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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自西元 2012 年客家文化重點發展區進入原住民族行政區，兩種政策競合地

區逐漸延伸出許多問題，在山地鄉裡，政府規定必須由原住民擔任鄉長，給予原

住民族適合的治理方式，但也因此對當地其他族群有所影響。苗栗縣泰安鄉的客

家族群與原住民族群之間人數較為懸殊，且泰安鄉北五村為原住民族群及客家族

群混合居住最密集的地方，政策制訂與推動對其族群關係之影響甚鉅。 

本研究共採用「文獻分析法」、「社會網絡分析法」以及「深度訪談法」三種

研究方法，對泰安鄉北五村中利害關係人，包含公部門、私部門與第三部門，進

行組織互動網絡分析、議題網絡分析與深度訪談，得以對不同組織與不同族群，

能有更深層的瞭解與剖析。在相關文獻理論建構的方面，針對「族群關係」、「多

元文化」與「政策網絡」等關鍵字，收集與此相關的研究文獻，進而將資料加以

整合、歸納與析探。而從研究發現中，得之苗栗縣泰安鄉北五村族群之政策網絡

鬆散、族群生活關係緊密以及擁有豐富的多元文化。最後，本研究提出之研究建

議為積極推動客家文化重點發展區的政策與原住民族群與客家族群之間應資源

共享，希冀對政府發展族群相關政策之制定與推行有所助益。 

 

關鍵詞：  客家文化重點發展區  族群關係  多元文化  政策網絡



Influence of Hakka and Indigenous people complex administrative policy on 

Ethnic Relations – A Case Study of Tai' an Township, five Villages north, Maori 

County. 

Abstract 

Since 2012, the idea of promoting Hakka culture in the regions of indigenous 

people has been implemented. The policies for Hakka and indigenous people culture 

have brought many problems. In the regions of indigenous peoples, the government 

allows them to elect indigenous people to be township mayors so that it is easier for 

township mayors to get along with and deal with the majority of indigenous residents. 

However, it causes somehow impact on other ethnics. For example, the number of 

population of Hakka and indigenous people in Tai’ an Township, Miaoli County, 

where is the high mix of these two ethnics, is unbalanced. Thus, making and 

promoting policies will have a big influence on their relations.  

    This study applies "Document analysis", "Social Network Analysis" and 

"in-depth interview". For instance, interested parties in Tai’ an Township, five villages 

north including the Public sector, Private sector and Third Sector is used 

"Organizational interaction network analysis" and In-depth interview to analyze it. 

From the research, people can have deeper understanding and detail analysis between 

different organization and ethnics. 

 As for the theory in the related references, it is essential to collect and analyze 

the past studies referred to the key words, Ethnic Relations, Multiculturalism and 

Policy Network. According to those studies, the policies for the ethnics in Tai’ an 

Township in Miaoli County, five villages north has Loose network, close relation in 

life and multi-culture.



This study is suggested the policies of promoting Hakka culture be more active. 

Furthermore, Hakka and aboriginal people should share resources. This study may be 

helpful for the government to make and promote the policies related to the ethnic 

development.  

 

Keywords：Hakka culture Prioritize Area   Ethnic Relations  Multiculturalism 

Policy Net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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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背景與動機 

目前臺灣的族群包含閩南族群、客家族群、外省族群、新移民族群，和原住

民族群(王甫昌，2003)，其中客家族群及原住民族群為保存語言及文化，發動起

族群議題的運動。臺灣原住民族群從西元 1983年至西元 1996年間為爭取身分認

同以及自我的權益保障，因而發起的重大抗爭事件包含：破除吳鳳神話1、正名、

自治與憲法條款、反蘭嶼核廢料、還我土地運動、反興建瑪家水庫、反亞洲水泥

事件等等，在這些運動之後的重大成果包括：政府增編原住民保留地、成立原住

民族委員會、增加憲法增修條款，以及成立原住民電視臺等等(張人傑，2003)；

而臺灣客家族群在西元 1988 年正式揭開還我母語運動，其重大成果包括成立客

家委員會、通過客家基本法、成立客家電視臺，以及陸陸續續開設各大學客家相

關的系所(楊長鎮，1994)。這些事件的產生，多半是政府及社會的隱沒而產生的

族群運動，但也因此催生出族群性的代表機關，原住民族委員會及客家委員會，

不僅能保護族群本身的權益，更得以促使政府與社會關注相關議題。 

 本研究題目為：「客家山原複合行政區政策之族群關係影響－以苗栗縣泰安

鄉北五村為例」，題目中，客家山原的定義為客家以及山地原住民。因族群的本

位主義影響，因此，較容易傾向本身族群的立場爭取資源，但是土地使用，且居

住空間有限的臺灣裡，在生活上，自然避免不了必須與其他族群共同相處，彼此

互動的機會。而在族群性代表機關產生後，政府提出具體地域，以便執行政策。 

原住民族委員會於 2002年 1月 23日臺(91)原民企第 9101402號函，根據「原

住民族工作權保障法」第 5條規定中，有「原住民地區」2具體範圍(表 1-1)，更

                                                      
1 因 1987 年湯英伸事件，學界開始討論吳鳳神話造成鄒族人的歧視問題，且於同年 9 月發起遊

行要求把吳鳳鄉改名。 
2原住民基本法第 2 條用詞定義如下：  

一、原住民族：係指既存於臺灣而為國家管轄內之傳統民族，包括阿美族、泰雅族、排灣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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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落實有關原住民地區之條文。 

表 1-1 原住民族與平地原住民地區鄉鎮一覽表 

縣(市)別 原住民族地區(山地鄉) 平地原住民地區 

新北市 烏來區  

桃園市 復興鄉  

新竹縣 五峰鄉、尖石鄉 關西鎮 

苗栗縣 泰安鄉  南庄鄉 

臺中市 和平區(和平、梨山)  

南投縣 仁愛鄉、信義鄉 魚池鄉 

嘉義縣 阿里山鄉  

高雄市 茂林區、那瑪夏區、桃源區  

屏東縣 獅子鄉、牡丹鄉、來義鄉、春日

鄉、瑪家鄉、泰武鄉、三地門鄉、

霧臺鄉 

滿洲鄉 

宜蘭縣 大同鄉、南澳鄉  

花蓮縣 秀林鄉、萬榮鄉、卓溪鄉 花蓮市、新城鄉、壽豐鄉、光復

鄉、豐濱鄉、瑞穗鄉、富里鄉、

吉安鄉、鳳林鄉、玉里鎮 

臺東縣 蘭嶼鄉、金峰鄉、達仁鄉、海端

鄉、延平鄉 

關山鎮、鹿野鄉、池上鄉、臺東

市、卑南鄉、東河鄉、長濱鄉、鹿

野鄉、成功鎮、大武鄉、太麻里鄉 

                                                                                                                                                        
布農族、卑南族、魯凱族、鄒族、賽夏族、雅美族、邵族、噶瑪蘭族、太魯閣族及其他自認為

原住民族並經中央原住民族主管機關報請行政院核定之民族。  

二、原住民：係指原住民族之個人。  

三、原住民族地區：係指原住民傳統居住，具有原住民族歷史淵源及文化特色，經中央原住民

族主管機關報請行政院核定之地區。  

四、部落：係指原住民於原住民族地區一定區域內，依其傳統規範共同生活結合而成之團體，

經中央原住民族主管機關核定者。  

五、原住民族土地：係指原住民族傳統領域土地及既有原住民保留地。 

http://www.hakka.gov.tw/lp.asp?ctNode=2903&CtUnit=847&BaseDSD=40&mp=69&townid=K15&cat=catC
http://www.hakka.gov.tw/lp.asp?ctNode=2903&CtUnit=847&BaseDSD=40&mp=69&townid=V01&cat=catB
http://www.hakka.gov.tw/lp.asp?ctNode=2903&CtUnit=847&BaseDSD=40&mp=69&townid=V02&cat=catB
http://www.hakka.gov.tw/lp.asp?ctNode=2903&CtUnit=847&BaseDSD=40&mp=69&townid=V03&cat=cat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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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計 三十個 二十五個 

資料來源：原住民族委員會(2002) 

客家委員會亦於西元 2011年 2月 25日客會企字第 1000002677號公告發布。

根據「客家基本法」第 6條第 1項之規定，「客家人口達三分之一以上之鄉(鎮、

市、區)，應列為客家文化重點發展區」，以「99 年至 100年全國客家人口基礎資

料調查研究」之調查結果為基礎，所發布的現行 69 個鄉(鎮、市、區)為客家文

化重點發展區(表 1-2)，作為客家委員會執行政策時，投入資源、資金、人力，

最主要之行政區域。 

表 1-2 客家文化重點發展區一覽表 

直轄市、縣(市) 鄉(鎮、市、區) 小計 

桃園市 中壢區、楊梅區、龍潭區、平鎮區、新屋區、觀音

區、大園區 

7 

新竹縣 竹北市、竹東鎮、新埔鎮、關西鎮、湖口鄉、新豐

鄉、芎林鄉、橫山鄉、北埔鄉、寶山鄉、峨眉鄉 

11 

新竹市 東區、香山區 2 

苗栗縣 苗栗市、竹南鎮、頭份鎮、卓蘭鎮、大湖鄉、公館

鄉、銅鑼鄉、南庄鄉、頭屋鄉、三義鄉、西湖鄉、

造橋鄉、三灣鄉、獅潭鄉、泰安鄉、通霄鎮、苑裡

鎮、後龍鎮 

18 

臺中市 東勢區、新社區、石岡區、和平區、豐原區 5 

南投縣 國姓鄉、水里鄉 2 

雲林縣 崙背鄉 1 

高雄市 美濃區、六龜區、杉林區、甲仙區 4 

http://www.hakka.gov.tw/lp.asp?ctNode=2903&CtUnit=847&BaseDSD=40&mp=69&townid=H01&cat=catA05
http://www.hakka.gov.tw/lp.asp?ctNode=2903&CtUnit=847&BaseDSD=40&mp=69&townid=H02&cat=catB
http://www.hakka.gov.tw/lp.asp?ctNode=2903&cuItem=128764&CtUnit=847&BaseDSD=40&mp=69&townname=taoyuan_longtan&city=H&townid=H03
http://www.hakka.gov.tw/lp.asp?ctNode=2903&cuItem=128763&CtUnit=847&BaseDSD=40&mp=69&townname=taoyuan_pingchen&city=H&townid=H04
http://www.hakka.gov.tw/lp.asp?ctNode=2903&cuItem=128761&CtUnit=847&BaseDSD=40&mp=69&townname=taoyuan_new_home&city=H&townid=H05
http://www.hakka.gov.tw/lp.asp?ctNode=2903&cuItem=128766&CtUnit=847&BaseDSD=40&mp=69&townname=taoyuan_guanyin&city=H&townid=H06
http://www.hakka.gov.tw/lp.asp?ctNode=2903&cuItem=128766&CtUnit=847&BaseDSD=40&mp=69&townname=taoyuan_guanyin&city=H&townid=H06
http://www.hakka.gov.tw/lp.asp?ctNode=2903&CtUnit=847&BaseDSD=40&mp=69&townid=H07&cat=catB
http://www.hakka.gov.tw/lp.asp?ctNode=2903&CtUnit=847&BaseDSD=40&mp=69&townid=J01&cat=catB
http://www.hakka.gov.tw/lp.asp?ctNode=2903&cuItem=128774&CtUnit=847&BaseDSD=40&mp=69&townname=hsinchu_county2_chutung&city=J&townid=J02
http://www.hakka.gov.tw/lp.asp?ctNode=2903&CtUnit=847&BaseDSD=40&mp=69&townid=J03&cat=catB
http://www.hakka.gov.tw/lp.asp?ctNode=2903&cuItem=128771&CtUnit=847&BaseDSD=40&mp=69&townname=hsinchu_county2_kansai&city=J&townid=J04
http://www.hakka.gov.tw/lp.asp?ctNode=2903&cuItem=128776&CtUnit=847&BaseDSD=40&mp=69&townname=hsinchu_county2_hukou&city=J&townid=J05
http://www.hakka.gov.tw/lp.asp?ctNode=2903&cuItem=128777&CtUnit=847&BaseDSD=40&mp=69&townname=hsinchu_county2_xinfeng&city=J&townid=J06
http://www.hakka.gov.tw/lp.asp?ctNode=2903&cuItem=128777&CtUnit=847&BaseDSD=40&mp=69&townname=hsinchu_county2_xinfeng&city=J&townid=J06
http://www.hakka.gov.tw/lp.asp?ctNode=2903&CtUnit=847&BaseDSD=40&mp=69&townid=J07&cat=catB
http://www.hakka.gov.tw/lp.asp?ctNode=2903&CtUnit=847&BaseDSD=40&mp=69&townid=J08&cat=catA04
http://www.hakka.gov.tw/lp.asp?ctNode=2903&cuItem=128768&CtUnit=847&BaseDSD=40&mp=69&townname=hsinchu_county2_peipu&city=J&townid=J09
http://www.hakka.gov.tw/lp.asp?ctNode=2903&cuItem=128775&CtUnit=847&BaseDSD=40&mp=69&townname=hsinchu_county2_baoshan&city=J&townid=J10
http://www.hakka.gov.tw/lp.asp?ctNode=2903&cuItem=128769&CtUnit=847&BaseDSD=40&mp=69&townname=hsinchu_county2_emei&city=J&townid=J11
http://www.hakka.gov.tw/lp.asp?ctNode=2903&CtUnit=847&BaseDSD=40&mp=69&townid=O01&cat=catB
http://www.hakka.gov.tw/lp.asp?ctNode=2903&CtUnit=847&BaseDSD=40&mp=69&townid=O02&cat=catB
http://www.hakka.gov.tw/lp.asp?ctNode=2903&CtUnit=847&BaseDSD=40&mp=69&townid=K01&cat=catB
http://www.hakka.gov.tw/lp.asp?ctNode=2903&CtUnit=847&BaseDSD=40&mp=69&townid=K02&cat=catC
http://www.hakka.gov.tw/lp.asp?ctNode=2903&CtUnit=847&BaseDSD=40&mp=69&townid=K03&cat=catC
http://www.hakka.gov.tw/lp.asp?ctNode=2903&CtUnit=847&BaseDSD=40&mp=69&townid=K04&cat=catB
http://www.hakka.gov.tw/lp.asp?ctNode=2903&CtUnit=847&BaseDSD=40&mp=69&townid=K05&cat=catC
http://www.hakka.gov.tw/lp.asp?ctNode=2903&cuItem=128781&CtUnit=847&BaseDSD=40&mp=69&townname=miaoli_mansion&city=K&townid=K06
http://www.hakka.gov.tw/lp.asp?ctNode=2903&cuItem=128781&CtUnit=847&BaseDSD=40&mp=69&townname=miaoli_mansion&city=K&townid=K06
http://www.hakka.gov.tw/lp.asp?ctNode=2903&CtUnit=847&BaseDSD=40&mp=69&townid=K07&cat=catB
http://www.hakka.gov.tw/lp.asp?ctNode=2903&cuItem=128787&CtUnit=847&BaseDSD=40&mp=69&townname=miaoli_nanzhuang&city=K&townid=K08
http://www.hakka.gov.tw/lp.asp?ctNode=2903&cuItem=128782&CtUnit=847&BaseDSD=40&mp=69&townname=miaoli_touwu&city=K&townid=K09
http://www.hakka.gov.tw/lp.asp?ctNode=2903&CtUnit=847&BaseDSD=40&mp=69&townid=K10&cat=catB
http://www.hakka.gov.tw/lp.asp?ctNode=2903&CtUnit=847&BaseDSD=40&mp=69&townid=K11&cat=catB
http://www.hakka.gov.tw/lp.asp?ctNode=2903&CtUnit=847&BaseDSD=40&mp=69&townid=K12&cat=catA03
http://www.hakka.gov.tw/lp.asp?ctNode=2903&cuItem=128783&CtUnit=847&BaseDSD=40&mp=69&townname=miaoli_sanwan&city=K&townid=K13
http://www.hakka.gov.tw/lp.asp?ctNode=2903&cuItem=128789&CtUnit=847&BaseDSD=40&mp=69&townname=miaoli_shihtan&city=K&townid=K14
http://www.hakka.gov.tw/lp.asp?ctNode=2903&CtUnit=847&BaseDSD=40&mp=69&townid=K15&cat=catC
http://www.hakka.gov.tw/lp.asp?ctNode=2903&CtUnit=847&BaseDSD=40&mp=69&townid=K16&cat=catC
http://www.hakka.gov.tw/lp.asp?ctNode=2903&CtUnit=847&BaseDSD=40&mp=69&townid=K17&cat=catC
http://www.hakka.gov.tw/lp.asp?ctNode=2903&CtUnit=847&BaseDSD=40&mp=69&townid=K17&cat=catC
http://www.hakka.gov.tw/lp.asp?ctNode=2903&CtUnit=847&BaseDSD=40&mp=69&townid=K18&cat=catD
http://www.hakka.gov.tw/lp.asp?ctNode=2903&cuItem=128805&CtUnit=847&BaseDSD=40&mp=69&townname=taichung_tungshih&city=L&townid=L01
http://www.hakka.gov.tw/lp.asp?ctNode=2903&CtUnit=847&BaseDSD=40&mp=69&townid=L02&cat=catD
http://www.hakka.gov.tw/lp.asp?ctNode=2903&cuItem=128806&CtUnit=847&BaseDSD=40&mp=69&townname=taichung_ishioka&city=L&townid=L03
http://www.hakka.gov.tw/lp.asp?ctNode=2903&CtUnit=847&BaseDSD=40&mp=69&townid=L05&cat=catB
http://www.hakka.gov.tw/lp.asp?ctNode=2903&CtUnit=847&BaseDSD=40&mp=69&townid=M01&cat=catC
http://www.hakka.gov.tw/lp.asp?ctNode=2903&CtUnit=847&BaseDSD=40&mp=69&townid=M02&cat=catC
http://www.hakka.gov.tw/lp.asp?ctNode=2903&cuItem=128820&CtUnit=847&BaseDSD=40&mp=69&townname=kaohsiung2_mino&city=S&townid=S01
http://www.hakka.gov.tw/lp.asp?ctNode=2903&CtUnit=847&BaseDSD=40&mp=69&townid=S02&cat=cat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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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東縣 長治鄉、麟洛鄉、高樹鄉、萬巒鄉、內埔鄉、竹田

鄉、新埤鄉、佳冬鄉 

8 

花蓮縣 鳳林鎮、玉里鎮、吉安鄉、瑞穗鄉、富里鄉、壽豐

鄉、花蓮市、光復鄉 

8 

臺東縣 關山鎮、鹿野鄉、池上鄉 3 

合計：11 個直轄市、縣(市)、69 個鄉(鎮、市、區) 

資料來源：客家委員會「99年至 100 年全國客家人口基礎資料調查研究」(2011) 

研究者整理上述列表後，發現有關西鎮、南庄鄉、獅潭鄉、泰安鄉、和平

區、鳳林鎮、玉里鎮、吉安鄉、瑞穗鄉、富里鄉、壽豐鄉、花蓮市、光復鄉、

關山鎮、鹿野鄉、池上鄉，共 16 個鄉鎮市皆為原住民行政區與客家文化重點

發展區，彼此之間競合下之地區延伸出許多問題，因此不同族群應如何和平共處

以及政府推動政策之方面是為相當重要之議題。同時發現，全台灣僅有「泰安鄉

以及和平區(和平、梨山)」為客家山原複合行政區，在山地鄉3裡，政府法規規定

必須由原住民擔任鄉長，給予原住民族較為適合的治理方式，但也因此對當地其

他族群有所影響。且依據苗栗縣戶政服務網(2011)及客委會全球網(2011)的資料

顯示：泰安鄉原住民族群人口數約佔 71.36%；客家族群人口數約佔 40.88%，相

較和平區原住民族群人口數約佔 37.61%；客家族群人口數約佔 33.83%(臺中市和

平區戶政事務所，2011)，而因苗栗縣泰安鄉的客家族群與原住民族群之間人數

較為懸殊，尊重差異文化的困難度亦提升，且泰安鄉北五村為原住民族群及客家

族群混合居住最密集的地方，因此，研究者欲探究政策對其族群關係之影響。 

 

 

                                                      
3依據地方制度法第 57 條之規定:「山地鄉鄉長以山地原住民為限。」 

http://www.hakka.gov.tw/lp.asp?ctNode=2903&cuItem=128833&CtUnit=847&BaseDSD=40&mp=69&townname=pingtung_changzhi&city=T&townid=T01
http://www.hakka.gov.tw/lp.asp?ctNode=2903&cuItem=128828&CtUnit=847&BaseDSD=40&mp=69&townname=pingtung_linluo&city=T&townid=T02
http://www.hakka.gov.tw/lp.asp?ctNode=2903&cuItem=128834&CtUnit=847&BaseDSD=40&mp=69&townname=pingtung_high_tree&city=T&townid=T03
http://www.hakka.gov.tw/lp.asp?ctNode=2903&cuItem=128832&CtUnit=847&BaseDSD=40&mp=69&townname=pingtung_wanluan&city=T&townid=T04
http://www.hakka.gov.tw/lp.asp?ctNode=2903&cuItem=128829&CtUnit=847&BaseDSD=40&mp=69&townname=pingtung_neipu&city=T&townid=T05
http://www.hakka.gov.tw/lp.asp?ctNode=2903&cuItem=128827&CtUnit=847&BaseDSD=40&mp=69&townname=pingtung_takeda&city=T&townid=T06
http://www.hakka.gov.tw/lp.asp?ctNode=2903&cuItem=128827&CtUnit=847&BaseDSD=40&mp=69&townname=pingtung_takeda&city=T&townid=T06
http://www.hakka.gov.tw/lp.asp?ctNode=2903&CtUnit=847&BaseDSD=40&mp=69&townid=T07&cat=catF
http://www.hakka.gov.tw/lp.asp?ctNode=2903&CtUnit=847&BaseDSD=40&mp=69&townid=T08&cat=catB
http://www.hakka.gov.tw/lp.asp?ctNode=2903&CtUnit=847&BaseDSD=40&mp=69&townid=U01&cat=catD
http://www.hakka.gov.tw/lp.asp?ctNode=2903&cuItem=128839&CtUnit=847&BaseDSD=40&mp=69&townname=hualien_yuli&city=U&townid=U02
http://www.hakka.gov.tw/lp.asp?ctNode=2903&cuItem=128841&CtUnit=847&BaseDSD=40&mp=69&townname=hualien_ji_an&city=U&townid=U03
http://www.hakka.gov.tw/lp.asp?ctNode=2903&CtUnit=847&BaseDSD=40&mp=69&townid=U04&cat=catF
http://www.hakka.gov.tw/lp.asp?ctNode=2903&CtUnit=847&BaseDSD=40&mp=69&townid=U05&cat=catD
http://www.hakka.gov.tw/lp.asp?ctNode=2903&cuItem=128840&CtUnit=847&BaseDSD=40&mp=69&townname=hualien_shoufeng&city=U&townid=U06
http://www.hakka.gov.tw/lp.asp?ctNode=2903&cuItem=128840&CtUnit=847&BaseDSD=40&mp=69&townname=hualien_shoufeng&city=U&townid=U06
http://www.hakka.gov.tw/lp.asp?ctNode=2903&CtUnit=847&BaseDSD=40&mp=69&townid=U07&cat=catD
http://www.hakka.gov.tw/lp.asp?ctNode=2903&CtUnit=847&BaseDSD=40&mp=69&townid=U08&cat=catB
http://www.hakka.gov.tw/lp.asp?ctNode=2903&CtUnit=847&BaseDSD=40&mp=69&townid=V01&cat=catB
http://www.hakka.gov.tw/lp.asp?ctNode=2903&CtUnit=847&BaseDSD=40&mp=69&townid=V02&cat=catB
http://www.hakka.gov.tw/lp.asp?ctNode=2903&CtUnit=847&BaseDSD=40&mp=69&townid=V03&cat=catB
http://www.hakka.gov.tw/lp.asp?ctNode=2903&cuItem=128771&CtUnit=847&BaseDSD=40&mp=69&townname=hsinchu_county2_kansai&city=J&townid=J04
http://www.hakka.gov.tw/lp.asp?ctNode=2903&cuItem=128787&CtUnit=847&BaseDSD=40&mp=69&townname=miaoli_nanzhuang&city=K&townid=K08
http://www.hakka.gov.tw/lp.asp?ctNode=2903&cuItem=128789&CtUnit=847&BaseDSD=40&mp=69&townname=miaoli_shihtan&city=K&townid=K14
http://www.hakka.gov.tw/lp.asp?ctNode=2903&CtUnit=847&BaseDSD=40&mp=69&townid=K15&cat=catC
http://www.hakka.gov.tw/lp.asp?ctNode=2903&CtUnit=847&BaseDSD=40&mp=69&townid=U01&cat=catD
http://www.hakka.gov.tw/lp.asp?ctNode=2903&cuItem=128839&CtUnit=847&BaseDSD=40&mp=69&townname=hualien_yuli&city=U&townid=U02
http://www.hakka.gov.tw/lp.asp?ctNode=2903&cuItem=128841&CtUnit=847&BaseDSD=40&mp=69&townname=hualien_ji_an&city=U&townid=U03
http://www.hakka.gov.tw/lp.asp?ctNode=2903&CtUnit=847&BaseDSD=40&mp=69&townid=U04&cat=catF
http://www.hakka.gov.tw/lp.asp?ctNode=2903&CtUnit=847&BaseDSD=40&mp=69&townid=U05&cat=catD
http://www.hakka.gov.tw/lp.asp?ctNode=2903&cuItem=128840&CtUnit=847&BaseDSD=40&mp=69&townname=hualien_shoufeng&city=U&townid=U06
http://www.hakka.gov.tw/lp.asp?ctNode=2903&CtUnit=847&BaseDSD=40&mp=69&townid=U07&cat=catD
http://www.hakka.gov.tw/lp.asp?ctNode=2903&CtUnit=847&BaseDSD=40&mp=69&townid=U08&cat=catB
http://www.hakka.gov.tw/lp.asp?ctNode=2903&CtUnit=847&BaseDSD=40&mp=69&townid=V01&cat=catB
http://www.hakka.gov.tw/lp.asp?ctNode=2903&CtUnit=847&BaseDSD=40&mp=69&townid=V02&cat=catB
http://www.hakka.gov.tw/lp.asp?ctNode=2903&CtUnit=847&BaseDSD=40&mp=69&townid=V03&cat=cat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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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問題與目的 

苗栗縣泰安鄉擁有原住民族地區與客家文化重點發展區的兩個雙重政策，原

住民族地區政策行之有年，例如：依據原住民族工作權保障法第 5 條4，規定原

住民地區的各級政府機關、公立學校及公營事業機構，僱用人員的總額中，應有

三分之一以上是擁有原住民身分；而 2012 年進入客家文化重點發展區的政策之

後，研究者從客家委員會主動公開資訊裡，在法律的部分，根據客家基本法第 6

條第 1 項5規定客家文化重點發展區，加強客家語言、文化以及文化產業的傳承

及發揚，又第 6 條第 2 項6規定，客家文化重點發展區應要推廣客語作為公事語

言，公教人員應加強客語能力，以便服務民眾。在行政規則的部分，有產業發展

類包括：「提高客家文化重點發展區計畫補助比率執行作業要點」7與「客家委員

會推展客家青年返鄉創業啟航補助作業要點」等等；藝文發展類有「客家委員會

推展客家學術文化活動補助作業要點」等等。從上述的法規以及行政規則中發

現，泰安鄉因具備原住民族行政區以及客家文化重點發展區兩種政策的特殊狀

況，因此研究者欲關注的問題於下： 

 

                                                      
4原住民族工作權保障法第 5 條原住民地區之各級政府機關、公立學校及公營事業機構，其僱用

下列人員之總額，應有三分之一以上為原住民：「 

一、約僱人員。 

二、駐衛警察。 

三、技工、駕駛、工友、清潔工。 

四、收費管理員。 

五、其他不須具公務人員任用資格之非技術性工級職務。 

前項各款人員，經各級政府機關、公立學校及公營事業機構列為出缺不補者，各該人員不予列

入前項總額計算之。 

原住民地區之各級政府機關、公立學校及公營事業機構，進用須具公務人員任用資格者，其進

用原住民人數應不得低於現有員額之百分之二，並應於本法施行後三年內完成。但現有員額未

達比例者，俟非原住民公務人員出缺後，再行進用。 

本法所稱原住民地區，指原住民族傳統居住，具有原住民族歷史淵源及文化特色，經中央主管

機關報請行政院核定之地區。」 
5客家基本法第 6 條第 1 項：「行政院客家委員會對於客家人口達三分之一以上之鄉（鎮、市、

區），應列為客家文化重點發展區，加強客家語言、文化與文化產業之傳承及發揚。」 
6客家基本法第 6 條第 2 項：「前項重點發展區，應推動客語為公事語言，服務於該地區之公教

