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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計畫試圖聯結人口系統和家庭策略設立一個假說：如果女性勞工

所賺取的收入多於男性，那麼流動將會趨向女性勞工的工作地點，並且會影

響有偶出生率、嬰幼兒死亡率和結婚率，換言之，家戶經濟決定了它的人口狀

況，不論掌握經濟主力者為男性或女性。因此本研究試圖以家庭策略檢視客家

女性勞工對人口發展的影響，並透過淡水、新竹與神岡的地理區域差異進行比

較研究。本研究計畫目的即在於運用臺灣歷史人口資料所載的豐富訊息，整合

既有文獻史料，探討社會分層、族差異及其與近代社會階級結構之間的串聯，

並進一步討論區域比較研究。以臺灣做為亞洲歷史人口生命歷程研究的研究點

分析客家女性在勞工遷移時對家庭組成及延續的影響，包括：父母的存歿情

形、家庭規模大小、出生排序、手足的性別組成、出生時家庭的社經地位等等，

對於成年時其移工的影響效果。此外，本研究聯結傳統社會與現代社會的社會

分層後，能進而將臺灣客家研究的史學敍事與社會實證研究結果進行比較，

以便進行跨領域的整合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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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research project attempts to link population and family policy to set up a

hypothesis:  if  the  income earned  by women  workers  more  than  men,  then  the

migration  will  turn  toward  the  workplace  where  women  works,  and  will  have

impact on the marital  birth rate,  infant mortality and nuptiality.  In other  words,

household composition was decided by its economic situation, regardless of who

grasp the main economic male or female. Therefore, this study attempts to examine

the influence of women workers on population development by family policies, and

presents  a  regional  comparative  study in  Taiwan societies,  Tamsui,  Xinchu and

Shengang.

　　The purpose of this research is to discuss the social stratification, the ethnic

difference  and  social  class  by  using  the  Taiwanese  historical  demographic

databases, furthermore to given a discussion about regional historical comparative

study;  I  focus  on  the  life  course  of  women  worker  in  Taiwan,  analyzing  the

influence  of  women  worker  on  household  formation  system,  including  parent's

authority, household size, birth order, sibling composition, social economic status of

household at birth. At the same time, I estimate the effect of these factors on the

women migrant workers. This study links the social stratification of traditional and

modern  society,  and  be  able  to  turn  empirical  findings  to  compare  with

demographic  theory,  in  order  to  observe  the  different  conditions  and  cultural

contexts.  In  addition,  this  project  will  be  the  first  break  through  in  Western

historical  occupational  information  and  social  stratification  database,  increased

international visibility of Taiwanese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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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kka women, Female workers, Social stratification, Historical demography

ii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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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節　前言......................................................................................................1

第二節　研究方法..............................................................................................7

第二章　文獻探討..................................................................................................8

第一節　文獻回顧..............................................................................................8

第二節　研究區域之歷史發展背景................................................................17

第三章　日治時期客家婦女的職業階層............................................................24

第四章　研究成果................................................................................................39

第五章　結論........................................................................................................47

參考書目................................................................................................................48

表 1  傳統婦女傳統經濟力及其技術紀錄表格內容...........................................25

表 2  傳統婦女傳統經濟力及其技術紀錄表格內容...........................................26

表 3  傳統婦女傳統經濟力及其技術紀錄表格內容...........................................27

表 4  傳統婦女傳統經濟力及其技術紀錄表格內容...........................................28

表 5  傳統婦女傳統經濟力及其技術紀錄表格內容...........................................29

表 6  傳統婦女傳統經濟力及其技術紀錄表格內容...........................................30

表 7  傳統婦女傳統經濟力及其技術紀錄表格內容                                             ...........................................  31

表 8  傳統婦女傳統經濟力及其技術紀錄表格內容                                             ...........................................  32

表 9  傳統婦女傳統經濟力及其技術紀錄表格內容...........................................33

表 10  傳統婦女傳統經濟力及其技術紀錄表格內容.........................................34

表 11  傳統婦女傳統經濟力及其技術紀錄表格內容.........................................36

表 12  傳統婦女傳統經濟力及其技術紀錄表格內容.........................................37

表 13  傳統婦女傳統經濟力及其技術紀錄表格內容.........................................38

圖 1  國際歷史職業與福爾摩沙歷史職業之社會分層架構圖………………..4

圖 2  已數位化之歷史戶口調查簿行政區分布圖………….……………….…5

圖 3  客家人口分佈圖…………………………………………………………11

圖 4  竹北地區閩客通婚之閩南配偶婚前居住地分布圖……………………43

圖 5  峨眉地區閩客通婚之閩南配偶婚前居住地分布圖………….……..….44

圖 6  峨眉地區閩客通婚之閩南配偶婚前居住地分布圖……………………45

iii



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前言

　　全球化的移工現象對移入和移出國均造成人口及社會經濟的改變；在人

口方面，勞工移入國的家庭組成，有外籍配偶人收日增的現象，而移出國則

有父母不在的小孩隔代教養問題，而先進國家更是面臨少子化和人口老化並

存，及工齡延長等社會安全議題，臺灣亦同。歐美等先進國家因較早面臨少

子化及人口老化的現象，對於生育鼓勵、嬰幼兒和老年人口的照顧、福利政

策及疾病風險等已成果豐碩，近年來更是挹注大量研究經費於早期生活狀況

（early conditions）對晚年健康情形的長期影響，人類健康風險的累積始自

孩童時期已是不爭的論證1，並且舉世皆然，不分東西方社會2。

　　日本近年亦致力用歷史人口資料研究上述相關議題，而韓國則是在近幾

年開始建置歷史人口資料庫，並獲得政府研究經費的支持。研究指出個人及

家庭的社經地位是個人早期生活條件對日後長期影響的重要觀察項目之一 3，

其中早期生活環境的家庭社經狀況為個人出生前後的營養狀況及嬰幼兒早期

成長與發展的主要差異來源；而個人社經地位的影響力則隨著個人的年紀增

加而增強。社經地位雖長期成為分析個人成就的量化指標，但對於跨學科的

生命史研究，亦是不可缺少的指標，特別是在於性別差異、家庭結構等因素

上。

　　1980年代起，臺灣學者已開始致力從事臺灣階級的研究，從片面性的

研究單一階級到一系列多元的研究階級結構、階級意識及階級流動三方面，

臺灣的社會分層歷經 30年的學術討論，不論是從馬克思學派或新韋伯學派、

依據社會調查或者是歷史觀點，其研究成果豐碩，為後進學者提供了豐富且

深厚的基石4。臺灣的社會階級研究主要以近代全國大型人口調查所建立的資

料庫為重要依據。然而，既有關於此議題的研究成果，多半仍以現代社會做

為分析對象，這些人口變遷調查所提供的是 20世紀後半葉，亦即臺灣光復

1 Kuh and Ben-Shlom, J, 2003, Epidemiol Community Health 57: 914.
2 Campbell and Lee, 2009, long-term mortality consquences of childhood of family. George Alter,
Neven M, Oris M. ‘Stature in transition: A micro-level study from nineteenth-century Belgium.’  S
ocial Science History 28（2）: 23–147.
3 Monteverde M, Noronha K, Palloni A, Mar. ‘Effect of early conditions on disability among the el
derly in Latin America and the Caribbean.’ Population Studies 63（1）: 21-35. 
4 許嘉猶。1992。〈階級結構與階級意識比較研究論文集〉。臺北：中研院歐美研究所。



之後，社經發展較趨穩定後的社會研究，因此許多祖籍認同轉化、地域認同

和社會分層、取得等族群初融合的特徵則無法被觀察。

　　相對於此，1905至 1945年正是臺灣由傳統社會過渡到現代社會的關鍵

時刻，針對此時期的實證研究，當可與現代社會的研究結果互為對照、比較。

“臺灣戶口調查簿資料庫（1906-1945）”身為世界歷史人口研究彌足珍貴的

人口寶庫，在跨國歷史人口分析上已有豐碩的研究成果與運用，包括出生、

死亡、婚姻形態和區域研究等5。唯獨在社會分層的研究上，仍尚待發展，本

研究企圖建立一完善之國際標準歷史職業資料暨社會分層資料庫，用以突破

故有研究限制，且過往的研究受限於現行資料庫的型態，僅能進行各田野區

內的研究，無法進行臺灣本島內各區間的人口流動研究，此為本研究致力突

破的故有研究限制之二。

　　自 19世紀起，歐美歷史學門即紛紛展開人口史、家庭史及醫療史的研究

調查，各國政府亦持續挹注大量資金補助史料數位化的運用及分析。除荷蘭

國內個人及家庭生命史的數位資料庫的建置外，荷蘭歷史學者亦主持一跨國

歷史職業及社會分層資料庫的建置計畫：“歷史工作資料系統”（History Of

Work Information System, HISCO ）及“歷史社會互動與分層”編碼（Historical

CAMSIS: Historical Social Interaction and Stratification Scale, HIS-CAM ）；

HISCO為一歐美的歷史職業資料庫，包含十二個國家及十一種語言的職業

項目。HIS-CAM則基於 HISCO的資料，擷取歐美七個國家 1800至 1938年

間的職業資料，進行國際標準化的社會分層編碼。此一廣為研究學者使用的

國際歷史職業及社會階層資料庫，獨缺亞洲歷史資料，本計畫將率先突破中

西史料資料庫整合的技術，建立“福爾摩沙歷史工作資料系統”（Formosa

History Of Work Information System, FHISCO ），一方面增加臺灣史學研究

的國際能見度，另一方面跨領域結合歷史學與社會科學（人口學）的共同史

5 Chuang, Ying-chang（with Arthur P. Wolf and Theo Engelen）. “Comparative Overview for Ma
rriage and Fertility between Taiwan and Netherlands, paper for the conference” Positive or Preven
tive? Reproduction in Taiwan and Netherlands. Dec,15-18,2003 Taipei: Tsai Yuanpei Research Ce
nter for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Academia Sinica.;Chuang, Ying-chang, Theo Engelen, an
d Arthur P. Wolf, eds. 2006. Positive or Preventive? Reproduction in Taiwan and the Netherlands,
1850-1940. Amsterdam: Aksant Academic Publishers.; Engelen, Theo, and Hsieh Ying-hui. 2007.
Two cities, one life: arriage and fertility in Lugang and Nijmegen. Amsterdam: Aksant Academic
Publishers. Engelen, Wolf, Yang, 2011,“Maternal depletion and infant mortality.” In Death at the
Opposite Ends of the Eurasian Continent, Mortality Trends in Taiwan and the Netherlands, 1850-1
945. Theo Engelen, John R. Shepherd, and Yang Wen-shan eds.



料基礎。

　　本研究計畫目的即在於運用臺灣戶口調查簿資料所載的豐富訊息，整合

既有文獻史料，探討社會分層、族群差異及其與近代社會階級結構之間的串

聯，並進一步進行區域比較研究，分析東方女性就業時對家庭組成及延續的

影響。本研究計畫將從戶口調查簿檔案中的個人從業項目，進行個人社會分

層的研究，窺探女性就業所處的外在社會環境以及家庭結構等因素，包括：

父母的存歿情形、家庭規模大小、出生排行、手足的性別組成、出生時家庭的

社經地位等等，對於成年時其移工的影響效果。本研究聯結傳統社會與現代

社會的社會分層後，能進而將臺灣的實證研究結果與西方社會進行比較，以

便觀察不同國情與文化脈絡下，這些因素的影響情形是否有所差異。

　　美國武雅士（Arthur P. Wolf）教授在其專著《中國的婚姻與收養，1845-

1945》最後一章〈未來的研究方向〉（Future Directions）中指出：經濟變項的

取得，是一項重要的課題。雖然他在書中亦提出可做為後續經濟變項的史料

（《土地臺帳》），但該項史料取得困難，且無法進行國際編碼串聯，故本

研究提出運用另一項公開的史料，進行經濟變項的建置。本研究計畫除了人

類學、歷史學等研究方法外，亦納入社會學途徑，利用臺灣的戶口調查簿資

料，佐以統計分析方法完成歷史職業編碼與家戶社經地位（SES）的分層，

社經地位的形成固然是一門社會學的研究，但它對研究人類歷史卻是不可忽

略的變項，舉凡人物研究、家庭生命史、醫療史等，都需探討該年代的社經

發展。

　　然而，在歷史人口研究計畫眾多的研究成果中，目前已完成的客家婦女

議題有通婚研究，此計畫在 103年度客委會的補助下完成，重點指出 :與客

家人進行通婚的閩南先生，多有其較近的地緣關係，而閩南妻則無。（見圖

1-3）

 



圖 1  峨眉地區閩客通婚之閩南配偶婚前居住地分布圖（中央研究院 GIS研

究中心歷史人口研究計畫，2015）



圖 2  北埔地區閩客通婚之閩南配偶婚前居住地分布圖（中央研究院 GIS研

究中心歷史人口研究計畫，2015）



圖 3  竹北地區閩客通婚之閩南配偶婚前居住地分布圖（中央研究院 GIS研

究中心歷史人口研究計畫，2015）



 　　然而針對客家婦女進行職業與家庭組成的關聯性探討，則仍待發展。本

研究企圖在這兩個尚未探討的議題上，進行客家婦女生命歷程的分析，並加

入中部地區的神岡，做為比較研究的對照組；本研究旨在探討 1905年至

1945年間，臺灣客家女性就業的社會階層與家庭組成：包含地域上與職業

間的跨越（即地理上的職業差異），以淡水、峨眉、竹北、北埔和神岡做為研

究點。

　　戶口調查簿資料記載了個人資料與生命事件，提供我們研究臺灣歷史人

口的重要文獻，本文將以此歷史人口資料庫做為分析依據。淡水、峨眉、竹北、

北埔和神岡各有其地理環境條件之特殊，故主要經濟模式亦不同，形成的就

業階層也有不同。有鑑於此，如何找出這些客家婦女的經濟力，並進一步轉

化出臺灣客家婦女生命歷程再現可資利用之元素，相信將有助於客家婦女文

化之傳承，也是本研究主要之動機與目的。



第二節　研究方法

1. 研究方法

　　本計畫以文獻分析、量化統計為主要研究方法。文獻蒐集及彙整方

面，主要分為兩部份，第一部份為蒐集近年來客家婦女相關研究，以瞭

解客家婦女相關基礎資料；第二部份為峨眉、竹北、北埔、淡水和神岡之

主要經濟生產相關文獻之蒐集，將作為研判各種經濟活動所需婦女勞力

之參考。

　　量化統計方面，將進行的分析項目為：婚姻類型、出生序、遷移狀

況收養以及家庭經濟類型等等，並以圖片、文字進行各種生命事件變項

之紀錄與分析，以再現山線及海線客家婦女之文化與生命歷程。

2. 研究步驟

a. 準備階段

a-1. 資料蒐集：複印並數位化各研究點之戶冊檔案，並製作成客家婦女

資料庫，供後續統計分析之用。

a-2. 文獻探討：針對研究點之客家聚落發展、經濟生產分佈、及婦女生活

進行文獻蒐集，建立基礎資料，做為統計分析結果之判讀與解釋之背景

資料。

c. 分析階段

c-1. 資料分析：根據文獻所得各種經濟活動、家戶關係、婚姻地點等分佈

位置進行整理，以瞭解社經地位、家戶組成與婚姻形成之關聯性。

c-2. 資料分析結果判讀：根據文獻資料分析結果進行比對，以判斷出具

客家婦女特色及所蘊含的習慣與文化，以作為後續紀錄、保存與轉化之

對象。

d. 紀錄與轉化階段

d-1. 生命歷程紀錄：根據分析階段得到之客家婦女傳統經濟力及其技術，

利用圖、表、照片等方式，詳細紀錄各種婦女經濟活動之分佈區域、製作

材料、製作過程、構造方式、及所蘊含的客家元素與文化，以進一步保存

客家文化與傳統技術。

d-2. 經濟活動力轉換與應用：紀錄具代表性之客家婦女傳統經濟與工具

後，將再擷取具客家元素之材料、功能、構造進行轉換，以符合現代生



活所需，並作為未來客家聚落生活環境營造可資利用之素材。

3. 研究流程圖

　　本計畫研究分為幾個階段，包括資料蒐集、文獻分析、資料分析、傳

統婦女經濟活動紀錄、與家戶形成之關聯、檢討與建議，研究流程（圖

4）說明如下：



 

