠玲、

張譯凡、謝鴻均、梁俐苓、黃紫環、徐景亭、鐘琴與張綢李妹等，她們不論老、

中、青背景，在創作中皆展現了不同客家文化風情，成了本研究欲訪談的對象。 

                 

第二節：客家女性形象、女性主義 

針對以上藉由台灣女性藝術發展脈絡而爬梳客家女性藝術內涵的過程，發現

傳統社會中，客家女性被視為，「田頭田尾」、「家頭教尾」、「灶頭鍋尾」與「針

頭線尾」的苦命女或只是勞動生產力代言。因此，客家女性從事藝術創作幾乎與

傳統價值觀有所違背，然而客家女性如何從傳統的角色轉換成具備藝術才華的創

作者？這之間的性別認同轉換歷程的探討，本計畫將援引客家女性形象與女性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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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的觀點進行討論。 

目前大部分對於傳統客家女性形象的探討，多半集中探討不同文本中如何塑

造客家女性形象，或是分析老一輩客家婦女的美德研究(張典婉，2001；李竹君，

2001；林信丞，2007)。隨著女性意識的覺醒與解放，現今台灣也出現了探討客

家女性美德背後所隱含之實際現象的相關文獻(鍾秀梅，1994；夏曉鵑，1994；

張典婉，2004)。此外，面對既是「客家」，又是「女性」的身份，致使許多研究

開始關注客家女性的族群認同與性別認同之相關議題(余亭巧，2003；王雯君，

2005；林善垣，2005)。 

透過以上相關客家女性形象的文獻檢閱，本計畫發現客家女性的性別覺醒歷

程，乃與台灣所有女性一般，乃受到西方女性主義思潮與婦女運動的影響，開啟

了一段漫長又艱辛的性別意識解放歷程。因此，女性主義理論的論述，成了本計

畫運用的文獻基礎。談及西方女性主義觀點的起源，沃頓（Chris Weedon）在《女

性主義實踐與後結構主義理論》（Feminist Practice and Poststructuralist Theory）書

中，開宗明義強調女性主義的訴求，即是關心父權體制的視角，企圖針對性、性

別、女性氣質、男性氣概、女同性戀與性別認同，提出關鍵的批判與討論

（Weedon，1987: 5-6）。 

一般而言，如同歐克莉（Ann Oakley）在一九七二年《性別、性屬及社會》

（Sex, Gender, and Society）書中所提，女性主義的觀點雖有差異，但幾乎歸類在

本質論（essentialism）/生物性別與建構論（constructionism）/社會性別之間的針

鋒相對（1972: 12-13）。其中，本質論/生物性的性別觀點，主張女性生理差異於

社會文化中所遭受的不平等、歧視與父權宰制。相較性別本質論，建構論/社會

性別論者則主張，理想的性別期待與角色，皆為社會建構的產物，是現今解釋性

別差異的主流論點。 

雖然女性主義研究一直處在本質論與建構論的爭議，但一九七 O 年陸續也

出現了不同完整記載女性主義的論述。其中，自由女性主義理論家沃斯東奎夫特

的《女人權利辯護論》與米爾（Stuart Mill）的《女人的臣服》（The Subjection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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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men）著作，說明了女性之所以處於臣屬地位，根源在於傳統社會中習俗與法

律的限制（Tong，1989: 2）。 

一九七 O 年自由女性主義觀點提出之後，激進女性主義派的論述也相繼出

現。激進女性主義流派學者費爾斯頓（Shulamith Firestone）於《性的辯證》（The 

Dialectic of Sex）書中，提出了女性受到壓迫是因為生物基礎，再生產角色的扮

演，導致她們的附屬地位。因此，在費爾斯頓的觀點裡，若要打破社會中的性別

歧視，其主張應該透過同性戀的關係取代具有男性宰制色彩的異性戀關係（顧燕

翎編，2000: 245）。 

一九七 O 末至一九八 O 年時期的女性主義理論，結合了馬克思主義、精神

分析、結構主義等理論，展現新的風貌（Brooker，1999: 82）。其中，馬克思女

性主義的論述為女性研究注入新的觀點。它認為在一個階級社會裡，多數人所生

產的財富會落在少數人手裡，而女人不可能擁有真正平等的機會（Tong，1989: 

2）。繼馬克思女性主義觀點之後，一九八五年出現的烏托邦社會女性主義，乃強

調資本主義和私有財產制度都是婦女受壓迫的根源（黃淑玲，2000: 39）。 

經歷一九七 O 年與一九八 O 年的女性主義討論，一九八 O 末期至一九九 O

年，女性主義出現了後現代、同性戀與酷兒理論的討論。在這些論點的討論過程

中，主張的是一種多元性、流動性、裝扮、展演與模仿的性別認同。也因為如此，

性別不再是一個固體、二元與確定的主體，它呈現的是一種模糊的、去中心及忽

男忽女的性別認同關係，而女性也在如此策略下，似乎徹底的擺脫了男性的操

控，而獲得解放的機會。 

以上關於客家女性形象與女性主義思潮觀點的討論，讓我們瞭解台灣/客家

的女性地位、意識及形象，歷經不同女性主義觀點的喚醒，其所呈現的轉變。然

而，女性主義觀點多元，以上的文獻整理乃以本計劃分析過程中將援引的觀點為

主，其他相關女性藝術觀點則不在此篇幅進行文獻檢閱。原因在於，研究者發現

客家女性的性別覺醒過程中，較未採取激烈的手段，但主要的解放訴求來自於對

自己生命歷程中，擔任與被期待是家庭的勞務工作者。如同馬克思主義的女性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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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觀點所言，客家女性被視為弱勢階級、勞動壓迫，因此要獲得真正平等對待的

機會，即是擺脫勞動的身份，而免除男性的宰制與壓迫。本計畫期盼藉由女性主

義的相關概念，能詮釋客家女性藝術創作者身為女人，從事藝術創作所經歷的性

別認同轉變歷程與階段。 

 

第三節：客家族群認同 

本研究主要分析客家女性藝術創作中呈現何種客家族群認同、記憶。因此，

關於客家族群認同的相關文獻將是本文援引的觀點。討論「客家族群」的族群認

同，則必然先討論何謂「客家」。湯錦台認為康熙26年（西元1687年）的《永安

縣志》已有了「客家」的記載，然而到19世紀初期為止，「客家人」的稱謂尚未

普及，直到1874年英國牧師皮頓（Piton）發表了＜客家的源起與歷史＞“On the 

Origin and History of the Hakkas”，將Hakka的中文「客家」二字一併使用，此時

的「客家」則成為完全普及、無可取代的正式稱謂。 

近年來在客家運動的努力以及臺灣四大族群概念興起下，客家族群逐漸從以

往隱性族群轉變成為被官方所承認的四大族群之一（王甫昌 2005）。其中，談

及客家族群，乃需先針對族群作一界定探討。王甫昌（2004）將族群定義為：「一

群因為擁有共同的來源，或者是共同的祖先、共同的文化或語言，而自認為、或

者是被其他的人認為，構成一個獨特社群的一群人。」此外，族群相對於其他團

體的認同，最獨特之處，在於它是以強調成員的共同來源或共同祖先（common 

descent），做為區分「我群」與「他群」的標準。此外，陳瑞珠（2010）將族群

的概念歸納為：「1、在文化層面、集體自我文化認同上，產生自我族群的特殊

性；2、族群文化的必要，將糾正族群不平衡的現象；3、族群的瞭解，將減少族

群之間的衝突」。 

然而，關於「客家族群」的起源眾說紛紜，若從學術研究主軸的角度切入，

在臺灣的「客家族群」研究主要集中於來臺前後的移民源流探討和客家聚落（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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亭巧 2003），但將「客家族群」置於臺灣的族群論述中，李竹君（2001）認為