人員，應加強客語能力；其取得客語認證資格者，並得予獎勵。」 
7 計畫實施地點及提高補助比率情形，以前揭行政院核定之 28 個鄉(鎮、市)為限，執行機關並

以鄉(鎮、市)公所為限，泰安鄉非為核定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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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苗栗縣泰安鄉北五村的原住民族群及客家族群，受到政策影響下的社會  網

絡為何？ 

二、苗栗縣泰安鄉北五村的原住民族群及客家族群，受到政策影響下的族群關係

為何？ 

三、苗栗縣泰安鄉多元文化的特色，未來應如何持續發展？ 

林俐瑩、吳憲(2013)表示通常一個族群的建立，是基於自己弱勢的想像，產

生對抗優勢族群的認知，而有必要強調自己所屬的族群團體。因此，族群之間的

相處可能遇到某些不公平或是有所比較的時候，尊重差異與族群融合非為容易之

事，研究者希冀藉由本研究的內容，能夠對多元族群融合，以及泰安鄉北五村的

族群關係互動發展有所貢獻，基此，本研究的主要目的為： 

一、苗栗縣泰安鄉北五村的原住民族群及客家族群，受到政策影響下的社會網

絡，找出程度中心性高、中介中心性高的利害關係人，可作為政策推動者或是政

策宣傳者。 

二、瞭解苗栗縣泰安鄉北五村的原住民族群及客家族群，受到政策影響下的族群

關係，作為當今現況與未來發展的參考。 

三、提供苗栗縣泰安鄉北五村未來持續發展多元文化特色的方向。 

以下章節安排共分成四個部分，第二章為文獻探討與理論基礎包含相關文獻

回顧、族群關係與多元文化、政策網絡與客家山原複合行政區相關政策；第三章

為析探苗栗縣泰安鄉客家山原複合行政區個案析探；第四章為實證研究分析；第

五章為研究發現與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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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架構與方法 

 

壹、研究架構 

研究者從蒐集及閱讀苗栗縣泰安鄉歷史資料、相關碩博士論文及期刊文獻

後，本研究將聚焦於客家山原複合行政區各政策，影響原住民族群與客家族群之

間各個面向的互動關係，因此原住民族群與客家族群之間的互動，故因政策網絡

影響族群關係，以及多元文化等問題。故本研究針對族群關係、多元文化與政策

網絡等相關文獻資料，以探討政策對原住民族群與客家族群之間互動關係的影

響；再將其行動者分為「公部門」、「私部門」以及「第三部門」進行分類歸納，

使用社會網絡分析方法，為了解苗栗縣泰安鄉各個行動者、共同組織以及社會連

結之網絡互動關係，在結果分析中找出程度中心性及中介中心性，再對其執行深

度訪談。圖 1-1為本研究所運用的研究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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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研究架構圖 

資料來源：本研究繪製 

 

 

 

 

 

 

苗栗縣泰安鄉北五村客家山原複

合行政區政策對族群關係之影響 

公部門 

第三部門 私部門 

1. 組織互動網絡與議題網絡分析(平時

互動網絡、客家文化政策網絡、原住民

文化政策網絡與多元文化政策網絡) 

2. 政策對族群關係之衝擊(地方制度

面、教育文化面、土地管理面、經濟發

展面與多元文化面) 

 

 

 

苗栗縣泰安鄉北五村政策之組織

互動網絡與議題網絡分析 

1. 組織互動網絡與議題網絡分析 

2. 地方公職人員之歷年析探 

3. 政策對族群關係之衝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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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研究流程 

本節欲呈現出研究流程，依序從研究背景與動機，研究問題與目的，再進行

相關文獻的收集與整理，並仔細規畫，建立出研究架構以及問卷題目的設計大’

綱，經過了實際問卷調查與訪談之後，實施資料統計分析可得出研究結果，最後

提出研究發現與建議。本研究流程圖如下： 

 

 

 

 

 

 

 

 

 

 

 

 

 

 

 

圖 1-2研究流程圖 

資料來源：本研究繪製 

 

 

 

研究背景與動機確立 

研究目的與問題訂定 

文獻探討理論基礎整理 

研究架構建立 

社會網絡問卷及深度訪談執行 

資料整理與分析 

研究發現與建議 

相關文獻 族群關係 多元文化 政策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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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研究方法 

本研究從族群關係的角度切入，探討苗栗縣泰安鄉客家族群與原住民族群之

間互動的關係，故本研究共採用「文獻分析法」、「社會網絡分析法」以及「深度

訪談法」三種研究方法；其中「深度訪談法」又分作「非結構式」、「半結構式」

和「結構式」訪談(胡幼慧，1996)。本研究主要採取「訪談法」中的「半結構式」

訪談，並先擬定訪談大綱後進行深度訪談；並使用三項研究方式進行資料的蒐

集、累積與整理。 

一、文獻分析法  

研究者在著手進行論文撰寫前，必須經由相關文獻的蒐集整理過程，大量閱

讀相關文獻後，初次開始組織想法與論述方向，並且將所有相關的各方資料，編

制成有層次的架構，再確立一個有價值的研究主題，經由篩選過後的相關文獻

中，此階段的文獻即為相當有價值意義的資料，也能將研究的大方向逐漸縮小聚

焦出屬於自己能夠達成的研究領域。葉至誠、葉立誠(2005)表示，這是一種透過

「文獻資料」進行研究的方法，以系統性地，且客觀的界定和評鑑，並整理證明

的方法，來作為確定過去事件的確實性和結論，能幫助我們瞭解過去、重建過去，

解釋現在、洞察現在與推測將來，有助於研究的進行。 

進行某項研究時，為定義研究之內容與範圍，蒐集與本研究相關資料，輔助

研究完成的完整以及周延性。首先，利用國家圖書館「臺灣博碩士論文知識加值

系統」以及「華藝線上圖書館」等搜尋引擎工具，蒐集由之前學者研究的相關議

題，獲得一些文獻資料的累積，例如博碩士論文、各類群專書、研究期刊、研討

會等，接著以「關鍵字」搜尋，找出相關的論文專題，藉此歸納現有文獻資料並

整合分析探討，本研究針對「族群關係」、「多元文化」與「政策網絡」等關鍵字，

收集與此相關的研究文獻，進而將資料加以整合、歸納與析探欲研究之文獻內

容。本研究為解決文獻資料分析法的侷限性與時間落差的問題，在研究方法的選

擇上，除了採用文獻資料分析法外，另外在加上運用了「深度訪談法」，增加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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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的周延性。 

    以上藉由文獻探討法對苗栗縣泰安鄉原住民族群與客家族群的族群關係深

入了解，使本研究脈絡清晰，廣泛且深入地閱讀大量文獻，尋找有關族群互動的

重要研究，使得本研究內容撰寫的思考能夠更為周詳且縝密。 

二、社會網絡分析 

Emirbayer & Goodwin(1994)將社會網絡定義成由一群行動者所組成的社會

關係，也表示在某一群體當中，成員之間所建立的特定一種連帶套繫關係，從整

體的網絡結構，作為解釋群體中成員的個人社會行為(Mitchell, 1993)。是一個有

關於人、團體，以及組織之間彼此互動關係的網絡連結，而且不同型態的關係會

形成不同的網絡連結，因此一個鄉鎮在族群關係發展的過程當中，不同族群身分

者、社區發展協會、社團、地方業者之間的互動是族群發展的重要關鍵，而政府

政策的執行則是在族群發展實際運作的推力。 

因此，本研究採取社會網絡分析方法，透過個案的實證分析，針對研究個案

苗栗縣泰安鄉進行客家族群與原住民族群的盤點調查，再將資源予以分類，設計

有關苗栗縣泰安鄉北五村中公部門、私部門和第三部門之間互動的行動者，進行

社會網絡調查問卷，關於平時互動的頻率部分(在分析時稱為平時互動網絡)，題

目為「請問您平時與哪些公部門、私部門或第三部門平時互動頻率最多？」；關

於客家政策合作對象部分(在分析時稱為客家政策合作對象網絡)，則題目為「請

問您通常與哪些公部門、私部門或第三部門合作客家政策？」；關於原住民政策

合作對象部分(在分析時稱為原住民政策合作對象網絡)，則題目為「請問您通常

與哪些公部門、私部門或第三部門合作原住民政策？」；關於多元文化推動對象

部分(在分析時稱為多元文化推動合作網絡)，則題目為「請問您通常與哪些公部

門、私部門或第三部門合作推動多元文化？」。 

 透過社會網絡的指標分析，了解平時互動網絡與資訊分享網絡兩者，在苗栗

縣泰安鄉族群關係中最核心關鍵的行動者，以及常常扮演溝通橋梁角色的關鍵者

為何?故以程度中心性與中介中心性兩者作為主要分析指標。其次，對於政策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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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網絡的部分，為了解在目前泰安鄉族群關係運作上，對於各個行動者而言，主

要是哪些單位或組織有接觸過客家政策、原住民政策、多元文化政策?故以程度

中心性作為分析指標；或常負責傳遞訊息與第三者的中介中心性。 

 本研究針對所回收的社會網絡問卷進行分析，而這些行動者主要是較常參與

苗栗縣泰安鄉族群政策活動的政府單位、學校、店家及社團協會等行動者，再透

過採用社會網絡分析工具來分析並進行推估。 

三、深度訪談法  

    研究者欲對某一地區進行田野調查時，必需要搜尋當地長老或是相關人士，

進行深度訪談。范麗娟(2004)認為應以受訪者為中心，將他們對於某事件、經驗

的觀點以及想法予以詳盡的敘述及說明，並且強調以人為本的角度，再來詮釋個

人的行為或態度。黃卓權(2008)指出在訪談的過程中，獲取對研究有幫助的鄉土

史料，並且能夠從長老的分享中瞭解許多有關當地的歷史民間傳說、奇聞佚事等

會有令人意想不到並具有研究價值的收穫。質性研究的訪談如同一段對話之旅，

在這段對話之旅中，訪談者與受訪者必須將彼此當作「夥伴關係」，並藉由語言

與非語言的接觸，才可以完成對話的過程與目的(Crabtree & Miller, 1992；轉引自

潘淑滿，2003)。事實上，訪談法即為一種溝通和談話的一種工具，也是我們日

常生活中最為普遍的互動方式。「夥伴關係」意味著在訪談的過程中，訪談者和

受訪者雙方之間是積極互動，進行參與訪談，一起建構現象、事件或經驗意義的

人(潘淑滿，2003)。 

訪談的類型相當多元化，依照訪談對象或內容呈現不同型態，因此本研究從

針對程度中心性及中介中心性較高者，執行半結構式的訪談，即是指研究者在進

行訪談之前，根據研究的問題與目的，再設計出訪談大綱，過程中以半開放式的

詢問方式，藉以引導並詢問受訪者內心的想法、感受與個人經驗。因此可以發現，

半結構式訪談是介於結構式與非結構式間的一種研究方法，能夠以較開放的態度

來對某些較特定的議題，並且能夠更深入去瞭解受訪者的想法、感受及個人經

驗。但也因為每位受訪者對於問題本身的認知及感受都不盡相同，經常會導致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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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者的回答和反應，會有某種程度的落差(潘淑滿，2003)。 

深度訪談主要重點的部分，環繞於社會網絡問卷的議題，更能了解實際情

形。例如，平時與誰或哪些單位互動較多？政策下的客家、原住民、多元族群等

議題，並將此訪談結果應用於輔助說明社會網絡的分析結果，亦能在半結構式訪

談中，延伸出更多資訊可供參考，藉以瞭解其客家山原複合行政區所產生的族群

關係影響。基此，深度訪談題綱主要包含了三大面向，依序為： 

(一) 苗栗縣泰安鄉北五村的原住民族群及客家族群，受到政策影響的社會網絡。 

(二) 苗栗縣泰安鄉北五村的原住民族群及客家族群，受到政策影響的族群關係。 

(三) 苗栗縣泰安鄉多元文化的特色，未來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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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與理論基礎 

 

第一節 相關文獻回顧 

本研究為探討「族群關係」、「多元文化」、「政策網絡」與「泰安鄉」為關鍵

字，以便瞭解目前學術界對此類議題探討的情況，使用國家圖書館的全國博碩士

論文及華藝線上圖書館等學術論文資訊網中，搜尋國內相關博碩士論文及期刋文

章。將所有蒐集之文獻歸類、整理及分析如下：2015 年 10 月搜尋國家圖書館

之全國博碩士論文、華藝線上圖書館等學術論文資訊網之相關學位論文及相關期

刊資料，以「族群關係」、「多元文化」、「政策網絡」與「泰安鄉」為關鍵字進行

文獻搜尋結果，發現目前國內共有 7篇與本研究相關之學術，包含 6篇碩士論文

與 1篇季刊，為求能清楚明暸各研究者撰寫之論文特色，故本研究將作者、題目、

研究目的、研究發現、研究相關等，分別以發表之時間先後整理如下： 

表 2-1本研究相關之學術研究 

論文題目 1 泰雅族北勢群山胞的生活空間─以苗栗縣泰安鄉象鼻村為例 

研究者 張玓(1991) 

出處 臺灣師範大學地理研究所碩士論文 

研究目的 本文以苗栗縣泰安鄉象鼻村內的三個泰雅族北勢群部落為研究

對象，以系統概念，從事小區域研究，透過對該地生活方式的探

究，瞭解其生活空間的變化過程。 

研究方法 參與觀察法、深度訪談法 

研究發現 並以游耕狩獵期、定耕自給農業期、商品經濟期三個階段，分別

從墾作空間、狩獵空間、社會空間等角度，觀察各時期的生活空

間特性。1.在游耕狩獵期，各部落擁有廣大的獵場和游耕地，強

烈的領域意識，令其不容他部落或異族的人任意侵犯，在完整而

http://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6IUDbX/search?q=auc=%22%E5%BC%B5%E7%8E%93%22.&searchmode=bas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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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立的空間中，過著充分自給自足的生活。透過共勞、共獵、共

祭等活動，與部落內的社人產生緊密互動的社會關係；藉著豐年

祭的邀請及通婚行為，與鄰近部落建立友好的情誼。2.在定耕自

給農業期，因日據時外力的強行侵入，以及光復後的種種山地政

策，使本區生態體系開始受明顯破壞，狩獵空間隨之縮小，狩獵

方式也因之改變。而當生活空間被局限於所謂「番人所要地」或

「山地保留地」的範圍內時，惟有以定耕來適應此改變。雖然此

時狩獵空間和墾作空間較以往受限，但社會空間卻較過去略為擴

大，如到平地與漢人交易日頻；通婚圈已從南三村擴及台中縣和

平鄉一帶。因經濟生活的自給性仍高，更凸顯其半開放特性。3.

在商品經濟期，當禁獵法令公佈之後，象鼻村山胞甚至連他們向

來靠以維生的狩獵空間，均悉歸國有；然而堅於大安道路的開

拓，使其與平地人有較密切的交互作用，無形中接受許多新的資

訊和觀念，知道利用山地資源，種值具經濟價值的作物，進而提

高其生活品質，各樣所需已逐漸依附台灣經濟體系而生存。又受

外界繁華社會的吸引，年輕人至外地就學、就業的現象普遍，通

婚圈、工作圈甚至從台中縣市擴展至全省，對空間的認知只停留

在行政區的劃分上，對自己所屬部落不再具有強烈的領域意識。

表面上，象鼻村三部落從傳統到現代，其具體的領域空間縮小了

許多，但事實上真正能滿足他們各樣生活需求的空間範圍卻伸展

得更大。 

研究相關 此研究探討山地政策部分，與個人研究土地政策部分相似而得以

參考。但因此研究僅探討象鼻村範圍的部分，個人研究將其範圍

移至北五村的部分，再加以探究。 

論文題目 2 原住民部落居民對發展觀光產業影響的認知―以苗栗縣泰安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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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三村為例 

研究者 陳本騰(2004) 

出處 靜宜大學觀光事業學系研究所碩士論文 

研究目的 本研究主題在探討苗栗縣泰安鄉南三村社區居民對發展觀光產

業衝擊，以深度訪談的方法及參與觀察法，嘗試透過部落居民現

身說法，來探討原住民部落居民對發展觀光產業所面臨之衝擊影

響，由不同的構面來研究分析。並嘗試在瞭解居民的衝擊與對本

地觀光資源的發展期待後，分析建議出該區未來的發展策略。 

本研究之研究目的為： 

一、瞭解原住民對發展觀光產業之經濟影響。 

二、瞭解原住民對發展觀光產業之社會文化影響。 

三、瞭解原住民對發展觀光產業之實質環境影響。 

研究方法 參與觀察法、深度訪談法 

研究發現 研究結果與發現在經濟影響認知方面：發展觀光產業確實增加居

民工作機會、觀光相關行業多元、觀光職業訓練積極、更重視家

庭經營及子女教育、產業結構改變、自有及外來資金運用及接納

觀念、居民變得現實不團結。在社會文化影響認知方面：文化及

技藝得以推廣傳承、居民凝聚力聚合、部落社區結構改變、治安

機關裁撤的影響、惡習傳播模仿之負面影響。在實質環境影響認

知方面：環境保護思維能有共識、不當使用或開發之負面影響、

人為建設把環境點綴，大多數持正面支持的看法。 

研究相關 此研究探討發展觀光產業政策部分，與個人研究經濟政策部分相

似而得以參考。但因此研究僅探討南三村範圍的部分，個人研究

將其範圍移至北五村的部分，再加以探究。 

論文題目 3 森林經營與資源依賴社區關係之研究―苗栗縣泰安鄉個案研究 

http://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6IUDbX/search?q=auc=%22%E9%99%B3%E6%9C%AC%E9%A8%B0%22.&searchmode=bas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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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者 楊槐駒(2004) 

出處 臺灣大學森林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研究目的 本文選擇大安溪事業區生態系經營示範區周遭資源依賴社區為

對象，企圖辨明泰安鄉鄉民對國、公有森林經營的意見以及社區

狀況。 

研究方法 問卷調查法、參與觀察法、深度訪談法 

研究發現 首先，以問卷調查鄉民對國、公有林經營、鄉內社區組織、社區

決議方式、社區林業議題各方面意見，參考田野調查與訪談資料

解釋、歸納鄉民一般意見。其次，依鄉內地理區隔選擇前山之八

卦村、後山的梅園村天狗部落進行深入訪談與參與觀察，說明社

區面對產業轉型時內部所做的調整與整合。前者顯示社區發展結

合觀光資源的過程中，社區組織透過傳統儀式整合內部歧見；後

者顯示社區菁英如何引入外來資源，善用社區內部差異以結合生

態保育、社區發展的多元目標。此外，透過分析與比較，界定部

落發展之現況與趨勢。最後，就泰安鄉的調查結果，本文認為社

區具備豐富多樣的性質，林務機關推動以社區為基礎的資源管理

前需先對社區有所瞭解，並且應配合社區產業特色採取適當調整

與修正社區林業政策。 

研究相關 此研究探討社區林業政策部分，與個人研究經濟政策部分相似而

得以參考。但因此研究僅聚焦在林業的部分，個人研究將其範圍

擴大至整個泰安鄉經濟的部分，再加以探究。 

論文題目 4 由溫泉觀光開發現況探討原住民部落發展困境之研究—以泰安

溫泉為例 

研究者 蘇芳韻(2005) 

出處 淡江大學建築學系碩士班碩士論文 

http://www.airitilibrary.com/Publication/PublicationIndex/D0001007005
http://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6IUDbX/search?q=auc=%22%E8%98%87%E8%8A%B3%E9%9F%BB%22.&searchmode=bas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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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目的 本研究的目的是以近年國內觀光帶動原住民部落地區資本經濟

發展的潮流中，探討原住民傳統文化與資本經濟間的衝突。並以

在政府機制運作下的相關因應法令、政策、建設對於原住民部落

生活文化衝突的事實，藉以突顯原住民族族主權並未因近年的備

受矚目而獲得真正的落實。 

研究方法 文獻分析法、資料蒐集及深度訪談法 

研究發現 藉由本論文的研究過程得到以下結論： 

1.永續經營、共管機制可兼併觀光開發、自然保育及原住民文化

保存。 

2.原住民部落應推動自我文化基礎教育加強族人民族意識。 

研究相關 此研究探討政府政策對於原住民部落生活文化衝突部分，與個人

研究經濟政策及土地政策部份相似而得以參考。但因僅研究發展

溫泉觀光政策的部分，個人研究將其範圍擴大至政治參與制度等

再加以探究。 

論文題目 5 原住民社區更新之探討—以苗栗縣泰安鄉天狗部落為例 

研究者 楊浦霖(2009) 

出處 中興大學水土保持學系所碩士論文 

研究目的 台灣原住民隨不同的語言、文化，目前經正名計有 12 族群，而

苗栗縣原住民以泰雅族群居多，且多分佈於泰安鄉，境內擁有豐

富天然觀光景觀資源，依苗栗縣綜合發展計畫，定位於觀光遊憩

農業發展地帶，然由於原住民傳統聚落地處偏遠、社經人文、交

通產業等條件性質特異，有賴政府重點式之輔導促動，始為社區

活化之契機，近年來政府相關部門陸續推動相關社區更新之總體

營造計畫，已建立起相當程度的操作模式，然而原住民聚落異於

平地聚落，規劃著重層面應有所不同，更應有不同的思維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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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方法 文獻分析法、深度訪談法 

研究發現 經研究整理探討結果，目前政府在推動生活環境改善層面，已有

具體效益。然原住民社區更應以「集村式規劃」的觀點為基礎架

構，先透過土地重劃開發之方式，整體性的同時改善生活環境，

生產環境，不僅是凝聚社區意識之起步，並藉由系統的規劃，期

使降低對自然環境的衝擊；而在前置作業階段，應以「扶助弱勢

族群」的觀念，採全額津貼獎勵補助的方式培訓社區規劃人才，

並藉由規劃團隊的介入連結，規劃整理社區整體實質發展計畫，

將更有助於推動由在地人營造在地化之社區；而在社區後續總體

營造方面，更應由行政院原住民委員會統籌整合相關社區事業的

有限資源，以有效推動社區整體分期發展計畫。 

研究相關 研究探討社區總體營造的政策部分，與個人研究土地政策部份相

似而得以參考。但因此研究僅在社區總體營造的政策的部分著

墨，個人研究將其範圍擴大至相關經濟政策等再加以探究。 

論文題目 6 遊走在族群邊緣：一個客家聚落的經社變遷 

研究者 許占文(2012) 

出處 國立聯合大學經濟與社會研究所碩士論文 

研究目的 本研究調查的分析軸向與研究目的包括(1)洗水坑客家聚落，再

歷史的發展中族群邊際的維持與流動及族群互動的發展；(2)以

原住民為主要居民的整體環境中，客家聚的經濟與社會面向變遷

與發展；(3)洗水坑豆腐街聚落的興、衰與再造的過程中，對於

當地文化特色的影響與形塑，以及未來發展定位。 

研究方法 文獻分析法、深度訪談法 

研究發現 依據本研究所提出的研究問題，對公部門、在地民間組織、在地

店家與居民，進行深入訪談，總共累積了 16 位受訪者資料，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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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文獻分析，就街市聚落族群邊際的生成變化與特色分析得知：

1.山林資源的競取，產生原客族群的利益衝突及其邊際推摩；2.

土地資源有利於原住民而不利於客家人；3.政治參與政策，限定

原住民領導；4.福利政策措施，造成客家人相對弱勢感受；5.食

貨交易與交換互動，形成原客的社會交往關係；6.泰安鄉族群互

動與族群語言的使用，北五村的原住民習於客家話的使用，南三

村則以泰雅語為生活共同體的語言；7.在信仰文化與婚喪生命禮

儀的差異區別，原住民是天主教儀式，而客家是傳統的客家習俗

與民間道教信仰；8.泰安鄉的客家人和原住民的通婚相當少，原

住民反而和外地的漢人通婚比較多。 

就洗水坑豆腐街生活共同體營造的發展變化分析，可得到下述的

經驗特質：1.豆腐街成為地方特色產業的消費空間後，居民生活

節奏速度加快，也改變了經濟生活型態；2.以豆腐為特色載體建

構地方特色產業，與客家文化產生密不可分的連結關係。 

研究相關 此研究探討族群關係的部分，與個人研究族群認同及語言使用部

份相似而得以參考。但因僅研究清安村洗水坑豆腐街的範圍，個

人研究將其範圍擴大至整個北五村再加以探究。 

論文題目 7 客家文化重點發展區與原住民行政區競合下之族群關係： 

以苗栗縣泰安鄉為例 

研究者 王保鍵(2015) 

出處 文官制度季刊 

研究目的 本文以族群理論為分析概念，以深度訪談及焦點座談會為方法，

解析「客家文化重點發展區」與「原住民行政區兩者間之競合關

係，嘗試釐清並建構主要的政策問題。 

研究方法 深度訪談法、焦點座談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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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發現 本文的研究發現為：(1)泰安鄉得列入客家文化重點發展區，係

因客家委員會以「多重認定」之寬鬆標準調查推估客家人口數所

致。(2)客家人與原住民通婚所生子女，縱使日常生活使用語言

為客語，因原住民身分可享有較佳社會福利之「制度誘因」，傾

向於主動申請登記為原住民。(3)客家委員會之政策工具恐將驅

動泰安鄉客家人口成長及經濟資源向客家傾斜，並觸發原住民保

留地政策之再思考。 

研究相關 此研究探討泰安鄉客原複合行政區的部分，與個人研究政策部分

相似而加以參考。個人欲參考學者所提出之相關問題，再繼續延

伸探究。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上述以「族群關係」、「多元文化」、「政策網絡」與「泰安鄉」為關鍵字的相

關文獻作為本研究之參考基礎，發現研究對象多數針對「客家文化重點發展區」

的客家人與「原住民族行政區」的原住民研究，且較常使用文獻分析法及深度訪

談法作為研究方法，亦影響到政府、學校、店家、社團，從無形到有形的改變皆

為重要的研究。而本研究針對苗栗縣泰安鄉「客家文化重點發展區」與「原住民

族行政區」競合的複合行政區，居住在內的客家人及原住民作為研究對象，使用

文獻分析法及深度訪談法作為本文研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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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族群關係與多元文化 

一個優勢的族群吸收其他弱勢的族群，或是兩個不同的族群，是可以共同結

合成另一個新的族群，即能使族群之間的邊界被改變，因此，逐漸形成為一種複

雜且多元化的族群關係(Horowit,1975；吳乃德等，1993)。 

壹、族群關係的意涵 

張茂桂(1993)表示，族群關係的意義，是作為一種社會組織原理的歷史形

成，必須透過歷史過程中的互動來了解，而各個族群他們的相對政治、文化位置

關係，無論是實際存在的切身利益或權力地位等因素，皆會影響彼此的族群互

動。「族群關係」(ethnic relations)即為在多元族群社會中，各族群團體長期彼此

互動的方式，其中用以測量偏見的技術，稱為「社會距離」(social distance)陳文

俊(1997)。族群關係的本質是存在衝突和競爭的狀態，但其長期互動的結果則是

同化和多元的(葉神保，2002)。現今臺灣的客家族群，是經過特殊的歷史過程，

由省籍轉變為族群的分類，被稱之為「族群」，在今日對此的解讀，是必須具有

共同政治意識(political consciousness)，政治動員的主體，稱為族群政治(ethnic 

politics)或是族群的政治化(ethnic politicalization)的現象。這種現象所形成的基本

條件，為歷史過程中群體的互動關係，以及政治、社會的結構形成，自然的特質

反而是在政治動員過程中建構的(劉俊斐，1995)。因此族群會因政治意識的影響

容易產生衝突及競爭，是很難避免的事情。 

貳、族群關係的理論 

 過去早期傳統的社會最常使用「原生連帶論」(primordialism)認為族群成員

彼此之間有著原生連帶(例如：血緣、膚色或文化)是一個族群團體會形成以及凝

聚的主要原因。一直到二次大戰以後，許多高度工業化國家都產生了族群衝突，

因此，1960 年代以後逐漸轉向「情境論」(situationalism)的說法，藉由環境影響

族群態度，又得以解釋現代社會中的族群復甦(Barth 1969)。在這種轉變之下，

不再單純僅因共同血緣或是文化來達成族群認同與凝聚。觀察西元 1980 年至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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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 1990 年代，蘇聯以及許多東歐的共產國家瓦解之後，族群衝突仍然持續爆發；

在前南斯拉夫崩解後，使用族群淨化(ethnic cleansing)的一種殘忍的戰爭手段。

並在全球化新移民潮展開下，世界各國地方的族群組成狀況逐漸多元化，族群之

間的相處更為頻繁。由於社會互動環境上，有許多族群互動，包括合作、買賣以

及通婚，因此，族群認同也逐漸走向多元化。此時，族群認同的範圍以及內涵，

必須透過行動者的主動建構。「建構論」(constructivism)的理論典範開始興起，批

評前兩種理論典範「原生連帶論」與「情境論」，將兩者假定成族群團體具有本

質性(essentialism)的構成特質前提下，強調文化面向的學者認為應該將「族群認

同」與「族群特性」視為「社會建構」的結果(Anderson, 1990)。 

譚光鼎(1998)表示族群關係即為各個種族或民族群體彼此之間的相互關

係。而在一些著名的種族關係階段論中，芝加哥學派社會學家 Park提出四個族

群發展階段，說明所有族群團體進入美國之後，必定會經過的社會過程：接觸、

衝突、順應、同化。他認為當兩個族群相遇之後，其關係會規則地經歷競爭、妥

協等階段，最後弱勢族群不可避免地會逐漸接受強勢族群的生活方式、社會制度

與文化等，最終仍與強勢族群融合在一起，因此，族群關係最終結果是完全同化

(王甫昌，2002)。從不同層面的角度解讀族群關係理 Taylor & Moghaddam(1990)