圖 4  研究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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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第一節 文獻回顧

　　女性勞動在今日臺灣社會成為重要支柱之一。女性就業受到都市化越高

地區，女性越不容易進入勞動市場。教育程度越高、年齡越高、未婚情形、未

纏足，越有意願進入職場。但孩童負擔是女性就職意願的障礙。此外女性參

與副業人口增加，因可貼補家用；相對的也更顯現本業工作之缺乏。更有印

證教育對女子之重要性，纏足與否、子女負擔、家庭負擔等會影響女子投入

勞動市場之意願。6本文分為兩方面探討客家女性的生命歷程。其一是就業與

社會階層；二是家庭組成。

一、 就業與社會階層

1. 范光宇，〈臺灣農村客家婦女之母性生活與農業勞動之研究〉。

　　范光宇於民國四十七年間，於苗栗縣銅鑼鄉、桃園龍潭鄉、高雄美濃鎮

等地以純客家農村年滿十八歲以上之父女 2,332人為調查對象。並以統計方

法分析出對未來研究婦女與臺灣人口幫助之結果。婦女在家庭地位之劃分以

年齡分為，未滿 19歲者為女兒、20-30歲者是媳婦、30-60者為家庭主婦、60

歲以下是母親。另外客家婦女一年平均工作量高於日本東北，范氏認為差異

因臺灣與日本東北收穫差距，但從這可發現客家婦女工作嚴重超勞與超時。

婦女在家中從事勞動力的分量也是決定他的地位如何。大家庭中因家庭經濟

較小農優，所以女兒與主婦在家中擁有一些特權；然而媳婦沒有如此優待，

工作時數也較其他婦女高。故，探討女性勞動問題也就從家庭組成分子為何、

農田耕地多寡、家中經濟狀況與家庭內地位為何等座討論。

　　另外討論到客家婦女初較臺灣與日本遲，范氏認為婦女因勞動導致初經

延遲是有密切關係。近三十年，客家婦女初經年齡似乎有提早的現象。范光

宇分析近年發展下，臺灣地區結婚年齡不斷延長，但客家婦女多年仍毫無變

化。客家婦女在懷孕的次數上平均為 5.2次，最高 15次、普通為 3次。然而婦

6 劉鶯釧、謝嘉雯。〈女性勞動參與的決定因素：1905-1940年的台灣實證〉，《經濟論文叢刊》
25（2）。 1997。



女懷孕與幼兒死亡人數相當高，死於肺炎和傳染病者有相當大的比例。這也

顯示出農村教育水準和對疾病的無知。婦女也很容易因多產而死；此外應而

死亡率也與母親年齡有很大之關聯，佔總數的 90%母親年齡越高，嬰兒死亡

率越高，由以 35歲最為明顯。最後討論客家婦女產前是否有充分休息，數據

統計發現在生產 7,898次間，僅 26次因農閒時得到一個月的休息。但是就是

否有難產的情形來看卻多數屬順利情形。因此從事普通工作還有助於生產。

而閉經年齡高於臺北。因此結婚年齡早與閉經年齡晚，范光宇認為是造成客

家婦女生育率高之因。7

2. 李泳集，〈社會變遷與客家婦女地位－粵東紫金縣竹圍村調查〉。

　　全村 5000人的粵東紫金縣竹園村以客家人組成。除從事農業外，以家庭

為單位的竹製品加工維生。而男性主要從事的是竹製手工業和犁田；女性則

包含所有家庭內、外之勞動。竹製手工業是以男性為家庭經濟的核心，女性

則是輔助工作，李泳集認為這決定她們地位低下。在農村實行生產責任制之

後，農村人口流動加速。造成婦女不再局限於傳統經濟活動，可以到外地工

作。但作者發現婦女地位，是客家文化傳統決定的。

　　儘管客家婦女可存款、賺錢和擁有自己在海外帳目。原因是，男性仍被

視為家庭經濟支柱，和村落領導者仍為年長男性擔任。但非正式女性權力，

仍可在家庭中被接受。再提到客家婚俗，分為等郎妹、童養媳和大婚；其導

致女大男小的特殊社會現象。另外童養媳則是等郎妹的變異型婚姻。可看到

客家習俗是透過等郎妹這種象徵是婚姻，祈求生育男孩，來延續後代祭祀。

也影響客家社會重男輕女之觀念與父權社會之因。據李泳集考察發現村裡有

項明顯是男女不平等的民俗活動，「上燈活動」。雖然改革開放以來，男女分

工變化。客家婦女地位雖有提高，但造成地位低下之文化根基仍未剷除，仍

需以新文化來取代舊文化。

　　人類學家Ortner認為女性從屬地位是同自然聯繫；男性則是文化聯繫，

因女性之社會角色和生理、生育功能關係。造成女性在男女分類上是文化意

識形態的結果。然而Rossaldo和Ortner相似，分為「家庭的」與「公共的」的二

分法。而Moore則反對，認為這都是文化所建構的。「婦女」的概念不能之通

7 范光宇，〈臺灣農村客家婦女之母性生活與農業勞動之研究〉，《臺灣醫學會雜誌》，1960。



過母親、生育等觀念表現出來。因此李泳集認為本篇探討有助於女性人類學

之補充、修正。因性別構築與女性地位分析必離不開，選擇、計策、道德與社

會價值。因此在探討婦女地位，必離不開整個中國文化背景及其演變過程。8

3. 黃琴雅，〈臺灣客家族群婚姻觀與家庭之探討--以客家女性為例〉。

　　客家族群對男女基礎教育是相當重視，一般農村社會中多半數皆是文盲，

但客家農村男女皆識字，可看出客家族群是相當重視教育的。但是在傳統上，

客家婦女的受教權仍沒有與男性平等，但是家庭經濟與家務上，然而其負擔

比男性多。也因此客家婦女是不用纏足是為勞動需要。但近年社會變遷，對

於傳統客家思想有些變化，不同從前。而本文也將更深入探討現今與傳統客

家人的婚姻觀、家庭教育與家庭生活習性等轉變。

　　黃琴雅分析結果，客家婦女對於家庭至上的觀念仍根深蒂固，但隨著時

代變遷、閩客通婚的情形普遍，使閩客文化互相交融。在婚姻與家庭觀念也

漸漸開放，早期傳統生活的保守觀念漸漸淡薄。客家家庭中的婚姻觀，傳統

長者會要求結婚對象應是與身份相當之客家人；但現今社會中，閩客通婚情

形相當普遍，再加上現今兩性平權使「男尊女卑」之觀念沒以往明顯。另外在

兩性分工上仍維持傳統男女分工之模式，但母親與女兒世代間改變較明顯；

父親仍維持客家傳統家庭模式為主。以教育觀來說，客家男女的資源現今以

相當，雖然仍期望長子成就較多；但女兒與兒子間平等對待，女兒也可以繼

承遺產，較以往相比，婦女地位上升。最後客家族群相當重視母語，仍保留

母語系統的完整性。在環境條件關係下，孩子不必刻意學習客家方言，自然

就能學會。但研究限制是，受訪者的年齡固定，在世代差異上較難看出跨世

代差異。9

4. 陸緋雲，〈性別與族群：客家婦女社會地位的反思與檢討〉。

　　陸緋雲先整理出各方對客家婦女地位與不同見解。再說明如果性別研究

如果脫離了特定族群經驗、文化傳統和社會脈絡，將無法反映婦女的真實狀

況。因此作者先就討論女性主義為開頭，其討論到性別分工如何形成；在以

8 李泳集，〈社會變遷與客家婦女地位－粵東紫金縣竹圍村調查〉，《客家研究輯刊》，第一
期，嘉應大學客家研究所。1996。
9 黃琴雅，〈臺灣客家族群婚姻觀與家庭之探討--以客家女性為例〉，《中華家政學刊》，32
期。2002。頁 123-134。



性別爲依據進行的社會中，如何認識其社會的生産結構，生育結構和兩性標

準；女性解放的可能性和途徑。把第三世界婦女看作是純粹甘受壓迫剝削毫

無反抗精神的受害者；或當作一體，而忽略民族、國家文化不同；認為女性

主義的理論應有一多元化系統理論。

　　關於客家族群之認同。客家族群認同即是客家方言，語言就是其文化之

標誌。然而經過長期向外擴張，客家族群漸漸不會講客家方言。陸緋雲也引

用社會學家韋伯理論，提到只要個人仍認同他是客家族群，那麼他還是客家

人。而因長期性遷移，發展出客家族群相當自傲的客家精神，例如刻苦耐勞、

剛強堅韌等。陸緋雲試運用生命周期的研究方法，對不同生命周期的客家婦

女進行剖析探究，婦女生命周期的三個最重要的階段就是爲子女、妻子、母

親；探討婦女地位，不應只有限制在高低界定。婦女的角色扮演越是重要她

受到的尊重也越高，她所代表的女性的社會地位也相應有所提高。客家婦女

再參與勞動、社區活動皆是積極參與，對客家文化「山歌」是積極創作者：一

方面發泄了客家婦女對受父權制束縛的不滿；另一方面反映了她們有所追求

的自我意識和主體性。因此客家婦女在社會地位上，是有一定認可的。客家

婦女的社會地位與傳統中國婦女的社會地位一樣，都是受制父權制的壓制之

下，但現代客家婦女並不是完全遵照傳統規範進行活動，著者分為兩層面：

一是許多客家村落，婦女不僅是祭祀活動的積極參加者，有些德高望重的老

年婦女更成爲祭祀活動的組織者和主持者；另一則是，散居在城市的客家婦

女對客家文化的認知程度逐漸模糊，行爲方式已經不完全受客家文化的規範。

但據陸緋雲考察儘管這些散居於大都市的客家婦女對客家文化的瞭解是片斷

的模糊的，但對客家文化人的身份産生強烈的認同感。最後陸緋雲認為對客

家文化和客家婦女的研究，要關注客家婦女的歷史傳承，更要瞭解客家婦女

現實處境。10

5. 鍾秀梅，〈談客家婦女〉。

　　臺灣客家人口佔全臺灣總人口的 15%，但發言權卻是少數。戰後，冷戰

時期之臺灣受美國資本主義影響大。政府開始許多農業政策、工業政策來發

展資本主義，這一時期的客家人，如青年勞動者，至工業部門；受較好教育

10 陸緋雲。〈性別與族群：客家婦女社會地位的反思與檢討〉。《客家文化學術研討會：語言、
婦女、拓墾與社區發展》，桃園：中央大學客家研究中心。2002。



者，成為軍公教人員。戒嚴前後，社會運動和小黨組成湧起，抗議與想改革

當時國民黨的專權政治。「多元化」、「本土化」之轉變，調整了過去以大陸籍

官僚資產階級為主，聯合了臺灣地方資產階級。戒嚴後，「福佬」意識鮮明，

而鮮少去提到其他團體之權益與發聲。

　　客家婦女意象多是由男性觀點出發，如「勤勞」、「順從丈夫」等。此外，

客家婦女也不裹腳、經常參與戰鬥，如太平天國，鍾秀梅認為相較很多地區

風氣開放。但「勞動、參戰之背後並不代表男女平等、客家婦女因而解放，它

更強化客家婦女在族群生存，家庭再生產，養育下一代的重責上。」所以，

客家婦女在傳成教育的責任上是意義重大。戰後國民政府在強推北京化政策

與臺灣多數「福佬」社會，又時常發生的閩客衝突。另外客家婦女仍然受「尊

儒」、「封建社會」中是隱形、模糊的角色。在勞動上，因父權社會下地位低而

成為無償之勞動力。而只有從「資本／父權／福佬漢人」之重壓中解開，才能

在生產、族群、性別間找出平衡與永續之路。11

6. 房學嘉，〈從古書看客家女性尊長地位〉。

　　傳統社會中，契約的成立是約定俗成，具一定格式。除了雙方也需要證

人（在場者）的保證，而作者在古文書發現女性，尤其是母親角色時，在相

當的古文書中擔任法人（立契約者）和證人（在場者）的身分。既然有長子

為父、長嫂為母；但畫押時仍需要母親。這與以往認為男性才是決定家中事

務的傳統看法明顯不同。其中發現「妻」雖以丈夫為主體，但變動家中產權時，

則是夫妻同時出現在契約文書中。如果只單獨提到妻子則很有可能先生已過

世。至於媳婦（梅縣稱「新舅」）之地位與「母」、「妻」相比則以擔任證人身分

多。分家財產書（分關）來探討女性尊長地位。發現因女性尊長因與丈夫共

同打下基業，所以在身為尊長時，地位是不可撼動。

　　「以此分關為據，不得稍有異言。」最後在結論時，房學嘉認為梅縣客家

婦女具有不俗的社會地位，原因與地理環境有關：山民生活資源有限，職業

選擇上以伐木、賣碳為主，男性必須賣苦勞；女性就在家負責主持家計和田

園耕作。而女性雖然必須依附丈夫才能完成交易合法程序，但是在許多契約

書中有出現許多女性契約關係人，實際仍是擁有經濟大權。第二，因客家婦

11 鍾秀梅。〈談客家婦女〉。《重返美濃》。美濃愛鄉協進會編，臺中：晨星。1994。頁 122-129。



女素來皆有勤儉持家之美德。所以在家族財產分析與轉移中，才會擁有尊長

之地位。再者，地方文化之影響：文章開頭作者所舉例婆太的傳說故事。對

女性崇拜超越男性之遺俗，對地方是有一定影響。12

7. 南山容，〈客家女人不是人〉。

　　蔣碧玉，蔣渭水女兒；基隆中學校長鍾浩東夫人。就蔣碧玉所知，梅縣

地區不管家庭經濟如何。都鼓勵男生讀書或離開家鄉，至海外賺錢財，只要

一有收入就寄回故鄉蓋房。另外在汕頭，則有許多女人沒看過男方就嫁去。

通常女方家長將照片託於上海的走私販，請他們帶給在海外謀生的男人看。

其因是女方家中需要一筆資金；而男方家中需要有勞動人口。再者，如婦女

沒有生男丁，先生會娶小妾。小妾除了背負生育之責，還有下田勞動之義務。

婦女問題是社會問題。唯有改變社會制度，才有翻轉的可能。而首先是女性

必須先獨立，尤其是經濟獨立，並努力追求一個經濟公平、合理的社會制度，

公義之社會才會實現建立。13

8. 許家綺，〈竹東地區客家婦女改宗之生命歷程研究—以改革宗長老教會及

中華基督教信義會厚賜堂為例〉。

　　客家婦女改宗，另外某些改宗者處於社會邊緣時，經長期壓力後便透過

宗教信仰解決他們的問題。並分為主動改宗與被動改宗，在主動改宗中又有

身體經驗；婚姻關係面臨危機、曾經有過改宗前負面的宗教經驗。至於被動

的改宗則是婦女受到丈夫影響，跟著改變宗教信仰，但在研究中也發現報導

人也會影響先生的宗教信仰。由以上透過客家婦女在改宗過程與理由，可看

出客家婦女的自主性與意志。

　　至於改宗時遇到的困境，在訪談過程中整理出兩種因素，一是因早期基

督徒不燒香、不跪拜，而被視為不忠不孝；二是因教會傳教長期重視閩南地

區，長期忽略客家地區。因此在文化融合上，曾政忠牧師則表示，祖先崇拜

問題上以「追思三禮」：點蠟燭、獻花、倒水來代替傳統燒香來解決祭拜祖先

問題。改宗後的生活，九位報導人因年齡層大多介於 60至 90歲之間，處於

12 房學嘉。〈從古書看客家女性尊長地位〉。《客家研究輯刊》2：73-82。2005。
13 南山容。《客家女人不是人》，臺北：客家風雲雜誌。1989。



退休狀態，參與教會已是生命中重要的一部分。唱詩歌與一般教會很大差異，

以客語在唱詩歌。這與先行研究的客家山歌間關係密切，因有些報導人也將

詩歌融入自我生活，使得生活與宗教關係模糊。至於教會的探訪活動，促使

得報導人在活動中證明和肯定自我價值。另外透過教會，報導人與教會也建

立起家人間關係，教會的支持與影響著報導人。另外參與行政工作或宣教活

動，這與改宗前的生活經驗所缺乏的，許家綺認為因此透過報導人參與獲得

了過去較少得到的權力；在生活的態度上也獲得了改變。最後許家綺先生在

小結時提到，雖然竹東地區仍以傳統信仰為重，但九位報導人的改宗歷程是

維繫傳統與創新，並將客家婦女的流動性與轉變性做出最佳的詮釋。14

9. 陳琬翎，〈日治及戰後臺中縣神岡鄉工業發展之研究〉。

　　過去神岡研究上多焦點於神岡的開發史與岸裡大社的研究上，對於工業

產業發展史等方面少有著墨。但因近年區域發展史的研究興盛，有多本研究

論文即是透過撰寫地方鄉志而做深入研究。在統計書方面，陳琬翎主要引用

日治時期的《總督府統計書》、《工廠名簿》、《台中州統計書》；戰後方面則引

用《台中縣統計要覽》等，另外也參考都市計畫書作為重要參考。方法上先蒐

集與詮釋文獻史料，討論自清代的工業發展至戰後時期。

　　製帽業產值是雜項工業中最重要，大多數集中在在大甲、清水一帶。因

樣式種類繁多，受到歐美人士喜愛而外銷逐年升高。神岡庄因與清水街相鄰，

有許多人從事製帽業。當中以女性職工為主，至 1933年後男性僱工才逐漸增

加。神岡區從事製帽業的職工人數在 1934年後超越內埔庄，成為豐原最多從

事製帽業村庄。但因《臺中州統計書》僅將神岡地區記錄至 1935年，故要無

法單獨看出製帽業於神岡地區的完整發展。15

10. 李竹君，〈客家農村女性的勞動經驗與美德〉。

　　討論客家族群時，常常以客家女性的形象最常被提及。而其所建立的客

家婦女形象為吃苦耐勞、勤儉的美德等。美德的讚頌是否無形中，雙重剝削

14 許家綺。《竹東地區客家婦女改宗之生命歷程研究—以改革宗長老教會及中華基督教信義
會厚賜堂為例》。國立交通大學客家文化學院客家社會與文化學程碩士。2012。
15 陳琬翎，《日治及戰後臺中縣神岡鄉工業發展之研究》，臺中教育大學社會科教育學系碩
士。2008。