「客家族群」是一個面臨語言消失及文化流失的弱勢族群，不過也因為鄉土意識

抬頭，客語的保存與推動工作漸受重視（余亭巧 2003）。在一般大眾的印象中，

客家族群素有「隱形、無聲」的刻版形象（鍾肇政 2004），這意味著客家族群是

非臺灣主流社會的積極參與者，並且長期以來，作為少數族群（ethnic minority）

的客家人，不僅是在政治場域的參與客客氣氣、小心翼翼，在公共領域的再現幾

乎也是被當作是隱形人看待。一直要到1980年代中期，隨著國民黨威權體制的自

由化，民間的社會運動一一崛起，客家運動才打破百年孤寂式的緘默，以跨越政

黨的「還我母語」運動來表達對於族群文化凋零的痛心。也因如此，客家族群迫

切的亟需尋找族群認同，逐漸地屬於客家族群認同的討論更具迫切性。 

針對族群認同的討論，乃呈現「原生論」、「建構論」、「工具論」與「結

構論」等觀點的分歧，本文探討乃不試圖針對分類上的相關文獻進行觀點區分，

而將重點關注與客家族群認同有關的文獻討論。一般而言，現有論者將「族群認

同」視為族群知覺、族群歸屬感、族群身份自我認同、族群行為模式和族群態度

等五面向所構成的整體意涵（李佳芬 2012），而使用客語與否則能在這五面向

中展現出他人與我群的差異。然而，亦有論者認為族群認同是一種文化建構、文

化認同（謝繼昌 2003），而關於客家族群的族群認同中，作為多樣文化象徵系

統中的一類，提升客語的地位便成了凝聚族群意識的方式之一（李竹君 2001），

陳瑞珠（2010）更認為族群認同的建構來自於族群內部的共同體意識，以及對外

呈現出來和其他群體的互動過程。 

目前，從多元觀點出發而對客家族群認同進行討論的研究已經相當豐富。包

括地區性的認同研究，洪馨蘭（2008）探討美濃地區當地社會運動後，如何透過

敘事與實踐，延續舊有的地區客家認同，與運動後的新一波認同方式與實踐；廖

晨佐（2007）研究臺北市通化街的客家人，如何從原鄉移入到都市生活，並為了

適應都市環境而群居的過程。除此，以臺灣客家認同敘事為題出發的研究，如林

吉洋（2007）說明了臺灣如何經由客家運動，建構了整體的客家族群認同。甚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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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有從性別視野出發，分析客家女性如何建構自身的認同，其中余亭巧（2005）

以女性敘事觀點對客家女性所做的研究則具代表性。 

綜觀以上，不論客家族群認同的相關討論為何，一般學者似乎同意族群認同

的基礎與集體記憶的建構有關。如同阿伯瓦克（M. Halbwachs）師承涂爾幹的觀

點提出，歷史記憶可以凝聚族群，族群會經由選擇性遺忘和記起，而有不同的認

同。並且，由於族群是以共同歷史記憶來凝聚，因此族群認同變遷也是以凝聚新

集體歷史記憶與遺忘舊記憶來達成。其中，一個族群的集體記憶與認同乃具體存

在於論述、日記、紀念碑、儀式、服裝、藝術、博物館、美術館、大眾媒介報導

中等物質中。並且，對於客家族群的共同記憶而言，語言應該是最具代表的客家

文化載體，因此客語對客家族群來說是維繫族群不墜的命脈，故有「寧賣祖宗田，

莫忘祖宗言」的古諺，道出客家族群對母語的認同與重視。 

此外，談及客家族群的認同，也必須考慮到文化認同（cultural identity），即

透過特定的文化象徵符號（cultural symbols）可以外顯和增強族群認同（許木柱 

1987）。研究者發現，客家族群的認同往往具有一定的象徵符號，這種象徵符號

可分為多種類型，其一為老式建築（三合院、紅磚地板、石頭地）；其二為農村

家庭用品（竹籃、斗笠、簑衣、縫紉機、圓木桌）；其三為農具（耕犁、鋤頭、

石臼、扁擔）；其四為手工藝品（花布、竹編器具、藍染、藍衫、絲瓜絡）。更甚

者包括祖先（婆）墳墓、祠堂、寺廟、油桐花、神明信仰等都是屬於客家族群認

同的符號象徵。這些族群認同的象徵符號具有族群認同的社會功能和族群聯繫的

紐帶作用，也可能在某種程度上折射了人們的移居方向和文化的傳播方向。也成

為客家女性藝術創作者的創作題材，試圖透過對客家符號的創作再現，蘊含自己

的客家族群身份認同。 

因此，客家女性藝術的創作中如何展現她們對客家族群的認同，甚或來自於

她們對客家的集體記憶，這些是本文欲探討的核心面向，也藉由此部分客家族群

認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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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叁章：研究方法及架構 

第一節：方法與說明 

本研究企圖探討臺灣客家女性藝術家的創作中呈現哪些客家族群認同？在

研究方法的應用上，為了更深入探究臺灣客家女性藝術的創作，瞭解她們作品中

的客家認同蘊意。因而，採取深度訪談法，藉由親身訪問具有客家籍身份的女性

藝術創作者，詮釋臺灣客家女性藝術意涵。在初擬訪談名單過程中發現，從事女

性藝術創作的客家身份者為少數，並且諸多甚少參與展出活動，因此本研究預擬

的訪談對象以參與過「客家女性藝術聯展」或是個展的藝術家為優先，另外參與

過客家女性藝術有關的藝術推廣、策展、社區營造與駐村者，並且於聯展資訊中

能搜尋的對象等也皆是優先訪談者，此外客委會網頁資訊中所名列合作的客家女

性藝術家也是本研究訪談的對象。甚至客家電視臺／其他電視臺曾經針對客家女

性藝術創作者所製作的影像訪談特集，其中報導的重要客家女性藝術創作者也是

本研究預先訪談的對象。綜合以上，本研究欲訪談的客家女性藝術創作者包括：

黎蘭、周美純、徐景亭、黃紫環、曾淑珠、鍾琴、謝鴻均、張綢李妹、梁莉苓、

陳惠玲、張譯凡、黃琇怡等。 

以上完成初步階段訪談對象名單的擬定，其中此名單乃考量了不同客家女性

創作者的年齡、居住地區、創作媒材、背景等多元差異而選擇。隨之，研究者乃

透過信件、電話之方式聯繫受訪者，徵詢他／她們接受訪談的意願。針對本研究

的訪談對象之相關詳細資料，陳列說明如下（表2-1）： 

表1：受談對象名單 

受訪者 性別 教育背景 資歷／經驗 專長領域 

徐景亭 女 
實 踐 大 學 工

業 產 品 設 計

參展 2003 年 9 月高雄客家女

性映像聯展與 2003 年 8 月臺
策展、藝術創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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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訪者 性別 教育背景 資歷／經驗 專長領域 

學系 北客家女性映像聯展。 

黃紫環 女  

屏東社區大學講師、參與「客

家文化創意產業」各項活動、

社區文化工作者、枋寮藝文特

區進駐藝術家 

木刻版畫藝術創作 

周美純 女  文華國小校長退休 油畫、紙雕創作 

鍾琴 女  藝術活動課程指導老師 玻璃彩畫與油畫 

黎蘭 女 

新 竹 師 範 大

學 美 術 研 究

所、藝術系畢

業、 

李 石 樵 美 術

館副館長 

大地之頌個展、臺北國際藝術

博覽會個展、大型畫冊出版 
油畫創作 

張綢妹 女  退休生活 貝殼創作 

梁莉苓 女 

國 立 臺 南 藝

術 大 學 創 作

理 論 研 究 所

博 士 候 選

人、東海大學

美 術 系 研 究

所碩士 

 