認為真實的衝突理論假設有三：第一項為衝突是自私的，會儘量擴大自己的利

益；第二項為衝突是團體間的利益無法相容的結果；第三項為團體之間的利益能

否相容，決定團體之間的社會心理關係(陳麗華，2000)。 

在族群之間的衝突是不可避免的，但隨著相互溝通及相處的轉變，也逐漸趨

於多元以及同化，而觀察謝世忠(1987)論及原住民與漢人之間的族群關係歷史

中，因漢人刻板印象中有著對原住民負面特質的想法，原住民幾乎都經歷過在跟

漢人接觸過程中的污名或歧視的經驗。這種「文化接觸」或是「族群接觸」與漢

族接觸過程中的污名、偏見與歧視，而產生了以下變動的重要因素。原住民在臺

灣社會中的權力位置，經過五個階段的轉變：1.唯一主人、2.大部分主人、3.半

個主人、4.少部分主人、5.完全失去主人地位。因為這些地位的變動，也影響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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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族群關係的發展。關於族群間的接觸，Allport(1954)認為所有接觸的情境中大

致可分為兩類：偶然的接觸(casual contact)與真正的熟識(true acquaintance)，偶然

的接觸僅會持續增加偏見而非消除偏見，而真正的熟識才足以化解並且消除偏

見，在臺灣的社會非常需要族群之間要能夠有真正的熟識，才是一個多元文化的

社會環境。 

参、族群關係的類型 

  研究者欲研究族群關係，首先應將族群以「歷史」與「地理」執行劃分。

譚光鼎(1998)認為族群關係是一種各個種族或是群體間的相互關係，其中亦包含

了良性與惡性的類型，兩者有著不同的族群關係及態度。陳麗華(2000)亦指出，

族群關係的類型，即為某一族群的群體或個體，其集體地或個體地與另一族群的

群體或個體，進行任何正向或負向關係層級的人際互動。因此，族群關係和族群

認同、族群意識建構、與族群間關係結構與相互對待的問題有關。徐正光(1998)

表示，族群關係問題難以解決，仍然存在，是因為非單純僅為歷史的或靜態的存

在，在社會發展的過程中，會重新被詮釋或是被建構，而作為重要的象徵、成為

凝聚認同、和作為爭取族群生存資源的重要動力。隨著時代變遷、社會的發展，

對於族群關係亦有不同的發展，以下就西方幾點重要的族群關係分類介紹： 

 Marger(1994)將族群關係分為同化與文化多元兩類。Abramson(1980)則把多

元論(pluralism)界定為形成族群的區別並持續其異質的情況。根據吳蕙珍(1994)

說明：多元論者重在維持族群邊界(boundaries)、特殊社區的地方情感(local 

fellowship)、保護少數團體的權利、目標和精神，平等地共存。個人仰賴團體才

能決定個人的認同感，強調過去的不同歷史而較不重視觀念的統一(Berry and 

Tishler,1978)。而其中多元論者，鼓勵族群的多樣性，並維持族群的界線，所以，

基本上是贊成族群之間有差異存在。多元論又可分為文化多元論(cultural 

pluralism)與結構多元論(structural pluralism)(陳枝烈，2000)。Horace Kallen(1956)

認為文化多元論，意指各族群保有自己的文化獨特性，但應在和諧及相互尊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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狀態下共存。另一個，結構多元論則是 Milton Gordon(1964)的主張，他認為即使

族群之間的文化差異已被大幅降低，雖然族群間的界線還繼續存在，但是各族群

仍然和自己族群的人交往、結婚或是工作。因此，不同族群在文化上，雖然看起

來已經同化了，但在結構上，族群仍然維持原有的族群界線。 

  綜觀言之，族群關係的理論，西方多是用在強調優勢族群和弱勢族群的關係

上，但是在臺灣東部的情況卻不是如此。客家人雖然人數少，但是不同於西部和

福佬人的競爭，因原住民在全國比例上，算是弱勢的少數族群，但在東部卻有優

勢。因此，族群關係上，僅存著文化多元的關係，並沒有一定的位階關係。再者

族群關係的內涵，即為一種在歷史互動過程中產生衝突和競爭的狀態，長期下來

為尋求和平，這種互動將走向同化以及多元之態樣；而族群關係的類型各個學者

則分成良性與惡性、正向或負向或是同化與文化多元。族群之間有差異存在，而

多元論又可分為文化多元論與結構多元論。前者為族群自有文化獨特性的存在；

後者為為族群差異已漸降低，則可說明族群關係間的多元是一種本身仍具有特殊

文化，但族群彼此之間隔閡漸漸減少，而使多元文化互相共存。 

肆、多元文化的概念 

Parekh(2000)指出多元文化為文化的多樣性一種事實狀態，例如多元文化社

會(黃尚文，2006；轉引自蔣駿，2014)，且 Konig(1999)更說明「多元文化主義」

有三個意義，第一個，多元文化主義意指一個國家非單一族群存在；第二個，多

元文化主義宣示非單一語言／族群 和平共處的和諧社會；第三個，多元文化主

義就是要使少數族群，不會產生因被邊緣化而自暴自棄與自我退縮的問題，及防

止少數族群疏離及獨立的產生(轉引自施正鋒，2003)。其內涵的部分，洪泉湖(2005)

說明多元文化主義(Multiculturalism)，並在字面上作文字拆解，包含兩個重要的

內涵，「多元」以及「文化」。多元意指尊重不同族群的差異，展現各種不同的聲

音、想法與價值觀；文化意指較為廣泛，包括世界觀、語言以及生活風俗習慣等

等，皆能代表不同文化。劉阿榮(2006)說明多元文化主義不使用過去傳統的「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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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政策」，改成採用維護不同族群、不同文化的主體性與尊重其獨特性。多元文

化主義的內涵，為理解不同族群之間不同的社會身份與主體位置，並且因探討不

同主體位置而產生的權力運作關係，進而希望透過行動得以改變此權力運作產生

的社會壓迫結構，讓不同文化的各種主體性得以真正的在社會上和平穩定共存。

因此，洪泉湖(2005)說明多元文化主義的內涵，有以下三項： 

一、致力破除「他者」的迷思，呈現多元的文化風貌：讓弱勢群體的文化不再被 

擅用為主流文化的他者，並承認不同文化的皆有本身的價值存在，便能了解我們

要尋求的是保存族群差異，而非過去傳統達致同一的方式統治。  

二、追求積極的族群差異性對待，非一視同仁的消極式平等對待：多元文化主義 

提出一種積極的差異性對待(政策上的實施)，即是對於弱勢文化群體應給予更多

的資源，才能夠達到真正的平等。 

三、強調積極進行行動：必須持續發現現行的政策與權力運作中的壓迫性結構， 

與找尋合適的具體政策得以展現積極性的差異對待，讓弱勢文化群體能感受得到

真正的、實質的平等對待。 

伍、多元文化的基礎 

「多元文化」為「文化的多樣性」，基礎建立在文化的兩個重要基本觀點，「文

化(種族)中心主義」(ethnocentrism)以及「文化相對主義」(cultural relativism)之上。

前者意指族群成員具有種族優越感，會以鄙視和歧視的態度看待其他不同的文

化；後者意指文化上的開放平等，基於對文化的尊重、瞭解和交流，族群成員認

為文化沒有絕對的優勢主張，只有差異的存在。王保鍵(2011)說明過去許多國家

原本採行從種族優越論或種族中心主義( ethnocentrism)為基礎，以多數族群的文

化，進行同化少數族群，使少數族群無法凸顯自己的文化，長期下來流失本身文

化，即為一種「壓迫式」的「同化政策」方式統治，但在現今重視人權的國際社

會，以及少數族群爭取自身權利的潮流下，為因應時代趨勢與思潮，已逐漸轉變

為制度性肯認( institutional recognition)的多元文化政策。詹棟樑(1993)表示多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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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現象的存在，可以從文化種族主義進行說明，認為多元文化的形成是因為世

界上存在多個種族、民族，而各種種族、民族各有不同的文化，人們應該多了解

自己的文化、不能忽視其他的文化，必須學習其他的文化(高斌純，2013)。張德

永(2005)指出「多元文化主義」，即為解決少數族群或是外來移民者，可能會影

響國家統合的問題因而開展的理念。目的即為打破同化主義，批判「同化主義」，

以「接待社會主流文化為尊」的前提，主張必須承認族群存在不同的文化，並且

更要積極維持。簡錫昌(2005)指出多元文化論是基於文化相對論而延伸出的概

念，強調族群之間的尊重、平等、正義以及自由，希冀不同族群之間能夠彼此充

分的理解，以便消除族群彼此間的偏見，破除既定的刻板印象、維護自尊、相互

包容、欣賞不同文化，進而共生共榮。 

陳玉樺(2010)表示多元文化主義的基本立場，應從社群或文化族群間的差異

為起點，而非從族群成員個人的差異性出發，強調反對主流文化宰制以及獨大霸

權，應實行尊重文化差異、承認彼此的文化認同以及肯認特定族群的文化。沈六

(1993)亦認為，「多元文化主義」是以承認族群多元文化有所差異作為基礎，意

為不同的群體，是代表不同的社會群體，而不同的社會群體彼此之間也都能在「肯

認差異」(recognize difference)的觀點建立下，讓「文化認同」(cultural identification)

持續留存，並且能保有其文化特質的權利。莊富源(2010)說明「多元文化主義」

基於各個族群之間的肯認差異，並且強調「差異的認同」(differentiated identity)，

以站在弱勢族群的角度及立場進行發言，為弱勢團體爭取平等的政治權利與公平

的分配社會資源。各界能正視各種族群異質性存在的事實，且主張以「差異原則」

( differentiated principle)，來保障社會的低社經地位階級者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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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多元文化的權力 

Parekh(2000)以光譜的方式，呈現出「多元文化主義」的不同階段作法。從

行為上的包容／容忍，又至法律上的承認／接受，再至態度上的尊重／關心，最

後到象徵上的欣賞／讚許(轉引自施正峰，2002)。 

 

圖 2-1 多元文化主義的光譜 

資料來源：Parekh, Bhikhu. (2000). Rethinking Multiculturalism: Cultural Diversity and Political 

Theory. Houndmills, Basingstoke, Hampshire: Macmillan Press. 

丘昌泰(2008)表示僅有透過法律制定及政策上執行保障族群差異，多元文化

主義下的族群關係才有其存在的時代意義。王保鍵(2011)亦認為，採行差異政治

以及制度性肯認的機制，可使多元文化得以平衡發展，並確保文化多樣性的保存

與永續。Kymlicka於 1995 年提及，「少數族群權利」(minority rights)分為：文化

權、 自治權與政治參與權此三大類，而對於保障少數族群權利的積極作為，施

正鋒(2006)指出，國際人權理念的推動過程當中，西方國家經由生存權／自由

權、公民權／政治權／平等權，逐漸發展到對於少數族群認同權／文化權的保

障。尤其是在多元族群的國家裡，對被視為少數族群最基本權利「語言權」的保

障，是實現民主、促進和平的基本條件。在一個國家內，能有多個語言族群同時

存在，即為尊重少數族群最基本權利「語言權」，多種語言與族群才能共存共榮，

才謂達成實質的「多元文化主義」(施正峰，2004)。國家保障少數族群權利的主

要目的，為確保少數族群者社會地位的平等，一方面防止其在社會上持續污名

化；另一方面則為了補償其先前所遭受的不公平對待(施正鋒，2007)。 

譚光鼎等(2001)表示「多元文化」，關心族群文化建構的形式以及過程，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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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於探討不同社會文化標準的社會建構過程與性質，應檢討僅以自我文化的判準

來判定他人(族群)的固有性質或病症。且 Waston(2000)認為多元文化不只是談論

族群、性別以及階級等文化多元性，其所看到差異的概念或現象，更重要是要承

認文化的差異(轉引自蔣駿，2014)。進一步觀察，韓家炳(2006)認為多元文化是

指社會、國家中存在著多種的文化，而隨著時代的演進，多元文化從宏觀層面進

展到微觀層面，亦即從種族、民族的差異到價值規範的差異，多元文化指的是人

類群體間價值規範、思想觀念甚至行為方式上的差異。且陳美如(2000)主張面對

各種差異，在保有自身文化特質的同時，也隨時在與差異接觸過程中，能吸取差

異文化的精隨，使本身文化的創新與進步，文化透過此過程可以不斷地變遷。 

因有差異的產生，更應著重在彼此尊重，張德永(2005)認為，多元文化主義

重視的是「相互理解、相互適應」的過程，目的為打破同化主義中一種「接待社

會主流文化為尊」的想法，主張不僅要承認異質文化的存在，更要積極的加以維

護，讓各文化的各個主體性，得以真正共存。最重要的是，施正峰(2002)表示「多

元文化主義」追求的是真正的族群和諧，非為口頭上的尊重，應注重「多元文化

主義」精神的實踐，即為無論相對人數的多寡、政經力量的強弱，每個族群的存

在都是至高無上及獨一無二，皆對社會有所貢獻，不僅承認少數族群的存在，更

要接受其族群的文化特色。而在多元文化主義的闡揚與實踐方面，莊富源(2010)

認為，須有尊重(respect)與肯認(recognize)族群多元文化的差異作為基礎，再給予

更多資源，改善弱勢族群長久以來，社會環境不利生存的情況。深入了解，詹棟

樑(1993)說明多元文化的特色在於：一、人們應多瞭解自己的文化，二、人們不

能忽視其他的文化；三、人們必須學習其他文化。亦須注意，張維安(2006)認為，

在肯認多元文化的前提下，各政黨的族群政策與具體方案的提出，乃是落實多元

文化的一種方式，此種說法也部分呼應了修憲條文「國家肯定多元文化」的精神。

多元文化關注的是在平等、瞭解和尊重之中，建立起自我文化和其他族群文化之

間的交流平臺，讓文化在同中求異、異中求同，解決社會不平等的現象(張德永，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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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觀言之，多元文化的概念是一種文化的多樣性，有著國家內非單一族群存

在、非單一語言／族群和平共處、防止少數族群疏離與獨立的內涵。從字面上解

釋出多元表示尊重差異；文化意為較為廣泛，接受不同想法、習慣。而多年來，

多元文化致力破除「他者」的迷思、積極的族群差異性對待以及強調積極進行行

動，透過權力運作關係來改善不平等的待遇。多元文化的基礎，是建立「文化(種

族)中心主義」與「文化相對主義」，前者有種族優越感的文化自我認同，後者為

開放平等態度接受其他族群，而制度性肯認的多元文化政策，能解決少數族群或

外來移民者，影響國家統合。此種「肯認差異」的觀點建立，得以使「文化認同」

主張以差異原則，來保障社會上的社經地位屬較低階級者的利益。多元文化的權

力，從程度來觀察有包括包容／容忍、法律上的承認／接受、態度上的尊重／關

心，以及象徵上的欣賞／讚許。為有包容及容忍才是真正有接受其他族群的實質

作為，象徵的口頭表達出欣賞，僅為空談，然而法律及政策上保障族群差異，此

種差異政治與制度性肯認機制，為追求多元文化平衡發展。此種多元文化的特色

包含：瞭解自己的文化、不能忽視其他族群的文化，以及學習其他族群的文化。 

 

第三節 政策網絡與客家山原複合行政區政策 

Richardson & Jordan(1979)；Marin & Mayntz(1991)說明政策網絡(Policy 

Network)源自於現代國家機關推動公共政策時，發現儘管透過動員相關部門以及

所有必要性的政策資源，但有政策相關利害關係者的合作更為重要，分散的社會

資源集結，共同合作並且和諧的集體行動解決政策問題，政策網絡需要穩定與持

續關係所形成的互動型態，多出現與應用在公共政策或政治科學領域。除了原本

推動政策的公部門外，更需要私部門與第三部門的合作，因此，陳銘泰(2010)表

示政策網絡為一種互賴行動者之間的社會關係，以形成政策問題或政策計劃，即

為政府機構在與不同政策社群互動時，會針對某些特定議題所形成的互動關係，

以上級長官、基層官員、私人部門至利益團體之間的互動所形成的網絡關係，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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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網絡關係經常發生在各個公共政策議題當中，所以稱為政策網絡。 

壹、政策網絡的定義 

關於政策網絡的定義包含三派觀點，美國學者、英國學者與歐洲學者，我國

學者則綜合以上的觀點整理後產生定義，此因，各個國家本身政治文化背景大不

同，不管在政策網絡的內涵、理論分析方法與理論的運用，有所差異，因而定義

也有不同的解釋。林玉華(2002)和蔡允棟(2006)說明美國學者對政策網絡的定義

基於多元主義的基礎、次級政府系統與鐵三角的基礎，強調政府、官僚機構與利

益團體之間的接觸。蔡允棟(2006)表示美國因本身特殊的政治系絡，因而比較著

重在各制度面中，屬於「微觀(micro)」層次的人際關係；林玉華(2002)和李允傑、

丘昌泰(2003)說明屬於內閣制國家的英國，行政與立法合一；因此，國會議員在

決策過程中的政治重要性較無美國著重；所以，英國政策網絡的主要行動參與者

通常是政府官員、管制機構與利益團體，定位在組織的層面，探討有關網絡組織

成員之間，相關資源的交換以及權力互賴的結構關係(蔡允棟，2006)。英國主要

著重在國家與社會制度之間的關係，屬於「中觀(meso)」層次的人際關係，再將

網絡、官僚組織與市場的關係視為三方面分立相持的局面。而在歐洲是屬於「宏

觀(macro)」的層次，比較強調現代社會的功能分化，認同私人組織不僅擁有並

能控制社會關鍵資源，進而影響政策之外，更表現在國家與社會制度之間的關係

上，因此，歐洲的相關學者認為政策過程既然發生在某些制度的系絡之內，必須

清楚制度內部的系統，亦或者是外部環境的運作(蔡允棟，2002)。然而，歐洲與

英國有許多相似之處，主要差異在於歐洲視政策網絡為一種治理結構，英國視其

為一種利益團體中介模型，透過中介連結三方(Marsh, 1998)。因此，本研究將美

國的微觀層次、英國的中觀層次及歐洲的宏觀層次定義，整理如下：  

一、美國的微觀層次定義 

學者 Heclo(1978)認為多數政策議題的決策方式，並非僅為鐵三角的封閉關

係，而是在政黨系統、國會、行政系統等正式組織的結構之外，所形成的一種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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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式且複雜的議題網絡型態。為自身利益所需，而 Benson(1982)表示行政機關與

利益團體，因為資源的相互依賴性而形成一體，為了確保共同的政策偏好能夠獲

得滿足，必須排除其他異議團體；也就是一群因彼此資源相互依賴需要，而互相

緊密連結的組織。因此，McFarland(1987)亦論及在政策領域之中，政策利害關係

人以及團體持續溝通，因而形成議題網絡，政策參與者包括行政官僚、國會議員、

遊說團體、學者專家以及大眾傳播業者 (劉宜君，2002；林玉華，2002；李允傑、

丘昌泰，2003；蔡允棟，2006；廖俊松，2007)。 

二、英國的中觀層次定義 

Richardson & Jordan(1979)將政策社群視為特定利益團體與國家相對應部門

形成的持續互動關係。特性而言，Wilks & Wright(1987)提出政府與產業界之間的

網絡關係(簡稱為 GIR 模型)，其特性包括：公共行政部門與私人產業均呈現出功

能高度專業分化的情形；運用專業化組織與政策制定機構越來越普遍，之間的互

動關係也越來越頻繁及密切。資源的項目，從 Rhodes & Marsh(1992)強調政治制

度內網絡組織結構間中的交互影響，比起人際之間的互動關係更為優先，各個組

織，包括國家機關相關行政部門，在權威、資金、正當性、資訊、人員、技術、

設備等相關必須資源相互依賴基礎下，結合形成一種聯盟或是利益共同體。資源

交換的概念，而有 Smith(1993)表示政策網絡是一種團體與政府關係分類的方

法，當團體與政府交換資訊並認同團體在政策領域中的能夠提供的利益時，就能

產生政策網絡，為一種中層的概念，是在解釋某種特定的國家部門或是特定政策

領域的行為(劉宜君，2002；林玉華，2002；李允傑、丘昌泰，2003；蔡允棟，

2006；廖俊松，2007)。 

三、歐洲的宏觀層次定義 

Kenis & Schneider(1989)說明政策網絡包含參與者、參與者的連結以及邊界

的描述，加上相對穩定的公部門、私部門統合行動者的組合，而參與者彼此之間

的連結是溝通與交換資訊的管道，政策網絡的邊界並不是正式制度所決定的，而

是相互認知功能、互相依賴以及結構鑲崁的結果。互動關係的方式，從 Mar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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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yntz(1991)論及政策網絡的核心，即為強調決策過程中，獨立且相互依賴的行

動者之間，為一種非正式、分散以及水平的互動關係。Kickert, Klijn & 

Koppenjan(1997)說明政策網絡是指進入公共政策制定過程中，相互依賴的行動者

之間穩定的社會關係型態，已形成政策問題或者是政策計畫。Borzel(1998)政策

網絡不僅僅是政策制定過程中多元行動者參與者間可能的互動關係型態，更是一

種參與者間互賴的結構關係。 

四、我國對政策網絡的定義 

林鍾沂(1994)表示現代國家所面臨的政策問題，非以往簡單，而是相當複雜

與專業化，必須以專業知識來處理專門性問題，故與此種政策問題相關利害關係

者形成政策網絡便就此而產生。其次，劉宜君(2002)說明政策網絡可視為利害關

係人與國家機關、政府部門之間的互動關係與模式，對於關心的公共議題進行溝

通、協商，使參與者的政策偏好能夠被滿足，亦能使政策訴求得以受到重視與認

真考慮，以增進彼此的政策利益。為了彼此的發展，林玉華(2002)表示政策網絡

是一種分析政策參與過程中團體與政府之間關係的方法，互賴行動者之間建立某

種穩定程度的社會關係型態，以為促成政策問題或方案的形成或發展。而朱鎮明

(2005)認為兩個或兩個以上彼此相互沒有隸屬關係，但業務上有聯繫、有依存度

的行為者(包含機構、機關)之間的結構與互動關係，並對互動關係加以管理已經

達成的共同目標。關係上的緊密，在公共政策領域中，各式各樣的行動者所構成

的交互依賴與密切互動的複雜關係，李長晏(2007)表示政策網絡除了提供公部門

與私部門尋求協力合作機會的場域之外，亦能展現公私部門涉入政策執行的情

形，彼此動態的互動關係，相互資源交換的情形，與涉入者間，因互動所形成的

相互依存性。非正式的關係相當重要，因此廖俊松(2007)認為在治理觀點下的政

策網絡是一個特定政策領域內，所有參與政策制定與執行行動者的結合體，彼此

之間的關係是非正式的，但所有追求的利益有重疊與相互依賴的現象，這也是一

種相對穩定與持續的關係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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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政策網絡的特性 

從上述各國相關學者對政策網絡的定義，發現幾個共通性，包含互賴性為網

絡存在的先決條件、網絡中必然會存在多元的行動者和目標與網絡包括或多或少

的持久性關係。因此，得以發現政策的形成或執行過程中，不再只是政府在主導

並掌控，更有許多不同的政策相關利害關係人，彼此經由資源的互相依賴而產生

的互動關係，即形成政策網絡的態樣。以下為政策網絡的特性(林玉華，2002；

李允傑、丘昌泰，2003；廖俊松，2007)： 

一、依賴性 

依賴性作為網絡存在的先決條件，這是由於政策網絡中的多元行動者，各自

所原本擁有的資源不盡相同；因此，行動者彼此之間都必須依賴著其他行動者提

供相互支援、扶持與依賴資源，進而，因彼此資源交換，時間一久相互依賴，而

形成的網絡關係。 

二、多元性 

網絡中必然會存在多元的行動者和目標，政策網絡即是由多元的行動者所組

成的，因為政策形成與執行過程中沒有任何一個行動者，可以單獨完成政策、推

動政策，而這些行動者各自不同的所需目標與利益加入網絡中，再進行策略性的

互動依賴關係。 

三、持續性 

網絡包括或多或少的持久性互動關係，不管是網絡行動者之間互動關係是緊

密或鬆散，行動者彼此之間必然都存在著或多或少的持續性關係；這些關係有些

是整合度很高並具有穩定，有些則是會隨著時間流逝或是因議題獲得解決而消失

網絡關係。  

参、政策網絡的類別 

學者 Rhodes & Marsh(1992)認為政策網絡是針對特定政策領域內，公部門與

私部門之間的複雜互動的研究，因而，必須要針對個案進行研究，根據成員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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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合程度、資源分配與權力關係四個面項，提出政策社群及議題網絡兩大極端類

型，並認為這兩大類型之間存在許多可能的類型。在此兩大類型之下，Rhodes

又進一步提出五種類型，以下將五種類型論述如下： 

一、政策社群： 

意指中央機關與地方政府機關所一起執行的政策領域中，具有高度的穩定性

以及限制性的成員的網絡，屬於垂直性的互賴關係，和水平性的意見表達受到限

制，顯示出具有高度整合的政策網絡。 

二、專業網絡：  

此種網絡指具有高度的穩定性與限制性的成員，而形成垂直的互相依賴關

係，限制性的水平意見表達，主要僅滿足專業本身的利益，得以發現這種網絡的

整合程度，未如政策社群高度凝聚。 

三、府際網絡： 

此種網絡指地方政府之間代表性的組織，彼此之間所構成的網絡關係，成員

皆具有相當的限制性及垂直的互賴關係，以及水平的意見表達亦受限制。 

四、製造者網絡：  

此種網絡以經濟利益作為基礎所構成的網絡關係，網絡成員相當具有流動性

與限制性的垂直互賴關係，主要僅滿足製造者本身的經濟利益。 

五、議題網絡： 

此種網絡相當不穩定及呈現低度整合的網絡，雖然成員很多，但無法構成成

熟及穩定的網絡組織，垂直互賴關係受限制，水平意見表達雖未受限，並未形成

穩定的網絡系統。 

Rhodes & Marsh (1992)視政策網絡為政府與利益團體之間的關係，而政策網

絡的關係類型，為根據參與成員(人數、追求的利益)、整合的程度(成員互動的頻

率、持續性及共識)、資源(網絡內的資源分配、參與組織內的資源分配)與權力的

因素而定；並將關係表現在一系列的光譜上，緊密關係的一端屬於政策社群，在

鬆散關係的一端為議題網絡，說明如下(轉引自謝媄婷，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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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 政策網絡的關係類型 

層面  政策社群  議題網絡 

成 

員 

參與者人數 有限：有些成員被刻意排除在外 很多 

追求利益 以經濟/專業利益為主 利益範圍大 

整 

合 

程 

度 

成員互動 頻繁、高品質、對於政策議題有關

的一切事務均有互動的關係 

互動頻繁與強度不穩

定 

持續性 成員、價值觀以及政策結果皆有長

久的持續性 

成員與價值觀變動大 

共識 所有成員彼此分享基本價值觀，並

接 受政策結果的合法性 

可達成某住種協議，

但是衝突不斷 

資 

源 

網絡的資源 

分配 

參與者皆擁有資源、互動關係為資

源的交換 

有些參與者雖然擁有

資源，但是很有限，

基本關係是諮商性的 

參與組織內 

的資源分配 

層級節制體系，領導者能分配資源 變異性大，不同的分

配與管制成員的能力 

權 

力 

權力的分配 成員間的權力  

資料來源：謝媄婷(2012) 

綜觀而言，政策網絡的定義，各國的意思皆有差異，在臺灣認為政策網絡為

公部門與私部門之間的約定、協助與合作。而政策網絡的特性，網絡本身為互相

的連結關係，表現出對象之間長期的複雜與依賴關係。再論，政策網絡的類別部

分：政策社群、專業網絡、府際網絡、製造者網絡、議題網絡，形成一個循環不

斷地進行溝通合作。過去為國家掌握主導權的國家機關中心論，已經無法滿足，

以及無法解決民眾的各種需求，因此，必須倚靠國家與社會共同治理的網絡管理

模式，來管理網絡、動員網絡，經過長期持續熟悉的互動，進而形成信任與和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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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原住民族行政區相關政策 

 研究者將行政院重大政策與原住民委員會中公開資訊的法規的分類方式綜

合分析，構面分類為地方制度面、教育文化面、土地管理面、經濟發展面與多元

文化面，為了解目前適用於泰安鄉的原住民族行政區的相關政策，整理於下表： 

表 2-3原住民族行政區相關政策 

地方制度面 

法規名稱：原住民族基本法 (法律) 