客家女性，並合理化理由的情形；或是提升婦女地位與自我價值。早期將

「族群研究」以文化特徵作為歸類，卻造成在界定族群上的困難、文化特徵太

過主觀等問題。另外客家族群也長期被歸類在廣義的漢人中；戰後，政府也

自動將客家族群放入「本省人」類別當中。故在客家不管是文化、語言傳承時

面臨到極大的挑戰。再提到客家女性在圖像的建構，因為勞動需要故沒有纏

足習慣，許多早期研究者以此認定客家婦女的地位是高於其他族群。女性為

負擔家計故不纏足，與其地位關聯性較疏遠。客家女性多以勞動與自我犧牲

的形象為主，也受到作家的強烈讚美；另外歌謠的部分，客家傳統歌謠─山

歌，也多是讚美客家女性勤儉，並批評其認定「懶惰」的婦女為「懶尸婆」。

　　現今流行樂曲也多是形容勞動中的婦女形象。客家婦女在客家社會文化

的處境下，所面臨的壓力與處境。李竹君認為女性唯有意識到關懷自我與關

懷他人是同等的，才能使女性的自我實現成為可能。但社會變遷的因素存在，

女性地位仍然低下。與其他族群婦女相比較仍然無法驗證女性參與勞動會影

響家中地位。探討不僅單從客家女性受到父權社會壓迫，還有階級、族群的

交互影響分析客家婦女在父權與資本社會下的處境與經驗。

　　大多數女性在學齡的受教權都受到多重的阻礙，女性常被要求單家中照

顧者的角色，而耽誤自身學習的時間。另外除性別因素外，同儕間嘲笑也會

涉及到「階級」的差異。特殊情形是因家中已有兄長外出工作供應較小的弟妹

念書，因此在受教權上會較平等。此外婚後的勞動情形則時常客家婦女放棄

婚前工作或直接跟隨夫家原本從事的產業。在擔任照顧者的角色時，常常是

女性外出工作時的最大限制。養育兒女或照顧長輩時，也往往背負許多壓力，

其工作常被視為私領域，沒有勞動價值的工作。隨者家庭代工業的興起，許

多客家農村婦女都投入於此。因可貼補家用，又可以在家從事勞動；但隨著

產業結構轉變，使得女性更被定位於家庭中。再者，從事育兒工作也造成訪

問者缺乏學習技術動機。最後李竹君分析家庭代工制也是父權與資本主義聯

合下的壓迫，婦女不但只能拿到微薄的酬勞而沒有享受到正常勞工的權利，

也更造成性別刻板分工的問題。

　　「美德」背後的省思後，客家社會中不僅是家庭會給予壓力，甚至是社會

宗族的壓力。在家庭教育中扮演最重的角色母親，不僅傳授女兒在家務工作

外，也協助父親限制女兒的發展。客家女性在付出的過程中，也常沒有得到



他人的體諒，有些會有輕生的傾向；而自我肯定的方式，也常常是透過他人

的讚許。客家婦女的美德，經常被作為客家族群的意象之一，但卻未說明客

家婦女所處的真實環境。從受訪者的敘述中可以了解到，這些「美德」實際是

一種社會規範，限制客家婦女的自主與自我價值。如果違反規範，則很有可

能會失去整個社群；因此透過勞動與美德的關係，可以發現其背後的社會權

力下的運作。另外許多受訪者在面對這樣的環境，仍發展出不同的生存與應

對方式。因此李竹君認為客家女性絕非靜態性的客體，而是不斷在改變。16

二、 家庭組成

11. 謝穎慧、莊英章，〈出生序、社經地位、婚姻與聲譽：日治時期竹山、峨嵋

和竹北地區等四個閩客社區的例子〉

　　由武雅士以利用日治時期戶口調查簿開啟歷史人口研究，分析海山地區

女性婚姻與生育等問題，尤以對童養媳議題，且驗證出「近親厭惡」理論。然

而因過去多注意在居民地位上，少注意個人研究。因此在此篇文章中特別討

論「出生序」等個人資料所影響的變相。在過去關於親子的研究中發現，出生

序為第一的孩子對於團體歸順性最高；也有學者認為此跟文化影響更有相關。

漢人文化中，強調「長子」的重要性，強調其延續家族的重擔。

　　以閩客劃分，峨眉為客籍聚落；竹山則是閩南聚落為主；竹北則是一組

為客籍聚落，另一組為閩南聚落。並分析其族群、社經地位、出生序與生育率

間關係。研究結果發現，地區性的婚姻型態與婚生子女影響是大於族群性的。

婚姻型態在北部與中部間出現差異。因此在婚姻型態對生育率的影響，是影

響早期臺灣的重要條件。至於成婚機率，社經地位高較低者更容易成婚，因

有足夠的財力可以聘金迎娶對象。但「小婚」的情形，在各階層中都有一定的

比例。在出生序上，長子較其他序別者更容易成婚，且行「招贅婚」最少。與

漢人傳統視長子為傳承家族命脈有很大的關聯。婚生子女上與婚姻型態的關

係最大，但因其變相過多，因此本文僅以男子的出生序作為基準。本研究為

19世紀末至 20世紀初，華人社會婚姻與生育開拓新視野。17

16 李竹君，〈客家農村女性的勞動經驗與美德〉，國立花蓮師範學院多元文化研究所碩士論
文。2002。
17 謝穎慧、莊英章。〈出生序、社經地位、婚姻與聲譽：日治時期竹山、峨嵋和竹北地區等四個
閩客社區的例子〉。連瑞枝、莊英章。《客家‧女性與邊陲性》，臺北：南天書局。2010。