現任新竹教育大學藝術與設

計系助理教授 

素材與造形、紀錄

片藝術、複合媒材

創作、裝置藝術創

作 



 20 

受訪者 性別 教育背景 資歷／經驗 專長領域 

張譯凡 女  
臺中東勢的客籍藝術家、2010

《客藝大師風華展》 
藝術創作 

謝鴻均 女 

美 國 紐 約 大

學(NYU)教育

學 院 藝 術 創

作博士 

現任新竹教育大學藝術與設

計系教授 

女性藝術研究、藝

術 研 究 方 法 、 素

描、油畫創作 

陳惠玲 女 
臺 中 家 商 家

政科 
2010《客藝大師風華展》 絲瓜絡創作 

（資料來源：本研究整理） 

其次，本研究將藉由文本分析法，分析臺灣客家女性藝術之創作作品，探討

不論是繪畫、素描、裝置、玻璃彩繪、貝殼、布雕、絲瓜絡等，她們在利用藝術

媒材、表現題材、創作內涵與再現策略中，所傳達的客家族群認同。此外，本研

究以視覺藝術為研究範疇，5原因在於多數的客家女性藝術創作者較多以此為藝

術創作的素材，其中乃將分析範疇集中在：分析臺灣客家女性藝術透過公／私立

美術館、藝文中心、畫廊、工作室、藝術另類空間與藝術展演活動等機制，所舉

辦的展覽（聯展）之藝術創作為主。原因在於，本文認為視覺藝術創作透過以上

不同機制的再現，它將涉及從藝術家的構想理念、風格創作、書寫甚至族群認同，

而這些再傳達給大眾（藝術欣賞者、鑑賞者與評論者），勢必造成許多影響，因

此本研究建議針對客家女性藝術的創作分析，乃以公開展示的作品為主要探討核

心。6 

                                                 
5
本文將以客家女性藝術為研究主題，同時在藝術範疇多元的領域中，選擇以視覺藝術為研究範

圍。原因在於，本研究在初步資料收集過程中，發現客家女性從事藝術創作多元集中視覺藝術領

域，考量研究來源因而選擇了多數者為研究範圍。因此，「視覺藝術」（Visual Art）的範疇主

要包括：繪畫、雕塑、素描、油彩、陶瓷彩繪、攝影、工藝、影像、數位圖像與裝置等(王世德 1987；

黃冬富 2002)。 
6本研究界定了以分析台灣客家女性藝術家在公私立美術館、畫廊、影展、電影院與藝文中心展

出的藝術作品為分析範疇，因為這些再現體制在女性藝術傳播的過程中皆扮演了重要的中介角

色。並且，研究過程中以客家女性藝術的集結聯展為主要分析對象，至於女性藝術家的個展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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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本研究也同時輔助文獻分析之方法，閱讀、收集相關資料包括：出版

著作（報紙藝評／文藝宣傳、書籍、雜誌、期刊、論文）、藝術展覽機制宣傳之

文宣（專刊出版物、海報、冊子）、客委會藝術刊物與網站、公私立藝術空間展

覽之文獻資料（政策規章、藝術家作品分析、介紹、網路資訊），甚至藝術學會

的相關記載（成果報告、訊息）等，藉由這些文獻資料的蒐集，以完整的探討臺

灣客家女性藝術的創作內涵。  

第二節：研究架構 

針對以上本計畫所使用的研究方法進行探討之後，構成了本計畫的研究架

構如下圖（圖 2-1）： 

 

 

 

 

 

 

 

 

 

 

 

 

 

 

 

 

 

 

 

 

 

 
                                                                                                                                            
也會在研究中透過輔助討論的方式呈現。採取如此的策略在於，客家女性藝術創作者集結與聯展

的比率較低、反而是常以個展的方式展出藝術作品，因此本研究認為都應該進行探討。 

第一章緒論 

1. 研究意義與價值 

2. 研究動機 

3. 研究問題與目的說明 

第三章研究方法 

1. 研究取徑、方法說明 

2. 研究範圍界定 

3. 研究對象說明 

第二章理論文獻回顧 

1. 客家女性藝術發展 

2. 女性主義理論 

3. 客家族群認同觀點 

第四章 客家女性藝術創作再現 

1. 反璞歸真：成長記憶中的「客家」意象重返、回溯  

2. 「客家」編史、記載：集體記憶與族群意識的再塑與凝聚 

3. 客家在地與藝術的對話：符號圖騰與傳統媒材的嵌入  

4. 沉浸樸實、寧靜：「客家」農村生活寫實、映像投射 

5. 客家傷痕與烙記：一種女性的自我療癒、觀照之心靈書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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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 

（資料來源：本研究整理） 

第五章結論 

1. 研究發現 

2. 研究限制 

3. 研究貢獻與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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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肆章：客家女性藝術：族群文化認同的再現 

綜合以上，本研究於訪談十位臺灣原生客家籍女性藝術創作者7、相關文獻

資料收集的過程，發現客家籍女性藝術創作者不論年齡、成長背景等原因差異，

她們皆認同自己客家籍身份。其中，雖然目前有些創作者已離開生長的客家庄，

但對於客家文化（語言、象徵符號、信仰、習俗、景物）仍有極高的認同與歸屬

感。而這些展現於她們的創作中，乃至於作品蘊含著許多客家文化的意象，也許

是她們成長／童年經驗中的客家記憶、客家鄉園生活的記寫、客家符號與傳統媒

材的嵌入、客家集體記憶重塑與意識凝聚，甚至是身為客家女性所處情境的反

思、療癒性創作。關於這些研究發現可說明如下。 

第一節：反璞歸真：成長記憶中的「客家」意象重返、回溯 

客家族群的認同，乃源自於享有共同的血緣、語言、文化、經驗／記憶／歷

史等面向（施正鋒 2007：9-10），在本研究所訪談的多位客籍女性藝術創作品

中可窺知她們對客家族群的身份認同。其中，幾位客家女性藝術創作者的童年生

長於客家庄，但由於求學、婚姻或是就業等因素，離開了從小生長的客家鄉園，

離鄉的惆悵，乃不自覺地反應於她們的創作中，作為成長／童年客家記憶的喚

醒、重返。 

黎蘭出生於頭份頂埔客家農家，而頂埔是頭份平原北側的大片紅土臺地，大

部份種植甘蔗和茶園。因此，她的父親於赤崎頭老家不遠處，買了二甲土地，並

在田中央蓋了以檜木、杉木為梁柱的紅瓦、三合院房舍。家的四周都是稻田，春

夏時節綠油油的稻浪一波又一波，秋收前看到的是黃澄澄的稻穗。而過年時節田

裡油菜花盛開，一片金色花海。加上農忙時插秧、除草、收割的農村生活深刻的

烙印在她的腦海中，於是從小通學過程中，一路上從頭份、竹南、崎頂、香山與

                                                 
7 本研究訪談的十位客家女性藝術創作者，都是具備客家籍身份的創作者，而非因為結婚而進入

客家庄生活的創作者，因此本研究稱之為原生客家籍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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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一帶的田野、樹林、丘陵、河川、海岸與日出日落，孕育了她對大地的關懷，

進而將這些童年記憶中客家農村生活的意象，描繪於創作中。8如同黎蘭於訪談

過程中所道： 

我的畫不僅是我對自然的詮釋，更是重新營造如真似幻的唯美意境。我

的畫裡有許多童年生活的記憶，以及客家農村生活的寫實，這是我對故

鄉的一種深刻感情。（黎蘭 2013／04／24） 

     黎蘭一系列的創作（參閱附圖一、二），多半從生活體驗而完成，是一種對

自己家園真摯的感情以及深刻的童年記憶寫實，因此從這些客家意象的創作作

品，端見黎蘭對客家族群身份的執迷與狂熱。其中，1998 年的《花海清湖》創

作，內蘊著童年印象，描述生長故鄉頭份黃橙的油菜花田景象；2000 年《春曉》

創作，乃描繪新竹北埔農家周邊的清晨景象，成群的白鷺鷥在水田中覓食，特寫

農家寧靜純樸的生活映像。客家農村的童年生活記憶，是黎蘭創作中的主要題材

之一，她常常藉由創作重拾自己的童年美好片段，如同她於訪談中自述： 

我熱衷於風景畫的創作，是源自我生長在純樸寧靜的頭份客家村，而且

覺得風景畫較有意境。我的童年生活非常快樂，家裡四周都是稻田，一

年四季有不同的景象，農忙時我們會幫忙插秧、除草、收割。到了收割

時節，收割後的稻田總是我們呼朋引伴烤番薯或抓迷藏的地點。我時常

想起這些客家農村生活的童年記憶，因為從小離開客家庄求學，後來北

上念書之後結婚，就離開了客家庄。所以作畫時則常將這些印象描繪於

畫中。（黎蘭 2013／04／24） 

如同多數藝評者的評論：「黎蘭的畫充滿著濃厚的鄉土味，其獨特的創作風

格乃淵源於家鄉的農村景色，看得出她歸返自然的渴望」。9除了上述黎蘭，客家

女性藝術創作者梁莉苓的創作中亦充滿了童年生活中的客家記憶。梁莉苓生長於

                                                 
8 黎蘭創作中充滿著童年生長於客家農村生活的意象，此處的討論乃參考黎蘭「投懷大地、縱情

藝術」作品展所編製的策展說明之內容，並且輔以黎蘭於訪談過程中所描述的心情而撰寫。 
9 此處藝評者對黎蘭創作風格的討論乃參考李澤藩美術館於 2001 年 8 月 5 日至 2001 年 11 月 6