第一條 為保障原住民族基本權利，促進原住民族生存發展，建立共存共榮之 

        族群關係，特制定本法。 

第二條  本法用詞定義如下： 

        三、原住民族地區：係指原住民傳統居住，具有原住民族歷史淵源及  

        文化特色，經中央原住民族主管機關報請行政院核定之地區。 

        四、部落：係指原住民於原住民族地區一定區域內，依其傳統規範共 

        同生活結合而成之團體，經中央原住民族主管機關核定者。 

法規名稱：原住民族委員會專業獎章頒給辦法 (命令) 

第一條 原住民族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為獎勵對原住民族事務有功人士，特 

        依據獎章條例第九條第一項規定訂定本辦法。 

第二條 具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頒給原住民族專業獎章(以下簡稱本獎章)： 

        四、對原住民族地區交通建設及水利設施，具有特殊貢獻。 

法規名稱：人體研究計畫諮詢取得原住民族同意與約定商業利益及其應用辦法 

(命令) 

第一條 本辦法依人體研究法(以下簡稱本法)第十五條第二項規定訂定之。 

第三條 本法第十五條所稱以研究原住民族為目的者，指下列之研究： 

        一、以原住民族或原住民部落為研究內容。 

        二、研究檢體之採集、研究資料之搜集及分析涉及原住民族或部落。 

http://law.apc.gov.tw/LawContent.aspx?id=FL034022&KeyWord=%e5%8e%9f%e4%bd%8f%e6%b0%91%e6%97%8f%e5%9c%b0%e5%8d%80
http://law.apc.gov.tw/LawContent.aspx?id=FL002068&KeyWord=%e5%8e%9f%e4%bd%8f%e6%b0%91%e6%97%8f%e5%9c%b0%e5%8d%80
http://law.apc.gov.tw/LawContent.aspx?id=GL000272&KeyWord=%e5%8e%9f%e4%bd%8f%e6%b0%91%e6%97%8f%e5%9c%b0%e5%8d%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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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研究結果之解釋涉及原住民族或部落。 

法規名稱：原住民族委員會辦理部落核定作業要點 (行政規則) 

一、原住民族委員會(以下稱本會)為辦理原住民族基本法第二條第四款規定   

    之部落核定作業，特訂定本要點。 

二、本要點所稱部落，係指依原住民族基本法第二條第四款規定，符合下列要 

    件之原住民族團體： 

    (一)位於原住民族地區內。 

法規名稱：原住民族委員會輔助原住民急難救助實施要點 (行政規則) 

一、依據：本會組織條例第六條第一項第四款及社會救助法第三十六條。 

二、目的：救助原住民緊急危難，落實照顧原住民生計。 

三、執行機關： 

    (二) 原住民族地區之鄉(鎮、市、區)公所。 

教育文化面 

法規名稱：原住民族教育法 (法律) 

第一條 根據憲法增修條文第十條之規定，政府應依原住民之民族意願，保障  

        原住民之民族教育權，以發展原住民之民族教育文化，特制定本法。 

      本法未規定者，適用其他相關法律之規定。 

第十條  原住民族地區應普設公立幼兒園、非營利幼兒園、社區或部落互助教 

        保服務中心，提供原住民幼兒教保服務之機會。 

        原住民幼兒有就讀公立幼兒園、非營利幼兒園、社區或部落互助教保   

        服務中心之優先權。 

        政府園、非營利幼兒園、社區或部落互助教保服務中心之原住民幼兒 

        ，視實際需要補助其學費；其補助辦法，由中央主管教育行政機關定 

        之。為保障原住民幼兒學習其族語、歷史及文化機會與發揮部落照顧 

        精神，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鼓勵、輔導或補助法人、團體辦理 

http://law.apc.gov.tw/LawContent.aspx?id=GL000005&KeyWord=%e5%8e%9f%e4%bd%8f%e6%b0%91%e6%97%8f%e5%9c%b0%e5%8d%80
http://law.apc.gov.tw/LawContent.aspx?id=GL000032&KeyWord=%e5%8e%9f%e4%bd%8f%e6%b0%91%e6%97%8f%e5%9c%b0%e5%8d%80
http://law.apc.gov.tw/LawContent.aspx?id=FL034022&KeyWord=%e5%8e%9f%e4%bd%8f%e6%b0%91%e6%97%8f%e5%9c%b0%e5%8d%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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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區互助式或部落互助式幼兒教保服務。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辦理前項鼓勵、輔導或補助事項有經費不足 

        情形，中央政府得視實際需要予以補助。 

        直轄市、縣(市)社政主管機關應鼓勵、輔導、委託民間或自行辦理未 

        滿二歲原住民幼兒之托育服務，中央社政主管機關得視實際需要予以   

        協助。 

法規名稱：原住民族教育法施行細則 (命令) 

第一條 本細則依原住民族教育法(以下簡稱本法)第三十四條規定訂定之。 

第二條 民族教育之實施，應尊重各原住民族文化特性及價值體系，並依其歷 

        史、語言、藝術、生活習慣、社會制度、生態資源及傳統知識，辦理  

        相關教育措施及活動。 

第三條 本法第四條第六款所定原住民學生達一定人數或比例之中小學，在原 

        住民族地區，指該校原住民學生人數達學生總數三分之一以上者；在   

        非原住民族地區，指該校原住民學生人數達一百人以上或達學生總數 

        三分之一以上，經各該主管教育行政機關視實際需要擇一認定者。 

土地管理面 

法規名稱：原住民族委員會處務規程 (命令) 

第一條 原住民族委員會(下簡稱本會)處理內部單位之分工職掌，特訂定本規 

        程。 

第十一條 公共建設處掌理事項如下： 

         二、原住民族地區部落建設之規劃、審議、管制、考核與輔導。 

         四、原住民族地區部落基礎環境之調查、規劃及協調。 

         五、原住民族地區部落基礎建設法令、技術規範與傳統工法之協調   

          及審議。 

第十二條 土地管理處掌理事項如下： 

http://law.apc.gov.tw/LawContent.aspx?id=FL034022&KeyWord=%e5%8e%9f%e4%bd%8f%e6%b0%91%e6%97%8f%e5%9c%b0%e5%8d%80
http://law.apc.gov.tw/LawContent.aspx?id=GL000175&KeyWord=%e5%8e%9f%e4%bd%8f%e6%b0%91%e6%97%8f%e5%9c%b0%e5%8d%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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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原住民族地區自然資源之管理與共同管理之規劃、協調及審議。 

法規名稱：原住民族地區資源共同管理辦法 (命令) 

第一條 本辦法依原住民族基本法(以下簡稱本法)第二十二條規定訂定之。 

第六條 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設置資源治理機關後，應遴聘(派)當地原住民 

        族代表、資源治理機關代表及專家學者，與原住民族建立共同管理機   

        制，其任務如下： 

      一、有關資源治理機關涉及當地原住民族之中長程計畫(草案)及年度    

        執行計畫(草案)之研議。 

      二、有關資源治理業務行政興革之建議。 

      三、有關資源治理地區資源使用與管理之協調與溝通事項。 

      四、有關部落提案涉及資源管理之研議事項。 

      五、有關資源共同管理機制之會議決議之管制考核與成效檢討。 

      六、其他資源管理之重大事項。 

法規名稱：公有土地增劃編原住民保留地審查作業規範 (行政規則) 

一、為辦理公有土地增劃編原住民保留地審查需要，訂定本作業規範。 

三、公有土地增劃編原住民保留地之實施地區如下： 

(一) 公有土地增編為原住民保留地，其實施地區為原住民族地區。 

(二) 公有土地劃編為原住民保留地，其實施地區包括原住民族地區、高雄 

市六龜區、屏東縣萬巒鄉及內埔鄉。 

法規名稱：公有土地增編原住民保留地處理原則 (行政規則) 

一、原住民族委員會為解決原住民所使用公有土地增編為原住民保留地，以安     

    定原住民生計，特訂定本原則。 

二、本原則實施範圍為原住民族地區，包括以下三十個山地鄉(原住民區)及二

十五個平地原住民鄉(鎮、市)： 

    (一)三十個山地鄉(原住民區)：包括新北市烏來區、桃園市復興區、新竹縣 

http://law.apc.gov.tw/LawContent.aspx?id=GL000080&KeyWord=%e5%8e%9f%e4%bd%8f%e6%b0%91%e6%97%8f%e5%9c%b0%e5%8d%80
http://law.apc.gov.tw/LawContent.aspx?id=FL042096
http://law.apc.gov.tw/LawContent.aspx?id=FL0420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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尖石鄉、五峰鄉、苗栗縣泰安鄉、臺中市和平區、南投縣信義鄉、仁愛鄉、 

嘉義縣阿里山鄉、高雄市桃源區、那瑪夏區、茂林區、屏東縣三地門鄉、 

瑪家鄉、霧台鄉、牡丹鄉、來義鄉、泰武鄉、春日鄉、獅子鄉、臺東縣達 

仁鄉、金峰鄉、延平鄉、海端鄉、蘭嶼鄉、花蓮縣卓溪鄉、秀林鄉、萬榮 

鄉、宜蘭縣大同鄉、南澳鄉。 

    (二)二十五個平地原住民鄉(鎮、市)：包括新竹縣關西鎮、苗栗縣南庄鄉、 

獅潭鄉、南投縣魚池鄉、屏東縣滿州鄉、花蓮縣花蓮市、光復鄉、瑞穗鄉、

豐濱鄉、吉安鄉、壽豐鄉、鳳林鎮、玉里鎮、新城鄉、富里鄉、臺東縣臺

東市、成功鎮、關山鎮、大武鄉、太麻里鄉、卑南鄉、東河鄉、長濱鄉、

鹿野鄉、池上鄉。 

經濟發展面 

法規名稱：原住民族綜合發展基金收支保管及運用辦法 (命令) 

第一條 為協助原住民社會發展，依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組織條例第十六條 

        之一及原住民族基本法第十八條規定，設置原住民族綜合發展基金(下  

        簡稱本基金)並訂定本辦法。 

第四條 本基金之來源如下：本基金之來源如下： 

    三、原住民族地區溫泉取用費提撥款。 

第五條 本基金之用途如下： 

    五、原住民族地區溫泉資源開發、經營、利用之規劃、輔導及獎勵支 

    出。 

法規名稱：原住民族委員會對地方政府公共工程及公共建設型補助計畫作業及

管考要點 (行政規則) 

一、原住民族委員會(以下稱本會)為辦理中央對直轄市及縣(市)政府補助辦法第

十五條規定事項，特訂定本要點。 

四、本要點管考對象為原住民族地區之直轄巿政府及縣政府(以下簡稱直轄巿

http://law.apc.gov.tw/LawContent.aspx?id=FL002070&KeyWord=%e5%8e%9f%e4%bd%8f%e6%b0%91%e6%97%8f%e5%9c%b0%e5%8d%80
http://law.apc.gov.tw/LawContent.aspx?id=GL000279
http://law.apc.gov.tw/LawContent.aspx?id=GL0002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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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縣政府)。直轄巿政府及縣政府應於審議年度之四月一日至六月三十日

期間內，將下年度申請案件函報本會；未於規定期限內申請者，應不受理。 

    但執行年度預算仍有節餘，得視情況受理。 

法規名稱：原住民族委員會推展原住民族經濟產業補助要點 (行政規則) 

一、原住民族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為推展原住民族經濟產業，特訂定本要點。 

二、本要點之用詞定義如下： 

    (二) 原住民族地區：指經行政院依原住民族基本法第二條第三款規定核定 

    之原住民族地區。 

三、本要點之補助對象： 

    (五) 原住民族地區依法設立之人民團體。 

四、本要點之補助事項如下： 

    (三) 改善原住民族地區設施(備)： 

    2.補助及輔導原住民族地區具市場競爭力之農業產品開發、包裝設計、生 

    產設施、生產機具、運銷設施、運銷資材、集貨加工設施及其他農業產銷 

    設施(備)。 

法規名稱：原住民族委員會審查申請運用公益彩券回饋金要點 (行政規則) 

一、原住民族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為提升公益彩券回饋金運用效率，彰顯公 

    益彩券公益性，特訂定本要點。 

法規名稱：原住民族委員會補助原住民族地區基本設施維持費作業要點 (行政

規則) 

一、原住民族委員會(以下稱本會)為執行原住民族地區鄉(鎮、市、區)公所基本 

    設施維持費之補助，健全地方基本設施及業務之運作，特訂定本要點。 

二、本會補助基本設施維持費之對象為轄有原住民族地區之鄉(鎮、市、區)公 

    所。 

法規名稱：原住民個人或團體經營原住民族地區溫泉輔導及獎勵辦法 (命令) 

http://law.apc.gov.tw/LawContent.aspx?id=GL000084&KeyWord=%e5%8e%9f%e4%bd%8f%e6%b0%91%e6%97%8f%e5%9c%b0%e5%8d%80
http://law.apc.gov.tw/LawContent.aspx?id=GL000179&KeyWord=%e5%8e%9f%e4%bd%8f%e6%b0%91%e6%97%8f%e5%9c%b0%e5%8d%80
http://law.apc.gov.tw/LawContent.aspx?id=GL000058&KeyWord=%e5%8e%9f%e4%bd%8f%e6%b0%91%e6%97%8f%e5%9c%b0%e5%8d%80
http://law.apc.gov.tw/LawContent.aspx?id=FL028080&KeyWord=%e5%8e%9f%e4%bd%8f%e6%b0%91%e6%97%8f%e5%9c%b0%e5%8d%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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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條 本辦法依據溫泉法(以下簡稱本法)第十四條第二項規定訂定之。 

第二條 本辦法用語定義如下： 

      一、原住民族地區：指經行政院依原住民族工作權保障法第五條第四 

        項規定核定之原住民地區。 

第三條 本辦法之輔導及獎勵對象為在原住民族地區經營溫泉之當地原住民  

        個人或團體。 

第四條  原住民族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得委託專業團體或學術機構在原住 

        民族地區辦理溫泉資源調查及評估其經營可行性，並輔導當地原住民 

        個人或團體經營。 

第十一條 本會為發展原住民族地區之溫泉，得結合社區或部落居民，輔導興 

          辦溫泉民宿、社區或部落公共浴池、文化產業、生態產業、特色產 

          業及其他溫泉觀光事項，促進社區或部落之整體發展。 

多元文化面 

法規名稱：原住民族委員會推展原住民族影視音樂文化創意產業補助要點 (行

政規則) 

一、原住民族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為促進原住民族影視及音樂文化創意產   

    業之發展，提昇影視創作之品質與數量，培育文化創意人才，製作具原住      

    民族歷史、文化、藝術內涵及市場價值之作品，特訂定本要點。 

二、補助項目及其內涵如下： 

(二) 新製原住民族電視節目：拍攝應包含原住民族地區景觀或原住民族神   

話故事及重大歷史事件等具原住民族人文內涵之內容，且富創意之呈現， 

並能推動原住民族經濟產業，兼具國內、外市場推廣及行銷者為優先。 

    (三) 現有電視節目新增原住民族相關單元：拍攝應包含原住民族地區景觀 

    或原住民族神話故事及重大歷史事件等具原住民族人文內涵之內容，且富 

    創意之呈現，並能推動原住民族經濟產業，兼具國內、外市場推廣及行銷 

http://law.apc.gov.tw/LawContent.aspx?id=GL000118&KeyWord=%e5%8e%9f%e4%bd%8f%e6%b0%91%e6%97%8f%e5%9c%b0%e5%8d%80


45 

    者為優先。 

四、各補助項目應符合下列條件： 

    (一) 原住民族電影片劇本開發： 

    1.場景應位於原住民族地區或具原住民族識別度之地區。 

    (二) 新製原住民族電視節目： 

    3.原住民族地區拍攝內容占全片時間長度百分之三十以上。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從上述整理後的原住民族行政區相關政策中可以發現，目前相當著重在傳承

文化、返還土地以及改善經濟的部分，不僅只是保護文化，更是爭取族人權利的

政策居多，因此，能保障原住民在泰安鄉的生存與發展。 

伍、客家文化重點發展區相關政策 

研究者將行政院重大政策與客家委員會中公開資訊的法規的分類方式綜合

分析，構面分類為地方制度面、教育文化面、土地管理面、經濟發展面以及多元

文化面，為了解目前適用於泰安鄉的客家文化重點發展區的相關政策，整理於下

表： 

表 2-4客家文化重點發展區相關政策 

地方制度面 

法規名稱：客家基本法 (法律) 

第六條  行政院客家委員會對於客家人口達三分之一以上之鄉(鎮、市、區)，   

        應列為客家文化重點發展區，加強客家語言、文化與文化產業之傳承  

        及發揚。 

        前項重點發展區，應推動客語為公事語言，服務於該地區之公教人員，   

        應加強客語能力；其取得客語認證資格者，並得予獎勵。 

教育文化面 

法規名稱：客家委員會奬勵客語績優公教人員作業要點 (行政規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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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客家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為提升公教人員之客語能力，加速推動客語為  

    公事語言，特依據客家基本法第六條規定，就已通過客語能力認證考試之 

    績優公教人員予以獎勵，訂定本要點。 

法規名稱：客家委員會推行公事客語無障礙環境補助作業要點 (行政規則) 

一、客家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為尊重多元文化，推動公事客語無障礙環境， 

    以促進客語重返公共領域，特依據客家基本法第六條及第九條規定，訂定 

    本要點。 

法規名稱：客家委員會推動客語生活學校補助作業要點 (行政規則) 

一、客家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為強化師生對客語之認同及提升使用客語之意 

    願與能力，使客語在校園生活中廣受接納及使用，並使客語從邊陲回歸主 

    流地位，特依據客家基本法第六條及第十條規定，訂定本會推動客語生活 

    學校補助作業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經濟發展面 

法規名稱：客家委員會補助地方政府推動客家文化生活及產業環境營造計畫作

業要點 (行政規則) 

一、客家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為補助直轄市及縣(市)政府整體規劃客家聚落，   

    保存傳統客庄社區公共生活場域，強化客屬文化資產特色，落實在地住民  

    共同參與社區發展與環境營造，促進客庄產業繁榮興盛，特訂定本要點(以 

    下簡稱本要點)。 

二、補助對象：直轄市、縣(市)政府。 

四、補助範圍： 

   (一) 生活公共空間：公園、綠地、廣場、街巷、溝渠等公共生活及休憩空   

    間環境整理改善。 

   (二) 文化資產風貌：具人文、歷史、民俗、藝術等價值之傳統建築、場所  

    及其周邊環境營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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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人為環境景觀：路徑、舊鐵道、堤防護岸等線性空間設施或既存重要 

    地標據點等環境整理。 

    (四) 自然環境景觀：生活環境聚落所在之山川、水岸、水圳等環境景觀生 

    態復原改善。 

   (五) 閒置空間再利用：修建供推廣客家文化或產業使用，所在位置無門禁 

    管制，得常時開放供不特定人使用之低度利用或閒置公有(公用)建築物及 

    其周邊空地之環境改善。 

   (六) 客家文化或產業設施設備及周邊環境改善。 

   (七) 其他與客家文化生活及產業環境營造有關之計畫。 

    以上各款補助範圍，不得新建館舍。 

法規名稱：客家委員會推展客家青年返鄉創業啟航補助作業要點 (行政規則) 

一、客家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為落實客庄在地繁榮目標，協助客家青年返鄉  

    於客家文化重點發展區創業，提供創業啟動資金，鼓勵運用在地資源興辦 

    事業，以發展客家特色產業，並創造多元就業機會，有效建立客家特色產 

    業永續發展環境，特訂定本要點。 

四、補助事業類別:具客家文化或在地特色之農林漁牧業、批發及零售業、手工 

    及製造業、休閒農業、服務業或文化創意產業。 

法規名稱：客家委員會推動特色文化加值產業發展計畫補助作業要點 (行政規

則) 

一、客家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為推動客家特色文化加值產業發展計畫，協助 

    客家地區文化與產業相結合，發展具有客家特色之文化創意產業、綠色休 

    閒產業及其他地方產業，並協助傳統產業之轉型與創新，以創造就業機會   

    ，帶動地方經濟發展，發揚客家文化，特訂定本要點。 

三、補助類別及項目：  

   (一) 規劃設計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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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客家特色之相關產業資源調查、分析、規劃與運用等計畫。 

  2、客家特色之相關產業輔導培力、產業人才培育計畫及產業觀摩研習等 

    計畫。 

  3、客家特色之相關產業開發、設計、包裝、行銷及通路等計畫。 

   (二) 硬體工程類： 

    由地方政府規劃或依本會訂定客家文化重點發展區產業設施相關計畫擬 

    訂，以能帶動客家產業環境發展，並具公共性及客家文化性之相關工程規 

    劃、設計及施工計畫。但新建之結構體工程不予補助。 

   (三) 行銷推廣類： 

    有助於提升客家特色相關產業精緻度及文化性之促銷及推廣活動。 

法規名稱：客家委員會推動特色產業人才培育及創新加值計畫補助作業要點 

(行政規則) 

一、客家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為推動特色產業人才培育及創新加值計畫，促 

    進客家創新加值文化與產業相結合，發展具有客家特色之文化產業，帶動 

    客庄經濟發展，特訂定本要點。 

三、補助類別及項目：  

   (一) 研發培力類： 

  1、客家特色相關產業之應用調查、分析及研究等計畫。 

  2、客家特色相關產業之輔導、人才培育(包含客語遊程導覽、產品故事 

    解說、客語服務等)、觀摩及研習等計畫。 

  3、客家特色相關產業之品牌發展、研發及包裝設計等計畫。 

   (二) 行銷推廣類： 

  1、客家特色相關產業之行銷、通路開發等計畫。  

  2、有助於提升客家特色相關產業精緻度、文化性或客庄特色觀光旅遊發   

    展之推廣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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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創新加值整合類: 

    結合在地人文地產景等特色資源，運用創新加值策略，辦理具有帶動青年    

    返鄉創(就)業機會及提升客庄觀光產值之整合型計畫。本類計畫以直轄 

    市、縣(市)政府申請為限，且每年度限申請一項。 

多元文化面 

法規名稱：客家委員會推展客家學術文化活動補助作業要點 (行政規則) 

一、客家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為推動客家學術、文化活動，增進國人認識並 

    弘揚客家文化，特訂定本要點。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客家文化重點發展區政策，從分類構面來看，較沒有原住民族行政區有的土

地管理政策，因客家文化重點發展區政策，主要為了傳承客家文化而推行，跟原

住民為爭取更多自我權益的非常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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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苗栗縣泰安鄉客家山原複合行政區 

個案析探 

第一節 苗栗縣泰安鄉概況 

泰安鄉(參閱圖 3-1)位於苗栗縣東南端，東北方與新竹縣連接；南與臺中縣

為界；西與大湖鄉、卓蘭鎮為鄰；北接獅潭鄉、南庄鄉，總面積約 614.5127 平

方公里，是全苗栗縣面積最大的鄉鎮，佔全縣總面積三分之一(泰安鄉公所，

2010)。泰安鄉境內可謂崇山峻嶺，是雪山山脈的一支，擁有興隆山、大雪山、

大霸尖山，屹立鄉境內。而大安溪、汶水溪、大湖溪，淵遠流長，鄉民在溪畔自

成聚落居住，且泰安溫泉位於汶水溪上游，擁有高知名度，許多遊客為此前來(張

致遠，2007)。位處後龍溪上游汶水溪、大湖溪以及大安溪源流地域，全鄉盤亙

於雪山山脈、馬拉邦山、鹿場大山等山地，其中以雪山主峰標高 3884 公尺，為

全境最高點，並且全鄉有一半以上面積被劃為雪霸國家公園範圍，雖因地形不利

發展，但能保留豐富完整的自然生態景觀(苗栗縣政府國際文化觀光局，2012)。 

 

圖 3-1苗栗縣略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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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回憶苗栗(2015)，網址：http://library.taiwanschoolnet.org/c00/26360020/ 

泰安鄉志編纂委員會(2008)提及日本統治時期，泰安鄉原本屬於新竹州大湖

郡山番界，光復後才改成山地鄉。西元 1947 年六月隸屬新竹縣大湖郡區之大安

鄉，直到西元 1950 年十月二十五日，苗栗縣政府的成立，大安鄉正式隸屬苗栗

縣。由於鄉名與臺中縣大安鄉重複，因此改名，於西元 1954 年正式更名為泰安

鄉，謂國泰民安之意。關於泰安鄉的故事中，相傳泰安鄉的泰雅族人祖先來自大

霸尖山，為大霸尖山的巨石所生，而泰雅族的世界裡有二個特別的觀念，包含

gaga8的觀念以及 rutux9信仰理念(泰安鄉公所，2010)。泰安鄉的行政區劃為北五

村(前山)：八卦村、中興村、錦水村、大興村、清安村；南三村(後山)：士林村、

梅園村、象鼻村 ，共八個村(王保鍵，2015)。泰安鄉的人口結構，大多數以原

住民泰雅族為主要居民，泰雅族人口三千多人，佔全鄉人口三分之二，客家人在

全鄉八村中，大部分集中在錦水和清安兩村，另外大興村約 20戶，八卦、士林、

象鼻各村則佔極少數，並與泰雅族共同混居的村落，亦為泰安鄉客家人集中且人

數多於泰雅族人的村落，泰雅族人多住在清安村的洗水坑豆腐街以及錦水村(參

閱圖 3-2)(黃世明、許占文，2012)，也因此複雜的族群關係，多呈現在熱鬧的北

五村，而作為研究者欲探討的研究範圍。 

                                                      
8所謂 gaga，是一種社會規範，是泰雅人日常生活風俗習的戒律，觸犯了 gaga，就是觸犯了禁忌

，可能受到神靈的懲罰，而遵守 gaga 的人將共同舉行祭儀共勞分享。 
9所謂 rutux 是一種超自然的神靈信仰，一個人若觸犯了 gaga，將受到 rutux 的懲罰；被 rutux 

嚇到可能會生病，在戶外吃飯喝酒時要彈一點食物在地上給 rutux 吃，在祖靈祭之後，泰雅人

要離開祭祀地時必須越過火堆，以示與 rutux 隔離，種種跡象顯示對 rutux 的懼怕。 

http://library.taiwanschoolnet.org/c00/26360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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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苗栗縣泰安鄉行政區域 

資料來源：苗栗縣泰安鄉公所(2010) 

 此外，從苗栗縣戶政服務網(2016)統計指出，2016 年 5月份苗栗縣全縣總人

口數為 561,755 人，原住民總人口數為 11,272 人，佔全縣僅 2%的原住民人口比

例，包含平地原住民人口數為 4,524 人與山地原住民人口數為 6,748 人。苗栗縣

泰安鄉總人口數為 5,970 人，其中原住民總人口數為 4,275人，高達 71.60%的原

住民人口比例，包含平地原住民人口數為 83人與山地原住民人口數為 4,192人，

依據此統計數據能夠清楚呈現出原住民的人口比例，在全苗栗縣觀察發現原住民

不算多數，更非主要族群；但在全縣的鄉鎮中，多數原住民都居住在泰安鄉，因

此，在泰安鄉裡為主要族群；並且，其居住在平地及山地的原住民的人口數有相

當大的懸殊差異。 

全縣男性總人口數為 289,647 人，女性總人口數為 272,108 人，原住民男性

總人口數為 5,457 人，包含平地原住民男性人口數為 2,238 人與山地原住民男性

人口數為 3,219 人，原住民女性總人口數為 5,815 人，包含平地原住民女性人口

數為 2,286人與山地原住民女性人口數為 3,529 人。泰安鄉男性總人口數為 3,195

人，原住民男性總人口數為 2,220人，包含平地原住民男性人口數為 31 人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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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地原住民男性人口數為 2,189 人；女性總人口數為 2,775 人，原住民女性總人

口數為 2,055 人，包含平地原住民女性人口數為 52 人與山地原住民女性人口數

為 2,003 人。上述可知，苗栗縣的男性多於女性，原住民男性亦多於原住民女性。 

 至於泰安鄉的產業狀況，因為擁有豐富的自然景觀與人文產業的資源，並有

許多當地居民順應社會趨勢以及政府政策，推動了更大規模的觀光事業，例如，

新成立的泰雅原住民文化產業園區，加上新闢建的泰安鄉清安至南庄鄉八卦力道

路在西元 2014年 10月通車，可以方便到泡泰安最著名的溫泉，還能體驗泰雅原

住民的文化特色，以及欣賞原住民的歌舞表演(苗栗縣政府，2015)。泰安鄉多由

原住民族群及客家族群共同組成，為建立一個兼容並蓄的多元文化環境，結合泰

安鄉裡各種社團及文史工作者，協力推動各類藝維護豐富的自然生態資源文化活

動，如在清安村建立客家風味的觀光遊憩商店街，在原住民部落，對原住民族群

的各種資源盤點，如風俗習慣、人文藝術，經由部落再造，建立文化為主要重要

珍貴的文化觀光產業(泰安鄉公所，2010)。 

 