12. 陳麗華，〈清代臺灣六堆地區的節婦與地方社會〉。

　　本篇主旨探討臺灣最早客家開發聚落「六堆」地區的「節婦」與地方社會、

歷史背景發展。「節婦」，狹義係指喪夫後而選擇守寡的遺孀；廣義則涵蓋各

種形式的貞節列婦，並予以制度化。本文的觀察點「六堆」指屏東、高雄境內

數個客家聚落，清代此區居民被稱為「粵人」、「客人」；日治時期所作祖籍調

查中顯示，有四分之三來自廣東嘉應州；現今縣政府民政局的調查，「客

家」人口遠高於「福佬」人口。「嘗會」組成成員，主要是家族男性。即便有女

性為名的「嘗會」，也是男性子孫在背後主導。六堆節婦中，有兩位直接涉及

直系父祖輩「嘗會」的成立過程，一位是上述提到的陳氏，其先夫鍾秀清是

六堆最早的鍾氏嘗會派下，陳氏後續是否有權「嘗田」，雖然無從可知，但

陳氏與其後人皆被記錄於族譜上，可見其身分是被承認。另外，「嘗會」的運

作可看出家族內部不同「房」間彼此競爭與權力關係。從女性守節的觀點，寡

婦在家庭中扮演不完全分家，與維繫家族財產角色。但陳麗華認為這不能代

表寡婦擁有多大權力，甚至淪為家族發展與權力、財產鬥爭的犧牲品。

　　「客家」盡管在今日被視為一族群，尤其是「女性形象」；但以此放入滿

清帝國文化脈絡中，並與其他漢人女性無異。在清代，「節婦」是國家所承認

的女性身分，其象徵意義已超越地方社會的範疇。當時性別因族群而有差別

待遇，也僅限旗人與漢人的差異，旗人婦女受到的保障是漢人女性所不及的。

而清後期，節婦人數的增加與地方菁英的增加有很大的關聯，同時也是本地

道德的體現。另外也彰顯此階層在地方社會的榮耀方式。但客籍士紳對地方

社會女性的著墨，可發現其對女性的塑造形象，而成為少數殘留的歷史記憶。

透過六堆節婦記載的解析，可察覺其與家庭、財產和社會間互動的產生，如，

守節的動機、嘗會的運作、家族內部的競爭與權力關係。18

13. 曹純純，〈「鉶夫命」與「二婚親」客家婦女的再嫁與改嫁〉

　　客家族譜過去以記錄「一族世系」為主，少有替勳績卓著者立傳。再嫁或

改嫁的婦女則簡略載入丈夫的名下。通常記「節孝婦女」於丈夫名後附傳的女

18 陳麗華。〈清代臺灣六堆地區的節婦與地方社會〉。連瑞枝、莊英章。《客家‧女性與邊陲性。
臺北：南天書局。2010。



性，先生或兒子作官或擁有成就後，才在先生或兒子的附傳中被提到。據客

家族譜發現，「再嫁」人數是多過於「守節」。可見「夫死」而再嫁的婦女不在

少數，且與傳統印象「從一而終」的說法並不相符合。再者，因「守節」而被記

載於「烈女孝婦」中的婦女寥寥可數。如此窺見，其影響力相當小；然而，僅

7本有刊入婦女再嫁或改嫁的事例。而經濟與子女是促使遺孀「守節」的幾項

因素之一。此外，婦女有無子女，也會影響其改嫁或再嫁的因素。族中可能

過繼同宗之子而勸遺孀「守節」。據上述統合，曹純純認為族譜的書寫反映出

士人意圖建構理想的女性形象；但現實卻不盡如此，改嫁與再嫁的情形應相

當普遍。曹純純藉訪問內埔、萬巒等地的 13位客家男性與女性，探討客家族

群針對「二婚親」與「守節」的看法與當地風氣的情形。中年喪偶，因生活穩定

或兒女奉養而無需擔憂。然而，影響遺孀再嫁因素更多是個人。另外，也有

許多寡婦為顧及顏面，選擇私下與他人成婚或與他人同居。其中，報導人所

提到「同契哥」與「合合」應有私通之義。

　　寡婦「再嫁」較「初婚」程序簡單，且彼此相約照顧前夫兒女或不再生育。

皆沒有正式婚書證明，娘家與夫家不送嫁樞、聘禮。若未再嫁的寡婦為顧及

家族聲譽、受家庭壓力與干擾，則可能會與他人同居，同居者則稱「同契哥」。

「再嫁」於客家族群中有許多禁忌與規矩。但近年來，開始會有洗掉改嫁或再

嫁者的「名字」，可窺見風俗正漸漸改變。守寡者，會因兒女、經濟、顏面等因

素，選擇守寡。客家社會氛圍而言，並不會公開評論婦女守寡或改嫁等看法，

但彼此都會必會談論此事。當客家婦女過世後，皆會提諡號，如果有改嫁或

再嫁者不可用「貞」或「節」，若使用會遭眾人批評。19

14. 林淑玲，《異族通婚與跨族收養：日治時期前、中、後、先鋒堆客家與其他

族群互動的軌跡》，高雄師範大學，2012年。

　　研究的主要範圍是以戶冊的分析，先蒐集麟洛、長治、竹田、內埔與萬巒

地區的日治時期戶口調查簿；再以田野調查與訪談為主，說明前、中、後、先

鋒堆客家與其他族群互動的情形。研究結果發現，跨族群的收養會促使族群

的界線鬆動的情形，而客家族群比閩南與平埔族群更容易流失人口，造成收

19 曹純純。〈「鉶夫命」與「二婚親」客家婦女的再嫁與改嫁〉。連瑞枝、莊英章。《客家‧女性與
邊陲性》，臺北：南天書局。2010。



養的客家人成為他族。此外，閩南族群在跨足收養中對於量與質的增加最有

利。而跨族群的通婚也是助於雙方家族的擴大，與增加經濟、政治資源。在快

族群的收養與通婚上，少有人將通婚放入不同文化處理。如，平埔族文化與

閩客文化間的影響。

　　族群邊界的維繫是不同文化承載者透過文化予以區辨，文化接觸或許會

造成文化融合，但重點在於行動者如何集體選擇性記憶、遺忘、保留。族群無

優劣之別，強弱勢文化接觸後，不一定是遭到強勢文化所替代，有可能會形

成「多元族群認同」的看法。因族群認同不是只有單一，可以是多元。另外許

多篇章在討論收養時，多著重在收養目的的論述。如過繼子、童養媳、養子女，

在童養媳問題時也多著重於與大婚的關係。自朱一貴事件後，閩客間械鬥事

件頻繁。平埔族與閩南族群有混居的現象；而客家族群與閩南、平埔族群關

係疏遠，閩南與平埔族關係較密切。在異族收養中，客家族群許多人出養至

他族，可能造成客家族群隱身他族或成為他族情形；平補足族因長期混居閩

南族群，戰後，雙方越來越難以分辨，平埔族群易質變為閩南族群；然而客

家族群因受他族領養，可能從質變為平埔族，再變為閩南族群等情形發生。

閩南族群是人口質與量變中最有利的族群。最後跨族群通婚或收養雖然不一

定會改變族群、文化認同等，除因日後的生活經歷卻會影響其文化認同傾向

的情形之外，也會形成多元族群認同的觀點。20

15.魏捷茲，〈帝國、文人與婚姻─清末竹塹文人家庭中的女性婚姻形式初探〉

　　本文以日治時期戶口調查簿的統計資料，分析清末新竹地區文人家庭女

性的婚姻形式。文人在本文中的定義不只是知識階級身分；還包括地主、官員

另外除了分析階級上的差異，亦探討族群上的影響。而過去總是強調女性勞

動族群化的差異，但魏捷茲根據武雅士的分析資料後發現，在新竹地區不論

是客家還是閩南族群的婚姻情形都是採行「精英模式」（大婚）；若是出身

於一般農家，婚姻會如同臺灣模式（多小婚）的情形。而當中，魏捷茲提到

中國模式婚姻（精英模式）與臺灣模式婚姻的差別，在於受「中國價值觀」

的影響多寡。

　　武雅士（Arthur P. Wolf）認為，臺灣的婚姻制度（marriage institution）

20 林淑玲。〈異族通婚與跨族收養：日治時期前、中、後、先鋒堆客家與其他族群互動的軌跡〉。
高雄師範大學。2012。



是中國移民對臺殖民與本土化的歷史後果。而影響臺灣婚姻模式的進行有三

點：其一是族群性，族群間差異影響；二是受到中國傳統價值觀念影響；最

後是本土影響，指中國移民至台聚落所發展的婚姻模式。另外，本土化影響

又以區域不同、特性不同，如中南部受平埔族影響而出現文化融合；北部則

受到「熱絡的婚姻市場」（hot marriage market）影響而偏愛小婚。婚姻影響除

父母的管控下，魏捷茲另加入清政治與教育的官僚系統影響。大婚在南部的

情形最多，北部則以小婚居多；中部則是在兩者為過渡地區。雖然中南部區

域的大婚佔比例七成，但大婚卻不等於精英模式。因此除上述菁英模式影響

外，也有平埔族的影響。所有的階層都存在一定比例小婚。但對比他人的研

究成果都會發現，城鎮與郊區是會降低小婚的發生，代表都市化越高的區域，

小婚的情形就越少。

　　魏捷茲據分析後發現，文人家庭中的婚姻與家庭結構皆與地方官僚與體

系有很大的關係。其中科舉制度的影響，雖然沒有相關的文獻證明對應試者

後續日常生活的影響。但透過相同的知識來源與應試方式，應試者是被動接

受，而皇帝則掌握了各地身分流動機制。道德行為、籍貫與識字都是考試的

關鍵，其中道德則影響與控制文人的行為。文人家庭中，實行的菁英模式的

婚姻中，大婚也實屬一部份。另外除傳統家庭禮法的影響外，也是清帝國所

影響下而產生的結果。21

16. 李玉珍，〈齋姑、齋教與宗教─日治新竹州的女齋堂〉

　　進入齋堂女性通常主奉觀音，奉行守貞、不婚的原則，甚至有成婚卻不

入夫家的情形。如此窺見，女性的原先家庭給予的支持已超越夫家崇拜祖先、

教團的影響。

　　日治時期齋堂建於新竹居全台密度之冠。其次為閩客家族夾雜、大家族

眾多；因富有的家族通常較有餘力建置齋堂。研究發現新竹州客家的女式齋

堂數、其活動力與可見度遠低於閩南家族；然而，客籍女性與閩南女性共處

一堂的情形卻相當普遍。另外，客家齋堂也大部分由男性擔任堂主；閩南則

由女性主持，透過家族、堂主變相可了解兩族群間差異。臺灣家族式女齋堂，

多限定媳婦與未嫁兒女的繼承，排除異姓繼承的風險。齋教因強調自家修行、

21 魏捷茲。〈帝國、文人與婚姻─清末竹塹文人家庭中的女性婚姻形式初探〉。連瑞枝、莊英章。
《客家‧女性與邊陲性》。臺北：南天書局。2010。



自營生計等，組織扁平，在拓墾地區更易於取代菁英式僧侶團體。李玉珍更

發現一但定點發展的齋堂，其齋公自身的家族就可能著地發展，或與當地大

家族合作，於新開發地區建立新中心。客家族群較少齋堂，李玉珍認為是因

「性別期待」所致，家族是否有意願建立女齋堂，主要依主堂者而定。22

17. 張素芬，〈北埔姜家女性研究（1834-1945）〉。

　　客家女性研究則不再以過去刻板印象探討，觀點也逐漸豐富。研究方法

以蒐集相關史料，透過史料的爬梳，再進行田野訪談以補充史料上所缺少的

部分。姜家女性在家中主持家務，因姜家男性多參與政治活動，如出任新竹

廳參事、總督府評議員等，姜家女性更要扮演應酬交際的角色。「薪臼」為客

家話稱呼媳婦，「輔娘」則為客家男性稱呼妻子。「家娘」則是對婆婆的尊稱。

據當時一份杜賣土地契約書中，可以看到除主事者與在場者中，還有寫到

「在場母宋氏」。由此可知女性不僅主持分家，亦有參與家族土地買賣的情形。

此外，姜家與許多地區一樣，收養養女或養媳的慣習。原因不是為了配對給

其子弟，而是過於需要人手。姜家收養養女後，其工作多為伴讀、處理家中

雜務。姜家養女出嫁後，也多會在重要年節回養家幫忙。另外姜家送養的女

性也相當多，其中有怕女兒嫁人後，姊夫會搶分家產而破壞家中和諧的情形

也相當多，可看出上層家庭在收養與送養女兒之因與情形。

　　姜家女性身分中，雖然有許多是為配合男性需要而延伸出的身分，如媳

婦、童養媳、查某嫺等身分。在教育女性目的上，從清代多以成為「賢妻良母」

為目的。但透過姜家女性的歷史觀察中，可發現客家女性身分的延展性。姜

家又因男性多半早逝而更凸顯出女性角色的變化性，除扮演輔助男性事業發

展外，亦參與公共事務的興建等。23

22 李玉珍，〈齋姑、齋教與宗教─日治新竹州的女齋堂〉。連瑞枝、莊英章。《客家‧女性與邊陲
性》，臺北：南天書局。2010。
23 張素芬。《北埔姜家女性研究（1834-1945）》。國立中央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06。



第二節 研究區域之歷史發展背景

1. 淡水

　　淡水因地緣使然，自遠古新石器時代開始係對外聯繫的橋樑，且歷經多

元民族先後活動。古稱「滬尾」，來源有多種說法，其中可信度最高源自原住

民古語。因《台海使槎錄》中黃淑璥稱「虎尾」，「由山西下，數里有紅毛小城，

高三丈、圍二十餘丈，今圯。城西至海口，極目平衍，名虎尾；今澹水營所

駐也。」24；但《續修臺灣府志》喚作「滬尾」，「滬尾莊（距廳一百三十里）」25，

故一般學界推測「滬尾」係音譯而來26。清代行政劃分上，最初屬淡水海防廳，

「淡水海防廳二保，管三十五莊：淡水保管下：八里坌莊、滬尾莊、大屯莊、

竿蓁林莊、關渡莊…。」27至乾隆三十年（1760年），在地契上已有「淡水街」

的紀錄28，想見當時淡水聚落盛況。因地緣位置，是水路至台北城絕佳路線；

咸豐十年（1860年）因天津條約而被要求開港通商後，使得淡水港口經商、

聚落發展達到空前的境界。政權更替後，日治政府初劃為台北縣滬尾支廳，

最終定制於大正九年（1920年）台北州淡水郡淡水街29；對外交通上，除火

車外，有三條分別聯絡台北、新莊、金山道路；但道路過窄小而不便於貨物

運輸，仍以船隻運送為主。淡水港口在日治初期仍相當具重要性，但其淤積

問題難以改善；縱貫線開通後、基隆港優越條件取代下，淡水港也日漸沒落。

　　農業方面，農業產值是淡水街主要收入，從事農業戶數雖然佔總戶數不

高；但農業人口仍近半數。農產仍以稻米為主、其次甘藷、蔬菜、柑橘，及茶

葉。稻米以「在來米」為大宗，產值亦高於「蓬萊米」；但在昭和七年（1932

年）政府統計上可見，第一期以種植「蓬萊米」、第二期多種植「在來米」的情

形。此外，「蓬萊米」種植面積上佔淡水街總耕種面積 31%30，其除食用外，

24 黃淑璥，〈卷一、赤崁筆談•形勢〉，《臺海使槎錄》，《台灣文獻叢刊》，中研院臺史所史
籍自動化室) 。頁 8。
25 余文儀，〈卷二規制•坊里•淡水廳〉，《續修臺灣府志》，《台灣文獻叢刊》，中研院臺史
所史籍自動化室。頁 78。
26 安倍明義，《臺灣地名研究》，臺北：華語研究會，1938（昭和 13年）) 。頁 105。
27 劉良璧，〈卷五城池（坊里、街市、水利、橋梁附）•坊里（附）〉，《福建臺灣府志》，《台
灣文獻叢刊》，中研院臺史所史籍自動化室。頁 80。
28 吳明勇，〈沿革志〉，《淡水鎮志》，上冊，新北市：新北市淡水區公所。頁 52。
29 《淡水街要覽》，淡水街：淡水街役場，1938（昭和 13年）。
30 淡水郡役所，《淡水郡勢要覽（昭和九年）》，淡水郡：淡水郡役所。頁 39-41。



也是當地製肥的原料之一31。緊接產值第二高為「甘藷」，但產量、價格有逐年

下降的情形。果類以種植柑橘為主，因昭和四年（1929年）中央與地方政府

推行獎勵計畫，希冀柑橘成為淡水郡特產之一；蔬菜種植則是政府為解決供

給台北州地區人口，而積極獎勵種植32；茶葉發展，始於清代 1827年（道光

7），移居到淡水的黃太，當時所產皆為農家初步製造的「毛茶」。同治 4年

（1865年）開港後，英人陶德（John Dodd）來臺，發現臺灣北部適合種植

茶，於隔年（1866年）創立「寶順洋行」專職茶葉加工33。日治後，大正八年

（1919年）總督府實行獎勵計畫，改良茶葉、提高品質，使得產值、產量增

加。主要生產包種茶、烏龍茶為主34。總產值第二高是畜牧業與工業。畜牧業，

有昭和五年（1930年）設置淡水街畜產組合負責，主要是農家為副業養殖

豬隻，利用豬舍來增加土地肥沃度；其次是養殖與改良水牛與黃牛，專屬農

耕需求；供牛乳的乳牛最少35。

　　工業方面，主要從事建材、土木相關的場數、產值最高。其中，最著名是

大正十五年（1926年）成立「施合發」商行，營業項目主要以進出口木材為

主，也販賣木炭。創立者施坤山將商行交予盧阿山後，使商行更為活躍，其

資本達六十萬，遠高於其他淡水街商店，蛻變為少數可與日商競爭的公司 36。

在從業人數以昭和五年（1930年）統計，人數也是最多37。女性則多從事肥

料製造業，查昭和十一年（1936年）統計，共有 64戶、190位女性。其工廠

主要是淡水副業利用販賣組合經營，原先肥料製造業相當繁盛，其產量與從

業人口高；但因日商進駐價格壓低而導致產量減少、營業困難；昭和九年

（1934年）轉為基隆臺灣肥料會社收購，而成為淡水農家女性主要副業38。

　　再者，因淡水港口位於淡水街，而淡水附近擁有豐富的魚類棲地。想見

漁業的產值與水產加工亦是「淡水郡」產值最高；但從業人數、漁獲量不僅不

31 〈[昭和十一年三月]臺灣總督府殖產局商工課工業彙報第 6號臺灣の副業〉，《臺灣總督府
殖產局商工課工業彙報》，臺灣總督府殖產局商工課。1936（昭和 11年）。頁 56-57。
32 淡水郡役所，《淡水郡管內要覽》。1930（昭和 5年）。頁 82。
33 黃繁光，〈經濟志〉，《淡水鎮志》，上冊，新北市：新北市淡水區公所。2013。頁 178。
34 淡水郡役所，《淡水郡管內要覽》。1930（昭和 5年）。頁 73-74。
35 淡水郡役所，《淡水郡管內要覽》。1930（昭和 5年）。頁 94。
36 林進發，《臺灣發達史》，臺北：民衆公論社。1936（昭和 11年）。頁 128-129。
37 〈[昭和五年]國勢調查結果中間報（臺北州淡水郡）〉。《國勢調查結果中間報》，臺北：臺
灣總督官房臨時國勢調查部，1932（昭和 7年）。頁 11。
38  〈[昭和十一年三月]臺灣總督府殖產局商工課工業彙報第 6號臺灣の副業〉，《臺灣總督府
殖產局商工課工業彙報》，臺灣總督府殖產局商工課。1936（昭和 11年）。頁 56-57。



適全郡最高，產值在「淡水街」比例不高。然而後期在政府的鼓勵下、漁撈技

術的進步，漁獲量有上升的趨勢39；人數較多從事的反而是商業活動與交通

運輸業：商業活動中，商店除販賣米穀肥料店，有關外國雜貨商店、飲食店

也不在少數；另外，因係渡口，船舶公司相當多，如「施泉合號」40。港口主

要出口砂糖、蜜餞、魚乾等食品加工；進口主要以石油、汽油、煤油、藥材等為

主。大量進口石油、汽油等物，因當時英商殼牌公司將淡水作為油庫。人口方

面，以昭和五年（ 1930 年）政府統計顯示，閩籍男性 11,251 人（佔

48.3%）、閩籍女性為 10,707（佔 45.9%）；粵籍男性有 77（佔 0.3%）、粵籍

女性則 70（佔 0.3%）41。另外，人口動態統計中，淡水街「暫居與暫離」人口

不在少數，且人數相當42，可見其社會流動大。

2. 竹北

　　竹北原是竹塹社與眩眩社活動帶，也是漢人至台之初開墾北臺灣據點之

一。康熙中葉曾為漢人偷渡與大陸聯繫的重要港口，稱作「竹塹港」，「竹塹

港：潮過竹塹社，受眩眩山一水；又東過查內社，受查內山一水，西歸於

海」43。隨漢人與日劇增，該地原住民漸漸被驅趕；然而至嘉慶十八年（1813

年）卻因洪水造成港口淤積嚴重，遂被新興的南寮取代，更名作「新竹塹

港」；竹北則被喚作「舊港」44。成立新竹廳，原先屬竹北一堡內，後改制為竹

北堡庄，位竹塹城北廂；日治時期大正九年（1920年），政府將部分竹北

一堡與竹北二堡合併、定制為新竹郡舊港庄45。舊港庄相當重視庄內清潔工作

是當時「模範衛生部落」46。昭和 16年（1941年）政府為擴展新竹成為「工業

都市」，將一部份六家庄，予舊港庄合併為竹北庄47。

39  淡水街役場，《淡水街要覽》，淡水街：淡水街役場。1938（昭和 13年）。
40  陳永清，《（最新版）臺灣商工業案內總覽》，臺中：東明印刷合資會社。1934（昭和 9
年）。頁 114-115。
41  〈[昭和五年]國勢調查結果中間報（臺北州淡水郡）〉，《國勢調查結果中間報》，臺北：
臺灣總督官房臨時國勢調查部。1932（昭和 7年），頁 1。
42  臺灣總督府，《臺灣戶口統計昭和十八年》。1944年（昭和 19年）。頁 80。
43  高拱乾，〈卷一封域志•山川（附海道）•臺灣府水道•諸羅縣水道〉，《臺灣府志》，
《台灣文獻叢刊》，中研院臺史所史籍自動化室。頁 24。
44  安倍明義，《臺灣地名研究》，臺北：華語研究會，。1938（昭和 13年）。頁 140。
45 篠原哲次郎，《（昭和七年版）臺灣市街庄便覽》，臺北：臺灣日日新報社，1932（昭和
7年）。頁 96。
46 菅野秀雄，《新竹州沿革史》，新竹：新竹州沿革史刊行會，1938（昭和 13年）。頁 689。
47 竹北鄉公所。地方簡介。【政府網站】。取自



