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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家中原論述」在台灣的建構：以《中原》雜誌為核心

的探索 

作者 鍾志正 

感謝客委會 105 年度客家研究優良博碩論文獎助三萬元正 

精要 

 

一、｢客家中原論述」建構史 

本論文以建構論的視角歷史實證方法，爬梳 1800 年以來客家先賢的客家論

述，析論｢客家中原論述」的建構史。 

本研究將｢客家中原論述」的建構及發展，分成(1)文化共性期(2)覺醒(3)拓廣

(4)成型期等四個階段。以下是分期的標竿點和代表人物及其經典著作 

表 1：｢客家中原論述」形成歷程分期表 

期別 代表性先賢及其著作著作 主要的建構內容 

共性期 宋末元初到 1800 年  

覺醒期 1806 年宋湘〈致徐旭曾書〉 尚有東晉遷來者的後裔，不多 

1808 年徐旭曾著〈豐湖雜記〉 客人是宋朝中原士族後裔 

1853 年黃香鐵《石窟一徵》 首本輯錄客家方言之作 

1859 年洪仁玕《資政新篇》a 韓山牧師的門徒皆｢客家」 

擴充期 1866 年林達泉《客說》 客人乃三代遺民官方不應殺客人 

1866 年黃遵憲〈送女弟〉b 客語源自中原。客人乃三代遺民 

1867 年丁日昌致書蔣益澧 c 敘述客家源流 

1881 年胡曦《梅水匯靈集》 輯客家詩人作品，開創客家文學 

1898 年溫仲和《嘉應州志》 方志首次刊載｢客家」兩字 

1921 年鍾用龢《粵省民族考原》 倡導客家文化優秀論 

1921 年賴際熙成立香港崇正總會 賴際熙連五任會長奠定良好基礎 

1925 年賴際熙《崇正同人系譜》 收集客家人族譜證明源自中原 

1930 年古直《客人對》 三次南遷論、客語乃中原古韻 

1931 年梅縣《歷史教科書》 教科書首次敘述客家中原論述 

成型期 1933 羅香林《客家研究導論》 創造五次南遷論 

資料來源：筆者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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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客家中原論述的原型 

本研究發現該論述乃是從漢人的姓氏文化中的｢郡望攀附」發展而來中原論

述乃是「非漢族邊民」漢化的管道。中華民族之所以能夠吸收四方邊民成為華夏

成員， 主要原因是《史記》的｢華夷同源論」以及「漢人同姓同祖概念」當作論

基礎，常以「增修族譜」實踐方式，讓四方邊民攀附、投靠逐漸漢化。  

1.《史記》「華夷同源論」 

    《史記》宣稱，四夷的祖先源出華夏，中華與四夷具有共同血緣。《史記》

以五帝、夏、商、周、秦「本紀」與楚、吳、越「世家」、匈奴等「列傳」等文

本，構築了「華夷同源、天下一統」共同血緣譜系。就是王明珂所謂的｢尋得或

假借一個華夏祖先傳說」。從而提供華夷銜接點，當作四夷漢化的基礎理論。 

2.以郡望當媒介的｢同姓同祖觀」。 

 同姓同祖的觀念，就是俗語說的「N 年之前是一家」，「一筆寫不出兩個

王字(或某姓)」的說法，表現在文獻上，則是「郡望」或「姓望」。漢人常把把

特定的幾個姓與某一個郡望相聯繫而成為「姓望」，或稱堂號。 

中古史學者毛漢光認為「姓望｣的攀附成分很高，宋以後的族譜所記載的堂

號，已經無法反映族譜主人的真正家世。然而，明清以降，漢人藉著姓望尋根，

堂號反而成了「祖先源自中原衣冠｣的證據，有循環論證之嫌。而由「姓望｣衍生

出的「同姓同祖」概念，也成了中原論述的基本理論來源之一。 

    

   三、台灣客家論述歷史 

    台灣客家先民在公元 1700 年前後尚是｢客家語言文化共性期」移出大陸母體，

沒有經歷過 20 世紀初中國大陸進行的｢現代國族建構」也沒也經歷過 1900 年前

後的「客家族群建構」的過程，而自行發展出的自己的歷程，簡單分成四期：

(1)1860 年之前是文化語言共性期，(2)在 1860 年左右形成｢粵人論述」，(3)1920

年左右形成｢客家原鄉論述」。(4)1945 年起傳入｢客家中原論述」，台灣客家人回

歸大客家主流。 

至於台灣何時產生｢客家中原論述」呢?本研究發現，清領或日治時期，台灣

並無｢客家中原論述」的蹤影。羅香林的五次遷移論是二次大戰前後才傳入。本

研究將傳入過程區分為以下五期：（1）接觸期、（2）顯現期、（3）擴充期、（4）

競爭期以及（5）傳說化期等演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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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中原》雜誌 