第二節 苗栗縣泰安鄉客家人之移入 

泰安鄉志編纂委員會(2008)提及，從清代至日治初期，官方「理番」政策，

大多以隔離民蕃接觸為主軸，廣設隘勇線圍堵原住民下山出草，維護地方安寧。

原漢之間，除了少數的商業行為外，少有較互信的互動機會。一直到日治中期，

日本總督府，對原住民實施所謂「五年伐討計畫」之後，一方面瓦解了原住民反

抗能力，另一方面由於討伐過程中手段過於嚴酷，引起日本國內部分人士的非議

10，日本重新檢討理番政策，才開始鬆動了漢人的「禁止進入番界」的戒律。 

苗栗縣泰安鄉在日治大正初期以前，皆為泰雅族的天下，文獻上並無任何關

於漢人移居的記錄；而正式有漢人定居，且有記錄的開始於大正 5 年(西元 1916

年)。根據日治時期的戶籍資料，大正 5年 3月劉阿慶、饒運火率家人入籍洗水、

                                                      
10 
反對、責難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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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進欽、謝阿運入籍北洗水(均為現今的清安村)、傅阿石、吳阿宗入籍打必厝社

(現今錦水村)，這是第一批進入泰安的漢人，之後漢人陸陸續續移入，自大正 5

年(西元 1916年)至昭和 20年(西元 1945年)，前後三十年移入的漢人有 305 戶，

共 1108人(泰安鄉志編纂委員會，2008)。 

表 3-1日治時期泰安鄉移入漢人戶數人數統計表 

 

年度 

清安 錦水 大興 士林 八卦 梅園 合計 

戶

數 

人

數 

戶

數 

人

數 

戶

數 

人

數 

戶

數 

人

數 

戶

數 

人

數 

戶

數 

人

數 

戶

數 

人

數 

 

 

大 

 

 

 

正 

05 5 21 2 9 0 0 0 0 0 0 0 0 7 30 

06 2 7 1 6 0 0 0 0 0 0 0 0 3 13 

07 6 16 1 6 1 7 0 0 0 0 1 4 9 33 

08 1 3 3 9 0 0 0 0 0 0 0 0 4 12 

09 0 0 2 9 0 0 0 0 0 0 0 0 2 9 

11 3 8 1 3 0 0 0 0 0 0 0 0 4 11 

12 3 10 1 3 2 6 0 0 0 0 0 0 6 19 

13 1 6 1 9 0 0 0 0 0 0 0 0 2 15 

14 1 6 3 9 0 0 0 0 1 11 1 4 6 30 

 

 

 

 

 

昭 

 

 

01 2 15 1 3 1 3 0 0 0 0 1 3 5 24 

02 2 7 1 7 0 0 0 0 0 0 2 2 5 16 

03 4 16 1 5 0 0 0 0 0 0 0 0 5 21 

04 5 18 1 5 0 0 0 0 1 1 0 0 8 25 

05 2 8 0 0 1 1 0 0 0 0 3 16 5 24 

06 2 11 0 0 0 0 0 0 0 0 0 0 2 11 

07 5 26 1 10 0 0 0 0 0 0 0 0 6 36 

08 2 4 2 12 0 0 0 0 0 0 0 0 4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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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09 6 26 0 0 0 0 0 0 0 0 0 0 6 26 

10 4 21 1 2 0 0 0 0 0 0 3 3 8 26 

11 9 49 2 6 1 7 0 0 0 0 7 25 9 87 

12 4 13 2 5 0 0 0 0 0 0 1 1 7 19 

13 8 25 1 3 1 6 0 0 0 0 3 12 13 46 

14 6 14 1 5 0 0 0 0 0 0 1 3 8 22 

15 5 17 0 0 0 0 0 0 0 0 7 19 12 36 

16 9 44 4 15 0 0 0 0 0 0 3 6 16 65 

17 20 76 5 14 0 0 0 0 0 0 6 21 32 114 

18 27 96 5 21 0 0 0 0 0 0 1 6 33 123 

19 37 93 5 20 0 0 0 0 0 0 13 32 55 145 

20 6 37 4 10 0 0 0 0 0 0 3 7 13 54 

合計 187 693 52 206 7 30 1 3 2 12 56 164 305 1108 

資料來源：泰安鄉志編纂委員會(2008) 

從上述列表中，可觀察出大正昭和初期，移入的人口少；至昭和 16 年(西元

1941 年)以後才越來越多；多數移入清安村最多、錦水村次之，兩村之戶數佔總

戶數的 78%，人口數佔 81%。根據苗栗縣戶籍統計資料(表 3-2)中發現，移入至

泰安鄉的漢人原先居住地，在總戶數 305 戶中，今苗栗縣籍者有 249 戶，佔

81.6%，其中又以大湖、公館、獅潭、銅鑼較多，共 199 戶，佔 65.2%。外縣市

移入 56 戶，集中桃園、新竹兩縣 49戶，而他們的原本居住地，多數屬於客家地

區，可以發現移至泰安鄉的漢人多為客家人。 

表 3-2日治時期泰安鄉移入漢人原居地一覽表 

原居地 清安 錦水 大興 士林 八卦 梅園 小計 

 

 

大湖 51 5 3   7 66 

公館 38 22 3 1  3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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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 

 

 

 

栗 

 

 

 

縣 

獅潭 28 13   1 4 44 

銅鑼 18 2     20 

三義 3      3 

西湖 3     1 4 

苗栗 3 2     5 

頭份 4     2 6 

竹南 1     1 2 

造橋 3  1    4 

南庄 3     7 10 

三灣 2     3 5 

卓蘭 2     1 4 

後龍  2     2 

通霄 1      1 

頭屋 3 1     4 

 

其 

 

他 

桃園 9 2    17 28 

新竹 10 3    8 21 

高雄 1      1 

彰化 1      1 

其他 3     2 5 

合計 187 52 7 1 2 56 305 

資料來源：泰安鄉志編纂委員會(2008) 

日本人統治臺灣時，主要為開發臺灣特有的豐富山林資源，當時泰安鄉的山

地擁有最重要的山林資源，包含木材及樟腦，但開採的區域必定進入原住民居住

地。多數進入泰安鄉的漢人、日本人，皆為樟腦而前來(泰安鄉志編纂委員會，

2008)。日本政府還發布「從事焗腦的工人可以免徵召當兵」，因當時多數臺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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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徵召到南洋作戰，且多半戰死異地，讓更多人為了免當兵而離開家鄉至泰安鄉

工作；更找客家人擔任隘勇，以利樟腦開採，防範原住民的攻擊(許占文，2012)。

隘勇線以西的區域，原住民退出後留下的空地，被日本人列為公有地，准予放租

給漢人開墾種。日本人嚴厲控制以剷除原住民「出草」的風俗，因此漢人更加安

居樂業。原、漢人口比例，在光復後民國 36年(西元 1947年)時，原住民約佔 52%；

漢人約佔 48%，人口數近乎平衡，亦威脅到原住民的居住空間。直到民國 38 年

(1949年)5月臺灣開始戒嚴，山地也受到政府的管制，漢人的移入自由亦受到嚴

格限制，也使原、漢人口的比例較少變動。但因近年來社會的經濟產業型態的改

變，漢人多往都市發展。直到民國 87 年(西元 1998 年)全鄉人口有 5539 人，原

住民 3653 人，約佔 59%；漢人 2286人，約佔 41%，原住民人口逐漸居於多數。 

 

第三節 苗栗縣泰安鄉北五村概況 

 本章節欲介紹研究範圍的地區，為最多客家族群與原住民族群共同混居的泰

安鄉北五村，展現出多元文化的樣貌，而北五村包含了八卦村、錦水村、中興村、

清安村、大興村，以下將介紹各村的地理環境、歷史文化、人口統計、產業經濟

與著名景點： 

壹、致力護溪－八卦村 

八卦村位於泰安鄉西北部，北邊以八卦山脈與南庄蓬萊村為鄰，西邊以八卦

力山脈與獅潭鄉豐林村、竹木村相鄰，東南邊接者本鄉錦水村(泰安鄉志編纂委

員會，2008)。從前，頭目達老哇愛(山地語譯)住在山區深處最高的大森林下方，

因山高聳立，林木茂密，使老鷹群棲山頂，被山地人稱為「得八那」，而稱老鷹

為「寡力」，「得八那寡力」意指山頂上老鷹群居棲息之處，亦為頭目的住處。時

間一久，其音變為八卦力，才有今日的八卦村(泰安鄉公所，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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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3泰安鄉八卦村位置圖 

資料來源：本研究繪製 

根據苗栗縣戶政服務網(2016)統計數據顯示，2016年 5月份泰安鄉八卦村的

人口數量總計有 337人，人口數佔全鄉的 5.6%，為北五村中人口比例最低的村

落，原住民人口數為 191人，平地原住民人口數為 14人，山地原住民人口數為

177人，因此，在八卦村原住民人口數比例佔全村的 56.67%，超過半數以上的居

民皆為原住民族群。在性別部分，八卦村男性人口數總計有 191人，而原住民男

性人口數為 97人，平地原住民男性人口數為 5 人，山地原住民男性人口數為 92

人；八卦村女性人口數總計 146人，而原住民女性人口數為 94人，平地原住民

女性人口數為 9人，山地原住民女性人口數為 85人。在產業經濟部分，多數居

民以種植農作物為主例如：桂竹筍、桃子、李子與四季蔬菜等等。在著名景點部

分，包含有八卦吊橋，長度大約 220公尺，高度大約 30公尺，風景美麗，很多

遊客最喜愛悠閒漫走的地方；另一為，八卦溪，全長大約 12公里，溪水非常清

澈、魚蝦也相當繁多，且林木茂盛。而八卦村著重在護溪的工作，希望成為大自

然景觀勝地之一(泰安鄉公所，2012)。 

貳、溫泉聖地－錦水村 

錦水村位於泰安鄉西北部，北邊以鹿場大山、加裡山稜線和南庄蓬萊村、東

河村為鄰，西北隔橫龍山稜線與八卦村為界，西邊與獅潭鄉竹木村相鄰，東邊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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洗水山(冬瓜山)、半天寮山稜線與清安村為鄰，東南邊接中興村，東邊以東洗水

山、鹿場大山稜線與梅園村為界(泰安鄉志編纂委員會，2008)。又稱為汶水，而

汶水溪上游的河水，原本是相當清澈乾淨，但因為流域經過本區(即汶文國小附

近)時，河水逐漸混濁，故而稱之為「汶水」(此為客家語發音，為水混濁之意)。

因為名字不雅，並且常有河水氾濫的情形，故於民國三十九年時，實施了地方自

治，在成立大安鄉之時，才更名為錦水(泰安鄉公所，2012)。 

 

圖 3-4 泰安鄉錦水村位置圖 

資料來源：本研究繪製 

根據苗栗縣戶政服務網(2016)統計數據顯示，2016年 5月份泰安鄉錦水村的

人口數量總計有 1300 人，人口數佔全鄉的 21.77%，為北五村中人口比例最高的

村落，原住民人口數為 860人，平地原住民人口數為 19人，山地原住民人口數

為 841人，因此，在錦水村原住民人口數比例佔全村的 66.15%，超過半數的居

民為原住民族群。在性別部分，錦水村男性人口數總計有 709人，而原住民男性

人口數為 447人，平地原住民男性人口數為 7人，山地原住民男性人口數為 440

人；錦水村女性人口數總計 591人，而原住民女性人口數為 413人，平地原住民

女性人口數為 12人，山地原住民女性人口數為 401人。在產業經濟部分，桂竹

筍為錦水村的農特產，並且設置有兩個桂竹筍加工廠，以及種植桃子、李子與生

薑等等農產品。在著名景點的部分，錦水村為溫泉故鄉，因溫泉富有全國馳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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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酸優質溫泉水質，亦是全國距交流道最近之溫泉區。溫泉區內很多各級飯店林

立，其中為全省聞名的溫泉聖地為警光山莊，在日據時代就已經設立，為全省聞

名而來的溫泉聖地。另有虎山島也是遊客爭相前往觀光的景點，風景怡人，內有

設置溫泉、泡湯與住宿。而汶水溪位於後龍溪的上游，沿岸景色優美，遊客常來

拍照紀念(泰安鄉公所，2012)。 

参、秋楓優雅－中興村 

中興村位於泰安鄉西南部，西邊以馬那邦山脈北段稜脈與大湖東興村、大寮

村相接，南邊以馬那邦山向東經細道邦山延伸至司馬限山稜線與士林村及象鼻村

為界，東以洗水山，經東洗水山至司馬限山稜線與錦水村、梅園村相鄰，西邊以

大湖溪與大湖鄉大南村相鄰，北邊則以大湖溪、洗水山稜線與大興村、清安村為

鄰(泰安鄉志編纂委員會，2008)。中興村原先稱作細道邦，亦為長橋。過去此地

交通閉塞，加上山路崎嶇難行，故以細道邦取名。在境內有一溪流，每逢雨季，

就會山洪暴發，並且對外交通斷絕，政府遂搭建起三座吊橋橫跨溪間，其中一座

位於細道邦，是三座最長的一座橋，故又以長橋取名，此長橋地處泰安鄉中心位

置，中興村設置時，取中興復國之意，而為中興村(泰安鄉公所，2012)。 

 

圖 3-5 泰安鄉中興村位置圖 

資料來源：本研究繪製 

根據苗栗縣戶政服務網(2016)統計數據顯示，2016年 5月份泰安鄉中興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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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數量總計有 644人，人口數佔全鄉的 10.78%，原住民人口數為 484 人，平

地原住民人口數為 10 人，山地原住民人口數為 474人，因此，在中興村原住民

人口數比例佔全村的 75.15%，顯示皆有半數以上為原住民族群。在性別部分，

中興村男性人口數總計有 338人，而原住民男性人口數為 250人，平地原住民男

性人口數為 7人，山地原住民男性人口數為 243人；中興村女性人口數總計 306

人，而原住民女性人口數為 234人，平地原住民女性人口數為 3人，山地原住民

女性人口數為 231人。在產業經濟的部分，多為種植桂竹筍、李子與生薑等等農

作物。在著名景點的部分，包含馬拉邦山秋楓，其為村中最佳賞點及郊遊去處。 

另有出火，意指天然瓦斯終年不斷，變成景點之一，而村民亦善加利用各種用途，

晚上不用路燈也能照亮夜空(泰安鄉公所，2012)。 

肆、開墾洗水－清安村 

清安村位於泰安鄉西部，西南邊以蔗部坑與大湖鄉復興村為鄰，西北邊隔著

汶水溪與獅潭鄉竹木村相望，東北邊以半天寮山、洗水山稜線與錦水村為鄰，東

南邊以洗水山稜脈與中興村為鄰，南邊以鷂婆山東段稜脈、南勢山稜線與大興村

連接。全境屬於汶水溪支流洗水溪流域(泰安鄉志編纂委員會，2008)。清安舊小

字名為馬都安社、洗水坑，此舊名的馬都安社本來是番社的名字，在日據時期初

期時，諸番社仗恃著南洗水坑的狹隘險要，經常出草襲擊，被日平服後，改名清

安(泰安鄉公所，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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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6 泰安鄉清安村位置圖 

資料來源：本研究繪製 

根據苗栗縣戶政服務網(2016)統計數據顯示，2016年 5月份泰安鄉清安村的

人口數量總計有 1010 人，人口數佔全鄉的 16.91%，原住民人口數為 281 人，平

地原住民人口數為 7人，山地原住民人口數為 274人，因此，在清安村原住民人

口數比例佔全村的 27.82%，相當低的數值，表示超過半數以上的居民為非原住

民。在性別部分，清安村男性人口數總計有 558 人，而原住民男性人口數為 146

人，平地原住民男性人口數為 1人，山地原住民男性人口數為 145人；清安村女

性人口數總計 452人，而原住民女性人口數為 135 人，平地原住民女性人口數為

6人，山地原住民女性人口數為 129人。在產業經濟的部分，居民多數種植草莓、

桃子與李子，等等農作物，非常適合外地遊客來到中興村觀光享受自己採收的樂

趣。在著名景點的部分，是鄉公所的行政中心，且交通方便。大坪社區：群山環

繞，相當富有地方特色(泰安鄉公所，2012)。 

伍、雲海繚繞－大興村 

大興村位於泰安鄉西部，西邊與大湖鄉大南村相鄰，北以鷂婆山東段稜脈與

清安村相連，東南邊連著中興村(泰安鄉志編纂委員會，2008)。大興村原名為高

熊峠，因山上有一棵樹，猶如一隻熊在高山的鞍部而得名，日治時期，日人為控

制此山勢，且警察派出所與學校於此(泰安鄉公所，2012)。 



64 

 

 

圖 3-7泰安鄉大興村位置圖 

資料來源：本研究繪製 

根據苗栗縣戶政服務網(2016)統計數據顯示，2016年 5月份泰安鄉大興村的

人口數量總計有 567人，人口數佔全鄉的 9.49%，原住民人口數為 446 人，平地

原住民人口數為 10人，山地原住民人口數為 436 人，因此，在大興村原住民人

口數比例佔全村的 78.65%，為北五村中原住民人口數比例最高的村落。在性別

部分，大興村男性人口數總計有 294人，而原住民男性人口數為 228人，平地原

住民男性人口數為 4人，山地原住民男性人口數為 224人；大興村女性人口數總

計 273人，而原住民女性人口數為 218人，平地原住民女性人口數為 6人，山地

原住民女性人口數為 212人。在產業經濟的部分，多數居民仍以農業為主，種植

桃李，桂竹筍與生薑，而近年種植高山草莓及開闢許多可以看到大片雲海的露營

區。在著名景點的部分，有烏嘎彥山，且山頂設有瞭望台，景色優美(泰安鄉公

所，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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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實證結果分析 

實證結果的部分，分為兩段步驟進行，首先，由前述文獻探討內容形塑研究

架構之後，使用社會網絡軟體 UCINET6.0，計算出相關程度中心性以及中介中

心性數值，繪製出社會網絡關係圖，再根據相關的資料，製作出屬於苗栗縣泰安

鄉北五村族群關係的組織互動網絡圖，尋找出相關利害關係單位；設計議題網

絡，找尋主要關鍵議題的討論。第二步驟，執行深度訪談，並藉由五大層面(地

方制度面、教育文化面、土地管理面、經濟發展面、多元文化面)發展深度訪談

相關內容，編製出主軸編碼與子編碼，以質化軟體 MAXQDA 進行分析。 

 

第一節 泰安鄉北五村政策之組織互動網絡分析與議題網絡

分析 

壹、組織互動網絡分析 

組織網絡分析的部分，首先，請利害關係人填寫問卷，再將問卷內容匯入社

會網絡軟體進行數值計算，進而繪製組織互動網絡圖，從中尋找出整體程度中心

性與中介中心性數值，尋找資源掌握程度即為連帶的節點數量較多，其與團體中

的其他行動者的連繫越密切，代表者該行動者是群體之中最受歡迎的，或是最受

人們關注的中心人物，亦為主要執行者(陳定銘，2012)；另一為資訊流通關鍵位

置，即為代表著行動者對其他行動者有潛在的控制或影響能力，中介中心性高的

行動者，其佔據操控資源流通的一個關鍵位置，亦為最常作為一個中間溝通者，

扮演橋梁的角色(劉宜君、陳敦源、蕭乃沂、林昭吟，2005)。以此為基礎探究苗

栗縣泰安鄉族群關係的網絡連結與其形態樣貌，並利用相關數值進行組織互動網

絡圖的繪製與分析，找出主要利害關係人進行下一步驟的深度訪談。 

採用立意抽樣挑選出包含公部門、私部門與第三部門單位進行填寫，問卷發



66 

放實施時間為 2016年 2月 28日至 3月 31 日，以 21項利害關係單位，進一步

彙整資料輸入至 UCINET6.0 社會網絡分析軟體，算出整體程度中心性與中介中

心性數值，判斷資源分享掌握程度，以程度中心性之前三大利害關係單位與中介

中心性之最大數值單位，進行分析與探討。所挑選之問卷填寫利害關係單位如下： 

表 4-1社會網絡問卷填寫利害關係單位 

代碼 單位名稱 性質 

A1 文化部 公部門 

A2 客委會 公部門 

A3 原民會 公部門 

A4 苗栗縣議會 公部門 

A5 原住民事務中心 公部門 

A6 泰安鄉公所 公部門 

A7 錦水村 公部門 

A8 大興村 公部門 

A9 清安國小 公部門 

A10 泰雅文化產業園區 公部門 

B1 錦○溫泉飯店 私部門 

B2 楚○香花坊民宿 私部門 

B3 阿○(高○屋)草莓園 私部門 

B4 洗○山露營區 私部門 

B5 路○早餐店 私部門 

C1 洗水坑豆腐街觀光發展協會 第三部門 

C2 富民社區發展協會 第三部門 

C3 大興社區發展協會 第三部門 

C4 大坪部落 第三部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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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5 歌舞發展協會 第三部門 

C6 子萱工坊 DIY美術館 第三部門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問卷的建構面上，採用四大題的方式進行，包含平時互動網絡、客家文化政

策合作對象網絡、原住民文化政策合作對象網絡與多元文化推動合作對象網絡。 

一、平時互動關係之中心性（平時互動網絡） 

進行社會網絡調查問卷時，關於平時互動關係部分(在分析時稱為平時互動

網絡)，題目為「請問您平時有無與哪些公部門、私部門或第三部門互動？」，本

研究藉由描繪苗栗縣泰安鄉政策行動者互動的概況，為能更清楚的觀察苗栗縣泰

安鄉族群關係下政策行動者中主要的互動者，以及了解在其中扮演平時互動橋梁

角色的中間關鍵者，故以中介中心性進行加權，藉由節點的大小來判斷平時互動

網絡；詳細中心性數值如下： 

表 4-2平時互動關係：中心性網絡結構分析表 

代

碼 
組織名稱 

程度 

中心性 

標準化

程度中

心性 

百分比 

分配 

中介中

心性 

標準化

中介中

心性 

A1 文化部 3.000 14.286 0.010 0.000 0.000 

A2 客委會 7.000 33.333 0.023 0.000 0.000 

A3 原民會 12.000 57.143 0.039 0.000 0.000 

A4 苗栗縣議會 16.000 76.190 0.052 9.041 2.379 

A5 原住民事務中心 16.000 76.190 0.052 6.001 1.579 

A6 泰安鄉公所 19.000 90.476 0.062 23.160 6.095 

A7 錦水村 14.000 66.667 0.045 0.347 0.091 

A8 大興村 14.000 66.667 0.045 3.534 0.930 

A9 清安國小 18.000 85.714 0.058 20.885 5.4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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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0 泰雅文化產業園區 16.000 76.190 0.052 4.628 1.218 

B1 錦○溫泉飯店 12.000 57.143 0.039 1.716 0.451 

B2 楚○香花坊民宿 18.000 85.714 0.058 6.052 1.593 

B3 

阿○(高○屋)草莓

園 
17.000 80.952 0.055 4.606 1.212 

B4 洗○山露營區 11.000 52.381 0.036 0.111 0.029 

B5 路○早餐店 9.000 42.857 0.029 0.000 0.000 

C1 

洗水坑豆腐街 

觀光發展協會 
18.000 85.714 0.058 29.827 7.849 

C2 富民社區發展協會 18.000 85.714 0.058 5.766 1.517 

C3 大興社區發展協會 18.000 85.714 0.058 5.633 1.482 

C4 大坪部落 16.000 76.190 0.052 1.573 0.414 

C5 歌舞發展協會 18.000 85.714 0.058 6.388 1.681 

C6 

子萱工坊 DIY 

美術館 
18.000 85.714 0.058 5.732 1.508 

整體程度中心性                                                 23.95% 

整體中介中心性                                                  6.47%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從上述的資料顯示，在平時互動關係上的標準化程度中心性，整體程度中心

性為23.95%，顯示出非常多單位都是超過整體程度中心性的數值，形成資源分

散，並未明顯集中於某一特定單位的情況，且僅文化部(A1)未超過整體數值，較

少有互動。各個單位的數值而論，泰安鄉公所(A6)所占程度中心性數值最高為

90.476%，在平時互動上，比其他單位握有較為正確之資訊，故為位於平時互動

中之重要單位；而就在平時互動關係上的標準化中介中心性，整體中介中心性數

值為6.47%，在整個族群關係中互動過程內，呈現資源集中於洗水坑豆腐街觀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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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協會(C1)為7.849%，明顯著重於此特定單位來執行分享資訊；而次高為泰安

鄉公所(A6) 6.095%，最後為清安國小(A9)5.496%，而網絡結構分析圖如下： 

 

圖 4-1平時互動關係之程度中心性網絡分析圖 

資料來源：本研究繪製 

 

圖 4-2平時互動關係之中介中心性網絡分析圖 

資料來源：本研究繪製 

從上述網絡圖 4-1可得知，觀察程度中心性，整體網絡圖多數平均，而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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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A1)與客委會(A2)平時互動較少，就數據分析，發現泰安鄉公所(A6)所占之程

度中心性數值最大，整個泰安鄉的政策，皆從泰安鄉公所推動，因此，平時互動

性必定會較高。 

 

對於鄉親的問題，會主動聯絡其他單位共同協調鄉親的問題。(泰安鄉公所，

A6) 

 

而中介中心性圖 4-2，洗水坑豆腐街觀光發展協會(C1)假日觀光人潮洶湧而

至，常為舉行活動地點的首選，其他單位連絡合作，增加活動的多元樣貌；而其

他活動的管道有泰安鄉公所(A6)、清安國小(A9)，因此，三者中介性數值最大。 

 

比較常申請到客委會的經費，不會限定族群，將客家文化發揚光大；還有跟

原住民事務中心辦活動像是文化祭，或是其他甚麼活動，都會多元參與。(洗

水坑豆腐街觀光發展協會，C1) 

 

必須作為中央政府與地方居民之間的聯繫管道。(泰安鄉公所，A6) 

 

教育問題能經由學校讓地方政府清楚現況。(清安國小，A9) 

 

而其中泰安鄉公所(A6)、清安國小(A9)，屬於公部門領域，而洗水坑豆腐街

觀光發展協會(C1)為第三部門領域，公部門單位占兩項，而第三部門占一項，顯

示公部門於中介中心性高數值的占有領域高過於私部門亦或第三部門，即公部門

在平時互動關係上的媒介扮演較深，在的問題協尋困難上亦扮演關鍵地位。綜言

之，於平時互動關係上的中介中心性，洗水坑豆腐街觀光發展協會(C1)所占位置

尤為重要。 

二、客家文化政策合作對象之中心性（客家文化政策合作對象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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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客家文化政策合作對象部分(在分析時稱為客家文化政策合作對象網

絡)，題目為「請問您通常有無與哪些公部門、私部門或第三部門共同協力客家

文化政策合作？」本研究藉由描繪苗栗縣泰安鄉政策行動者互動的概況，為能更

清楚的觀察苗栗縣泰安鄉族群關係下政策行動者中主要的互動者，以及了解在其

中扮演平時互動橋梁角色的中間關鍵者，再進行加權，藉由節點的大小來判斷客

家文化政策合作對象網絡；詳細中心性數值如下： 

表 4-3客家文化政策合作對象：中心性網絡結構分析表 

代

碼 
組織名稱 

程度 

中心

性 

標準化

程度中

心性 

百分比 

分配 

中介中心

性 

標準化中

介中心性 

A1 文化部 3.000 14.286 0.029 0.000 0.000 

A2 客委會 9.000 42.857 0.086 0.000 0.000 

A3 原民會 1.000 4.762 0.010 0.000 0.000 

A4 苗栗縣議會 1.000 4.762 0.010 0.000 0.000 

A5 原住民事務中心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A6 泰安鄉公所 11.000 52.381 0.105 36.012 9.477 

A7 錦水村 7.000 33.333 0.067 14.929 3.929 

A8 大興村 10.000 47.619 0.095 33.819 8.900 

A9 清安國小 9.000 42.857 0.086 19.440 5.116 

A10 泰雅文化產業園區 1.000 4.762 0.010 0.000 0.000 

B1 錦○溫泉飯店 1.000 4.762 0.010 0.000 0.000 

B2 楚○香花坊民宿 7.000 33.333 0.067 3.600 0.947 

B3 阿○(高○屋)草莓園 2.000 9.524 0.019 0.000 0.000 

B4 洗○山露營區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B5 路○早餐店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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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1 

洗水坑豆腐街 

觀光發展協會 
11.000 52.381 0.105 14.269 3.755 

C2 富民社區發展協會 7.000 33.333 0.067 4.100 1.079 

C3 大興社區發展協會 4.000 19.048 0.038 0.762 0.201 

C4 大坪部落 1.000 4.762 0.010 0.000 0.000 

C5 歌舞發展協會 13.000 61.905 0.124 42.969 11.308 

C6 子萱工坊 DIY美術館 7.000 33.333 0.067 4.100 1.079 

整體程度中心性                                                 44.21% 

整體中介中心性                                                  9.58%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從上述的資料顯示，客家文化政策合作對象上的標準化程度中心性，整體程