　　農業生產上，以水稻、蔬菜為主。農業人口僅佔總人口三分之一

（26.7%）。其中以農業生產為主，畜牧業次之。郡內，果類以柑橘、鳳梨產

量最多。與農業相關同體為「新竹郡地主會」，主要係處理郡內所有農耕地獎

勵事宜，如綠肥獎勵、「模範田經營」等48。至昭和 16年（1941年）改制後，

成立「竹北共同農業倉庫」。為因應戰爭時期，提供各庄存放米糧的倉庫49；

水產業則以漁業活動為主，從業人數與工業相當，海產是舊港庄特產之一。

因其緊鄰新竹街，銷售上具「市場區位」優勢；林業方面，新竹郡種植相思

樹為主，因此舊港庄會販賣建材或木炭。

　　工業方面，男性大多從事竹木細加工為主，次者是食品加工與土木建材

業。50庄內女性大多從事「製帽業」，多達 2,394人於家庭內生產的盛況。昭和

五年（1930年），總共有 334位女性51。以生產「紙帽」為主，其產值、數量皆

相當可觀52。甚至舊港庄、新竹街女工會傳授紅毛庄婦女編織技巧53；此外，

製繩工廠生產「蕎繩」，用途多為綑綁收割好的農作，通常銷售對象為製糖、

肥料會社等，多為農家女性副業。雖然統計女性職工才 43人，但其產值遠超

越製帽業；商業發展上，從商人數多過工業人數，商店數量多，主要以開設

米穀肥料雜貨商店為主54。人口部分，從大正九年統計至昭和十三年可知，

竹北人口是逐年穩定成長，男女比例皆是男性多於女性 55。昭和五年（1930

年）的政府統計顯示，閩籍男性為 5,922（佔 40.7%）、閩籍女性則 5,731

（佔 39.4%）；客籍男性為 1,362（佔 9.3%）、客籍女性有 1,417（佔

http://www.zhubei.gov.tw/content_edit.php?menu=25&typeid=34&typeid2=
48 《新竹州產業年報（大正十二年）》，新竹州，1923（大正 12年）。頁 50。
49 《（昭和十六年度）財產目錄貸借對照表•事業報告書及剩餘金處分案》，竹北共同農業
倉庫，1941（昭和 16年）。
50 〈[昭和五年]國勢調查結果中間報（新竹州新竹郡）〉，《國勢調查結果中間報》，臺灣總
督官房臨時國勢調查部，1932（昭和 7年）。頁 15。
51 〈[昭和五年]國勢調查結果中間報（新竹州新竹郡）〉，《國勢調查結果中間報》，臺灣總
督官房臨時國勢調查部，1932（昭和 7年）。頁 15。
52 〈[昭和十一年三月]臺灣總督府殖產局商工課工業彙報第 6號臺灣の副業〉，《臺灣總督府
殖產局商工課工業彙報》，臺灣總督府殖產局商工課，1936（昭和 11年）。頁 14。
53 〈[昭和十一年三月]臺灣總督府殖產局商工課工業彙報第 6號臺灣の副業〉，《臺灣總督府
殖產局商工課工業彙報》，臺灣總督府殖產局商工課，1936（昭和 11年）。頁 144。
54 陳永清，《（最新版）臺灣商工業案內總覽》，臺中：東明印刷合資會社。1934（昭和 9
年）。頁 177-178。
55 菅野秀雄，《新竹州沿革史》，新竹：新竹州沿革史刊行會。1938（昭和 13年）。頁 31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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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客籍女性比男性人數稍多56。

3. 北埔

　　北埔位於現今新竹東南隅。屬盆地地形，四面為丘陵環繞，中央由月眉

溪貫穿。原係賽夏族與平埔族人的獵場、耕地，彼時平埔族已受漢化；漢人

勢力正式進入，起於道光十五年粵籍姜秀鑾率眾，佔北埔為據點，以武力為

後盾向外圍推進。與閩籍周正邦建立「金廣福大隘」57與「金廣福墾號」拓墾，

形成漢人、「熟番」、「生番」三者間恐怖平衡，漢化加速滲透平埔族。在開墾

之初與峨眉、寶山一帶合稱為「南興庄」58，屬淡水廳；光緒時，北埔庄即位

於竹塹堡北廂內，「北埔莊，在縣東南三十二里。戶九十三，丁口七百二十

八。」59；因人口成長、聚落增加、商貿聚攏，促使北埔聚落擴大形成「北埔

街」，「北埔街，在縣東南三十二里。」60；進入日治時期，其行政區演變成新

竹州竹東郡北埔庄。昭和 10年（1936），因北埔與竹東、峨嵋、珊珠湖道路

開鑿，促使北埔與對外交通更方便。61

　　農業方面，北埔產值最高為「稻米」、次者為「茶葉」、再者為「甘藷」。62稻

米的生產量也是逐年升高；稻米種類以「在來種」為主，是「蓬萊種」1倍，據

昭和 11年（1936）官方統計，「在來種」為 7,929石、「蓬萊種」則只有 3,746

石。63日本殖民政府雖然獎勵種植「蓬萊米」，但觀北埔的產量可見其政策成

效的侷限性；甘藷單價雖然低廉，但因數量相當龐大，而產值為第三高 64；

經濟作物方面，北埔產茶、製茶業為當地居民依賴的重要產業，以生產烏龍

茶為大宗。臺灣茶葉與日本茶主要銷往美國，但受到大正六年（1917）俄羅

56 〈[昭和五年]國勢調查結果中間報（新竹州新竹郡）〉，《國勢調查結果中間報》，臺灣總
督官房臨時國勢調查部。1932（昭和 7年）。頁 6。
57 陳培桂，〈卷三•志二建置志•隘寮〉，《淡水廳志》，《台灣文獻叢刊》，中研院臺史所史
籍自動化室。頁 48。
58 郭芝亭，〈紀金廣福大隘〉，《新竹文獻會通訊》第十三號。1954。頁 2。梁宇元，《清末北埔
客家聚落之建成》，新竹：新竹文化局。2000。頁 49。
59 佚名，〈卷二莊社•竹塹堡莊〉，《新竹縣采訪冊》，《台灣文獻叢刊》，中研院臺史所史籍
自動化室。頁 77。
60 佚名，〈卷二街市•竹塹堡街〉，《新竹縣采訪冊》，《台灣文獻叢刊》，中研院臺史所史籍
自動化室。頁 101。
61 竹東郡役所，《竹東郡勢要覽》，竹東郡：竹東郡役所。1937（昭和 12年）。頁 25。
62 島袋完義著，宋建和譯，《北埔鄉土志》，新竹：新竹文化局。2006。頁 111。
63 竹東郡役所，《竹東郡勢要覽》，竹東郡：竹東郡役所，1937年（昭和 12年），頁 65。
64 島袋完義著，宋建和譯，《北埔鄉土志》，新竹：新竹文化局，2006年，頁 111。



斯獨立運動、大正 8年（1919）美國反傾銷政策的雙重打擊，重創臺灣茶葉

經濟。政府為挽救於昭和 5年（1930）北埔提倡「高級茶」種植，並推行「一

心二葉摘採」標語增加茶葉品質65，同時成立「北埔茶葉組合」，以促進北埔

茶業經營與普遍經營為目的。從事摘茶工作的女性人數也相當多；再者，據

昭和 5年（1930）「北埔茶葉組合」調查，總督府為推廣紅茶品種，因此設立

茶葉工廠大量機械化生產、擴大銷路、節省成本，造成紅茶產量一度緊追烏

龍茶產量，且是全島紅茶重要生產地。66

　　果類為柑橘生產，但其不管是產量或栽種面積皆是全郡最低。 67養殖畜

牧為副業也相當盛行。其中養豬業的人口最多，據日本政府調查，戶數達

85%、人口占 65%。68因日治政府為改善新竹耕地土質（利用牲畜的排泄物增

加堆肥）與增加產值69，於昭和 3年實施改善計畫鼓勵農戶從事此副業。次者

擁有特殊的養殖技術，如引進外來品種等方式。促進北埔這項副業相當興盛。

銷售通路除當地外，也販賣至台北的「家畜市場」；北埔的養雞業也是如此，

雖然獲利沒有養豬業高，仍屬當地重要產業。農業活動中，昭和 5年人口統

計有將近半數的人口從事農耕，女性也佔女性總人口的 4分之一。從事專職

畜產的女性（42人）是多於男性（2人）。70此外，北埔的礦區是竹東郡橫山

庄、竹東街中規模、產量最小。71

　　工業的產值仍以食品加工業最高，次者則是練、製瓦業。但從事工業人

口在昭和五年國是調查中，總共有 249人從事。男性多從事土木建築人口最

多（71人，佔 29%）；次要為竹木細工製造（43人，佔 17%）；女性 39位

中，30位從事服飾品製造業72，應是擔任「製帽業」女工。北埔的商業發展也

相當發達，竹東郡商店數僅次於竹東街。商店多販售「米穀肥料」或雜貨類型

65 菅野秀雄，《新竹州沿革史》，新竹：新竹州沿革史刊行會，1938年（昭和 13年），頁 3
99。
66 島袋完義著，宋建和譯，《北埔鄉土志》，新竹：新竹文化局，2006年，頁 146。
67 竹東郡役所，《竹東郡勢要覽》，竹東郡：竹東郡役所，1937年（昭和 12年），頁 70。
68 〈[昭和十一年三月]臺灣總督府殖產局商工課工業彙報第 6號臺灣の副業〉，《臺灣總督府
殖產局商工課工業彙報》，臺灣總督府殖產局商工課，1936年（昭和 11年），頁 161-162。
69 菅野秀雄，《新竹州沿革史》，新竹：新竹州沿革史刊行會，1938年（昭和 13年），頁 3
89。
70 〈[昭和五年]國勢調查結果中間報（新竹州竹東郡）〉，《國勢調查結果中間報》，臺灣總
督官房臨時國勢調查部。1932（昭和 7年）。頁 16。
71 竹東郡役所，《竹東郡勢要覽》，竹東郡：竹東郡役所。1937（昭和 12年）。頁 99。
72 〈[昭和五年]國勢調查結果中間報（新竹州竹東郡）〉，《國勢調查結果中間報》，臺灣總
督官房臨時國勢調查部。1932（昭和 7年）。頁 16。



為主。其中，北埔姜家，金勝開設的「金永豐」營收與規模最大73。人口部分，

透過《新竹州沿革史》所載的總人口動態變化，北埔總人口數成長呈現幾近

持平，甚至有上下浮動的傾向。男女比例上，有時女性人數多於男性人數。74

以昭和五年（1930年）人口統計顯示，當年人口為 9,286人；閩籍男性 58

人（佔 0.6%）、女性 52人（0.5佔%）；客籍男性 4,491人（佔 48.3%）、女

性 4,582人（佔 49.3%），而女性出生人口比男性稍多。75 

4. 峨眉

　　位置緊鄰寶山與北埔，多小山而少平坦的破碎地形，僅由月眉溪所沖刷

平原，適合農耕，因呈半月形又形如眉毛，故稱「月眉」。清代，由粵籍姜秀

鑾以保護漢人安寧為名，以武裝拓墾方式拓墾，「金廣福大隘」，「民隘．此

隘本分設於城東廂之鹽水港……、大北埔、小銅鑼圈等十處。」76。與北埔、寶

山最初合稱「大隘南興庄」77。至光緒，屬「竹北一堡」內的「月眉庄」，後「竹

北一堡」改為「竹塹堡」，「月眉莊，在縣南二十八里。戶九十二，丁口三百六

十二。」78。政權交替後，聚落擴大、人口漸增，改制隸屬樹杞林北埔一堡的

「月眉街（距署西北八里）」 79；最後定制為竹東郡娥眉庄，大正 9年

（1920）將日本政府將「月眉」，正名較雅致的「娥眉」，比擬為女子眉羽80。

封閉地形限制下，對外交通不便，導致人口較少。昭和 10年（1935）大地震

甚至曾重創峨眉；待竹東至珊珠湖道路完成與「乘合自動車」行駛後，大為

改善娥眉與對外、住民生活81。

73 陳永清，《最新版•臺灣商工業案內總覽》，臺中：東明印刷合資會社。1934（昭和 9年）。
頁 199。
74 菅野秀雄，《新竹州沿革史》，新竹：新竹州沿革史刊行會。1938（昭和 13年）。頁 339-34
0。
75 〈[昭和五年]國勢調查結果中間報（新竹州竹東郡）〉，《國勢調查結果中間報》，臺灣總
督官房臨時國勢調查部。1932（昭和 7年）。頁 6。
76 陳培桂，〈卷三•志二建置志•隘寮〉，《淡水廳志》，《台灣文獻叢刊》，中研院臺史所史籍
自動化室。頁 48。
77 島袋完義著，宋建和譯，《北埔鄉土志》，新竹：新竹文化局。2006。
78 佚名，〈卷二街市•竹塹堡街〉，《新竹縣采訪冊》，《台灣文獻叢刊》，中研院臺史所史籍
自動化室。頁 75。
79 林百川、林學源，〈建置志•街里〉，《樹杞林志》，《台灣文獻叢刊》，中研院臺史所史籍
自動化室。頁 26。
80 安倍明義，《臺灣地名研究》，臺北：華語研究會。1938（昭和 13年）。頁 156。
81 竹東郡役所，《竹東郡勢要覽》，竹東郡：竹東郡役所。1937年（昭和 12年）。頁 24。



　　農業方面，清代主要生產稻米、甘藷、茶葉等作物。另外，樟腦的經濟價

值高，吸引許多人冒險涉山開採。到同治年間，甚至出現外國人偷採的情形，

如此窺見其獲利相當誘人，且顯示後期地方政府已乏力控制地方資源 82。工

業方面，自然以食品加工，如碾米業、糖廍為主；「治腦」工廠在此時期也是

大宗，也是重要經濟來源。日治時期，稻米以種植「在來米」為主，其產量遠

超越政府推廣種植「蓬萊米」的耕種面積。以昭和 11年（1936年統計顯示，

「在來種」產量為 7,541石（佔 90.8%），「蓬萊種」僅 756石（佔 9.1%）。

　　茶葉以生產「烏龍茶」為主，「紅茶」次者。雖然總耕種面積、產量不是全

郡最高，但一甲生產值與價格卻是全郡最高，可知其屬精緻化生產。柑橘的

種植屬本區重要經濟收入，以「椪柑」為大宗、「桶柑」次要，產量、價格皆比

北埔高；副業方面，因氣候與地形條件，新竹州蠶業產量 337,895石（佔

43.6%）與從業戶數 957戶（佔 48.3%）皆是全台最多83；峨嵋蠶絲業源於昭

和 8年（1933）日本「香川縣蠶種業組合」引進，市場以日本香川、山形縣為

主。84為充分利用茶農農閒的剩餘人口，昭和 10年（1935）因震災重建影響，

政府獎勵本地發展蠶絲政策，開設「蠶業講習所」培育較專業蠶農。

　　工業方面，以製茶工廠數量最多。次者是服飾、製帽業，三為紙工業、印

刷業。紙工業、印刷業發達，與新竹本身擁有豐沛山林資源，和日治政府為

保護農地肥沃度，獎勵種植「防風林」政策相關85。峨嵋從事商業活動者人口

多於工業者。以仲介、店員等職業最多，其次是「接客業」（服務業）。此外，

女性除從事農業與無業外，次多是宗教家（50人），人數甚至多過男性

（27人）86，與當地「齋堂」數量相關。據昭和 11年（1936）統計，竹東郡

「齋堂」共 14間，峨嵋有 8間。87人口變化部分，據《新竹州沿革史》統計大正

9年（1920）至昭和 12年（1937）總人口動態變化，與北埔雷同。人口呈現

82 吳憶雯，《從隘庄到茶鄉：新竹峨眉地區的拓墾到社會發展（1834-1911）》，新竹：新竹
縣政府。2013。頁 112-113。
83 藤本實也，《臺灣の蠶絲業》，東京：丸山舍書籍部。1924（大正 13年）。頁 31。
84 〈[昭和十一年三月]臺灣總督府殖產局商工課工業彙報第 6號臺灣の副業〉，《臺灣總督府
殖產局商工課工業彙報》，臺灣總督府殖產局商工課。1936年（昭和 11年）。頁 165-166。
85 菅野秀雄，《新竹州沿革史》，新竹：新竹州沿革史刊行會。1938（昭和 13年）。頁 389-39
0。
86 〈[昭和五年]國勢調查結果中間報（新竹州竹東郡）〉，《國勢調查結果中間報》，臺灣總
督官房臨時國勢調查部。1932（昭和 7年）。頁 16-17。
87 竹東郡役所，《竹東郡勢要覽》，竹東郡：竹東郡役所。1937（昭和 12年）。頁 28。