日為黎蘭「大地之頌」作品展所編製的策展說明之內容，並且輔以黎蘭於訪談過程中所描述的心

情而撰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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頭份客家農村，國中求學階段北上就讀而寄住姑姑家。在大學的創作作品中受到

客家義民廟文化與民間符號關注之影響，試著與宗教對話。因此，1996 年的《衣

之外》創作，與童年深刻的成長記憶有關。訪談中她述說著自己的創作心情： 

在大學時期的創作中，我試圖想描述小時候家裡附近義民廟的印象。因

為小時候自己常在義民廟玩耍，所以我在創作裡就試著描繪童年成長經

驗中我常去家裡附近那間義民廟的景象。10同時創作中也加註了一點我

的想像，其實這也跟客家身份有關，因為義民廟象徵著客家文化的傳統

信仰。（梁莉苓 2013／04／26） 

翻閱客家宗教信仰，客家民間向有「北義民、南忠勇」的說法，而至客家地

區，到處聳立褒忠亭、忠義亭及義民廟，這些寺廟是客家文化傳承的象徵，也是

客家的信仰中心之一，其中新埔鎮枋寮義民廟更是義民信仰的核心。因此長期以

來，「義民」、「褒忠」似乎已成為客家人的象徵。對於這段客家義民廟信仰的傳

統歷史，是梁莉苓成長經驗中深刻的記憶，她回溯著童玩過程的印象說著： 

我孩童時期常去的義民廟，是我在客家頭份村長大非常重要的童年經

驗。所以大學四年級真正開始創作的第一個正式作品，當然就想以童年

成長經驗為題發想，因為這是跟自己內在心情最深刻的對話。隨後進入

碩士班的創作如《羽毛衣：夜晚篇》與《從哪裡到哪裡》作品也是試圖

反應成長經驗的作品。（梁莉苓 2013／04／26） 

於是，從梁莉苓系列作品的創作，能看出她試圖追溯生長於客家村的童年記

憶渴望，並企圖反璞歸真的尋找童年之樂。 

     除了上述黎蘭與梁莉苓創作中的童年客家意象風格呈現，新生代客家籍女

性藝術創作者張譯凡，在其擅常的水彩畫創作中，也充滿著童年成長裡的客家記

                                                 
10針對「義民廟」的討論有許多不同觀點，有些論點指出義民廟是客家族群獨有的信仰；另一方

面文獻強調，其非為客家族群獨有。本研究由於並非以義民廟為主題探討，因而僅就義民廟與客

家族群聚關聯性的相關論點進行註解。根據相關文獻包括：林富士1995年《孤魂與鬼雄的世界﹕

北臺灣的厲鬼信仰》、曾振名1997年＜褒忠義民廟的社會功能：從宗教組織看新竹客家人之都市

化＞，與劉還月1996年＜客家人與義民信仰＞等著作的討論，「義民廟」所奉祀的「義民爺」，

是被「朝廷」（清朝）表揚的「為保鄉衛國而犧牲生命之客家人」，是「助官平亂」的英靈，是

客家的「偉人」、「英雄」。因此，客家傳統信仰中義民廟具有深刻的影響原因在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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憶。張譯凡雖為客家籍身份，但是出生時已搬離客家庄，但孩童成長經驗中，年

節慶典總是跟隨著家人回鄉探訪，因此客家農村的生活景象，則成了她創作中的

主題。提及她以客家景象題材為創作主題的原因，她述說著： 

我的水彩畫作中，呈現著客家景象的題材，都是我對客家的記憶描寫。

我記得小時候回到東勢谷關的鄉下，因為我們住在客家三合院的建築，

所以我的創作中常常想起那時候的記憶，希望能傳達那時候的心境和心

情。我覺得創作就是需要以自己周遭的事物為主題，因為它能反映自己

的想法。我類似以客家記憶為主題的另一個創作，是畫客家鄉下早市的

街景，這幅畫的主題很特別，因為一般其它鄉下地區的市場都是傍晚開

始，但是在東勢家裡附近的市場是凌晨就開始了，所以讓我印象深刻，

於是在創作中就想將小時候的那些印象畫在畫作中，算是記錄那些記

憶。（張譯凡，2013／05／03） 

張譯凡的創作中回溯著成長記憶中客家農村生活的三合院建築，在她的作品

中，三合院建築的外觀畫上紅色的屋牆，透過立體線條展現。她的創作再現了客

家文化中建築的傳統風格，亦蘊含著客家紅磚三合院、夥房、一條龍、轆轤把（單

伸手）、多護龍合院、四合院與圍龍等意象（黃蘭翔 2011：21-22）。綜合以上，

本研究發現客家籍女性藝術創作者，不論其年齡、生長地區或是家庭背景，她們

的創作中再現著自我客家身份的認同，而以自己成長經驗中所記憶的「客家」（景

物、建築、廟宇與街景）為題材進行創作，無疑是一種成長經驗中客家記憶的重

返、回溯，同時又以生長於客家村但離開原鄉生活的客籍女性藝術創作者為最，

創作因此成為她們對客家原鄉記憶的一種離愁、懷舊。 

第二節：「客家」編史、記載：集體記憶與族群意識的再塑

與凝聚 

客家女性藝術創作乃試圖喚醒客家族群的集體記憶與凝聚族群意識，在本研

究所探討的作品中亦可端見此類型，其中又以從事裝置、另類媒材創作的女性藝

術家將此風格發揮至淋漓盡致。族群的集體記憶，如同學者阿伯瓦克所強調，集



 27 

體記憶對於族群意識的凝聚非常重要。然而，由於族群是以共同歷史記憶來凝

聚，因此族群認同變遷也是以凝聚新集體歷史記憶與遺忘舊記憶來達成（王明珂

1993；Coser 1992；邱澎生譯 1993）。既然，集體記憶能喚醒族群的意識凝聚與

認同，則記載、編史與傳記則可被視為是一種方法與策略。 

客家女性藝術創作者以自己客家籍的身份，試圖為客家歷史進行編篡與書

寫，再造屬於客家族群的集體記憶。在本研究訪談的客家女性藝術創作者梁莉苓

作品中可以發現她試圖為客家歷史記載的使命。梁莉苓2006年作品，開始思考族

群問題，並受邀參與駐村的藝術行動。由於自己客家籍的身份，她進入了客家村

實際生活，於是開始一連串為客家集體記憶再造與編史的創作過程。梁莉苓在駐

村藝術行動中，思考著該以何種形式為所駐地的客家村進行藝術創作。而經過與

當地居民訪談之後，決定為嘉義客家和興村撰寫文史紀錄，11提及自己此創作想

法，梁莉苓述說著： 

在偶然的機會下，藝術創作者吳瑪悧老師參與了我的《結／解》作品展

出，因為此作品是我開始嘗試呈現多元族群聲音的創作，她覺得很有

趣。因此，吳瑪悧老師剛好有個北回歸線藝術季-藝術家駐村的創作計

畫，就邀請我參加。我很開心的參與這個計畫，在 2006 年就到了嘉義

縣的客家和興村駐村。到了藝術村，覺得很開心，因為村莊中大家都講

海豐的客家語，就跟我在家說的語言是一樣，所以感覺非常很親切。在

我駐村與接觸當地居民的過程中，剛好經歷水災的發生，村民開始思考

許多問題。其中，村裡的一些年長的長輩很擔心自己的客家文化無法傳

承，也擔心下一代不會說客語，所以我在體會他們的心情之後，決定要

為和興村做一份文史記錄，希望透過村莊的歷史訪談，寫這個村落的移

民歷史。並且訪談這個村莊重要的年長者，收集他們的照片，還有瞭解

                                                 
11 梁莉苓參與「北回歸線藝術季－藝術家駐村計畫」結案報告乃以《我愛咱的和興－文史紀錄》

為題而為嘉義和興村撰寫紀錄，並藉由當地居民口述歷史、文獻資料的方式完成撰寫。本文內容

中所提及的和興村相關記載，乃由梁悧苓所提供參考的文史紀錄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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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村落中義民廟的歷史，我想藉由這個文史記錄為和興村留下屬於他