度中心性為 44.21%，包含有泰安鄉公所(A6)、大興村(A8)、洗水坑豆腐街觀光

發展協會(C1)、歌舞發展協會(C5)之數值皆超過整體程度中心性，顯示出資源的

不集中且分散，就數值而論，歌舞發展協會(C5)所占程度中心性數值最高為

61.905%，顯示在客家文化政策合作對象上，比其他單位掌握有較為正確訊息，

故為位於客家文化政策合作對象中之重要單位；而就中介中心性，整體中介中心

性數值為 9.58 %，在整個客家文化政策合作對象內的標準化中介中心性，呈現資

源集中於歌舞發展協會(C5) 11.308%上，擁有掌握資源分享能力，顯示出其他單

位常透過此利害單位得到訊息，而網絡結構分析圖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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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3客家文化政策合作對象之程度中心性網絡分析圖 

資料來源：本研究繪製 

 

圖 4-4客家文化政策合作對象之中介中心性網絡分析圖 

資料來源：本研究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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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圖 4-3得知，就程度中心性數據分析，可知歌舞發展協會(C5)所占之程

度中心性數值為最大，以客家人為主的歌舞發展協會，對於客家文化的相關政

策，教學客家歌謠、舞蹈等等，文化的傳承與推廣是相當積極，成果豐厚，很多

其他單位會給予支持，因此，歌舞發展協會能運用的資源、資金也相對較多。 

 

透過議員的幫助也有一些活動，歌舞協會需要請老師都要經費，現在劉鄉長

最照顧客家族群，雖然客家族群只有三分之一，對客家活動有指導客家文化

也很努力保存。(歌舞發展協會，C5) 

 

而中介中心性圖 4-4，歌舞發展協會(C5)為最高的中介中心性數值，此外，

還有泰安鄉公所(A6) 、大興村(A8)亦常作為各單位之間的資源分享傳遞者。 

 

新住民的參與比較少，鄰近兩個村有時候有辦活動也會一起參與，像是客家

歌謠班。(歌舞發展協會，C5) 

 

客委會會提有關客家社區的案子；或是有一年三次的提案，想辦甚麼鄉公所

就協辦，也會跟部落一起舉辦，看學校願意作甚麼計畫，都會協助。(泰安

鄉公所，A6) 

 

在平時都有再接觸客家節文化節，請小朋友打鼓舞龍舞獅表演，推廣母語政

策，鄉公所會提計畫到勞動部多元就業方案村民有意願可以上一些產銷的課

程一些技藝訓練的，會委託鄉公所承辦。(大興村，A8) 

 

而其中泰安鄉公所(A6) 、大興村(A8)，屬於公部門領域，而歌舞發展協會

(C5)為第三部門領域，公部門單位占兩項，而第三部門占一項，顯示公部門於中

介中心性高數值的占有領域高過於私部門亦或第三部門，即公部門在客家文化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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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合作對象上的媒介扮演較深，是作為一個溝通橋樑的關鍵地位。綜言之，於客

家文化政策合作對象上的中介中心性，歌舞發展協會(C5)是居於重要位置。 

三、原住民文化政策合作對象之中心性（原住民文化政策合作對象網絡） 

關於原住民文化政策合作對象部分(在分析時稱為原住民文化政策合作對象

網絡)，題目為「請問您通常有無與哪些公部門、私部門或第三部門共同協力原

住民文化政策合作？」本研究藉由描繪苗栗縣泰安鄉政策行動者互動的概況，為

能更清楚的觀察苗栗縣泰安鄉族群關係下政策行動者中主要的互動者，以及了解

在其中扮演平時互動橋梁角色的中間關鍵者，再進行加權，藉由節點的大小來判

斷原住民文化政策合作對象網絡；詳細中心性數值如下： 

表 4-4原住民文化政策合作對象：中心性網絡結構分析表 

代碼 組織名稱 
程度 

中心性 

標準化

程度中

心性 

百分比 

分配 

中介中

心性 

標準化

中介中

心性 

A1 文化部 4.000 19.048 0.021 0.000 0.000 

A2 客委會 1.000 4.762 0.005 0.000 0.000 

A3 原民會 10.000 47.619 0.053 0.000 0.000 

A4 苗栗縣議會 15.000 71.429 0.079 39.736 10.457 

A5 原住民事務中心 16.000 76.190 0.085 31.356 8.251 

A6 泰安鄉公所 13.000 61.905 0.069 8.289 2.181 

A7 錦水村 10.000 47.619 0.053 2.767 0.728 

A8 大興村 14.000 66.667 0.074 44.644 11.749 

A9 清安國小 15.000 71.429 0.079 30.747 8.091 

A10 

泰雅文化 

產業園區 
13.000 61.905 0.069 3.156 0.830 

B1 錦○溫泉飯店 5.000 23.810 0.026 0.458 0.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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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2 楚○香花坊民宿 11.000 52.381 0.058 6.547 1.723 

B3 

阿○(高○屋) 

草莓園 
5.000 23.810 0.026 1.525 0.401 

B4 洗○山露營區 1.000 4.762 0.005 0.000 0.000 

B5 路○早餐店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C1 

洗水坑豆腐街 

觀光發展協會 
13.000 61.905 0.069 12.153 3.198 

C2 

富民社區 

發展協會 
9.000 42.857 0.048 0.847 0.223 

C3 

大興社區 

發展協會 
5.000 23.810 0.026 0.167 0.044 

C4 大坪部落 5.000 23.810 0.026 5.625 1.480 

C5 歌舞發展協會 14.000 66.667 0.074 7.436 1.957 

C6 

子萱工坊 

DIY美術館 
11.000 52.381 0.058 6.547 1.723 

整體程度中心性                                                38.68 % 

整體中介中心性                                                 9.68 %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從上述的資料中觀察，原住民文化政策合作對象的標準化程度中心性，整體

程度中心性為 38.68 %，除了文化部(A1)、客委會(A2)、錦○溫泉飯店(B1)、阿

○(高○屋)草莓園(B3)、洗○山露營區(B4)、路○早餐店(B5)、大興社區發展協

會(C3)、大坪部落(C4)等之外的單位，皆超過整體程度中心性，顯示出資源沒有

集中在某一特定單位，其數值而言，原住民事務中心(A5)所占程度中心性數值最

高為 76.190%，在原住民文化政策合作對象上，比其他單位具有掌握正確訊息的

能力，故為位於原住民文化政策合作對象中之重要單位；而就中介中心性，整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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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介中心性數值為 9.68 %，在整個原住民文化政策合作對象內的標準化中介中心

性，由苗栗縣議會(A4)的 10.457%以及大興村(A8) 11.749%，掌握資源，且擁有

分享給其他單位資訊的能力，而網絡結構分析圖如下： 

 

圖 4-5原住民文化政策合作對象之程度中心性網絡分析圖 

資料來源：本研究繪製 

 

圖 4-6原住民文化政策合作對象之中介中心性網絡分析圖 

資料來源：本研究繪製 

觀察網絡圖 4-5，就程度中心性而論，數據分析顯示，可以得知原住民事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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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A5)所占之程度中心性數值為最大，在泰安鄉的相關原住民文化政策，多由

原住民事務中心承辦與協助。 

 

假日藝文請清安國小來泰雅文物館表演，或是社會學習型的，都請清安國小

協助，而像是原住民文化發展中心，原住民事務中心會去管理。(原住民事

務中心，A5) 

 

而中介中心性圖 4-6，相當明顯為大興村(A8)和苗栗縣議會(A4)的中介性數

值最大，而原住民事務中心(A5)會直接運用自己的資源來執行原住民政策的部

分，較無透過其他單位來執行政策。 

 

在泰安鄉舉辦活動，每年也有辦泰雅文化祭之類的泰雅文化有很多像是口簧

祭、求婚祭、穀倉祭、入倉祭、收割祭、紋面祭。每年輪流一年北五村一年

南三村，通常都是兩天一夜。能慢慢喚起族人的對族群的認同，或是一些游

子能回鄉參與活動，更加親近族群。(大興村，A8) 

 

母語認證放榜，山地學校沒問題，但是平地學校有問題，教育的落差，這我

就會去質詢。(苗栗縣議會，A4) 

 

我們會去請鄉公所一起來協助辦活動，像是傳統祭典會補助 60 萬，給鄉公

所執行。(原住民事務中心，A5) 

 

而三種皆為公部門單位，顯示公部門於中介中心性高數值的占有領域，高過

於私部門亦或第三部門，即公部門在原住民文化政策合作對象上的媒介扮演較

深，亦扮演橋樑的關鍵地位。綜言之，於原住民文化政策合作對象的中介中心性，

大興村(A8)所占位置尤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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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多元文化推動合作對象之中心性（多元文化推動合作對象網絡） 

關於多元文化推動合作對象部分(在分析時稱為多元文化推動合作對象網

絡)，題目為「請問您通常有無與哪些公部門、私部門或第三部門共同協力多元

文化推動合作？」本研究藉由描繪苗栗縣泰安鄉政策行動者互動的概況，為能更

清楚的觀察苗栗縣泰安鄉族群關係下政策行動者中主要的互動者，以及了解在其

中扮演平時互動橋梁角色的中間關鍵者，再進行加權，藉由節點的大小來判斷多

元文化推動合作對象網絡；詳細中心性數值如下： 

表 4-5多元文化推動合作對象：中心性網絡結構分析表 

代

碼 
組織名稱 

程度 

中心性 

標準化程

度中心性 

百分比 

分配 

中介中心

性 

標準化中

介中心性 

A1 文化部 2.000 9.524 0.032 0.000 0.000 

A2 客委會 3.000 14.286 0.048 0.000 0.000 

A3 原民會 2.000 9.524 0.032 0.000 0.000 

A4 苗栗縣議會 1.000 4.762 0.016 0.000 0.000 

A5 原住民事務中心 2.000 9.524 0.032 0.000 0.000 

A6 泰安鄉公所 9.000 42.857 0.145 44.667 11.754 

A7 錦水村 5.000 23.810 0.081 9.000 2.368 

A8 大興村 11.000 52.381 0.177 80.000 21.053 

A9 清安國小 4.000 19.048 0.065 2.000 0.526 

A10 

泰雅文化 

產業園區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B1 錦○溫泉飯店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B2 楚○香花坊民宿 4.000 19.048 0.065 0.000 0.000 

B3 

阿○(高○屋) 

草莓園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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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4 洗○山露營區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B5 路○早餐店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C1 

洗水坑豆腐街 

觀光發展協會 
3.000 14.286 0.048 0.000 0.000 

C2 

富民社區 

發展協會 
4.000 19.048 0.065 11.667 3.070 

C3 

大興社區 

發展協會 
5.000 23.810 0.081 0.000 0.000 

C4 大坪部落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C5 歌舞發展協會 3.000 14.286 0.048 0.000 0.000 

C6 

子萱工坊 

DIY美術館 
4.000 19.048 0.065 11.667 3.070 

整體程度中心性                                                44.47 % 

整體中介中心性                                                20.01 %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前述的資料中，觀察多元文化推動合作對象的標準化程度中心性，僅有大興

村(A5)的 52.381%大過於整體程度中心性 44.47 %，呈現資源集中於此單位，再

論中介中心性，多元文化推動合作對象的標準化中介中心性，大興村(A5)的

21.053%亦大過於整體中介中心性數值 20.01 %，在整個多元文化推動合作對象

內，非一對一進行各自交流的方式，為透過大興村(A5)掌握資源分享能力，而網

絡結構分析圖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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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7多元文化推動合作對象之程度中心性網絡分析圖 

資料來源：本研究繪製 

 

圖 4-8多元文化推動合作對象之中介中心性網絡分析圖 

資料來源：本研究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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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上述網絡圖 4-7明顯可得知，就程度中心性而言，大興村(A8)所占之程度

中心性數值最大，相當重視推廣多元文化的一個單位。 

 

原住民活動場地很大，去年辦全國泰雅運動會，而有各個族群共同參加。(大

興村，A8) 

 

而中介中心性為大興村(A8)，次高為泰安鄉公所(A6) ，最後為富民社區發

展協會(C2)、子萱工坊 DIY美術館(C6)，為中介性數值最大。 

 

會有一些硬性規定像市舉辦天穿日客委會會補助一些錢大概十幾萬這樣

子，公部們在預算裡面編預算運用，配合一下就是這樣子，那也會通知一些

新住民共同參與活動。(大興村，A8) 

 

鄉長常常跟鄉親聊天，像村長村民，就可以知道說明年他們希望作甚麼在部

落或是在社區，他們想要做甚麼，去了解以後會在作任何預算的時候，不會

排斥其他族群。(泰安鄉公所，A6) 

 

而兩種為公部門單位，顯示公部門於中介中心性高數值的占有領域，已經高

過於私部門與第三部門，可以發現公部門在多元文化推動合作對象上為中間溝通

者，扮演著一個橋樑的重要關鍵地位。綜言之，多元文化推動合作對象的中介中

心性，大興村(A8)相當重要。 

五、綜合討論 

 綜上所述，整體程度中心性數值偏低，集中於 23.95%～44.47%間，以程度

中心性數值最高者觀看，平時互動網絡上，泰安鄉公所為程度中心性之最；客家

文化政策合作對象網絡上，歌舞發展協會之程度中心性最大；原住民文化政策合

作對象網絡上，原住民事務中心占程度中心性之最；多元文化政策推動網絡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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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興村占程度中心性之最；公部門在各議題上占有數值高位者次數較為頻繁，顯

示其於鄉內之重要性。另一為中介中心性，以平時互動網絡、客家文化政策合作

對象網絡、原住民文化政策合作對象網絡、多元文化政策推動網絡，以整體中介

中心性的而言，介於 6.47％～20.01％之內，資訊並未集中於特定的行動者上，

但由上述資訊顯示各單位主要執行內容，各自積極推動並發展。在以下深度訪談

的過程中，將更加著重客家山原複合行政區政策之下影響的族群關係深層面。 

貳、議題網絡分析 

議題網絡分析的部分，首先，請利害關係人填寫問卷，再將問卷內容匯入社

會網絡軟體進行數值計算，進而繪製議題網絡圖，從中尋找出整體程度中心性數

值最大者，代表較關心此議題，以此為基礎探究苗栗縣泰安鄉各組織對於議題的

關心程度，並利用相關數值進行議題網絡圖繪製與分析，找出主要利害關係人進

行下一步驟的深度訪談，所挑選之問卷填寫利害關係單位與前一節相同。 

本研究問卷題目為「請問您認為影響泰安客家山原複合行政區族群關係的議

題為何?」(可複選)，可勾選答案包含「原漢通婚」、「客家與泰雅族共同混居產

生族群認同及邊界問題」、「交通不便導致經濟發展受限」、「發展觀光、農業休閒

農業」、「教育文化的影響」、「原住民保留地的土地利用受限」、「鄉長由原住民擔

任與鄉代表或議員(客家與原住民比例)互動關係」、「原住民文化優先(如慶豐年系

列活動、文化祭等)」、「客家文化優先(如客家文化節活動等)」、「多元文化價值」、

「宗教節慶的關係」與「其他如泰安溫泉祭等」，此議題網絡分析圖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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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9 議題網絡分析圖 

資料來源：本研究繪製 

從上述議題網絡分析圖中觀察，首先，議題部分(藍色方格)，最被關心的議

題是「交通不便導致經濟發展受限」，無論是公部門、私部門與第三部門皆是相

當關心此議題，認為有一定程度的影響族群關係。 

 

我們這裡道路交通建設與都市不同，設置標準也是無法達到，會影響到道路

開發，因為受限於地形關係，造成不便。(大興村，A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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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組織部分(紅色圓形)，原住民事務中心(A5)與泰雅文化產業園區(A10)

非常關心許多議題，對於泰安鄉北五村更深層的問題發現出來。上一節原住民文

化政策合作對象網絡之程度中心性數值最高的原住民事務中心，談及有關於文化

傳承，假日會邀請清安國小來泰雅文化產業園區表演，或是請鄉公所協助舉辦傳

統祭典活動。 

 

我認為都有一些影響耶，除了法律規定原住民鄉鄉長一定要原住民擔任之

外，其他多多少少都會影響族群關係。(原住民事務中心，A5) 

 

最後，從組織部分(紅色圓形)中，可以發現關於「原住民文化優先(如慶豐年

系列活動、文化祭等)」與「宗教節慶的關係」僅有公部門在執行公務時，發現

到的議題。前一節在大興村即有提及舉辦活動辦泰雅文化祭，各個族群共同參

加。而「原住民保留地的土地利用受限」與「鄉長由原住民擔任與鄉代表或議員

(客家與原住民比例)互動關係」包含公部門和私部門認為在工作上面，難免會因

為此問題而受到影響，前一節平時互動網絡之程度中心性數值最高的泰安鄉公

所，表示這需要與其他單位共同協調鄉親的問題。「客家與泰雅族共同混居產生

族群認同及邊界問題」與「發展觀光、農業休閒農業」包含私部門與第三部門皆

認為會有影響，像是在面對開發或是投資上產業，仍是較有經濟能力的族群為

主，弱勢僅能當員工或是臨時工。 

 

是一個大方針但一些原住民經濟能力弱勢，外來客會大肆收買收購，利用人

頭來蓋一些民宿、飯店之類的，就會有利益的衝突。(大興村，A8) 

 

「原漢通婚」「教育文化的影響」為公部門、私部門與第三部門皆認為會影

響族群關係。文化上的不同，從過去會有同化的觀念，現今努力走向多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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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不同的族群性質，他們漢人的文化要我們一定要跟他們一樣，反而不想要

學我們的文化。(原住民事務中心，A5) 

 

客家人的小孩跟原住民的小孩，家庭教育還是很不同的，一個是每天早上祭

祖，另一個每個禮拜上教會。(清安國小，A9) 

 

此外，有「客家文化優先(如客家文化節活動等)」、「多元文化價值」與「其

他如泰安溫泉祭等」，全部的組織單位皆認為不會對泰安鄉北五村的族群關係有

影響，如本節客家文化政策合作對象網絡之程度中心性與中介中心性數值最高的

歌舞發展協會，曾言議員與鄉長不但照顧客家族群，亦努力保存客家文化；而平

時互動網絡之中介性數值最高的洗水坑豆腐街觀光發展協會，說明在文化傳承方

面，可以申請客委會的經費，舉辦活動將客家文化發揚光大還能有原住民事務中

心辦活動像是文化祭，不分族群一起參與，從中發現，在文化保存方面，每個族

群都很積極，彼此尊重多元文化，因而，不會影響泰安鄉北五村族群關係。而私

部門有洗○山露營區與路○早餐店；第三部門有洗水坑豆腐街觀光發展協會與歌

舞發展協會皆認為研究者所提出之議題，皆對泰安鄉北五村的族群關係沒有任何

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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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泰安鄉北五村地方公職人員之歷年析探 

泰安鄉前任鄉長代表會主席傅華安先生表示：「居住在泰安鄉的客家鄉親，

在日治時期到此地當警員，製樟腦或是打零工。以前的泰安鄉比起今日的泰安

鄉，落差很大。因為當交通很不方便，政府對於山地鄉輔導做了很多工作，所以

現在交通四通八達。原來只有五個村，現在變成八個村，主要是方便各村的聯絡。

迄今為止，泰安鄉在生產和運輸各方面，都獲得政府的支持，客家鄉親在此地過

得很好，與原住民泰雅族相處如同一家人」(張致遠，2007)。 

西元 1945 年後，中華民國政府沿襲日治時期的行政區劃分，將原住民分布

地區分為山地鄉與平地鄉，山地鄉依據《地方制度法》的規定，鄉長必須為山地

原住民，平地鄉的鄉長則無類似的規定。不論是平地鄉或山地鄉的選舉，漢人往

往因為優越的動員能力而對選舉結果有實質的影響，在山地鄉的部分，雖鄉長必

須由山地原住民擔任，而山地鄉漢人居民經常集中票源支持特定候選人，且對於

當選的山地鄉鄉長有一定實質的影響力。 

而在立法委員選舉部分，有「山地原住民」與「平地原住民」的區別，導致

同一族的人口經常被分在不同的行政區域，各族幾乎都有山地與平地原住民人

口。平地原住民中，人數最多的第一大族阿美族，先前立委選舉，四席平地原住

民代表幾乎都是由阿美族候選人勝出，而山地原住民人口則以泰雅族為多，但人

口次多的排灣族通常在四個名額中亦可以佔上一席。王保鍵(2015)指出縣市升格

後之山地鄉，變成無法自治的區位階，地方居民參與減少，無法為己利發聲導致

邊緣化，為恢復公法人地位，於 2014年 1月修正地方制度法增列第四章之一11，

「直轄市山地原住民區」為地方自治團體，設立民選之區民代表會以及區公所，

分別為山地原住民區之立法機關及行政機關。 

                                                      
11
地方制度法第四章之一直轄市山地原住民區之第八十三條之二（直轄市山地原住民區為地方自

治團體準用本法之相關規定）直轄市之區由山地鄉改制者，稱直轄市山地原住民區（以下簡稱山

地原住民區），為地方自治團體，設區民代表會及區公所，分別為山地原住民區之立法機關及行

政機關，依本法辦理自治事項，並執行上級政府委辦事項。山地原住民區之自治，除法律另有

規定外，準用本法關於鄉（鎮、市）之規定；其與直轄市之關係，準用本法關於縣與鄉（鎮、市

）關係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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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了解苗栗縣泰安鄉目前地方公職人員的族群身分，而依據《公職人員選舉

罷免法》第二條，公職人員指下列人員地方公職人員：直轄市議會議員、縣(市)

議會議員、鄉(鎮、市)民代表會代表、直轄市長、縣(市)長、鄉(鎮、市)長、村(里)

長，進一步，析探地方公職人員的族群身分，對於族群邊界及認同所造成的影響。 

  泰安鄉的人口結構，客家人多居住在清安村，與泰雅族共同混合居住的村

落，且客家人人數多於泰雅族人的村落，泰雅族人多居住在清安村的洗水坑豆腐

街以及錦水村。從下面列表中得知，在族群部分，有 10位客家籍、10為原住民

籍，相當平均。在年齡部分，最年輕的是大興村村長林文祥 41 歲，最年長的是

清安村村長李英雄 72 歲，因當地較多年輕人出外工作或求學，較無返鄉服務的

情形，不管是村長、議員及鄉代年滿 23 歲12即可參選，卻不見參選行為。在黨

籍部分，研究者列出的共 20位泰安鄉地方公職人員裡，有 5個國民黨、14個無

黨籍及 1個民進黨，雖見無黨籍較多，但若無政黨資源給予，要執行地方公務，

個人能力所及的範圍也將縮小。因此，研究者也發現無黨籍者，多需要其他政黨

的協助，無形中逐漸拉近政治關係，亦可能導致由政黨影響地方事務。 

表 4- 6苗栗縣泰安鄉地方公職人員13 

 職稱 姓名 性別 年齡 政黨 族群 

1. 泰安鄉 鄉長 劉美蘭 女 53 無黨籍 原住民 

2. 八卦村 村長 傅學祺 男 62 無黨籍 客家 

3. 錦水村 村長 葉純輝 男 58 無黨籍 客家 

4. 清安村 村長 李英雄 男 72 無黨籍 客家 

                                                      
12憲法第 130 條之規定：「中華民國國民年滿二十歲者，有依法選舉之權，除本憲法及法律別有

規定者外，年滿二十三歲者，有依法被選舉之權。」 依據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 31 條之規定:

「選舉人年滿二十三歲，得於其行使選舉權之選舉區登記為公職人員候選人。但省 (市) 長候

選人須年滿三十五歲；縣 (市) 長候選人須年滿三十歲；鄉 (鎮、市) 長候選人須年滿二十六歲

。」 
13先前學者王保鍵(2015)調查泰安鄉代表會代表總額為七席，其中三席為客家籍，目前亦同。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84%A1%E9%BB%A8%E7%B1%8D
http://cand.moi.gov.tw/of/home.jsp?mserno=201011010008&serno=201011010008&menudata=OfMenu&contlink=ap/villmast_view.jsp&dataserno=10401G001205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84%A1%E9%BB%A8%E7%B1%8D
http://cand.moi.gov.tw/of/home.jsp?mserno=201011010008&serno=201011010008&menudata=OfMenu&contlink=ap/villmast_view.jsp&dataserno=10401G001206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84%A1%E9%BB%A8%E7%B1%8D
http://cand.moi.gov.tw/of/home.jsp?mserno=201011010008&serno=201011010008&menudata=OfMenu&contlink=ap/villmast_view.jsp&dataserno=10401G001207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84%A1%E9%BB%A8%E7%B1%8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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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大興村 村長 林文祥 男 41 中國國民黨 原住民 

6. 中興村 村長 梁宏義 男 59 無黨籍 原住民 

7. 梅園村 村長 葉湖雄 男 68 無黨籍 客家 

8. 象鼻村 村長 尤幹．尤給 男 49 無黨籍 原住民 

9. 士林村 村長 徐正明 男 55 無黨籍 原住民 

10. 縣議會議員苗栗

縣第六選舉區(大

湖鄉、獅潭鄉、卓

蘭鎮、泰安鄉) 

陳春暖 女 51 民主進步黨 客家 

11. 縣議會議員苗栗

縣第六選舉區(大

湖鄉、獅潭鄉、卓

蘭鎮、泰安鄉) 

楊恭林 男 54 無黨籍 客家 

12. 縣議會議員苗栗

縣第六選舉區(大

湖鄉、獅潭鄉、卓

蘭鎮、泰安鄉) 

徐欽鴻 男 59 無黨籍 客家 

13. 苗栗縣第八選舉

區(山地原住民) 
黃月娥 女 58 中國國民黨 原住民 

14. 鄉民代表會 主席 劉興殷 男 51 無黨籍 客家 

15. 鄉民代表會 副主

席 
簡義成 男 58 中國國民黨 原住民 

16. 鄉民代表會 代表 張明輝 男 56 中國國民黨 客家 

http://cand.moi.gov.tw/of/home.jsp?mserno=201011010008&serno=201011010008&menudata=OfMenu&contlink=ap/villmast_view.jsp&dataserno=10401G001208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8%AD%E5%9C%8B%E5%9C%8B%E6%B0%91%E9%BB%A8
http://cand.moi.gov.tw/of/home.jsp?mserno=201011010008&serno=201011010008&menudata=OfMenu&contlink=ap/villmast_view.jsp&dataserno=10401G001209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84%A1%E9%BB%A8%E7%B1%8D
http://cand.moi.gov.tw/of/home.jsp?mserno=201011010008&serno=201011010008&menudata=OfMenu&contlink=ap/villmast_view.jsp&dataserno=10401G001210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84%A1%E9%BB%A8%E7%B1%8D
http://cand.moi.gov.tw/of/home.jsp?mserno=201011010008&serno=201011010008&menudata=OfMenu&contlink=ap/villmast_view.jsp&dataserno=10401G00121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84%A1%E9%BB%A8%E7%B1%8D
http://cand.moi.gov.tw/of/home.jsp?mserno=201011010008&serno=201011010008&menudata=OfMenu&contlink=ap/villmast_view.jsp&dataserno=10401G001212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84%A1%E9%BB%A8%E7%B1%8D
https://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9%99%B3%E6%98%A5%E6%9A%96&action=edit&redlink=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B0%91%E4%B8%BB%E9%80%B2%E6%AD%A5%E9%BB%A8
https://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6%A5%8A%E6%81%AD%E6%9E%97&action=edit&redlink=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84%A1%E9%BB%A8%E7%B1%8D
https://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5%BE%90%E6%AC%BD%E9%B4%BB&action=edit&redlink=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84%A1%E9%BB%A8%E7%B1%8D
https://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9%BB%83%E6%9C%88%E5%A8%A5&action=edit&redlink=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8%AD%E5%9C%8B%E5%9C%8B%E6%B0%91%E9%BB%A8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84%A1%E9%BB%A8%E7%B1%8D
http://cand.moi.gov.tw/of/home.jsp?mserno=201011010004&serno=201011010004&menudata=OfMenu&contlink=ap/town_view.jsp&dataserno=10401C000546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8%AD%E5%9C%8B%E5%9C%8B%E6%B0%91%E9%BB%A8
http://cand.moi.gov.tw/of/home.jsp?mserno=201011010004&serno=201011010004&menudata=OfMenu&contlink=ap/town_view.jsp&dataserno=10401C000549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8%AD%E5%9C%8B%E5%9C%8B%E6%B0%91%E9%BB%A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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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鄉民代表會 代表 陳道光 男 57 中國國民黨 原住民 

18. 鄉民代表會 代表 張貴忠 男 57 無黨籍 客家 

19. 鄉民代表會 代表 吳雅各 男 43 無黨籍 原住民 

20. 鄉民代表會 代表 盧光明 男 42 無黨籍 原住民 

資料來源：中央選舉委員會(2014) 