《中原》雜誌是羅香林客家中原論述傳入台灣的最主要推手。該雜誌是全球

第一套客家族群雜誌，1962 年由外省客家人創刊和主導，延續發行 40 年。其主

旨在於闡揚客家中原文化，並成功地將｢大陸客家集體記憶」植入台灣客家族群，

接引群清代移民後裔重回大客家家庭。 

(一)沿革：謝樹新（1918-1988 ）於民國 51 年在苗栗鎮獨資創辦《苗友》 月

刊，他是廣東省梅縣人興寧高中畢業，1947 年來台灣、1948 年擔任《中華日報》

苗栗特派記者，並在苗栗結婚生子。 

謝樹新目睹戰後台灣客家文化飽受日本文化摧殘，流失太多，他認為：｢必

需努力從家鄉來台學養有素的老前輩們的腦海裡，挖掘紀錄下來，才不致使客家

文化失傳」。《苗友》雜誌，發行一年後改名為《中原》雜誌，取意：客家人來自

中原，｢中原」即客家，｢客家」即中原。發行主旨為：｢其宗旨以發揚中原民族

優良傳統精神固有文化與研究中原語言、客家掌故、民情風俗，並改進歌謠為主」

（謝樹新，1984：（2）2-3）。以下是 40 年雜誌史： 

表 2：《中原》雜誌改組、改名 

起訖日期 雜誌名稱 

 

總期 發行人及改變特徵 

起：民 a51.06

迄：53.02 

《苗友》雜誌 1- 20 第一代社長謝樹新創立

《苗友》月刊 

起：民 53.03 

迄：民 76.06 

《中原》雜誌 21- - 519 《中原》月刊/週刊 

 

起：民 76.07. 

迄：89.12. 

《中原》週刊/ 

《中原客家雜誌》 

520 

-1117 

第二代社長徐運德 

後期改旬刊、半月刊  

起：民 90.04. 

迄：91.01 

《中原客家雜誌》   1118 

—1124 

第三代社長劉家丁 

改雙月刊 

資料來源：作者製表 

《中原》雜誌之所以維持 40 年而不墜，有賴以下諸因素：(1)作為主要讀者

群的台灣客家人熱衷閱讀客家文化客家知識(2) 《中原》力求復育客家化的旨意，

合乎｢去日本化、再中國化」國策，故而得到黨政的肯定與支持(3)外省客家人熱

心支持，故而，稿件源源不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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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作者群像：主要作家的省籍，14 人當中 13 位廣東籍一位是苗栗籍，偶見贛

南、閩西、廣西籍作品。（見表 3）。 

 

表 3：第一代《中原》雜誌主要作家列表 

作者姓名 

(生卒年) 

籍貫 筆名 學歷 專長 經歷、職業 

謝樹新 

1918-1988 

梅縣 本刊 興寧一中 苗栗縣政 中原雜誌老闆 

朱公演 

1903-1992 

五華 鴻咽 法政大學 主筆、時事、

掌故。 

苗栗縣府秘書 

鴻 

黃基正 

1920--?  

梅縣 

 

文新 中學 客語音義山

歌諺語歌謠 

在大陸小學教員，

縣府民政科股長， 文正 

侯夏冰 

1907-? 

梅縣 夏冰  諺語，掌故 廣東某縣教育局長 

古侃 

1904-? 

梅縣 

 

哲愚 中學畢業 

 

掌故風物山

歌詩  

新竹縣黨部主委， 

義民中學教職員 思正 

廖偉光  紫金 廖偉光 軍校畢業 禮俗源流 圖書館長縣志編纂 

胡敏如 五華 小兵 華南學院附中 掌故閒談 縣府兵役科科長 

鍾建英 

1897-1990 

苗栗 香岩 台北國語學校 中原詩圃 鎮長校長縣議會主

秘苗栗縣志編纂 

黎義本 平遠 黎明 東山中學 方言、掌故 苗栗縣府股長 

曾舉直

1894-1981 

梅縣 

 

天聲 

 

雲南講武學堂 精神領導。掌

故風物 

中將行政區專員 

縣志主編纂組組長 

吳鴻安 蕉嶺 口天  語音山歌 國中教師 

陳拱初 陸豐 陳拱初  詩，掌故 參議員，國中教師 

葉中光  醒客  山歌掌故 國中教師 

資料來源：作者製表 

 

(三)讀者：《中原》雜誌以苗栗縣客家鄉鎮的本地客家人為主要讀者。而當時台

灣民眾普遍識字率高，求知如渴，但是經濟能力差少有訂閱者，大多到圖書館或

公共閱報欄讀報。 

試著計算看看，當時苗栗縣約有 12 個客家鄉鎮，每個鄉鎮約有 30 個的民眾



5 
 

閱報點，合計約有 360 份月報點。假設每天有 3 人次閱讀該刊物，一個月下來約

90 人次閱讀。故而總共有 32,400 人次在公眾閱讀欄閱讀中員雜誌。假設另外其

他 3,640 份訂戶(大部分是公家機關、學校辦公室的內部人員閱讀)，假設每份每

月有 10 人次閱讀者，那麼共有 36,400 人次閱讀。把這兩大項加總起來，大約七

萬二千人次閱讀。至於其他真正個人家庭訂戶不多，不予計算。 

而讀者遍及苗栗縣的公務人員、教師、學生以及一般公共閱讀的民眾，故而

影響層面擴及老中青少四代，可謂相當深遠。這也是這份刊物能夠引領台灣客家

思維的重要原因之一。 

總之，｢客家中原論述」是接引台灣客家人｢再客家化」的重要成因，而《中

原》雜誌是主要推手。故而該雜誌成為如何復育客家文化｢如何接引失散的兄弟

回家」最佳案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