們客家村莊的歷史記憶與經驗。（梁莉苓 2013／04／26） 

    於是，梁莉苓即開始了一連串和興客家村的文史記載行動。其中，包括

探究和興村公館農場的發展一般史、記錄各姓氏家族簡史以及老照片賞析

（參閱附圖三、四）。期間兩個月與居民共同生活的體驗，她參與了居民的

公共空間活動（音樂會、淹水事件、菸樓人文空間思考、掃街、生活空間美

化）。並且，藉由相關文獻資料，並輔以居民記憶的口述內容，將屬於這個

客家村的集體記憶、故事挖掘並記載。在兩個月的駐村過程，梁莉苓與當地

居民成為一家人，呼應此環境藝術行動的「讓藝術家變成居民，讓居民變成

藝術家」口號，同時也凝聚和興村的客家族群意識。如同策劃者吳瑪悧描述：

「環境藝術行動最動人處是在人與人關係的建立上。到中埔鄉和興村駐地的

梁莉苓，因為與村民同是苗栗縣客家人，因此和村民形同家人。透過相同的

鄉音、背景，梁莉苓幫忙串起這個聚落年輕人都不清楚的客家遷移故事，也

串起了這個客家庄的族群記憶與意識」。12 

翻閱了梁莉苓駐村藝術行動的文史內容，記載了嘉義客家和興村全庄都是親

戚的六個姓氏家族史（郭家、劉家、古家、范家、韋家、邱家）；描述了和興村

的移民歷史；詮釋和興村中客家傳統信仰義民廟與舞獅文化；甚至記載和興村集

體記憶象徵建築（菸樓）的興建過程。透過一張張泛黃照片中，居民生活實景、

家族成員大合照、村民活動聚集、村莊農耕每日生活、傳統祭典與婦女家務等呈

現，致使居民保有屬於和興村的集體記憶、文史記載。梁莉苓的駐村創作，為客

家村編史記載的用意，如同她在文史紀錄的最末覆誦： 

庄子裡的老人家，泡了一壺又一壺的好茶，高興與感激的跟我說著：「以

前的事，現在年輕人都不愛聽了，現在終於可以記下來，以後子孫才知

道自己是從哪裡來的？」每做完一份訪談，發現收穫最多的是我自己，

                                                 
12 關於吳瑪悧對於梁莉苓駐村行動的說明資料，乃參考吳瑪悧所撰寫「北回歸線藝術季－藝術

家駐村計畫」之報告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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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許該說聲謝謝的是我。13 

就這樣梁莉苓的駐村文史紀錄，重塑與再造了和興村居民的集體記憶，並且

凝聚了這個客家村的族群意識，讓它們的文化、語言、信仰與傳統文化都有了居

所。本研究的訪談從梁莉苓的創作中，可以看到她為客家族群發聲、記載與編史

的過程。其中，除了駐村行動的文史紀錄，梁莉苓《結／解》作品，認為語言是

族群認同最重要的依據，因而在創作中以語言／客語凸顯作品特性，她提出自己

如此創作的想法： 

我在 2006 年 20 倉庫的展出《結／解》作品中，是第一次接觸與多元族

群有關的創作。在作品中我呈現了包括：泰語、國語、原住民語還有客

語的不同族群身份者的聲音，讓他們每個人說自己的夢。然後，展場的

空間很大，就能聽到很多不同語言一直迴盪，他們訴說著自己的夢想。

這個創作就是以族群連結為主題出發而構想。（梁莉苓 2013／04／26） 

訪談過程中梁莉苓解釋著創作中以多元族群的語言發聲之創作用意，原因是

她擔心客家族群的隱沒身份，在公開場合並非使用客語／母語交談溝通，甚至年

輕一代的客家人不會客語，顯見客語的流失與消逝。因此，發想以不同弱勢族群

的語言為發聲創作，藉此凝聚族群意識，也呼應自己客籍身份對客語傳承的使命。 

除了透過文史紀錄凝聚族群記憶與意識之外，在本研究訪談的客家女性藝術

創作中，也藉由社區集體創作、創意工坊、教學與藝術教室等方式傳承、凝聚客

家族群意識。出生於屏東客家村的黃紫環，乃成立「紫岫工坊」，工坊中以客家

族群文化為主體，藉由藍衫、服飾、食具、包包、生活用品，及各種藝術品重新

詮釋客家文化。黃紫環對於客家文化的傳承有著深刻的使命感，訪談中她憂心的

說： 

我覺得創作本來就是一種對現況與生命行為的省思與記錄，所以我很自

然的會將周遭環境以及母體文化融入作品之中。近年來我發現臺灣原住

民擁有自已的圖騰、門楣木刻，視覺符號非常強烈。但是相對的客家文

                                                 
13 參閱梁莉苓 2006 年參與駐村行動，所撰寫《我愛咱的和興：文史紀錄》報告中之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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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卻在流失中。所以我希望將客家文化轉換為不同的藝往形式，讓它被

重新認識與重視，也希望客家文化能更貼近大家的日常生活。（黃紫環 

2013／03／26） 

除了以上所述梁莉苓、黃紫環藉由創作再塑客家族群的集體記憶之外，在本

研究所訪談的客籍藝術創作者陳惠玲與鍾琴也透過不同方式喚醒客家意識。擅於

客家傳統媒材絲瓜絡創作的陳惠玲，乃成立「絲瓜絡」工作室，不定期的教導社

區婦女學習絲瓜絡創作，透過將絲瓜絡製作成不同物品，讓大家對客家族群文化

有所認識；而鍾琴亦於新竹玻璃園區擔任玻璃創作講師，試圖於教學過程中，藉

由集體創作與社群合作的方式，凝聚客家族群的意識，甚至介入公共環境進行藝

術裝置，讓客家元素沉浸於社區環境。於是，客家籍的女性藝術創作者，逐漸地

透過書寫紀錄、相片、慶典紀念、社區藝術實踐、活動營造，發揮凝聚客家意識、

重塑集體記憶的作用力。 

 

第三節：客家在地與藝術的對話：符號圖騰與傳統媒材的嵌入 

成長於客家村並且目前仍居住在客家鄉村的女性藝術創作者，展現最重要的

特色即：擅於利用在地（象徵客家）重要媒材而創作。其中，出生於客家新竹縣

九讚頭客家籍的鍾琴即是一例，她以新竹玻璃為媒材，將玻璃彩繪上不同的客家

符號圖騰元素，而展現創作內涵。其中，玻璃產業被視為新竹客家的傳統象徵，

源自 60 年代苗栗、北埔、峨嵋等地發現矽砂、瓦斯。因此，目前桃竹苗地區聚

集了上百家的玻璃工廠，甚至繪製燒出了各種玻璃餐具、花瓶、容器與玻璃杯等

玻璃裝置品，逐漸地玻璃也成了桃竹苗客家的產業象徵。 

對於自己運用玻璃媒材創作的原因，鍾琴於訪談中敘述著：「我從小就對藝

術非常有興趣，尤其是陶藝和畫畫。結婚後因為丈夫是藝術家，在他創作的過程

中，我突發奇想的就地取材將日常生活可得的透明玻璃瓶，彩繪上鮮艷的顏色，

當時覺得玻璃媒材的立體感、空間感，加上了很多圖案就變成了很有質感的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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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於是開始了我的藝術創作生涯。」既然利用了客家在地媒材創作，在題材上