此外，從客家委員會(2003)於《92年度臺灣客家民眾客語使用狀況》報告中，

指出 1980 年代「新个客家人」運動，意指在塑造「臺灣客家人」的族群認同，

及客語在客家族群認同中的重要性。在廣義的客家人定義之下14，泰安鄉客家人

口約佔比例 40.88%，客語腔調大多為四縣腔，因有佔了三分之一以上的客家人

居住，又被列為客家文化重點發展區。從上表中可得知，前山的清安村及錦水，

最多客家人居住的地方，亦皆為客家人擔任村長一職，而在後山多半由原住民擔

任，即可說明原住民多居住在後山，亦可表示在歷史過程中，原住民居住地被壓

縮，漸漸退至交通較不方便的山林地內居住。 

本研究以泰安鄉北五村為研究範圍，為了解客家委員會的成立與各村村長族

群身分的影響，因此，以從客家委員會於西元 2001 年成立的時間點至今，觀察

各村村長族群身分的變化，整理於下表： 

表 4- 7苗栗縣泰安鄉北五村歷年村長 

第十七屆(西元 2002 年—西元 2006 年) 

村名 村長 族別 

八卦村 周華光 原住民 

錦水村 宋錦清 原住民 

清安村 吳春蘭 原住民 

                                                      
14依據客家基本法第 2 條第 1 項之規定:「客家人是指具有客家血緣或客家淵源，且自我認同為客

家人者。」 

http://cand.moi.gov.tw/of/home.jsp?mserno=201011010004&serno=201011010004&menudata=OfMenu&contlink=ap/town_view.jsp&dataserno=10401C000550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8%AD%E5%9C%8B%E5%9C%8B%E6%B0%91%E9%BB%A8
http://cand.moi.gov.tw/of/home.jsp?mserno=201011010004&serno=201011010004&menudata=OfMenu&contlink=ap/town_view.jsp&dataserno=10401C000548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84%A1%E9%BB%A8%E7%B1%8D
http://cand.moi.gov.tw/of/home.jsp?mserno=201011010004&serno=201011010004&menudata=OfMenu&contlink=ap/town_view.jsp&dataserno=10401C00055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84%A1%E9%BB%A8%E7%B1%8D
http://cand.moi.gov.tw/of/home.jsp?mserno=201011010004&serno=201011010004&menudata=OfMenu&contlink=ap/town_view.jsp&dataserno=10401C000547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84%A1%E9%BB%A8%E7%B1%8D


91 

大興村 簡仙青 原住民 

中興村 賴世仁 原住民 

第十八屆(西元 2006 年—西元 2010 年) 

村名 村長 族別 

八卦村 傅學祺 客家 

錦水村 葉純輝 客家 

清安村 李英雄 客家 

大興村 陳惠斌 原住民 

中興村 楊武新 原住民 

第十九屆(西元 2010 年—西元 2014 年) 

村名 村長 族別 

八卦村 傅浚鋌 客家 

錦水村 曾明昌 原住民 

清安村 李英雄 客家 

大興村 林文祥 原住民 

中興村 楊世明 原住民 

第二十屆(西元 2014 年—西元 2018 年) 

村名 村長 族別 

八卦村 傅學祺 客家 

錦水村 葉純輝 客家 

清安村 李英雄 客家 

大興村 林文祥 原住民 

中興村 梁宏義 原住民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從上述列表中發現，第十七屆的族別比例全部都是原住民；第十八屆的族別

http://cand.moi.gov.tw/of/home.jsp?mserno=201011010008&serno=201011010008&menudata=OfMenu&contlink=ap/villmast_view.jsp&dataserno=10401G001205
http://cand.moi.gov.tw/of/home.jsp?mserno=201011010008&serno=201011010008&menudata=OfMenu&contlink=ap/villmast_view.jsp&dataserno=10401G001206
http://cand.moi.gov.tw/of/home.jsp?mserno=201011010008&serno=201011010008&menudata=OfMenu&contlink=ap/villmast_view.jsp&dataserno=10401G001207
http://cand.moi.gov.tw/of/home.jsp?mserno=201011010008&serno=201011010008&menudata=OfMenu&contlink=ap/villmast_view.jsp&dataserno=10401G001208
http://cand.moi.gov.tw/of/home.jsp?mserno=201011010008&serno=201011010008&menudata=OfMenu&contlink=ap/villmast_view.jsp&dataserno=10401G001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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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例是原住民 2位、客家 3位；第十九屆的族別比例是原住民 3 位、客家 2 位；

第二十屆的族別比例是原住民 2位、客家 3位，歷年族別比例上相當均衡。回顧

本研究第三章第三節，亦可發現村長族別的擔任，跟當地族群人口比例有極大的

關連性，八卦村擁有 56.67%的原住民人口比例，且清安村卻僅有 27.82%的原住

民人口比例，因此，產生一直以來都是客家人當村長的情形；而大興村擁有高達

78.65%的原住民人口比例，以及中興村有 75.15%的原住民人口比例，皆為原住

民當村長的現象，亦不足為奇。特殊的村落為錦水村，擁有 66.15的原住民人口

比例，發現有族群輪替擔任村長的情形發生。從村長人物部份來觀察，傅學祺、

葉純輝、李英雄、林文祥都相當受居民認同，長期的認真投入村長的工作，因此，

常常受支持當選村長，亦較了解當地所需，以及如何解決當地問題。 

 前述幾個列表中可以得知，地方公職人員的族群身分，會影響政策的執行，

族群的問題亦未隨之產生，亦可了解政策執行與其地方公職人員的身份有關係，

而列表探究政治人物的各個背景面向。綜合學者王保鍵(2015)所提出之內容再加

以延伸後，研究者再行整理出其客家山原複合行政區所產生的相關問題如下：1.

客家山原共居容易產生族群認同及邊界問題。2.客家山原複合行政區的政策制定

及執行較困難。3.交通不便導致經濟發展受限。4.多數觀光、農業與休閒農業的

產業發展。5. 原住民保留地的土地利用受限(廖美莉，2002)。6.苗栗縣泰安鄉鄉

長必須由原住民擔任。研究者欲研究在此競合行政區下的政策，是否會影響到地

方政府的施政、學校的教育、店家的產業以及在地社團的活動，於下一節討論。 

 

第三節 泰安鄉北五村政策對族群關係之衝擊 

本節針對社會網絡中尋出之利害關係者，對十三位利害關係人進行深度訪

談，再將訪談內容製作成逐字稿後，匯入深度訪談質化軟體 MAXQDA進行文本

分析以及對照。探討五大構面進行主軸編碼之分析，在子編碼部分也呈現目前泰

安鄉北五村客家山原複合行政區政策對族群關係之影響。本研究之深度訪談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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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覽表如下： 

表 4-8深度訪談對象一覽表 

類別  對象  名稱  訪談編號  訪談時間  

公部門 苗栗縣議會 議員 MPB1 20160329 

公部門 苗栗縣議會 議員 MPB2 20160329 

公部門 原住民事務中心 秘書 MPB3 20160329 

公部門 泰安鄉公所 鄉長 MPB4 20160330 

公部門 錦水村 村長 MPB5 20160330 

公部門 大興村 村幹事 MPB6 20160228 

公部門 清安國小 校長 MPB7 20160329 

公部門 聯合大學經濟與社會

研究所 

教授 MPB8 20160408 

私部門 錦○溫泉飯店 老闆 MPR1 20160330 

私部門 楚○香花坊民宿 老闆 MPR2 20160329 

第三部門 

 

洗水坑豆腐街觀光 

發展協會 

理事長 MTR1 20160329 

第三部門 大興社區發展協會 前理事長 MTR2 20160329 

第三部門 大坪部落 頭目 MTR3 20160330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在公部門、私部門與第三部門之間，所訪談的相關利害關係人，總計公部門

單位八位、私部門二位，以及第三部門三位。從社會網絡分析的結果中發現，公

部門在政策的推行較為了解，因此，訪談對象焦點集中公部門居多。以下將針對

訪談結果進行質化軟體分析，以主編碼和子編碼之歸類，整理出目前狀況，以便

了解泰安鄉北五村客家山原複合行政區政策之族群關係影響。 

壹、整體編碼結果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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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理訪談逐字稿後，匯入質化軟體 MAXQDA，進行主軸編碼與子編碼之歸

類。本研究為探討客家山原複合行政區的政策，以行政院重大政策資訊的分類方

式以及訪談內容綜合歸類，分為五大層面探討，作為主軸編碼的依據，分別為地

方制度、教育文化、土地管理、經濟發展、多元文化。在子編碼的部分，以五大

層面下之客家複合行政區概念為依據，並輔以泰安鄉北五村之族群關係進行子編

碼的編篡。  

首先在地方制度面中，含二項子編碼議題，分別為原住民鄉與客家文化重點

發展區；教育文化面，含四項子編碼，為國語優先、客語強勢、族語弱勢與雙重

語言；土地管理面，共二項子編碼，為原住民保留地與調解委員會；經濟發展面

上，具有二項子編碼，分別為產業經濟與青年返鄉；最後為多元文化面，共有四

項子編碼，分別為族群特性、族群關係、原客通婚與文化保存。詳細整體編碼次

數結果整理如下表：  

表 4-9整體編碼結果一覽表 

主軸編碼  子代碼與編碼次數  編碼次數合計  

地方制度面 原住民鄉(10)、客家文化重點發展區(10) 20 

教育文化面 國語優先(1)、客語強勢(5)、族語弱勢(5)、 

雙重語言(2) 

13 

土地管理面 原住民保留地(7)、調解委員會(5) 12 

經濟發展面 產業經濟(13)、青年返鄉(5) 18 

多元文化面 族群特性(5)、族群關係(17)、客原通婚(13)、 

文化保存(14) 

49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如上表，就整體編碼次數而言，以主軸編碼論述，在多元文化面上所占編碼

次數最高，為 49次；其次為地方制度面，共計 20 次；排名第三為經濟發展面，

為 18次；排名第四為教育文化面，共計 13次；而最後為土地管理面，共計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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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合計 5大主軸編碼、14項子編碼，合計編碼次數為 112次。下圖為整體子

代碼編碼結果分布圖： 

 

圖 4-10子代碼結果分布圖 

資料來源：本研究繪製 

檢視各主軸編碼，各子代碼次數最高者，在多元文化面上，「族群關係」編

碼次數共計 17次，亦為整體子代碼之編碼次數排名第一；其次為在地方制度面

上，以「原住民鄉」、「客家文化重點發展區」編碼次數相同，共計皆為 10次；

而經濟發展面，子代碼編碼次數最高者，為「產業經濟」，具有 13次的編碼次數；

再者，教育文化面尤屬「客語強勢」、「族語弱勢」，共計皆為 5次；最後，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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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面上，以「原住民保留地」，具有 7次的編碼次數。 

由上述編碼過程可得目前泰安鄉北五村客家山原複合行政區政策之族群關

係，如上述之社會網絡圖，部門間彼此界定明確之資訊掌握，分工明顯，以此模

式進行整體運作；而運作之內容，在多元文化上以族群關係提及次數最高，顯示

泰安鄉北五村的族群關係走向以多元文化為主，進而推動客家山原複合行政區政

策，而各個利害關係人也特重於產業經濟的提升問題與文化保存的危機問題。文

本摘錄分析如下表： 

貳、 訪談與文本摘錄分析 

由以上內容之整體編碼整理結果，描繪出泰安鄉北五村客家山原複合行政區

政策之族群關係的具體方向與現況，並釐清目前所應對之問題所在。在此部分，

本研究將焦點重於深度訪談之文本解析，汲取文本中各訪談內容，探究其中問

題。以五大層面進行分類，針對訪談內容進行剖析。 

一、 地方制度面 

 

圖 4-11「地方制度面」相關子代碼內容 

資料來源：本研究繪製 

為了解一個地域的政策，必先清楚此地域的地方制度，因苗栗縣泰安鄉具備

原住民鄉以及客家文化重點發展區政策所需條件，而成為了客家山原複合行政

區。以下為訪談者對於原住民鄉及客家文化重點發展區的看法。依據原住民族工

作權保障法第五條第四項之規定：「本法所稱原住民地區，指原住民傳統居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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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原住民族歷史淵源及文化特色，經中央主管機關報請行政院核定之地區」，

與原住民委員會在 2002 年 1月 23日臺(91)原民企第 9101402號函中，劃定泰安

鄉為山地鄉，且根據地方制度法第五十七條第二項之規定：「山地鄉鄉長以山地

原住民為限」。 

 

鄉長是一定要是原住民，山地鄉本來就應該是要由原住民自己來管理。

(MPB1) 

 

肯認原住民鄉的意義，也了解原住民與漢人的不同，原住民治理家園與漢人

治理家園存有差異，而從過去泰安鄉就是原住民的世居地，漢人從外地進住，文

化上的不同，但因多數也以原住民為主，以少數接受多數文化的治理方式。本章

第一節亦有提出法律規定原住民鄉鄉長一定要原住民擔任之外，其他多少會影響

族群關係，表示當地居民也很尊重政府的制度規定。 

 

當然原住民的地方用原住民來治理比較好，像我用我的方式，漢人可能沒辦

法接受，文化有些也會不認同，但如果站在公共利益的角度來看，還可以，

就表面上還可以接受啦，那客家人一起也是這樣想拉，平常當然是和平，但

牽涉到資源的時候還是有問題。(MPB1) 

 

對於自小就住在泰安鄉的客家人來說，雖然承認並認同原住民鄉的意義，但

也有對福利政策不同的聲音，例如：老人津貼的規定，認為應該給予平等的福利

待遇。 

原住民鄉鎮原住民當鄉長，是本來就該有的政策，我認為應該阿，但像是原

鄉的原住民只要 55 歲就有老人津貼，但我們客家人要 65 歲才可以有這樣的

福利，我一出生也是在泰安鄉阿，我認為我們客家人應該要比照原住民在這

邊戶籍有 30 年或 50 年以上，也有這種津貼，但就是客家人沒有這個待遇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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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認為是有點不公平拉多少有一點影響關係。(MTR1) 

 

居住時間越久，客家人也自覺到自我族群的權利，以及自我族群的立足點，

為求能更穩固，今年鄉民代表會主席為客家籍，可以看到客家族群也在替自己的

權力或是權利，盡心盡力，讓客家族群在原住民鄉得以平起平坐，或是更多讓泰

安鄉發展的機會。 

 

你說完全沒影響是騙人的，因為有原住民政策跟客家政策，文化背景是不同

的腦子裝的思想是不一樣哦，但是你原鄉一定要是原住民當鄉長，但是你民

意機構裡面法律沒有規定這樣子阿，一定會有點不合的問題存在，比較是靠

智慧去支持，因為鄉公所很多預算都要通過鄉民代表會，就是一個最高民意

的代表，代表會要跟鄉公所配合合作，推動政策。(MPB5) 

 

泰安鄉同時擁有兩種族群不同的文化、不同的想法，多數訪談者皆認為以理

性的溝通，理性的談話，才是良好討論並處理事務的方式。本章第一節歌舞發展

協會提到原住民籍的鄉長也會照顧客家族群，以及保存客家文化，這是一種建立

族群間良好關係的基礎。 

 

在我的時期應該是沒有甚麼影響，重要是溝通拉!就是因為文化不一樣麻會

有一個很大的差別，因為泰安鄉有三分之一是客家鄉親，三分之二的原住

民，在做很多項推動政策上，或是活動上的我們都會客家的部分跟原住民的

部分會作區分，文化榮哲再一起，我上任的一年裡不太有甚麼問題，因為我

常常跟鄉親聊天，理市長阿村長村民，就可以知道例如說明年他們希望作甚

麼在不落在社區，他們想要做甚麼，去了解以後我們會在作任何預算的時

候，不能排斥其他族群，因為我們本身人口少，我的想法是鄉親認同你了齁，

作上的這個位子，不能因為我是原住民的身分，就原住民的預算比較多，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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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部分是要去平衡的。(MPB4) 

 

鄉民代表會主席副主席是內部自己投票的，上一屆是主席是原住民，但我覺

得就是溝通拉，本來就很熟拉~就是尊重拉溝通拉，沒有很大的問題。(MPB4) 

 

當然希望互動會很好阿!鄉長是原住民，鄉民代表會主席是非原住民，會掌

握在兩者手上，因為鄉代審預算，鄉長是執行，會互相拉扯的問題發生，鄉

長有原民及客家政策，客家選票多，但我認為鄉長作的不錯，鄉公所裡族群

平均。(MPB3) 

 

譬如說，政府的計畫下來的時候，當然要看主辦人的思維和構想，比較緊密

比較洽當，結合是可以預期的。溝通當然很重要，而我們這裏的原住民學習

能力很強，幾乎有 70%的原住民都會說客家話，不會說的至少也都聽得懂，

因為你看嘛，他們從小就和客家人生活在一起，因為如果沒有在泰安鄉讀書

也會到大湖讀書，原住民如果有經濟比較好的，小孩都往大湖的學校送。慢

慢都為了就學就業，而從山裡出來到平地，為了一些工作，像我們隔壁三家

就是原住民租房子居住，買的話要經濟能力較好的，老一輩的多半還住在山

裡面。(MPB6) 

 

當然是正向發展那公部門他不可能特地來修理你，原則上多少還是會來，他

們的政令如果可以推行我們也會好好的做生意，像今天鄉公所委託中華大學

到雪霸那線要延伸到這裡的交通車，假如政府願意花錢來做，現在老人社

會，老人越來越多麻，就不用擔心交通問題，因為我們是商業行為，就很難

說，不用錢，那些老人很會算，如果接駁一次 500 元，他們也不太願意，所

以公部門做我們也會配合。(MPR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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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族群裡，像是原住民族群自我內部，在各種決定之前，也需要內部溝通，

可以見得為了達成共識，接受不同想法，溝通是重要的步驟。 

 

最主要是那些重要幹部，先有了共識之後，像可不可以辦這個活動，再去召

集所有部落，一起決定事情，最後才找民代一起參與。一定是好處比較多，

當然有少部分人說你辦這個幹甚麼?(MTR3) 

 

客家文化重點發展區係依據「客家基本法」第 6條規定，「客家人口達三分

之一以上之鄉(鎮、市、區)，應列為客家文化重點發展區」，但在泰安鄉設置，

產生了複合行政區的問題。 

 

這個苗栗縣泰安鄉原本就是原住民鄉，那你今天設置這個客家發展重點區，

這個變成一個很特殊的案例，客家人超過百分之三十，然後他又是原住民鄉

齁，會造成泰安鄉定位思維的問題，他要提客家生活環境營造，還有產業輔

導中心，有些齁要透過鄉公所，鄉公所他們要不要作，其實這種問題也不只

有泰安鄉有，像是大湖也是，他們有些客家的提案，鄉公所不一定會買單，

像是原住民想要辦活動，申請經費是很嚴謹的，他不會讓你拿去辦客家的活

動；客家部分，大多是像社區輔導、關懷協會，我看過是他們會從社區內找

客家文化的東西去提案。原委會是有一種定位性，但客委會只是文化的一

種，認定上面沒有原住民嚴謹，有點像文化部作的事情，但也只是把客家拉

出來變成一種。泰安鄉公所放在清安村，也就是最多客家人的地區，其實也

是交通問題啦!原本不在那裡，在八卦那邊，但交通不方便，就移至清安了。

(MPB8) 

 

在客家文化重點發展區中的設置問題上，訪談者認為以人口比例來觀察，泰

安鄉應可作為客家文化重點發展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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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人口來講，泰安鄉一千多個客家人，應該可以了拉!就促進多元文化，

但也要看鄉長要不要去推動，因為資源分開來不會有甚麼衝突。(MPB3) 

 

亦有其他訪談者認為泰安鄉的清安村與錦水村，客家族群人口比例上較多，

較適合作為客家文化重點發展區。 

 

客家文化重點發展區是指清安跟錦水，我覺得他們人口數多比較適合成為客

家文化重點發展區。(MTR2) 

 

在客家文化重點發展區的設置認同上，大多數的訪談者認為若能有保存文

化、保存語言等等，或是各種資源的進入，對泰安鄉有良好發展的事務，都相當

樂意，且因客家人與原住民不同的文化，也能彼此正面影響，並無不妥。 

 

客家人的一些建設、軟硬體設備和文化比較少，因為客家人的文化會流失，

語言會流失，而且現在客家人小孩不太會說，應該設置客家文化重點發展區

來保存客家文化。(MPB6) 

 

其實當然我們能有這個資源我都很樂意接受，像原住民我們有原住民委員會

客家委員會，在我上任一年多，我發現比較多是從原民會來的。客委會比較

少，如果有資源進入是很好的事情，我雖然不太瞭解，對我來族群在同一塊

土地沒有甚麼好分你我的。(MPB4) 

 

客家文化重點發展區，客家文化也可以影響原住民阿，勤儉、兒女管教的方

式，客家人比較執著一些事情，孩子的一些生活習慣、學習教育這些，我發

現客家籍的孩子比較懂禮貌，因為他們早上起來都要拜祖先；原住民籍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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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較豪放，只有去教會的時候比較乖，年輕不會教，老人家帶的會教，但客

家是年輕跟老的都會教。(MPB7) 

 

另有其他對於客家文化重點發展區的設置，有著反對且認為無意義的看法，

對於產業來看並無強大的重要性。 

 

其實沒有很大的意義，你可以看客屬園區從六堆全部客家人，你說三分之

一，經濟規模，有誰要來看，你不可能叫原住民來看阿，相反的外地地怎麼

可能會向來這個窮鄉僻野的地方來看呢?這個我認為是發展不起來的。

(MPR1) 

 

在客家文化重點發展區的政策差異上，多數訪談者認為客家文化重點發展區

的政策，像是青年返鄉、補助計畫等等，在泰安鄉的呈現較沒有相當顯著也沒有

很多人清楚此政策。 

 

其實政府在原住民地區和客家地區作一些經濟政策的部分，在我接觸過的部

分幾乎沒有，在成為客家文化重點發展區之後，也不太有什麼作為。客委會

每年有補助一些軟硬體設備，行政單位，一些建設，譬如道路設施改善等等，

僅有客委會的補助能運用。客委會跟地方政府的連結比較不緊密。(MPB6) 

 

而在訪談者所了解的政策中，屬於客家的政策和原住民的福利政策，原先就

有差異存在，都有一些意見和看法想表達出來。這些政策的存在可以了解政府為

了保護文化傳承的一種美意，亦對於相對人而言是一種誘因，有動力去努力實踐。 

 

政策要平等，像是客家初級通過有五千，但原住民通過母語沒有，客家事務

會也有很多補助，沒有比我們少(MPB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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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一般人比較喜歡當原住民，因為有很多福利政策，就學就業，譬如說，

原住民特考，僅限定原住民報考。其實現在族群之間已經走向融合，一個開

明的社會，不太會影響一個人的族群認同，幾乎都會承認自己的身分。

(MPB6) 

 

二、 教育文化面 

 

圖 4-12「教育文化面」相關子代碼內容 

資料來源：本研究繪製 

在語言使用中，現在在泰安鄉多數仍以國語作為食衣住行上最主要的溝通工

具，不管是客家族群、原住民族群，亦或是其他族群，例如：閩南人、外省人、

新住民，皆以國語溝通來傳達，彼此交流互動。 

 

以客家人來講，他的語言天分，因為他四海為家，生活上最主要是語言麻，

我不認為語言上有隔閡但是也不一定客家人就會學原住民的語言，泰雅族也

不會因為嫁給客家人就學客語，所以兩個母語都有可能會消失，因為現在都

講國語嘛(MPR1) 

 

除了國語為主要溝通工具外，第二最常使用語言即為客語，從訪談者的訪談

中瞭解，因多數行政機關設置在交通方便，亦為客家人較多的地方，語言的使用

上呈現出多為客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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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少會有些影響，會比較偏向客家語言，因為客家語言相對於原住民語言來

說比較優勢一點。(MPB6) 

 

語言不會阿自然而然就會學習，會影響的，我們客家人多清安村來說學客

語，南三村比較會學族語。(MTR1) 

 

亦有訪談者認為族語比較難學習；而客語是比較好學習，又較多數人使用客

語，導致族語隨著時間逐漸較少有人使用。保存客語在近年客委會大力推廣之

下，訪談者認為原住民才意識到自我語言逐漸流失，需要積極的保存。 

 

主要因為族語不好學，客家通婚閩南通婚，再家庭一定會用國語，除非久了

有一邊會講客家話，客家話比較容易，語言上會有影響的，第一個是用國語，

再來是你是嫁給客家人，比較會學客語，族語比較難學。(MPB4) 

 

語言也是都很弱，我覺得他們有去訪問毛利人，我們這裡應該要學紐西蘭，

語言學習班沒有幾個小時，我看了幾個研究，所以我認為應該由部落耆老來

帶動，我就不懂怎麼取經回來了都沒作，以後我們就想要強勢一點，三歲前

都全母語，之後可以開始雙語。像是我小孫子就是在象鼻國小學習，句子單

字慢慢都會了，就是社區耆老帶起來，從根本做起。(MPB3) 

 

原住民對漢人來說是弱勢，但客家人到中南部閩南地區，會有一些被歧視的

感覺，譬如說，到南部觀光阿，住宿阿，講國語就不太理人，但講閩南語的，

對方會比較熱情。(MPB6) 

 

是最近幾年看到客語推行，才開始注重推行講母語，因為越來越多人原住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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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不會講母語，就有點倒退的感覺，不知道對不對齁!(MPR2) 

 

在泰安鄉多數使用國語作為溝通工具的情形，還是有因族群通婚，族群共事

的互動基礎下，能有同時具備兩種語言能力的機會。 

 

當你在原鄉這個地方就學，如果原住民是隔代教養比較有機會，還是說族

語，講泰雅語；如果是客家人阿公阿婆就跟著講客語，就可以保存語言。

(MPR1) 

 

工作上是沒有甚麼分裂的，像校長會說客語族語，像我們豆腐街美食街都有

一起合作，非常配合。我們的祖先本來就生活再一起就很好阿，我們常常連

絡，像中秋節辦摸彩阿，讓大家聚一聚一起聯絡感情阿，玩一玩這樣子，有

時候原住民也會炒米粉拉!烤山豬肉拉!請大家吃，客家人也會用一些起拔拉

一起分享一起互動。正面推動的更積極反面我們這裏都很熟我們的感情很

好，很老實，並行再作當然很好阿客家的文化呈現事有必要的。(MTR1) 

 

泰安鄉鄉內的各級學校非常注重語言教育，而在客語以及族語教學上，投入

了相當多的努力，小朋友學習自己的母語，讓文化得以傳承，但像是新住民的小

朋友較無相同的資源可提供給他們，這也是目前所欠缺的部分。第一節亦分析出

不同族群的教育文化，教導下一代的內容不同，導致影響族群之間的關係。 

 

鄉公所很多都會講，也請很多客家籍的，我們這裡族語教學一直有在推動，

我比較擔心國小的族語教學比較多，但客語部分比較弱，因為客籍的小朋友

比較少，在我自己鄉的幼兒園，也只有兩個客家籍小朋友，他們也是跟著我

們學族語，我跟她媽媽說妳的小孩跟著我們學族語好嗎，他媽媽說好阿都可

以學阿，多學一個也很好，客家部分資源比較少，也沒有很好的一個對客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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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很瞭解的文史工作者。(MPB4) 

三、 土地管理面 

 

圖 4-13「土地管理面」相關子代碼內容 

資料來源：本研究繪製 

多山環繞的泰安鄉多數地區已被劃定為原住民保留地，而原住民保留地的定

義，根據原住民保留地開發管理辦法第三條之規定：「指為保障原住民生計，推

行原住民行政所保留之原有山地保留地及經依規定劃編，增編供原住民使用之保

留。」在為保障原住民之下，亦有許多對原住民使用土地的限制，產生所多問題

必須由調解委員會介入處理。在原住民族群自覺權益抬頭後，更積極希望能夠保

留一些自己的家園，然而在提出訴求的過程當中，遇到了很多問題，以下包含了

公平正義、欺騙剝削、返還土地等等，難以避免的問題。 

本章第一節分析出公部門和私部門表示原住民保留地的土地利用，會影響族

群之間的關係，因為若從原住民族群觀點出發，認為原住民保留地是保障原住民

權益；然而同樣在泰安鄉辛苦耕耘的客家族群觀點，認為相對是不公平的，僅憑

族群身分，能夠擁有其他族群無法享受到的權利，是否喪失了公平正義。 

 

讓原住民生活還是文化的保留我認為是好的，但對有很多其他民族的深耕在

當地，是很不公平，所以說對我們來講，原住民保留地是讓原住民在土地上

面有所有權，我們漢人沒有所有權，我們漢人在原鄉的土地，我們必須跟鄉

公所租賃契約，租地耕作，這是國家法律問題，這是沒有辦法改變的事情，

客家人也是來這裡很長的時間，保障原住民土地是應該的，而且我在原鄉生

活已經好幾十年了，所以我是認同的，外地來的漢人是來租地經營事業賺

錢，這是一種商業行為，但我們不一樣都已經落地深耕，我們就覺得不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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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該要改變法律。(MPB5) 

 