幾近持平，僅上下略為浮動，女性人口時常梢多於男性。在昭和 10年

（1935），到達人口與戶數最低（926戶），可想見震災慘重。88此外，於昭

和 18年（1944）紀錄，人口流失上峨嵋庄雖然不是竹東郡最嚴重，但也鮮

少有「遷入」紀錄89，推測人口在社會流動因素雖然不嚴重但仍有流失情形。

男女與種族比例上，昭和 5年（1930）政府統計顯示，總人口為 6,673人，

閩籍男性為 29人（佔 0.4%）、女性為 19人（佔 0.2%）；客籍男性有 3,233

人（佔 48.4%）、女性為 3,348人（佔 50.7%）。90 

5. 神岡

　　神岡位於豐原市與台中港間，台中盆地之北。當地氣溫與水文對農業發

展助益大，故日治時期以出產「葫蘆墩米」為名；最初屬平埔族岸里社人的

活動範圍。神岡地區的漢人開墾，最早是通事張達京率眾開啟。透過與岸里

社人簽訂「換水取田」合約91以取得土地，並開設「張振萬墾戶」招佃開墾92。

此時，大量漢人開設墾戶與開鑿水圳，如下埤、貓霧捒圳（上埤）、下溪洲

水圳等水利設施，「彰化陂大概有四：其由北而南者曰清水圳，引大甲溪水

而導之．凡貓霧䯀、半線、大肚諸保，良田數十萬頃，皆資灌溉。」93此舉也替

神岡農業奠下良好基礎。神岡地名最早源於雍正年間，當時被稱為「成崗庄」。

至嘉慶年間改稱「神岡庄」，道光時則改稱「新廣庄」。陳炎正認為此時大量泉

州移民移入，誤將「神岡」聽成「新廣」而導致的誤會94。此地名記載於《彰化

縣志》中，「貓霧䯀東西上下保各莊名：四張犁、陳平莊…、葫蘆墩……新廣

88 菅野秀雄，《新竹州沿革史》，新竹：新竹州沿革史刊行會。1938（昭和 13年）。頁 340-34
1。
89 臺灣總督府，《臺灣戶口統計昭和十八年》，臺北：三和印刷所。1944（昭和十九年）。頁
85。
90 〈[昭和五年]國勢調查結果中間報（新竹州竹東郡）〉，《國勢調查結果中間報》，臺灣總
督官房臨時國勢調查部。1932（昭和 7年）。頁 7。
91 臺灣總督府民政部殖產局，《臺灣蕃政志》，臺灣總督府民政部殖產局。1904（明治 37
年）。頁 438-440。
92 莊吉發，〈篳路藍縷：從檔案資料看清代台灣粵籍客民的拓墾過程與社區發展〉，客家文
化學術研討會。2002。頁 272。
93 周鍾瑄，〈卷二規制志•水利〉，《彰化縣志》，《台灣文獻叢刊》，臺史所史籍自動化室。
頁 55。
94 陳炎正，《神岡鄉志•沿革篇》（神岡鄉：神岡鄉公所，2007年未刊稿）。陳琬翎，〈日治
及戰後臺中縣神岡鄉工業發展之研究〉，國立臺中教育大學社會科學教育學系。2007。頁 20。



莊……。」95神岡於乾隆年間就已出現重要市鎮。葫蘆墩街、南庄、北庄等地，

「葫蘆墩街：屬䯀東保，距邑治四十五里。」96「街」代表人口到達一定密度97，

由此可窺見當時神岡商業、經濟發達。

　　1895年政權更替後，日本殖民政府著手調查島內資源，並實行「工業日

本，農業臺灣」政策。神岡被納入臺中州下的豐原郡，稱為「神岡庄」。神岡的

農作物主產水稻、甘藷、玉米、花生；經濟作物有菸草、茶、甘蔗。因氣候適宜

種植蔬果，神岡地區的蔬果種植主要以香蕉與乾果類的種植面積最廣；另外，

種植麻類植物，目的是製成日本政府為輸送臺灣物產回日本所使用的麻袋，

在日本政府的鼓勵下，種植面積曾高達 123.01甲；畜牧方面，豬隻的飼養

率最高。神岡地區野生鹿數量多，但飼養戶少。98

　　日治時期，神岡庄以一萬圓為資本的小額資本家的人數最多（昭和 10

年 （1935），有 168位）99，這些小額資本家多選擇開設碾米工廠。碾米工

廠業務除碾米外，也提供貧農低額借貸100，實屬農村重要金融中心；神岡主

產綠茶，在《臺灣工場通覽》豐原郡唯一紀錄「富貴聞製茶工場」。101；另外，

神岡地區因文風鼎盛，名人雅士間經常以禮相贈，促使神岡糕餅業發展遠近

馳名。以神岡「犁記」、「昆派」最負盛名，「犁記」自清末起步，「犁記」在昭和

6年（1931）擁有 6家糕餅工廠，1941年時甚至擴張至 16座102，如此窺見

其規模之壯大；昭和 5年（1930）「昆派」被列入〈台中工商名錄〉中103。

　　其他食品工業如食用油，因神岡花生產量大，故以花生油生產為主。民

95 周鍾瑄，〈卷二規制志•保（莊社附）〉，《彰化縣志》，《台灣文獻叢刊》，臺史所史籍自
動化室。頁 49。
96 周鍾瑄，〈卷二規制志•街市〉，《彰化縣志》，《台灣文獻叢刊》，臺史所史籍自動化室。
頁 41。
97 「凡有市肆者皆曰街：闤闠囂塵，居處叢雜，人口稠密，屋宇縱橫。」〈卷二規制志•街
市〉，《彰化縣志》，《台灣文獻叢刊》，臺史所史籍自動化室。頁 39。
98 曾惠貞，〈臺中縣神岡鄉農業發展之研究（1723-2006）：對農牧產品消長之分析〉，國立
臺中大學社會教育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8。
99 〈市街庄行政•資產〉，《臺中州統計書》，臺中州。1937（昭和 12年）。頁 76。
100 陳琬翎，〈日治及戰後臺中縣神岡鄉工業發展之研究〉，國立臺中教育大學社會科學教育
學系。2007。頁 76。
101 〈臺灣總督府殖產局商工課　臺灣工場通覽（大正十四年末現在）〉，《臺灣工場通覽》，
臺灣總督府殖產局商工課。1926（大正 15年）。頁 159。
102 陳琬翎，〈日治及戰後臺中縣神岡鄉工業發展之研究〉，國立臺中教育大學社會科學教育
學系。2007。頁 88。
103 杉浦和作，〈昭和五年二月刊行　臺灣商工人名錄　第三編　臺中州商工人名錄〉，《臺
灣商工人名錄》，臺灣實業興信所編簒部。1930（昭和 5年）。頁 61。



生工業方面，台中以製瓦業及土石業為重，雖然神岡地區工廠數量不多，仍

然是台中地區重要產區與大規模工廠。台中地區的製帽業工廠甚是發達。約

在大正 5年（1916）左右經大甲郡商人至內埔、神岡庄設廠製造。因臺灣製帽

樣式繁多、價格近人，外銷後廣受歐美人士喜愛。此時，神岡地區女性在製

帽工廠擔任職員人數相當多。製帽業最高峰期於昭和 5年（1930），但昭和

11年（1936）後製帽業漸漸衰退104；此外，木製業與竹細工在神岡地區發展

也相當重要，其產值當時占豐原郡將近三分之一。昭和 12年（1937）到二戰

結束前，為因應日本侵略戰爭需求，臺灣地區始以軍事工業發展為目標；然

而從事工業者甚是少數，或多數屬中小型工廠。交通運輸方面，日治的公車、

火車皆已是主要運輸工具。

　　人口統計方面，神岡的人口一直呈現穩定成長。以昭和 8年（1933）國

勢調查統計顯示，當年度人口總數為 15,106人；神岡男性為 7,423人，女性

有 7,683人。閩籍男性佔 83.5%（6,201人）、閩籍女性占 83.3%（6,406人）；

客籍男性占 14.5%（1,079人）、客籍女性占 15%（1,157人）105。此外，從昭

和 8年（1933）至昭和 10年（1935）人口統計可發現，神岡地區的女性人

數較男性多。產業人口方面，從事農業為 19.6%（2,962人）、從事工業者佔

2.5%（385人）、從事商業者更僅佔 2.1%（325人），然而其他最大宗為無

業人口佔 72.6%（10,976人）106，女性在「無業人口」佔 67.7%（7,438人）。

據資料，農業人口仍佔多數。

104 臺灣總督府殖產局商工課，〈[昭和十一年三月]臺灣總督府殖產局商工課工業彙報第 6號
臺灣の副業〉，《臺灣總督府殖產局商工課工業彙報》，臺灣總督府殖產局商工課。1936（昭
和 11年）。頁 189。
105 〈[昭和五年]國勢調查結果中間報（臺中州豐原郡）〉，《國勢調查結果中間報》，臺灣總
督官房臨時國勢調查部，臺北市。1933（昭和 8年）。頁 5-6。
106 〈[昭和五年]國勢調查結果中間報（臺中州豐原郡）〉，《國勢調查結果中間報》，臺灣總
督官房臨時國勢調查部，臺北市。1933（昭和 8年）。頁 12。



第三章　研究成果
從臺灣歷史的發展來看，臺灣客家族群主要的經濟活動以農牧獵業、林

業和礦業為主，客家人口在這 3類行業中所佔的百分比，均較閩南族群高 。
107客家婦女，因其傳統的勤奮刻苦形象，一方面從事家庭勞務，一方面由於

其家庭生產角色的限制，僅能從事低市場價值的勞務工作。因此，客家婦女

在經濟力上的展現，即以從事農業或農產相關的手工業為主。

根據上年度（104）的研究成果報告（日治時期北臺灣客家婦女之閩客

通婚研究(1905-1945)），已利用臺灣大學圖書館所成立的「臺灣舊照片資料

庫」，以及國家圖書館成立的「臺灣記憶 Taiwan Memory」的數位化資料庫系

統，檢視有關日治時期的婦女圖像，特別是客家婦女的勞動圖像，探索客家

婦女在經濟產業上的活動範圍。本計畫進一步在去年的研究成果基礎上，聯

結職業分層說明階層分佈結果。本研究所運用之職業分層資料庫乃「國際歷

史職業與社會分層架構」（Historical International Standard Classification of

Occupations, HISCO），是一個與歷史研究相關的國際標準職業分類分層架

構，將 19和 20世紀初的人口調查或民事登記文件等歷史記錄中發現的職業

名稱編碼，以方便不同國家的研究者在 19及 20世紀的社會、經濟和其他的

歷史領域中，進行跨國性的比較研究。

這個架構是以國際勞工組織  （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 ILO）

於 1968 年在日內瓦訂立的國際標準職業分類  （ the  1968 version of

International Standard Classification of Occupations, ISCO68） 為基礎再做一

些調整，以適用於歷史資料的特殊性，並儘量將在職業資料編碼過程中造成

的重要資訊損失降至最低。藉由將比利時、英國、加拿大、法國、德國、荷蘭、

挪威和瑞典等 8國的歷史職業資料庫中，最常見的 1,000個男性和女性職業

名稱編碼，這個國際性的歷史職業分層架構才逐漸地建構完成，而這 8國的

資料也合併成為「國際歷史職業與社會分層架構資料庫」  （HISCO

database）108。

這個編碼系統將職業歸為 9大類 （major group），毎一大類之下有小組

107 黃毅志、張維安，〈臺灣閩南語客家的社會階層之比較分析〉，《臺灣客家族群史【產經
篇】》，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2000。
108 資料庫位於以下網址：http://historyofwork.iisg.nl



（minor group），小組之下為單元項目（unit group），總共有 83個職業小

組和 284單元項目。單元項目又再細分為 1,881個職業項目。Marco van

Leeuwen, Ineke Maas 和 Andrew Miles更發展出一套「歷史社會階層系統」

（HISCLASS），進一步地將這些職業項目分為 12個社會階層（見圖 5），

讓研究者在能在令人眼花撩亂的各式職業項目中，有系統地進行社會階級地

位的比較。許多國家的團隊都正在進行用「國際歷史職業與社會分層架構」將

歷史職業編碼的工作。目前「國際歷史職業與社會分層架構資料庫」已囊括了

1690-1970年間來自 12個國家的職業名稱，不過，還是以 19世紀為主。 

「福爾摩沙歷史職業與社會分層資料庫」（ Formosa historical

classification of occupations database, Formosa HISCO） 是「國際歷史職業與

社會分層架構資料庫」的臺灣版。臺灣在 1896至 1945年間被日本統治，日本

殖民政府於 1905年開始推行戶籍登記制度，由警察來執行登記，以便嚴密

地監視和控管臺灣人民。在這個戶籍制度之下，每個人都必需向警察申報為

某一戶的成員。需要登記的資料包括姓名、與戶長的關係、個人的重要事件及

發生日期、職業、族稱（日本人使用）、種族、纏足與否、種痘與否和是否吸食

鴉片等。此外，殖民政府在其統治其間還進行了 7次的臨時戶口調查。前兩次

分別於 1905和 1915年舉辦，稱為「臨時臺灣戶口調查」。從 1920年的第三次

戶口調查開始，固定每 5年舉辦一次戶口調查，並定名為「臺灣國勢調查」。

戶籍登記制度和定期的戶口調查累積了許多有助於研究日治時期社會情況的

記錄，「福爾摩沙歷史職業與社會分層資料庫」就是以這些記錄中的職業資

料為基礎而建置的。

「福爾摩沙歷史職業與社會分層資料庫」目前包含了 8,294個日治時期的

職業名稱。其中的 832個職業名稱是從「臺灣歷史戶口調查簿資料庫，1906-

1945 」 （ Taiwan  Historical  Household  Registers  Database,  1906-1945,

THHRD） 中取得。這個資料庫是由歷史人口研究計畫於 2003年開始建置，

此計畫目前歸屬於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之下，已輸入了 21個

研究地點的日治時期戶籍資料。其他 7千多筆職業名稱則來自於《第二次臨時

臺灣戶口調查職業名字彙》一書，這本書於第二次臨時戶口調查舉辦後的兩

年（1917）出版，蒐羅了 1915年臨時臺灣戶口調查記錄中所有的職業名稱，

並將它們依產業別做分類。這些職業名稱同時以日文（內地語）和臺灣的當



地語言（土語，通常為福佬語）記錄，這對我們了解某一職業名稱的內涵有

莫大的幫助。因為臺灣和日本的社會情況不同，有時一個臺灣的職業在日本

並不存在，以日文記錄的職業名稱便無法適切地描述該職業，而需要「土

語」來輔助記錄。相較之下，記載於日治時期戶冊的職業名稱則未經整理過，

而且是以單一語言來記錄（通常為日文）。

建置「福爾摩沙歷史職業與社會分層資料庫」的目的是要將臺灣與西方

國家的歷史職業資料做結合，以便能在歷史人口和其他研究領域中進行歐亞

的比較研究。所以，資料庫中的職業名稱除了保留其原始記載的語言以外，

我們在確認過這些日治時期職業的工作內涵後，更將它們譯為英文，並在熟

悉 HISCO的編碼架構和指南後，依據這個架構的編碼系統將其編碼，以便

能與「國際歷史職業與社會分層架構資料庫」接軌。

不過，在編碼的過程中，我們發現有些職業名稱無法在 HISCO架構中

找到完美對應的職業項目，而必須在一單元項目中歸入「無分類項目的工

人」（Workers not elsewhere classified）的選項。這揭露出亞洲國家與西方國

家因不同的地理和社會情況而產生的不同經濟活動。舉例來說，茶製造業一

直以來都是臺灣的重要產業，但是在HISCO架構中的「茶、咖啡和可可亞準

備工作者（7-77）」的這個職業小組（minor group）之下，有「咖啡煎培工」

（Coffee Toaster）和「可可豆煎培工」（Cocoa-bean Toaster），卻沒有「茶葉

烘培工」（Tea Toaster）這個職業項目。當我們要將「培茶工」這個日治時期的

職業名稱以HISCO的編碼系統編碼時，就只能將它歸入「其它的茶、咖啡和

可可亞準備工作者（7-77.90）」這個籠統的職業項目。

但這麼一來，日治時期臺灣具有特色的經濟活動或職業在編碼之後就無

法彰顯。為了不要讓這種遺憾產生，我們決定為具有臺灣特色的職業名稱新

增代碼，以防止日治臺灣珍貴的職業資料在編碼的過程中流失。我們並在每

個新增代碼的後面加上一個大寫的英文字母「Ａ」，以標示出它是具亞洲特

色的歷史職業。此外，為了因應臺灣社會經濟發展與統計分析之需求，我們

將「歷史社會階層系統」 （HISCLASS）中的 12個社會階層合併成 7個，稱

之為「福爾摩沙歷史職業階層」（Formosa HISCLASS）。這 7個社會階層由

上而下分別為：菁英階層、白領階層、小資本階層、高技術工人階層、農作階

層、低技術工人階層與無技術工人階層。（圖 5）



1. Professional, technical and related workers
2. Administrative and managerial workers
3. Clerical and related workers
4. Sales workers
5. Service workers
6.  Agricultural,  animal  husbandry  and  forestry
workers, fishermen and hunters
7.  8.  9.  Production  and  related  workers,  transport
equipment operators and labourers