則不免跟客家文化、生活有關聯，在鍾琴一系列玻璃彩繪創作過程中，她提及自

己的創作理念： 

我的創作中有許多客家符號的呈現，原因當然是自己的客家籍身份。所

以我的玻璃彩繪創作中，類似加入了客家「花布」花紋的元素，並且再

加上我自己直覺的配色，作品的色彩就很鮮豔呈現了。其實，我也常常

將客家藍衫放入玻璃彩繪創作中，甚至還創作穿著藍衫的客家娃娃玻璃

彩繪。我希望創作能從我的生活經驗出發、發揮想像力與創作力傳達我

的想法。（鍾琴 2013／05／15） 

誠上述，在鍾琴的玻璃系列創作中，她特別鍾愛畫客家婦女造型娃娃。在《客

家女子》作品裡，鍾琴描繪的客家娃娃充滿客家純樸的味道，並穿著傳統客家藍

衫服飾，14完全再現了客家象徵符號，也凸顯了鍾琴試圖傳達的客家籍身份認

同。除了鍾琴，生長於客家苗栗縣銅鑼的周美純也以客家在地傳統象徵花布進行

創作。周美純從小就具備藝術天賦，由於父親在銅鑼鄉戲院擔任放映師，並自己

製作電影看板、海報，周美純從旁協助父親，因而造就了藝術才能。並且，祖父

是裁縫師，於是對於傳統客家花布剪裁、縫紉多所接觸。因此，在這些童年經驗

耳濡目染的過程中開始了布雕藝術創作。周美純的布雕創作喜歡以客家傳統文化

符號為題，甚至用客家人的花布，掌握碎布的色彩、質感與線條，再透過雕剪、

黏貼與組合，表達了許多她欲傳達的族群意涵。如同周美純自述： 

客家人都比較節檢所以很多生活用品都是自己親手製作。我小時候就常

與媽媽一起做棉被和拼布，而且材料多半都是親朋好友送的，然後我們

再自己剪裁拼貼，顏色也是自己憑感覺配色。也是因為小時候我就接觸

這些家政，所以最後才會從事布雕創作。（周美純 2013／05／06） 

                                                 
14客家婦女所穿著的衫褲，衫叫「藍衫」或「長衫」，有別於閩籍女性的衫裙。由於客家婦女不

分貧賤貴富，都要負起家庭生計，甚至要從事戶外的田間農事。為了勞動方便的需求，客家婦女

都穿著方便、實用性高的褲裝。也因為客家婦女的習慣穿著，致使藍衫成了客家文化象徵的傳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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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上述，周美純的創作乃採用了客家在地特色的花布作為媒材，將別人贈送

的花布加上自己的想像與靈感，完全沒有任何加工或是再製，展現了客家符號元

素。同時，她強調：「創作就是要以生活印象做為題材，而我是客家人，作品中

當然以表現客家元素與特質為主」。就這樣，只需要幾塊客家花布、一只剪刀，

周美純的創作乃將客家在地與藝術結合，賦與了作品更多的內涵。 

    客家傳統元素娃娃、藍衫與花布是客家女性藝術創作的題材圖騰，而象徵客

家藝術創作的木雕，15也是客家女性藝術創作者利用的媒材之一。出生於雲林縣

林內鄉的曾淑珠，父親是苗栗南庄鄉的客家人；18 歲嫁給從事神像雕刻的前夫，

因而落腳三義，並在家相夫教子。其中，曾淑珠偶爾協助先生工廠作業，第一次

接觸木雕是在木雕生意不盡理想的狀況下，一時興起拿起木頭欲雕刻玩具給孫子

玩，就這樣一刀一鑿開始了木雕創作。16於是，曾淑美的木雕創作打破一般女人

較難掌握費力木雕創作的論述迷思，而以客家文化象徵進行創作。在她的著名作

品中，多半以兒時成長的農村生活、昆蟲與人物親情題材為主，並且充滿客家在

地特質。如《炊》、《三代同堂和樂融融》與《親情》（參閱附圖五）等系列創作，

傳達了利用客家傳統媒材所展現的客家風情創作。 

除了以上客家女性藝術創作者乃利用玻璃、花布與木雕等客家在地媒材進行

創作之外，亦有客家女性藝術創作藉由絲瓜絡當作媒材，而呈現不同客家文化創

作意涵。絲瓜絡作為客家文化的象徵，原因在於客家族群勤檢、硬頸勞動的性格，

他們為了節儉，以致家家戶戶幾乎種植絲瓜，然而絲瓜除了可以在成熟後用食

外，亦可以在曬乾後當作絲瓜絡使用，因此成為客家族群文化的象徵特色。客家

籍的女性藝術創作者陳惠玲，即利用此客家元素進行創作。提及自己將絲瓜絡當

作媒材創作的過程，她表示： 

                                                 
15 源於客家三義的木雕，作為藝術創作的傳統媒材，乃是鄉民吳進寶先生於 1918 年撿拾枯木回

家加工做擺飾，被日本人視為藝術品，進而與日本人研究如何大量加工生產這些枯木藝術品，而

形成了客家傳統藝術的象徵。 
16關於客家女性藝術創作者曾淑珠的相關經歷探討，乃參閱行政院客家委員會 2003 年所發行

《2003 客家女性生活映像展》著作內容中曾淑珠的介紹，頁 45-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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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我沒有刻意要以客家元素連結進行創作，只是我喜歡客家元素，也

喜歡將一些部落元素加入於創作中。我會以絲瓜絡作為媒材，其實要感

謝我婆婆送我一塊絲瓜絡，在有一次偶然的機會下，我覺得絲瓜絡的纖

維很漂亮，所以就把它裁開。然後，發現其實絲瓜絡可以拼成許多不同

生活的物品，融入於生活中。之後，我嘗試著將絲瓜絡染色，並粹取植

物元素，並參加了一個政府推動的女性就業計劃，而開始了藝術創作。

（陳惠玲 2013／04／06） 

陳惠玲談到自己以象徵客家元素的絲瓜絡做為媒材創作，是因為自己生長在

客家庄，後來嫁給客家籍的老公也是生長在傳統的客家庄，而客家庄生活中最普

遍的就是絲瓜絡，所以直覺地就拿起身邊最熟悉的絲瓜絡來創作。更甚者，陳惠

玲喜歡利用絲瓜絡製作客家竹籃（提籃）、甕與椅子，在她的作品中非刻意，但

又直率的傳達自己的客家文化（媒材、象徵符騰）認同。 

許多客家女性藝術創作者，乃以客家在地媒材、圖騰象徵而創作。本研究前

述的創作者梁莉苓，她的作品中也試圖與客家象徵圖騰對話。其中，梁莉苓採用

象徵客家勤奮節檢的符號元素：紅捆繩而編織裝置藝術《衍》作品。此作品是她

想與爸爸及奶奶對話，因為在她的成長經驗中，客家籍的爸爸非常勤勞務實，爸

爸是捆工很喜歡捆東西，所以她直覺的利用了捆繩為媒材，編織成不規則的裝置

品，其實也不知最後的成品樣貌，但是想藉由此作品傳達客家人不斷勤奮、漫延

勞動的狀態，也希望以此讚揚、覆誦客家族群的象徵精神。 

以上，本研究發現客家籍女性藝術創作者，不論年齡、背景與生長環境差異，

她們性格中內蘊的客家精神（節儉、勤奮），因而展現在藝術創作過程，她們多

半未受過專業訓練，而就地以客家元素、產業與符號象徵為媒材創作，並將客家

圖騰融入作品，充分地將客家在地與藝術創作結合，展現對客家文化的認同。 



 34 

第四節：沉浸樸實、寧靜：「客家」農村生活寫實、映像投射 

相較於前述，客家女性藝術創作除了透過作品再現成長經驗中的客家意象、

重塑客家族群集體記憶，甚至將客家在地元素與藝術結合之外。研究發現，生長

於客家庄並從未離開原鄉居住的女性創作者，在創作中乃以客家純樸的農村生活

寫實為主，她們的創作展現的是一種客家日常生活的景象再現，不同於先前所述

的成長經驗中客家意象重返，而是生活紀實。 

在此類型創作中，以鍾琴為例。她從小生活在客家村，並且老公也是客家人，

因此出生至今從未離開客家原鄉生活。在她的玻璃彩繪創作中，題材多半來自日

常生活的靈感。其中，作品描繪的主題又以大自然、親人、朋友、花卉、植物、

動物等為居多。鍾琴強調：「創作來自於生活，但又有別於生活」，創作題材幾乎

來自於生活周遭，不論是院子裡的鳳凰樹豆莢雞、鵝等，都是靈感來源。 

如上述，鍾琴的創作多半以客家農村生活寫實為主，如同她自述般：「創作

自然就是以自己生活的任何細節為題材，我從小生活在客家鄉下，有天晚上我聽

到一種聲音，覺得有些可怕，又帶點神祕，發出咕、咕的聲音，後來知道原來是貓頭

鷹的叫聲。突發奇想的，我就畫了貓頭鷹，並且以客家生活作為搭配背景。所以就這樣

客家生活的映像都在創作中出現了，於是舉凡我跟老公散步看到的木瓜樹、星星、

月亮、花與鳥都是我的創作中經常出現的圖像」。鍾琴視創作為生活，將藝術與

日常生活結合，所以客家生活完全映寫於她的作品中。 

於是，鍾琴作品《樹上的鳥兒》（參閱附圖六）：樹上的鳥兒看著綠色音符，

唱出優美的旋律；《鄰居的木瓜樹》（參閱附圖七）：鄰居結實纍纍的木瓜樹，想

必甜美；《柿柿如意》（參閱附圖八）：山上的柿子成熟時總是讓人垂埏欲滴；《蘭》：

17幽靜高雅的蘭花，微風輕輕吹過，香氣撲鼻而來，這些作品無不以純樸農村生

活為題材的寫實記錄。除了鍾琴，周美純的布雕與油畫創作題材靈感也多半來自

日常生活的恬逸寫照，她喜歡將田園喜樂的景象描繪於圖中，並且將鄉間景物再

                                                 
17 關於鍾琴系列作品的說明，乃參考高雄市客家文物館「彩繪玻璃暨線體畫特展」於 2010 年 7

月 30 日至 8 月 18 日展出所製作的《遇見鍾琴》展策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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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於創作中。訪談中，她娓娓道出了自己的創作心情： 