Higher managers

Higher professionals

Lower managers

Lower professionals

Lower clerical and sales

Foremen 

Skilled workers

Farmers

Lower skilled workers

Lower skilled farm workers

Unskilled workers

Unskilled farm workers

White collars白領階層

Farmers 農作階層

Small capital owners
小資本階層

圖 5 國際歷史職業與福爾摩沙歷史職業之社會分層架構圖

Elites菁英階層

福爾摩沙歷史職業階層

（Formosa HISCLASS）

國際歷史職業資料庫（HISCO）

歷史職業階層（HISCLASS）

Higher Skilled workers
高技術工人階層

Lower skilled workers
低技術工人階層

Unskilled workers
無技術工人階層



依據目前蒐集到的客家婦女職業圖像，我們可將其從事的產業活動區分

為：稻作、茶葉與柑橘業，與「福爾摩沙歷史職業與社會分層資料庫」的結合

分析，可知客家婦女就業的社會階層分布，如表 1-13。表 1與表 2為進行稻

作的客家婦女勞動圖像，其經濟活動為除草。除草為農作物種植過程中一個

重要的步驟，可避免土壤中或施放的養分為雜草所吸收。由於日治時期的臺

灣農作栽培尚未開始使用除草劑，故除草的步驟一直是以人力手工方式進行。

特別的是，從圖片中可以看出其除草方式有其與眾不同之處，此為臺灣南部

客家族群特有的除草方式，稱之為「踔草」或「躅田」。不同於北部客家族群是

以跪在水田中的方式除草，南部客家族群用竹竿支撐身體的站姿，用腳夾住

雜草，並將其壓入水裡，使其成為養分。

　　表 3至表 8為婦女在茶產業經濟的勞動圖像。茶葉從清代以來，即成為

臺灣重要的經濟產物，根據海關資料顯示，1868年至 1895年間，茶葉的出

口即佔了臺灣出口總值的 53.49%。109從表 3至表 8的婦女採茶勞動圖像中，

可以看出基本上婦女在茶產業的製造過程中，主要專職於採茶、揀茶以及茶

葉包裝的手工步驟。至於製茶此一講求技術的加工步驟與搬運講求體力的工

作，或許就如陳慈玉在《台北縣茶葉發展史》所言，呈現性別分工的情形。110

109 林滿紅，《茶、糖、樟腦業與臺灣之社會經濟變遷（1860-1895）》，臺北：聯經。1997。頁 2。
110 陳慈玉，《臺北縣茶葉發展史》，臺北：稻鄉出版社。2004。頁 64。



表 1傳統婦女傳統經濟力及其技術紀錄表格內容

社會階層 農作階層

地區 未記載 經濟活動名稱 躅田

使用
材料 

手工除草
竹桿
紙傘

器具功能 竹桿-支撐身體
紙傘-防曬

分佈
區域 日治時期的臺灣南部客家聚落

功能
除草在農作物種植的過程中是一個中重要的步驟，避免土壤中或施
放的養分為雜草所吸收。

客家
意涵 

除草是水稻種植的的重要步驟之一，然而客家族群的水稻種植之除
草方式與閩南人的彎腰除草有很大不同。北部客家族群是以跪在水
田中的方式除草，然南部客家族群是以用竹竿支撐身體，用腳夾住
雜草，並將其壓入水裡，使之成為養分，稱之為踔草或躅田。

內容/
照片
說明 

在田中除草的客家婦人
圖像出處：臺灣記憶，臺北：國家圖書館。

表 2傳統婦女傳統經濟力及其技術紀錄表格內容

社會階層 農作階層



地區 未記載 經濟活動名稱 水稻除草

使用
材料 

手工除草
竹桿

器具功能 竹桿-支撐身體

分佈
區域 

日治時期的臺灣南部客家聚落

功能
除草在農作物種植的過程中是一個中重要的步驟，避免土壤中或施
放的養分為雜草所吸收。

客家
意涵 

除草是水稻種植的的重要步驟之一，然而客家族群的水稻種植之除
草方式與閩南人的彎腰除草有很大不同。北部客家族群是以跪在水
田中的方式除草，然南部客家族群是以用竹竿支撐身體，用腳夾住
雜草，並將其壓入水裡，使其成為養分，稱之為踔草或躅田。

內容/
照片
說明 

在水田中除草的客家婦人
圖像出處：臺灣記憶，臺北：國家圖書館。



表 3  傳統婦女傳統經濟力及其技術紀錄表格內容

社會階層 62340農作階層/無技術工人階層

地區 臺北州淡水郡 經濟活動名稱 採茶

使用
材料 

手工
斗笠
竹簍

器具功能 
斗笠：防曬
竹簍：盛裝茶菁

分佈
區域 

臺灣的茶葉栽培於臺灣中部以北的地方，其中在臺北和新竹二州一
年中可採收十餘回，為本島茶葉主要產地。

功能
採茶為製茶流程的第一步驟，摘採茶樹上的茶菁，再將採下的茶菁
進行製茶加工。

客家
意涵 

臺灣以臺北與新竹為最大茶葉產區，其中新竹也是客家族群主要居
住地之一。而茶葉因為期種植特性，主要生長區域在丘陵、低海拔山
區，這些區域與客家族群的居住範圍有相當的重疊。因此，茶業便成
為客家族群的主要經濟活動之一。 

內容/
照片
說明 

臺北州淡水郡的採茶情形
圖像出處：臺灣記憶，臺北：國家圖書館。

表 4  傳統婦女傳統經濟力及其技術紀錄表格內容

社會階層 62340農作階層/無技術工人階層



地區 未記載 經濟活動名稱 採茶

使用
材料 

手工採茶、斗笠、袖套、竹
簍

器具功能 
斗笠：防曬
袖套：防蟲、防割傷
竹簍：裝茶菁

分佈
區域 

臺灣的茶葉栽培於臺灣中部以北的地方，其中在臺北和新竹二州一
年中可採收十餘回，為本島茶葉主要產地。

功能
採茶為製茶流程的第一步驟，摘採茶樹上的茶菁，再將採下的茶菁
進行製茶加工。

客家
意涵 

臺灣以臺北與新竹為最大茶葉產區，其中新竹也是客家族群主要居
住地之一。而茶葉因為期種植特性，主要生長區域在丘陵、低海拔山
區，這些區域與客家族群的居住範圍有相當的重疊。因此，茶業便
成為客家族群的主要經濟活動之一。   

內容/
照片
說明 

妙齡の茶摘女と茶園
圖像出處：臺灣舊照片資料庫，臺北：臺灣大學圖書館。

表 5  傳統婦女傳統經濟力及其技術紀錄表格內容

社會階層 62340農作階層/無技術工人階層

地區 未記載 經濟活動名稱 採茶



使用
材料 

手工採茶、斗笠、袖套、竹
簍

器具功能 
斗笠：防曬
袖套：防蟲、防割傷
竹簍：裝茶菁

分佈
區域 

臺灣的茶葉栽培於臺灣中部以北的地方，其中在臺北和新竹二州一
年中可採收十餘回，為本島茶葉主要產地。

功能
採茶為製茶流程的第一步驟，摘採茶樹上的茶菁，再將採下的茶菁
進行製茶加工。

客家
意涵 

臺灣以臺北與新竹為最大茶葉產區，其中新竹也是客家族群主要居
住地之一。而茶葉因為期種植特性，主要生長區域在丘陵、低海拔山
區，這些區域與客家族群的居住範圍有相當的重疊。因此，茶業便
成為客家族群的主要經濟活動之一。 

內容/
照片
說明 

茶園と茶摘み女
圖像出處：臺灣舊照片資料庫，臺北：臺灣大學圖書館。

表 6  傳統婦女傳統經濟力及其技術紀錄表格內容

社會階層 62340農作階層/無技術工人階層

地區 未記載 經濟活動名稱 採茶

使用
材料 

手工採茶、斗笠、袖套、
竹簍

器具功能 
斗笠：防曬
袖套：防蟲、防割傷
竹簍：裝茶菁



分佈
區域 

臺灣的茶葉栽培於臺灣中部以北的地方，其中在臺北和新竹二州一
年中可採收十餘回，為本島茶葉主要產地。

功能
採茶為製茶流程的第一步驟，摘採茶樹上的茶菁，再將採下的茶菁
進行製茶加工。

客家
意涵 

臺灣以臺北與新竹為最大茶葉產區，其中新竹也是客家族群主要居
住地之一。而茶葉因為期種植特性，主要生長區域在丘陵、低海拔山
區，這些區域與客家族群的居住範圍有相當的重疊。因此，茶業便成
為客家族群的主要經濟活動之一。   

內容/
照片
說明 

茶園と茶摘女
圖像出處：臺灣舊照片資料庫，臺北：臺灣大學圖書館。

表 7  傳統婦女傳統經濟力及其技術紀錄表格內容

社會階層 77775A 無低技術工人階層

地區 未記載 經濟活動名稱 茶撰（揀茶）

使用
材料 

手工撰茶
竹籃

器具功能 竹籃：盛裝茶葉

分佈
區域 

臺灣的茶葉栽培於臺灣中部以北的地方，其中在臺北和新竹二州
一年中可採收十餘回，為本島茶葉主要產地。



功能
茶撰即為揀茶，揀茶為製茶流程第二步驟，將摘採下的茶菁在加
工前，必須先經由揀茶的步驟，將雜枝、壞葉等部分挑除後，再進
行茶葉加工。

客家
意涵 

臺灣以臺北與新竹為最大茶葉產區，其中新竹也是客家族群主要
居住地之一。而茶葉因為期種植特性，主要生長區域在丘陵、低海
拔山區，這些區域與客家族群的居住範圍有相當的重疊。因此，茶
業便成為客家族群的主要經濟活動之一。 

內容/
照片
說明 

茶撰
圖像出處：臺灣舊照片資料庫，臺北：臺灣大學圖書館。

表 8  傳統婦女傳統經濟力及其技術紀錄表格內容

社會階層 77775A  無技術工人階層

地區 未記載 經濟活動名稱 揀茶

使用
材料

手工揀茶
竹籃

器具功能 竹籃：盛裝茶葉

分佈
區域

臺灣的茶葉栽培於臺灣中部以北的地方，其中在臺北和新竹二州一
年中可採收十餘回，為本島茶葉主要產地。



功能
揀茶為製茶流程第二步驟，將摘採下的茶菁在加工前，必須先經由
揀茶的步驟，將雜枝、壞葉等部分挑除後，再進行茶葉加工。

客家
意涵

臺灣以臺北與新竹為最大茶葉產區，其中新竹也是客家族群主要居
住地之一。而茶葉因為期種植特性，主要生長區域在丘陵、低海拔山
區，這些區域與客家族群的居住範圍有相當的重疊。因此，茶業便成
為客家族群的主要經濟活動之一。 

內容/
照片
說明

茶揀
圖像出處：臺灣舊照片資料庫，臺北：臺灣大學圖書館。



表 9  傳統婦女傳統經濟力及其技術紀錄表格內容

社會階層 54010無技術工人階層

地區 未記載 經濟活動名稱 茶葉包裝

使用
材料 

手工
生產線
包裝紙

器具功能 
生產線：輸送產品
包裝紙：包裝茶葉  

分佈
區域 

臺灣的茶葉栽培於臺灣中部以北的地方，其中在臺北和新竹二州一
年中可採收十餘回，為本島茶葉主要產地。

功能
日治時期臺灣茶葉主專門外銷到歐美地區，因此在製茶完成後，必
須將其包裝，以利外銷。

客家
意涵 

臺灣以臺北與新竹為最大茶葉產區，其中新竹也是客家族群主要居
住地之一。而茶葉因為期種植特性，主要生長區域在丘陵、低海拔山
區，這些區域與客家族群的居住範圍有相當的重疊。因此，茶業便成
為客家族群的主要經濟活動之一。   

內容/
照片
說明 

茶的包裝
圖像出處：臺灣舊照片資料庫，臺北：臺灣大學圖書館。

表 10  傳統婦女傳統經濟力及其技術紀錄表格內容

社會階層 54010無技術工人階層



地區 未記載 經濟活動名稱 茶葉包裝

使用
材料 

手工
包裝紙

器具功能 包裝紙：包裝茶葉

分佈
區域 

臺灣的茶葉栽培於臺灣中部以北的地方，其中在臺北和新竹二州一
年中可採收十餘回，為本島茶葉主要產地。而紅茶的栽種，在日本
引進紅茶之後，首先於臺北與新竹地區為主要產地，後來漸漸擴展
至臺中州、臺南州、高雄州、花蓮廳地區。其中，新竹州之產量占全臺
產量的七成，為臺灣紅茶主要產地。

功能
紅茶屬於精緻茶，專門外銷到歐美地區，因此在製茶完成後，必須
將其包裝，以利外銷。

客家
意涵 

紅茶的製造，最早是在日治時期，日本總督府為了發展紅茶產業而
引進茶苗栽種，主要由三井製茶公司負責。當時栽種地區有臺北州、
新竹州、臺中州、臺南州、高雄州及花蓮廳等地。到了 1934年，新竹
州的紅茶產量佔全臺的七成。因而可以得知，紅茶不僅是新竹州製
茶的主要茶種，更是新竹地區客家族群的經濟產業之一。 

內容/
照片
說明 

女工紅茶包裝
圖像出處：臺灣舊照片資料庫，臺北：臺灣大學圖書館。

由於臺灣北部的天然條件符合茶葉種植的環境要素，因此，臺灣茶葉的

主要分布地帶即為臺灣北部的丘陵地區。111而這些地區正好與臺灣北部客家

111 徐英祥譯，《日治時期台灣茶業調查報告譯集》，臺北：台灣區製茶工業同業公會，2014
年，頁 1-2。



族群的分布重疊。張維安在其〈桃、竹、苗茶產業與客家族群經濟生活間的關

係〉一文中曾指出，客家族群會在茶產業中扮演重要的腳色，除了與清末以

來的茶葉貿易的蓬勃發展有關之外，更與客家族群所群居的自然環境息息相

關。在環境因素與歷史脈絡的相互發展之下，使得茶成為客家族群重要的經

濟產業。112如從日治時期興起的紅茶，其主要產地即為客家族群密度最高的

新竹地區，更能考查出客家族群與茶產業密不可分的關係。113

表 11至表 13為日治時期婦女在柑橘業的勞動圖像。柑橘業成為經濟產

業主要從日治時期開始發展，其主要產區以臺北州、新竹州與臺中州為主。

其中，新竹州由於當地農會的積極推廣，從日治初期產量排行第三，到了

1915年之後，成為全臺產量最高的地區。114由於新竹地區為客家族群聚集密

度最高的地區，加以客家族群的主要經濟活動為農業，從婦女在柑橘業的勞

動投入，亦可以考察出婦女在經濟活動中扮演的腳色。從這些圖像中，亦可

以看出婦女在柑橘業與茶葉相同，主要以採收、柑橘等級挑選的手工為主。

搬運的粗重工作，則以男性來負責。

112 張維安，〈桃、竹、苗茶產業與客家族群經濟生活間的關係〉，《臺灣客家族群史【產經
篇】》，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2000。
113 范良貞、田金昌，〈關西紅茶第一等-關西地區茶業發展與變遷〉，《新竹文獻》，27期，頁
2。羅慶士，〈淺談新竹地區（桃、竹、苗）之紅茶發展過程─兼論客家族群與臺灣茶業之互
動〉，《新竹文獻》，27 期。
114 曾立維，〈日治時期新竹地區的農會與柑橘業之推廣〉，《臺灣文獻》，64卷 3期，2013，
頁 201。



表 11  傳統婦女傳統經濟力及其技術紀錄表格內容

社會階層 61230農作階層/無技術工人階層

地區 新竹州 經濟活動名稱 採收柑橘

使用
材料 

手工
竹簍

器具功能 竹簍：盛裝柑橘

分佈
區域 

日治時期，臺灣柑橘業的生產擴及全臺，然而以臺北州、新竹州、臺
中州三地的產量占前三位，此三地也是柑橘的主要產區。

功能
在柑橘種植進入採收期之後，便要進行柑橘的採收，進而將採收的
柑橘挑選等級，以利銷售。

客家
意涵 

日治時期，由於地區風土環境，新竹大隘地區也就是峨眉、北埔、寶
山三地的柑橘類是主要農作物之一，而大隘地區在清領時期由客家
族群開發、拓墾，也是新竹地區主要的客家族群聚居地。因此，柑橘
的種植亦為當地客家人的主要經濟活動之一。

內容/
照片
說明 

椪柑採取的時候
圖像出處：臺灣記憶，臺北：國家圖書館。

表 12  傳統婦女傳統經濟力及其技術紀錄表格內容



社會階層 61230農作階層/無技術工人階層

地區 新竹州 經濟活動名稱 採收柑橘

使用
材料 

手工
竹簍

器具功能 竹簍：盛裝柑橘

分佈
區域 

日治時期，臺灣柑橘業的生產擴及全臺，然而以臺北州、新竹州、臺
中州三地的產量占前三位，此三地也是柑橘的主要產區。

功能
在柑橘種植進入採收期之後，便要進行柑橘的採收，進而將採收的
柑橘挑選等級，以利銷售。

客家
意涵 

日治時期，由於地區風土環境，新竹大隘地區也就是峨眉、北埔、寶
山三地的柑橘類是主要農作物之一，而大隘地區在清領時期由客家
族群開發、拓墾，也是新竹地區主要的客家族群聚居地。因此，柑橘
的種植亦為當地客家人的主要經濟活動之一。

內容/
照片
說明 

椪柑園
圖像出處：臺灣記憶，臺北：國家圖書館。

表 13  傳統婦女傳統經濟力及其技術紀錄表格內容

社會階層 無技術工人階層



地區 新竹州 經濟活動名稱 柑橘的檢查與品等

使用
材料

手工 器具功能 

分佈
區域

新竹、桃園、竹東、竹南、苗栗等五郡郡役所內。（曾立維，〈日治時期新竹

地區的農會與柑橘業之推廣〉，《臺灣文獻》，64卷3期，2013，頁185-232。

功能
在柑橘採取完畢之後，為了維持銷售品質的穩定，隨即依照柑橘的品

等、重量等條件，評定等級。

客家
意涵

日治時期，由於地區風土環境，新竹大隘地區也就是峨眉、北埔、寶
山三地的柑橘類是主要農作物之一，而大隘地區在清領時期由客家族
群開發、拓墾，也是新竹地區主要的客家族群聚居地。因此，柑橘的
種植亦為當地客家人的主要經濟活動之一。

內容
/照
片說
明 

椪柑等級選取的情況
圖像出處：臺灣記憶，臺北：國家圖書館。

　　本研究計畫之研究點人口數如表 14所示，其中新竹地區分為竹北、峨眉

與北埔，族群比例如表 15，婚姻型態如表 16。

表 14 　各研究點的人口比例（1906-1946）

年代 1906 1911 1916 1921 1926 1931 1936 1941 1946



淡

水

人口數 618 743 807 897 918 1,005 1,147 1,253 1,310 

男性 319 379 395 428 431 472 521 571 611 

女性 299 364 412 469 487 533 626 682 699 

性別比例 107 104 96 91 89 89 83 84 87 

竹

北

人口數 4,469 4,935 5,047 5,105 5,632 6,269 7,096 7,828 8,641 

男性 2,410 2,641 2,649 2,691 2,936 3,271 3,625 4,030 4,384 

女性 2,059 2,294 2,398 2,414 2,696 2,998 3,471 3,798 4,257 

性別比例 117 115 110 111 109 109 104 106 103 

峨

眉

人口數 3,400 3,473 3,707 4,082 4,253 4,609 4,977 5,547 6,065 

男性 1,786 1,782 1,902 2,107 2,168 2,354 2,536 2,830 3,084 

女性 1,614 1,691 1,805 1,975 2,085 2,255 2,441 2,717 2,981 

性別比例 111 105 105 107 104 104 104 104 103 

北

埔

人口數 2,463 2,726 3,101 3,311 3,685 4,037 4,485 4,930 5,321 

男性 1,226 1,318 1,520 1,609 1,789 1,974 2,218 2,491 2,683 

女性 1,237 1,408 1,581 1,702 1,896 2,063 2,267 2,439 2,638 

性別比例 99 94 96 95 94 96 98 102 102 

神

岡

人口數 2,472 3,551 3,878 4,056 4,248 4,364 4,649 5,130 5,555 

男性 1,300 1,850 2,025 2,100 2,177 2,218 2,342 2,573 2,795 

女性 1,172 1,701 1,853 1,956 2,071 2,146 2,307 2,557 2,760 

性別比例 111 109 109 107 105 103 102 101 101 

　　

此表可見淡水地區人口是呈正向成長；男女比例方面，據統計 1906至

1911年仍然是男性多於女性；1921年後的人口統計，可見女性漸多於男性

人口。竹北、峨嵋、神岡地區性別比則是男性多於女性的情形；北埔則與淡水

相反，前期性別比是女多於男性、1936年統計則呈現男性多於女性的情形。

而後期男性人口減少則可能與都市化、戰爭時期的徵收軍人、軍扶，有相當

大的關連。性別比平均最高為竹北地區、最低為淡水地區。

表 15　研究點族群比例（％）



族群 淡水 竹北 峨眉 北埔 神岡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閩南 97.1 98.2 43.9 41.2 1.7 1.9 2.8 2.7 60.6 62.7

客家 1.0 0.8 56.1 58.8 98.3 98.0 97.2 97.2 35.1 33.5

非漢 1.9 1.0 0.0 0.1 0.0 0.1 0.1 0.1 4.3 3.8

　　此表中淡水、神岡地區以閩南族群為主，但淡水客家與非漢族群比例相

當低，神岡地區的客家族群比例較淡水地區高，非漢族群比例也較淡水地區

高；竹北地區雖然以客家族群為主，但族群比例接近平衡。峨嵋、北埔地區

的客家族群比例則都佔九成以上，閩南與非漢族群比例相當低。

　　不過於研究點族群比例中，淡水地區，閩南女性比例較男性多、神岡地

區亦是如此；竹北則是客家女性比例較男性高，峨嵋、北埔地區男女比例則

呈現較為相當。

表 16　研究點之婚姻型態比例

婚 姻

型態

淡水 竹北 峨眉 北埔 神岡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大婚 69.8 44.4 61.7 45.3 62.8 50.2 67.6 53.8 81.9 77.0

小婚 18.8 30.1 31.8 43.3 32.0 41.9 27.0 32.6 9.5 11.3

招贅婚 11.4 25.5 6.5 11.3 5.2 7.9 5.3 13.6 8.6 11.7

　　研究點區域內仍是以大婚為主，然而北部地區(淡水、竹北、峨嵋、北埔)

女性的小婚比例相當高，甚至於竹北、峨嵋地區佔有四成比例。淡水、北埔地

區亦有三成比例；此外，雖然淡水地區招贅婚比例最高；但神岡地區男子招

贅婚比例也較其他地區高、但淡水地區女性招贅婚人口比例最高。印證魏杰

茲認為北部為「熱絡的婚姻市場」，與中部地區受到平埔族影響而多招贅婚

與大婚的情形115。

115 魏捷茲。〈帝國、文人與婚姻─清末竹塹文人家庭中的女性婚姻形式初探〉。連瑞枝、莊英章。
《客家‧女性與邊陲性》。臺北：南天書局。2010。



表 17　研究點之纏足比例(%)

閩南 客家 非漢

女性人數 纏足比例 女性人數 纏足比例 女性人數 纏足比例

淡水 695 2.7 5 0.0 6 0.0

竹北 2,041 0.1 2,890 0.0 5 0.0

峨眉 60 0.0 3,844 0.0 3 0.0

北埔 83 0.0 3,088 0.0 16 0.0

神岡 2,295 0.1 1,320 0.0 129 0.0

　　可窺見，閩南有纏足習俗；客家族群因女性的勞動、工作場域較大，而

無纏足習俗。此表亦顯示閩南族群邊界較為鬆動，易被客家族群影響。如北埔

峨嵋等地的閩南族群纏足比例是零；而淡水地區的閩南族群是明顯高於其他

地區。



圖 6 研究點女性結婚率

　　此表中，淡水地區女性結婚率與年齡明顯晚於其他研究點的女性；然而

與淡水地區相反的竹北地區，則為 20歲至 22歲結婚率最高地區，神岡與峨

眉地區的女性則是 22歲至 24歲結婚率也同樣達到 95%至 98%之間。北埔地

區則呈現較竹北、神岡、峨嵋地區女性晚婚，卻也達到九成以上的結婚率。淡

水地區女性較為晚婚、不婚的情形，推測與淡水此外緊鄰大都市，其男性人

口與勞動力大；後期因戰爭時期徵收軍扶、軍人，造成男女人口比與其他研

究點更明顯差異。



表 18 研究點女性初婚類型比例及平均年齡

結婚率 平均年齡

地區 大婚 小婚 招贅婚 大婚 小婚 招贅婚

淡水 65.5 14.9 19.6 20.7 17.0 19.3 

竹北 62.2 27.6 10.2 18.2 17.1 18.4 

峨眉 73.8 20.3 5.9 18.7 17.2 18.9 

北埔 75.7 13.7 10.6 18.5 16.9 18.8 

神岡 81.7 8.7 9.6 19.6 17.6 19.8 

　　由此表更清楚表示，淡水、竹北地區大婚比例較其他地區低。尤以竹北

地區最低，小婚比例最高；神岡地區大婚比例最高。淡水地區則呈現出招贅

婚比例較其他地區高，推測與其港口、商業貿易造成男性人口浮動，造成招

贅婚有關。小婚比例則是竹北地區最高、次者為峨嵋地區；淡水地區大婚較

其他地區高，小婚年齡與招贅婚平均年齡則是神岡地區最高。大婚平均年齡

最低為竹北地區，較淡水地區低於 2歲；北埔地區則是小婚年齡最低，但小

婚平均年齡差異不大。



表 19研究點之職業的人數比例（％）

社會階層 淡水 北埔 竹北 峨眉 神岡

雜役日稼/傭 無技術工人階層 66 16 23

苦力 無技術工人階層 60 41 25

日雇 無技術工人階層 40 15 28

佃作(業) 農作階層 52 33 48 5

火夫 無技術工人階層 5

裁縫(業)、裁縫師(業) 低技術工人階層 4

茶園作 農作階層 4 1

洗濯業、洗衣業 小資本階層 1 3

爆竹(製造)職工 低技術工人階層 3

貸地業 白領階層 2 1

馱果仔小賣(商、業) 小資本階層 2 2

被傭(人) 無技術工人階層 1 1

裁縫業主 小資本階層 1 1

果物商 小資本階層 1 1 1

豆腐製造(業) 小資本階層 1

豆腐商 小資本階層 1

飲食店(業、營業) 小資本階層 1

腦丁 小資本階層 1 1

道士 白領階層 1

日稼業 無技術工人階層 1

製茶工 無技術工人階層 1

看護婦 白領階層 1

水汲業 無技術工人階層 　 2

菜園作 無技術工人階層 1

果物行商 小資本階層 1



和尚 白領階層 1

和洋雜貨商 小資本階層 　 3

裁縫職(工) 低技術工人階層 　 1

孢丁 無技術工人階層 1

物品販賣(業) 小資本階層 1

　　此表呈現職業中，可窺見職業選擇多從事農業或無技術工人階層等需付

出高勞動力相關工作，如苦力、雜役等職業。而北埔地區因就業人口多，其

職業選擇雖然人口多從事較為低階層職業；但從事小資本階層的人數比例亦

高於其他研究區域的情形。如，從事商鋪經營等，突顯北埔農商發展社會。

此外，竹北、峨眉地區職業選擇則多事苦力、日雇等無技術勞工，或農業生

產；峨眉地區從事商業經營人數則較竹北地區稍多的情形，但於就業人口仍

是少數人口。

表 20 客家婦女所在戶之社會階層代間流動

淡水 北埔 竹北 峨眉 神岡

戶數 比例 戶數 比例 戶數 比例 戶數 比例 戶數 比例

所在戶具有職

業登記之戶數 14 7,387 6,574 9,200 2,873

前一戶有職業

登記之戶數 2 14.3 3,377 45.7 2,368 36.0 4,059 44.1 1,131 39.4 

社

會

階

層

未流動 2 100.0 1,945 57.6 1,722 72.7 3,190 78.6 748 66.1 

向上流動 0 0.0 651 19.3 185 7.8 358 8.8 184 16.3 

向下流動 0 0.0 781 23.1 461 19.5 869 21.4 199 17.6 

　　此圖表可見淡水地區因為人口少，職業登記與流動上仍維持不變。縱覽

其他研究區域的社會階層流動等情形，為改變成佔比例超過半數；然而，多

數皆呈現社會階層向下流動的趨勢。其中北埔地區不論於向上或向下流動人



口比例皆比其餘研究點高，突顯出北埔社會流動變化較大的特點；反觀竹北、

峨眉地區社會階層流動階層現象下流動趨勢，但社會階層仍維持七成人口未

變動。神岡地區人口社會流動比例，較為特殊是雖然向下多於向上情形，然

流動上下比例是相接近。



第五章　結論
　　總結過去文獻探討，可看見有關客家婦女的研究討論相當豐富。而在就

業選擇中可見客家女性的職業選擇與地緣關係大，如新竹州地區女性職業常

與栽種、採收柑橘，淡水地區以採摘茶葉、包裝茶葉等工作。女性職業選擇中，

據職業分層統計與文獻紀錄也凸顯與勞動間的關係，如農作、洗衣工、採茶

女等需要付出大量勞力工作。而客家婦女家庭關係中，尤以地位方面也有多

重層次的討論與發現。如，客家婦女地位、與家庭權力、勞動關係時常和其他

族群比較高、低。如，有無纏足即標示比閩南女性獲得權力高；或討論客家

女性，家中地位與權力，是隨年齡而增加。祖母的地位最高、媳婦地位相較

較為低落；或客家女性常被稱讚的「客家美德」，背後實為當時社會的限制

與辛苦。而客家女性對於此些限制下，仍保持其動能性，甚至轉移至宗教信

仰。不論是齋堂、基督信仰上。雖然客家齋堂數量少，是受到客家對於「性別

期待」所致116，但客家女性信奉齋堂人數仍相當多；此外在討論北埔姜家女

性，可見女性於家中扮演角色雖然難記載於史料，卻透過口述與家譜記載等

資料拼湊可見其女性支撐家中運作與影響力。客家婦女勞動與家庭關係等仍

具相當的彈性與動能性，而非完全處於非流動與受壓迫的關係。

　　客家族群間世代差異的討論中，可看出過去至今男女分工模式仍維繫、

客語教育仍相當重視。母女世代間改變較明顯；父親仍維持客家傳統家庭模

式為主。以教育方面，客家男女的資源現今以相當，雖然仍期望長子成就較

多。兒女間平等對待，女兒也可以繼承遺產，較以往相比，女性地位上升。117

族群互動上，過去強調閩客不通婚，但於客家族群多於閩南族群人口地區，

閩客通婚的情形較多、甚至閩南族群習俗也會受到客家族群的影響。而林淑

玲認為族群文化邊界可能會受到其他族群的影響，可能被合併、覆蓋族群記

憶，然而多是呈現「多元族群認同」的情形。118

116 李玉珍，〈齋姑、齋教與宗教─日治新竹州的女齋堂〉。連瑞枝、莊英章。《客家‧女性與邊
陲性》，臺北：南天書局。2010。
117 黃琴雅，〈臺灣客家族群婚姻觀與家庭之探討--以客家女性為例〉，《中華家政學刊》，32
期。2002。頁 123-134。
118 林淑玲。〈異族通婚與跨族收養：日治時期前、中、後、先鋒堆客家與其他族群互動的軌跡〉。
高雄師範大學。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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