我很喜歡鴨子，或是鵝。所以我的作品中常常可以見到夕陽下農村生活

中鴨子或是牛等動物處於一角的田野景象，因為這就是我的生活。我喜

歡畫人物，尤其是親人，所以畫中總是會有我和老公，還有孫子。我喜

歡以生活中的景物為題材，希望讓大家都能參與我的日常生活（周美

純，2013／05／06）。 

其中，周美純著名的《趕鵝的女孩》（參閱附圖九）《田園之樂》作品，利用了豐

富的色彩構圖，傳達親情互動，影射自己與老公揹著孫子快樂的景象，甚至以擬

人法的方式將動物與鄉村生活結合，賦與它們意義。因此，在周美純的創作中，

從悠游水中的天鵝、鶼鰈情深的魚兒，到田園裡的喧鬧，都是她內心所嚮往的田

園之美、恬淡之樂。除此，周美純的《客家的牛》與《牛轉乾坤》系列作品，藉

由鮮豔色彩布料，拼貼出她於過年期間看見客家村裡富有的家族過年之景象，作

品中呈現了有錢人家的庭院，製作年糕的磨板，以及熱鬧年節的象徵。於是，她

的創作所展現的田園景象，除了是自己創作貫有的風格之外，另一方面是有其目

的，如同她強調： 

我想將自己生活的農村景象，透過布雕一幕幕的製作出來，因為我覺得

自己每天生活的家鄉，擁有好山好水，風景宜人。這些是現代忙碌的都

市人所無法經歷的。我很慶幸能每天生活於此，所以希望將這些景象呈

現在創作中，讓大家都認識我生長的家園，而且能讓大家看到有如世外

桃源的客家村（周美純，2013／05／06）。 

田園生活之樂、客家農村的景象（參閱附圖十），成為客家女性藝術心中嚮

往的寧靜生活寫照，在她們作品中一幕幕的客家寫實景象呈現，再現的是一種對

自我家鄉的感情。擅長以景物寫生為創作風格的黎蘭，也常將自己所見的客家農

村生活描繪於作品中。她強調自己喜歡記錄客家風情的創作想法原因在於： 

我走遍了世界各地，而且每到一個地點就拿起畫板創作。但是在所有的

景物速寫過程中，還是覺得自己生長的家鄉最美、最有意境，因為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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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這片土地有特殊的情感。所以我鍾情於景物創作的原因就是這樣，因

為描繪自己生長的家鄉，是最快樂、自在的創作（黎蘭 2013／04／24）。 

如上，黎蘭解釋著自己喜歡以家鄉景物為題材而創作的原因，因為她對於自

己的家園有著深刻的認同。於是，純樸、寧靜的客家景象，成為黎蘭創作生命中

重要的元素。除了黎蘭，前述的鍾琴與周美純，她們作品中欲刻畫的客家風情，

都成了客家族群認同的依據。頭的鄉 

第五節：客家傷痕與烙記：一種女性的自我療癒、觀照之心靈書寫 

藝術創作視為一種客家族群創傷的撫慰、自我內心傷痕的療癒，或是自我想

像的投射與觀照，在客家女性藝術創作中亦是一種風格，並且在許多創作者作品

中可窺之。不同於臺灣一般女性，身為客家女性背負著更多期待與使命。如同客

家俚語及山歌裡，歌頌的客家婦女美德：「雞啼起床，……灑水掃地，擔水滿缸，

吃完早飯，洗淨衣裳，上山撿柴，……唔說是非，……有米有麥，曉得留種，……

老實衣裳，愈有愈儉」。似乎，客家女性不可避免的被期待作為家中的勞動支柱

與母職身份，藝術創作對她們來說是一種不被鼓勵，甚至無法參與的活動。面對

此客家傳統中的性別期待，客家籍女性創作者不試圖對抗，轉而採取一種正面、

潛能與開闊的心態，在創作中自我療癒、觀照抒發與填補心靈。 

出身於客家屏東縣麟洛鄉的黃紫環，在創作中揭露了自己客家童養女的成長

記憶。她歷經了充滿陰影的養女成長經驗，對人生造成了深刻的陰影烙印。從

16 歲即離開家出外工作，從事包括：送報、擺地攤等工作；25 歲結婚嫁人，並

在內埔開刻印店、畫人像。29 歲在名藝術家陳國展的指導下，開始學起了版畫

創作。18黃紫環的木刻版畫創作中，傳達了她身為客家女性身份的矛盾與壓抑之

心境，並且從開始創作即未離開類似創作題材。提及此心情，黃紫環娓娓道來： 

我於 2000 年的作品中開始自覺自己身為客家人的身份很重要，因此想

                                                 
18關於客家女性藝術創作者黃紫環的成長經驗探討，乃由黃紫環於訪談過程中自述，並且輔以參

閱行政院客家委員會 2003 年所發行《2003 客家女性生活映像展》著作內容中黃紫環的介紹，頁

65-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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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一個客家女性身份的心境來創作，期盼喚醒大家對客家人的記憶與重

視。我的作品《門神》創作，就是將女性視為守護門神，如同客家女姓

媽媽一輩子守護家庭、照料家務的形象。其它如：《歲月如梭》、《我家

門神》（參閱附圖十一）、《大肩擔》（參閱附圖十二）、《門神》等，這些

系列創作都是我在成長經驗中看到客家女性沉甸甸的生命堆疊，引發了

我對自身狀態之捕捉，希望從每個自我痕跡中得到釋放。（黃紫環 2013

／03／26） 

黃紫環的創作，如實的呈現她所感受到客家女性所承載的社會壓力，因此創

作對她來說是一種對自我身份的救贖；也是一種對成長經驗的安慰補足。如此的

心境，如同她於訪談中提及：「我想以一個客家人的身份創作，希望將自己的心

情投射於創作中，如此我可以轉換心境，更有智慧面對未來」。如是，黃紫環的

成長經驗，不論悲情、坎坷，都透露著她希望透過創作翻越自我痕跡、療癒心情。

她沉重的述說著這樣的心境： 

我常感受到身為客家女性所承載的壓力，我的養父反對我從事藝術創

作，他認為女性不需要接受教育，所以我的內心一直很煎熬。因此，我

的創作中有許多自己想傳達的心情，透過創作我能與自己內心深刻的心

情對話，可以讓自己得到安慰。因此，每一幅作品都是一種心靈療癒、

反思與解放。我想自己才能如實面對情境的轉變，獲得更多智慧（黃紫

環 2013／03／26）。 

黃紫環透過創作紓解情緒、觀照自我，希望給予自己更多正面的能量與鼓

勵。本研究所訪談的另一位創作者周美純，生長於傳統客家家庭，從小媽媽反對

自己從事藝術創作；結婚嫁入傳統客家農村家庭，開始忙碌的家務生活，照料家

庭的繁重壓力，從事藝術創作幾乎是遑論。但周美純始終未放棄藝術創作之路，

在兒女長大有閒暇時間之餘，重拾藝術創作興趣。對於遲來不意的藝術創作機

會，周美純格外珍惜。尤其，周美純擅長的《仕女》（參閱附圖十三）畫作，受

到許多矚目。周美純早期接受日式教育與唐朝文化。影響，喜歡創作女人穿上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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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的圖像。而畫作中的女人，在她的布雕技巧運用中，總是修長纖細、飄逸與嫵

媚多姿的呈現。問及周美純作品中關於仕女意象創作的想法，她露出微笑道著： 

我很喜歡畫女人，而且我的作品中都將女生剪裁的很修長、腰非常細。

此外看起來很飄逸，甚至很嬌媚、又很女人。其實這些女人的形象，是

我自己的欲望投射。因為現實生活中，我的身材不高，也不纖細，甚至

個性直爽，一點都不女性化。所以只有在創作中彌補缺憾，將創作當作

一種自我投射、補足。（周美純 2013／05／06） 

周美純將自我女人的理想意象投射於創作中，希望藉由作品觀照內心的渴

望，即使面對客家傳統對女性從事藝術創作的反對壓力，仍然將自我心境解放於

創作中。類似周美純，本研究所訪談的另一位創作者張綢妹亦是如此開始了自己

的藝術創作歷程。客家籍張綢妹從小接受日本教育，目前定居於臺北三芝。60

歲才開始創作，因為終於有屬於自己的時間，年輕時以相夫教子為主，生活重心

都在家庭。她喜歡藉由貝殼創作不同題材的作品。其中，從小沒有接觸過任何藝

術相關教育課程，完全是自己摸索出來。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張綢妹的貝殼作品

中，時常出現一個女孩，樣貌清秀可愛（參閱附圖十四），訪談中問及創作想法，

她提到： 

我小時候在客家村的時候，外公要舅舅帶我去海邊，我撿了很多貝殼後

來當作禮物送給別人。那時候開始我就開始喜歡貝殼，我會將貝殼不同

形狀排成自己喜歡的圖案。其中，我常常將貝殼排成小女孩的圖案，原

因是我總覺得每個女人，心裡都存在一個純真、單純的「小女孩」。那

個小女孩就是自己的想像模樣，我也希望自己永遠都是年輕可愛的樣

子，但是隨著年齡增長，外觀上的改變，以及身為客家女人辛勞留下的

歲月痕跡，似乎很難再回到以前了。（張綢妹 2013／03／23） 

張綢妹的創作，以貝殼排列出自我意象的投射，如同訪談中所提及的心情，

我的生活依循客家女人傳統，一生就是相夫較子，完全沒有時間多關注自己，藝

術創作更不可能。所以作品中將自我想像投射，藉由每一次小女孩可愛的裝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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彌補、安慰心中的缺憾，以作為自己心情的療癒方式。綜合以上，本研究發現，

客家籍黃紫環、周美純與張綢妹，認同客家女人勤儉持家的傳統價值，一生以家

庭為重心的故事。這些反應在她們得來不易的創作生涯中，我們看到的是她們與

自己心靈對話，並探索內心深處心境的一種創作風格展現。 

創作被視為一種自我傷痕的撫平，或是自我回顧的內心投射。客家女性創作

對於客家文化的認同可以是身份的、也可以是族群的。研究發現，客家女性創作

中呈現著對客家災難的創傷痕跡之安慰，如同黎蘭與徐景亭。如上述，黎蘭的創

作喜歡以自然景物為主題，尤其是生長環境的自然風光。但是近幾年有感於生活

環境日漸沉淪，生活中的生態破壞與污染，衝擊了我們的清純美境生活，因此唯

有藉由創作才能紓解心中的壓力和美化心靈，這樣的心情在訪談中她說著： 

我一直喜歡自然景物寫實，因為能讓我心靈寧靜，視野開闊。但是我發

現現在社會很複雜，生活周遭的自然生態也遭到破壞，這讓我很難過，

所以只有透過創作，心靈才可以得到安慰。所以我的作品中有許多類似

的題材。我記得 1999 年的《歷史軌跡》創作（參閱附圖十五），是為了

追憶客家遺跡。1935 年臺灣大地震，臺中、后里、苗栗與三義一帶是

震央，縱貫鐵路三義一帶的鐵橋被震垮。這一段鐵路，穿越山谷溪流，

是以拱門巴洛克式用紅磚做橋墩高架築成，經歷地震之後每經過勝興

站，皆可看到斷橋的遺跡。隨後 921 大地震，橋墩上的拱形又被震下，

只殘留半截橋墩的歷史遺跡。（黎蘭 2013／04／24） 

在本研究訪談的客家籍女性創作者中，黎蘭的年紀較長，所以經歷過無數災難，

災害對於家園的侵襲，致使黎蘭心中有許多不捨、感慨。如此的心情表現於創作，

是她對客家歷史傷痛的烙記書寫。除了黎蘭，年輕一代的客家籍女性創作徐景

亭，創作題材的由來也是因為童年成長中，經歷 921 地震，看見災難對自己成長

的客家村落造成傷害，擔心村落的生活景象被大家所遺忘，而藉由裝置藝術創

作，重造自己印象中的東勢客家庄景象。對於此創作心情，徐景亭述說著： 

我生長在臺東客家東勢的客家籍家庭，祖父和父親都是醫生。從小家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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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醫院，921 地震時因為家裡醫院設備東倒西歪所以回家幫忙整理。看

到這些景象，讓我想到東勢最老的醫院有可能因為被摧毀，於是小時候

很多的生活記憶重新浮現，所以興起整理並構思醫院作為裝置作品的念

頭。也就這樣，醫院手術室變成我的裝置作品空間。（徐景亭 2013／04

／12） 

徐景亭提到搬離了生長的家鄉，又看見家鄉景象（尤其是長輩辛苦經營的醫

院）被摧毀，心裡真的有許多無法釋懷的心情。所以透過創作再造一個東勢醫院

樣貌，讓心中的遺憾得到補償、釋放。就這樣地，本研究所訪談的客家籍女性，

包括具備：離開原鄉、年齡較長，甚至認同客家女性傳統角色者，創作成了她們

自我療癒、投射及紓解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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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伍章：結論 

第一節：研究發現與潛在貢獻 

本研究期盼以客家女性藝術為題，探討她們創作中的客家認同再現。在以上

的研究過程中，研究發現客家籍女性創作者對於客家文化具有高度認同，不論是

認同自己是「客家人」、或是對於客家族群的種種。並且，不分年齡、生長背景，

或是婚姻狀況，在創作中也傳達著自己的客家身份認同。惟有在創作方式（刻版、

玻璃彩繪、油畫、布雕、木雕、裝置）、認同策略（成長記憶、建構集體記憶、

符號圖騰、在地媒材元素創作、景物寫實、自我療癒）上，客家女性展現的特質

有所差異。誠如研究預期貢獻，本研究作為一個跨學科研究，其結果應該能提供

臺灣女性藝術研究另一個思考的議題，即從不同多元族群差異切入，關注不同族

群女性藝術創作的表現。並且，對於過去從未出現的客家女性藝術研究論述，本

研究亦開啟了論述的基礎，也相信它會是一個持續、延續的討論議題。 

第二節：研究限制與未來建議 

然而，本研究乃以客家女性藝術為題，由於過去相關文獻缺乏類似議題的探

討，研究者在文獻的運用上，將引用較多雜誌、期刊、報紙藝評／文藝宣傳、藝

術展覽機制宣傳之文宣（專刊出版物、海報、冊子）、公私立藝術空間展覽之文

獻資料（政策規章、藝術家作品分析、介紹、網路資訊），甚至藝術學會的相關

記載（成果報告、訊息）等作為參考來源，由於這些資料較缺乏學術性的基礎，

因此也影響了本研究的學術價值，因而成為本研究的限制。並且，本研究以客家

女性藝術為題，然而實際上在臺灣女性藝術陣營中，並沒有所謂「客家女性藝術」

的分析文類，而且過去的相關文獻也未曾針對客家女性藝術此議題進行界定與討

論。因此，本研究實屬創舉，但勢必產生界定上的主觀與偏差等問題，甚至在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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圍的討論也未必能有共識，此亦是本研究進行將面臨的困難點。 

基於以上，本研究建議由於研究者在檢視客家女性藝術發展的研究過程中，

發現這些創作陣營中，由於年齡（前輩、新生代）、地域（北客家、南客家）、教

育背景（出國留學、本土教育體制）等差異，因而她們在創作風格上展現了極大

的差異，本研究基於研究旨趣與時間限制，無法針對以上不同差異的客家女性藝

術發展進行「比較」性的研究，並只將研究核心放置整體客家女性藝術作討論，

希望未來相關研究能朝向此面向多所探討，期許臺灣客家女性藝術的討論能更完

整，實為本研究深刻的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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