原住民族群生性天真爛漫，對於周遭之事務，較無多揣測或是猜疑，容易聽

信他人，導致過去多數的原住民族群，面對土地買賣契約書，沒有縝密的思考能

力、閱讀能力，或是僅為了填飽肚子，而自願放棄擁有土地所有權，看似正常的

交易行為，而其實在這些契約書中多隱藏著不公平、不合理的內容，欺騙著原住

民族群。 

 

對原住民的經濟，土地的利用和土地的開發，一直持續被剝削的感覺。

(MPB6) 

 

原住民保留地，以前他們的父母親常常碰到契約書，沒有金錢交易，但會以

物品交換，我也看過很多契約書是真的對我們原住民是不公平的，所以現在

才有保留地的問題不斷浮現，他們的孩子或孫子，當他自己會去找原本失去

的土地，發現說怎麼是漢人在耕種就會去追以前的事情現在在六十歲以下的

都會去找自己的土地去守住土地，像我們錦水村，以前很多都適用租給外面

一些溫泉業者， 現在我們不希望土地過度開發，所以我們自己就會提醒自

己不能隨便租隨便賣。(MPB4) 

 

時間一久，現在的原住民族群，也就是後代子孫，多半有了一些語言能力、

閱讀能力等等，意識到應向客家族群要求返還土地，亦有訪談者認為，因原住民

保留地多數非為平地，難以開發，非為高經濟價值的土地，在客家族群開發土地

後，原住民族群才又向其要回土地，心態上無法斷定完全單純的保護原有土地。 

 

土地來說國民政府繼承日本時期的作法，很多國有土地，後來到了原保地，

早期沒有契約狀，有耕作五年即取得土地權，法院拍賣原住民保留地，一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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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原住民才可以買，但原住民比較沒錢，所以土地也賣不出去，說實在，坡

度超過三十度、四十度開採價值不高，限制很嚴格，動輒會受罰，水土保持

阿這些的，還有很多稅捐是高於平地的，一甲一百多萬。地價不高的地方，

保留地本來作造林，像杉木價值也低，竹子沒人要，經濟價值低，現在多數

種生薑的，也容易會土地流失的災害。(MPB2) 

 

其實會走這種都是惡意的拉，爸爸媽媽讓渡給他，小孩子就繼承了，生前可

以繼承或是贈予，都可以用，幾乎都是當事者不在的時候，常常遇到很多開

發後，被要回土地的，幾乎每一戶都有這樣的問題，原住民土地管理辦法後

那不能買賣、過戶，這個時候就是之前有租有讓度，小孩不承認，我是覺得

你當初有需求才會租給他，那用當初最基本的要回來，有能力才會耕作阿沒

能力也不能耕作阿。(MTR2) 

 

經過時間的演變，過去由部落耆老來執行調解溝通的工作，而至現今由調解

委員會來執行並解決族群間，所面對土地爭議的問題。 

 

頭目是部落的耆老的意思，以前作調解的，有爭議阿去調解，現在事調解委

員會，就他們去解決，以前你的上一代是頭目你就傳下來是頭目。(MTR3) 

 

保留地當然會有紛爭但是我們有調解委員會，現在就很好啦我們都很和諧，

像現在很多公所，有調解委員會可以處理鄉親有困難一樣做的不錯，給一些

建議。(MTR1) 

 

困境，早期客家人跟原住民在土地上的糾紛，但因後來改變了土地法，當

小孩知道了就會想要要回去，但當時是有代價，現在要回去沒有代價，爭端

就是在這邊，法律上保護原住民，使得客家人沒有立場，他們覺得當初原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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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沒有錢可以借，我就租下來，給他們錢，但現在小孩無償就可以直接要回

去，在鄉公所這邊非常多這種事情，最少有幾十件，我在這邊二十多年了看

非常多了，早上才來申請調解也是這種案子，但原住民不出面調解阿，最後

走法律途徑是保護他的阿，因為土地是以登記制阿，不能買賣不能過戶阿，

你要去法院登記才有正式的租約，當下一代繼承，換人後這個租約就沒有

用，因為所有權人已經變下一代了，小孩子沒有跟他訂契約，因為這種政策

就是保護原住民的，除非他用人頭的方式，主要是原住民自己要肯賣。

(MTR2) 

四、 經濟發展面 

 

圖 4-14「經濟發展面」相關子代碼內容 

資料來源：本研究繪製 

多半從事基本農業和觀光休閒產業的泰安鄉，政府投入的經濟政策包含青年

返鄉和苗栗縣泰安鄉公所農業發展經費補助作業要點第一點之規定：「苗栗縣泰

安鄉為促進農業發展，提升原住民地區經濟層次及農業競爭力，增加農民收益，

達到富麗農村之目的，辦理各項農業產銷資材計畫及相關教育活動經費，特訂定

本作業要點。」 

泰安鄉地處偏僻，多高山，非為主要政經之地，因此，就業機會並無大都市

職缺多，也因大都市的生活水準以及費用較高，而選擇在家鄉工作，但多數為勞

力的藍領工作，階級一直未能流動，原住民族群仍經濟弱勢。在本章第二節分析

出公部門、私部門與第三部門皆有交通不便導致經濟發展受限的問題，因此，得

以解釋為何近年來泰安鄉努力開闢新的道路，例如：民國 103年 10月底通車的

清安八卦力連絡道路，儘管地方政府如何努力，仍然避免不了過度開發後自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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災害，例如：民國 105 年 3月中，因下雨導致龍安橋往冬瓜山的道路坍方。 

 

他們會努力爭取自己的工作權，有一些排斥，怕會影響到自己的工作機會。

(MPR2) 

 

我不贊成返鄉，多半只有臨時工，只有吃飽，除非是向南部有作公益彩卷補

導計畫，頂多半年，所以我覺得原民會在這個方面要再加強，(MPB3) 

 

我一直跟原住民說要認真拉!不要賣財產，蔡英文他說八月一日要道歉，老

人長照、原民自治、原住民回鄉，原住民是台灣的主人，現在原住民以原住

民為榮，漢人的議員罵我我也不怕，我的一千多票跟你一萬多票一樣都是議

員，要先對自己的族群要認同，當然我們比不過他們，經濟上面，作一天花

一天不會存錢，因為沒工作作，當然我喝酒阿，你比較強的人當公務員阿，

所以國家要花更多的時間來教育原住民，像年金或是薪水，制度不公平，國

家不公平，現在我一個人照顧四個老人，直接證明在我身上，我爸媽我公婆，

如果我不當議員，根本養不起，頂多只能管理我的露營區。(MPB1) 

 

打零工，山林像鄒族採愛玉、靈芝、木耳、香菇，但都是在國家公園裡都算

是犯法的阿，所以政府很多政策都是看的到吃不到，像是排富條款，年滿五

十五歲才可以領原住民津貼的，但三千多元怎麼生活，從日治時期就已經分

好了部落間的範圍，山到山之間或是以水源分劃，概念空的，一旦越過界線

可以出草，但現在是不行的，原住民的工作以軍公教為最好，最近經營露營

區、草莓園也蠻好的。(MPB2) 

 

泰安鄉擁有豐富的森林資源，好山好水，非常適合觀光休閒旅遊的產業，且

多數原住民族群也以就地取材的精神，去創造經濟，但受政府各種規定上的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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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走在違法邊緣，維持家中生計。 

 

其實我們是覺得回鄉來說原住民算多數喔!而客家人較少，因為有工作機會

來的客家籍，都是觀光業，因為以整個鄉來說，標榜無毒阿，而我們高山比

較沒有甚麼病蟲害不需要用農藥，比較適合拉，所以有比較高的產值他們才

會回來，我覺得蠻多的因為泰安鄉的人口數一直成長，像大興村露營區有四

十個，全鄉最多的，新移入的蠻多的客家閩南都有，原住民是回鄉經營自己

的土地。(MTR2) 

 

泰安鄉可以走向文化的保存要加強，觀光產業的發展是重點，經濟活絡、才

會改善經濟。會有更好的發展，把觀光做好做大，也可以讓我們年輕的一輩

會對族群更有認同，自己的文化、自己的族群要認同，政府在經濟部分要再

讓泰安鄉的人民更有自主性。(MPB6) 

 

泰安鄉為整個苗栗縣的三分之一大，土地範圍廣大，但因地處山地，地形崎

嶇，較少平地，對經濟發展不易，因此多半為傳統農業為主要的經濟產業。 

 

我是想說土地不要租給漢人，你自己去耕，可能不行一次耕完，但你一甲地

可以分幾次作，你以自己能力作，如果你土地租給人了，你甚麼就沒有，如

果回到現實面，為了錢，好像聽說一分地種生薑，一年七萬，所以你這樣一

年只有七萬，因為一年裡只能種一次生薑，生薑七年才能再種一次，因為也

是輪作的問題。(MTR3) 

 

像我一甲地採竹筍也好幾十萬，就差很多了，像你把租出去，就沒的收了。

有的是租給漢人給你弄，但要弄平，以後我要開露營區，但整平還要成本所

以很多人就退縮了，就付不起那個錢。(MTR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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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對於較有生意頭腦的客家人，有投資的腦袋，但往往造成族群之間爭奪資

源，彼此產生嫌隙的可能。從第一節的分析發現私部門與第三部門在「發展觀光、

農業休閒農業」皆認為對族群關係有影響，因為，像是開發或是投資，為資金雄

厚的族群在選擇，而經濟弱勢只能被選擇。 

 

他們人口多變成我的壓力變大，因為有競爭，這個壓力就很大，我們之間的

競爭差很大，我們沒有生意腦袋，會想說今天過得好就好，但大部分的人是，

像是投資，像我今天開這個，大部分幾乎是軍公教退休，他有一點退休金，

才有機會在這裡投資，像我這樣人家會說你甚麼時候回收阿，但當初我沒有

這樣想我只是想把我自己的地方弄得乾乾淨淨的、漂漂亮亮，因為這是我的

興趣拉，我喜歡搞園藝，但是很多也搞到不是很好，我們最用一輩子的時間

再作，而外面來的人短時間就完成了，現在玩露營區的越後面進來，作的更

好，露營客也更會挑，像我們這種簡陋的齁，將來也有可能會被淘汰，我所

謂像客家人作的越多，我們的壓力越大。(MTR3) 

 

當然原住民的地方用原住民來治理比較好，像我用我的方式，漢人可能沒辦

法接受，文化有些也會不認同，但如果站在公共利益的角度來看，還可以，

就表面上還可以接受啦，那客家人一起也是這樣想拉，平常當然是和平，但

牽涉到資源的時候還是有問題。(MTR3) 

 

相處上不要你爭我奪，和平相處，你拉我拉的，遇到資源不要爭就好

了!(MTR3) 

 

客家委員會推展客家青年返鄉創業啟航補助作業要點，為幫助青年返鄉創

業，再現客家文化，對於經濟以及文化方面皆有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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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返鄉創業這種事情感覺像是來亂的，大概三天就作不下去了!我認為 520

之後就沒了(MPR1) 

 

那可能事是學術自己想的，哪有客家人會想來泰安鄉工作，不會想到山上來

不能看電影不能約會，不太會回來的；現在小孩留在原鄉的很少，除非在外

過著沒有很供充裕的生活才會回來。(MPR1)  

 

我覺得你現在說的客家的經濟政策，我認為作的不好，在泰安鄉這個地方不

太顯著，我幾乎不知道，因為我們泰安鄉是原鄉，所以多以原住民為主，而

且這個部分好像是被掩蓋著比較少人知道，我覺得客委會在這裡作的不太

好，並不會在原鄉積極發展，感覺在原鄉發展事倍功半的感覺，因為主觀是

原鄉的關係。(MPB5) 

 

當然歡迎回來，還是要回來了解故鄉，也因為現在外面不好做了，所以我常

說只要土地不賣，家都還在，像有些法拍，原住民買不起，多是一些住台北

的人來買。(MPB7) 

 

其實我們是覺得回鄉來說原住民算多數喔!而客家人較少，因為有工作機會

來的客家籍，都是觀光業，因為以整個鄉來說，標榜無毒阿，而我們高山比

較沒有甚麼病蟲害不需要用農藥，比較適合拉，所以有比較高的產值他們才

會回來，我覺得蠻多的因為泰安鄉的人口數一直成長，像大興村露營區有四

十個，全鄉最多的，新移入的蠻多的客家閩南都有，原住民是回鄉經營自己

的土地。(MTR2) 

 

你們客家人跑來我們這裡居住，不會越來越多，大多住平地；反而是我們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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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民從外面回來居多，而且我們原住民很會生小孩，就可以有很多人幫忙採

竹筍，很開心的。(MPB1) 

 

目前我們錦水村很多客家人把戶籍遷進來做觀光業，尤其閩南人也有學客語

阿，假日很多外灘，真正有十幾間，假日六十幾攤。(MTR1) 

 

 

 

 

 

五、多元文化面 

 

圖 4-15「多元文化面」相關子代碼內容 

資料來源：本研究繪製 

客家族群時常關心未來且勤奮工作；而原住民族群則是活在當下且享受此

刻，兩個族群的特質並無誰對誰錯，因為選擇生活的模式是自己的決定，亦是族

群自我的天性，應要尊重不同族群的習性。 

 

豆腐街閩南客家都很多，真正的居民都算蠻少數的了，原住民星期六星期

日，不喜歡工作，只作一到五而已。我也是聽他們耆老講的，也有認原住民

乾爸乾媽，乾媽乾爸每年也都會送禮阿，就會比較親密，有東西也會拿去給

乾爸乾媽吃，以前他們下來就想要出草。(MPR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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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原住民是樂天的民族，賺一千花九百；客家人是賺一千花一百，一個是

非常快樂；一個是非常勤儉的族群。(MPB1) 

 

客家族群相對於原住民族群，經濟能力為何較為穩固和強大，因為在各種行

業的經營上，所投入的心思及資金也多出許多，很明顯地，原住民族群在金錢管

理與創業投資上較不熟悉，因此，現在多數原住民族群則是以正面積極的學習態

度去填補自己的不足。 

 

他們不滿意他們弱勢，他們覺得自己弱勢，他們常想要找自己的代表，務農

是還好，漢人比較會做生意。(MPR2) 

 

我是希望我們要多學你們漢人學你們的好，例如說你做生意中的經營管理，

我要學習你的經驗，雖然我可能作不到，不超過你，但我不能一直退步，不

能差距太大，部落習慣維持現狀。(MTR3) 

 

會影響一定會前山的溫泉區都是外來業者，民宿沒有幾家、作生意也是，原

住民沒幾家，泰雅文化園區也越來越少人。如果你說想把客人移過去，很難

作，公部門協調也不一定成功，客家人在豆腐街做生意厲害，所以我們怎麼

比，就算是後山，引進溫泉一定還是非原住民，我們還沒有那個能力，蓋那

種東西，但像大興村很多是原住民經營的露營區。(MPB3) 

 

我們客家人居住在泰安鄉長期融合，因為泰安鄉是原住民當鄉長，譬如說文

化活動都會互相參加，工作上多以原住民當客家人員工，因為客家人資源比

較好，這些互動都算不錯。(MPB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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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害關係人之間的關係緊密，能幫助籌備活動或是執行活動的過程時，更加

順利，彼此也能願意接受對方建議或是想法。 

 

必須透過社區組織、定期開辦的村民大會和各項局會彼此串聯，互相參加活

動。(MPB6) 

 

客家族群相對於原住民族群是較有生意頭腦，因此大多數在泰安鄉開業的老

闆為客家籍，而原住民成為員工，在這種關係之下共同維持營運，自然有一些長

久以來產生了微妙的特殊互動方式，客家籍老闆，會去了解原住民員工的文化，

而有了一些在能力範圍內，產生適切的應對方式。 

 

多數由客家人當老闆，員工也會很挺自家的老闆，也是因為才有工作作拉，

我看過很多婚喪喜慶，原住民員工絕對第一個想到老闆，老闆也很願意幫忙

喔!例如像是有官司、車禍等，老闆都會義務幫忙。(MPB7) 

 

因為他所受的教育他的文化，比較對當下的錢就花完，他不會對金錢管理，

很多原住民到這裡來，因為有些是只能作 3-5 個月，因為等到半年後他的資

產就被銀行查到，法院就來了執行命令，半年一定就會到，他就要離開，但

就是好的員工，幫他還錢，就是我們吃了很多的虧，像如果是 6 萬的債，一

個月就扣個 8 千，也要好幾個月才有可能清完，你敢保證他們一年之內不離

職嗎?所以我們有很多這種狀況，就是有刑責的檢察官看他願意在原鄉工

作，給他用易科罰金，一天一千塊，再報到錢繳掉，又怕他在半路花掉，就

請個人陪他去繳清，但還是作了三個月就不做了，連續好幾個很多也不是心

軟，因我們也有盡量回收多少，當然我們也有責任，他如果表現不錯，他如

果一走了之我們也沒辦法。(MPR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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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泰安鄉內客家族群與原住民族群互動的感受下，認為原住民不友善；原住

民族群與客家族群互動的感受下，認為客家人不友善，反映出在族群各自有了認

同後，開始與其他族群產生邊界，劃分族群身分，而保持和平共處，即為考量整

體泰安鄉的公共利益與發展。 

 

其實他們還是把我當作外地來的人，在各種方面都感受得出來。(MPR2) 

 

其實少互動耶，上班關係是客家人，我比較不會跟他們太親近，因為我這裡

因為職位的關係被欺負過，我們不去計較但是他們有一些動作不太好，所以

你問我，有一種行政破壞，之前上司他常常對我退文，或是特別刁難，上面

長官安排他的，這種族群的壓迫感一直都在。有一種客家人認為自己弱勢，

但是卻更討厭比自己更弱勢的人。(MPB3) 

 

全台灣在各地都有很多派系影響政治的情形發生，在泰安鄉也不例外，因客

家族群比較有經濟能力，較有機會接近政治之事務，然而在歷史紀錄上，原住民

族群也因為一些原因或是誘因，受到客家族群的影響。 

 

我們客家人居住在泰安鄉長期融合，因為泰安鄉是原住民當鄉長，譬如說文

化活動都會互相參加，工作上多以原住民當客家人員工，因為客家人資源比

較好，這些互動都算不錯。但我們提到政治的部分真的是客家人左右原住

民，原住民過去，過去泰安鄉有派系的鬥爭，都是因為客家人的影響，苗栗

縣就有黃派和劉派，哪一個靠原住民就會有影響，在部落裡自己的傷害、衝

突就會比較深，如果說我們原住民不聽客家人的，例如說劉派很強，我不聽

他的就會危險，所以原住民在漢人的洗禮之下，原住民已經不單純了!這是

我的感受。哪一個有錢我就傾向你，有些就是受到漢人的影響、介入，變的

非常複雜化。表面上還好!但還是有些問題!非常的激烈，你就是你；他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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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MPB1) 

 

兩個族群共同居住在泰安鄉，在生活上必定會有所接觸，有的人會排斥；另

有一些人會互相吸引，結為連理，原客通婚的例子相當多見，但仍會因為族群文

化的不同，導致一些問題的產生。 

 

有些人一起種生薑，一起工作久了就在一起了，都還不錯，他們眼睛很亮，

就看哪裡有好處就去，例如買土地的時候。(MPR2) 

 

原客通婚還好耶~像鄉長的助理小凡他們就是原客通婚也還好阿!很不錯! 

(MPR2) 

 

原住民閩南人通婚不會影響語言，一起學習阿，聽得懂不會講，現在族群臺

灣很融合拉不會有問題啦。(MTR2) 

 

訪談者認為漢人的強勢迫使原住民族群不得不接受其漢人的文化，相對地，

多數漢人無法接受原住民族群的文化，且容易導致婚姻的破碎、不美滿。 

 

我覺得原客通婚，因為漢人比較強勢，還是有蠻多人不能接受我們的想法，

只娶這個人，要我們完全接受他們的文化，而不接受我們的文化，十個嫁給

漢人，十個都離婚，過的都很慘，都回來因為他們覺得在漢人的家庭裡不受

尊重，不是只有這裡，南投也是，因為我自己嫁的是原住民，但我女兒是客

家人，我女兒嫁過去後就很少跟我們來往，很少回來，生活習慣變了，一堆

習俗很多，例如小孩教養，小孩跌倒就說她老公會罵，吃飯也規矩一堆，我

就跟她說不用回來了。要我們跟著他們的文化，但又另一種去哪裡都接受各

自的文化。但我有發現閩南人、外省人還好喔!因為閩南人個性比較海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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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家人比較靠山，我還有認識個梅園村村長，就很融入當地。(MPB3) 

 

在泰安鄉的客家族群信仰伯公、媽祖等神明；而原住民族群信奉聖母瑪利亞

和耶穌，雖然各族群擁有不同宗教洗禮下的成長背景，但族群之間亦能互相尊重

彼此各自的信仰。 

 

我的先生是客家人，我結婚 30 幾年我到現在還是覺得很幸福，因為呢，原

住民的工作態度是比較像外國人，我還是比較傾向漢民族的生活模式，但像

我娘家拉的習俗還是會繼續作，那像漢民族的拜拜拉我也會入境隨俗，因為

我覺得神每個宗教都有是一種靈魂的寄託，我會祈禱我的聖母瑪利亞，但我

萬聖宮也會祈求我的家庭，很多原住民嫁給漢人會離婚的很多，像我這種的

應該很少。(MPB1) 

 

原客通婚所誕生出來孩子，流著兩種不同文化的血液，擁有兩種不同特質的

個性，在多數訪談者認為，他們所接觸的這些孩子，大部分皆兼具備了兩種族群

的優點，亦能減少族群之間的差異，對於原客通婚也保持著樂觀的態度去面對。 

 

不會因為結婚影響，甚麼都習慣了拉，現在甚麼人甚麼族群都進來了阿，像

我孫子影響也還好，(MTR3) 

 

基因的遙遠，有原民爽快，漢人勤奮，家庭教育也很重要，他現在做工，就

是甚麼角色，例如人家給他檳榔，他會說不吃，人家會說我看不起他，或是

因為你是政治人物要幫你設想，綜合兩個優勢，我像客家人，他像原住民，

很特別的事情。(MPB1) 

 

原客通婚的孩子，自我有了意識後，開始會對自我身分好奇，然而多數為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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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住民的福利政策，將恢復原住民身分，成為一種工具論。 

 

這個我自己就覺得很困擾的，像從大興村轉來一對姐弟，姐姐的同學都是原

住民，所以他想當原住民，但弟弟想當客家人，可能因為爸爸灌輸他的觀念

或是因為他比較崇拜爸爸，像我們有分母語班，弟弟就問姐姐幹嘛學母語。

而且現在是要從母姓就可以變成原住民，弟弟從出生就有從母姓，但他不一

定認同自己的原住民身分。(MPB7) 

 

通婚的話，在過去原住民地位不高，當然會認同客家身分；現在來講，原住

民很多政策人家看起來是福利，其實其他民族都有哦，只是原住民特別拉出

來講，也都差不多，升學不一樣而已，但近幾年很多恢復原住民身分的人，

孩子就去的這樣的身分，認同不一定，我認為是工具論，因為一些需要，最

近還有原住民取的公務員資格後，立刻取消原住民身分，就是一種工具論。

(MPB2) 

 

以前叫山地原住民的時候爸爸客家人媽媽是原住民，小孩不會輕易地說自己

是原住民，但因為現在原住民的福利甚麼的都有慢慢做起來，作的越來越

好，反而爸爸會同意讓小孩跟母姓，政策的關係，現在家長都蠻願意的，不

會像以前不願意。現在也有很多原住民慢慢回來了，(MPB4) 

 

我覺得不會耶因為現在都使用國語溝通。好像會有一點，因為大家都知道原

住民的福利政策比較好，所以為甚麼現在很多人都恢復原住民身分，才能享

有那些福利，就算今天你說原客通婚的時候，我不管我爸爸是原住民或是媽

媽是原住民，或是爸爸是客家人，媽媽是原住民，我都可以享受原住民的福

利，那當然在心裡跟外觀上所看到的不一定就都認同原住民的身分。(MPB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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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我們這裏的員工來說，有 50%原住民血統，相反地就有 50%的客家血統，

反而他們比較不會秀出說他們原住民，從出生開始的福利他們會享受，但出

社會後他們會恢復客家人(MPR1) 

 

無論哪一個族群在未來皆會面臨文化傳承斷層或是文化消失的問題，因此，

面對文化保存的層面，更有以下子項目族群認同、意象建設與相輔相成，能更深

入探討。 

 

文化當然要保存，但有時候錯不能怪小孩子要怪父母親，沒有好好跟下一代

講，年輕人出去讀書，在外面有職業了，看到親戚都不認識了，要知道這個

堂妹阿堂弟阿!(MTR3) 

 

目前喔?因為我是客家人，我跟原住民的互動我是覺得很好，可以相處拉!

因為很多我的鄰居我的同學生活在一個聚落，我是可以接受，我覺得沒有甚

麼不一樣，那鄉公所會辦一些活動去辦原住民的活動我也會參與，客家人也

會兼顧阿，我個人是可以相容的。我說客家人刻苦耐勞，原住民是吃的飽穿

得暖就好，客家人不僅是現在吃飽還要存下來，不能講說原住民的民族性不

好，應該說是比較樂觀，客家人勤奮，努力的開墾，努力地耕作，真的是日

出而作，日落而息，就是一種族群特性。我認為現在的發展持續下去也可以。

(MPB5) 

 

泰安鄉可以走向文化的保存要加強，觀光產業的發展是重點，經濟活絡、才

會改善經濟。會有更好的發展，把觀光做好做大，也可以讓我們年輕的一輩

會對族群更有認同，自己的文化、自己的族群要認同，政府在經濟部分要再

讓泰安鄉的人民更有自主性。(MPB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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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訪談者認為泰安鄉多數顯見的是原住民意象的展現，而客家的意象較無顯

而易見，應該在洗水坑豆腐街再多建造一些意象，保存且吸引更多人潮前來欣賞。 

 

像是鄉公所辦的客家美食節阿，客家的活動，像是天穿日拉，每年都會辦，

繼續保持傳統文化，而原住民會每年都辦文化祭阿!(MTR2) 

 

文化保存比較不凸顯，銅鑼客家文化園區比較有客家文化的意象。原民會大

多挹注在硬體建設大約一千萬的經費(MPB3) 

 

現在原住民的文化也都做得很好，像是活動，技藝拉都有在推動，客家比較

少。(MPB5)  

 

可以阿，像豆腐街，比較不會原住民化，像砂埔鹿部落的客家文化整個消失。

一半原住民，一半客家，我覺得客委會要加油阿! (MPB1) 

 

客家文化和原住民文化，沒有那一方為最優勢或是崇高的文化，對於各自族

群而言都是相當重要的基礎，因此，在泰安鄉能作到族群文化共同保存、維護，

以及繼續流傳，是各個族群的盼望。本章第一節所分析的「客家文化優先(如客

家文化節活動等)」、「多元文化價值」與「其他如泰安溫泉祭等」，全部的組織單

位皆認為，這些議題不會對泰安鄉北五村的族群關係有影響，基本上都保持著尊

重其他文化的態度。 

 

其實原住民跟客家人的文化可以相輔相成，可以相互結合，原住民的慶典，

是值得保存也需要保存，每個慶典都有他的涵意在，後來我發覺，因為我服

務了 30 幾年，而且我都原住民的互動很多，原住民在活動的時候，像求婚

祭、狩獵祭、紋面祭、穀倉祭等，像經過紋面才能算是成年了；像狩獵祭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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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要去打獵，女生要在旁邊作甚麼，原住民會在旁邊解釋給我聽。我非常認

同原住民，而且我坦白說我們平地人作不到，就是原住民願意分享，他們說

我們打獵回來，會分給其他部落的人，當然頭目自己會有，如果平地人過去，

原住民也會分享，原住民都會想到其他人，平地人比較自私一些，這是我喜

歡原住民的地方。(MPB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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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研究發現與建議 

 

第一節 研究發現 

客家文化重點發展區的基本精神是為了推動客家事務，傳承客家文化；而原

住民族地區的基本精神，是為了保護具有原住民族歷史淵源和文化特色的傳統居

住地。苗栗縣泰安鄉具有原住民族地區及客家文化重點發展區的兩種政策，為客

家山原複合行政區，正面臨著雙重政策推行的考驗，是否能夠幫助當地的人民、

語言、文化、產業，走向更理想且富足的時代；還是因複雜化而更加退步。 

本研究之研究紮根有三個步驟：第一步驟，釐清研究主題和相關文獻：包含

釐清問題意識與訂定研究主題、收集並整理相關文獻以幫助研究者對相關研究調

查的瞭解，作為研究者對研究問題初步地探討、根據文獻擬出訪談大綱與設計，

以及連絡訪談對象以進行訪談。第二步驟，正式資料的蒐集與分析：包含進行訪

談並將錄音轉化為逐字、透過扎根理論的編碼程序，將資料加以開放性編碼，進

行概念化的命名或標籤，接著將概念群組成類別，並已屬性和面向來區隔類別，

以及持續進行訪談與探討文獻，試圖進行主軸編碼，在屬性和面向的層次上來連

結類別。第三步驟，總結研究，提出發現以及建議。 

本章中，第一節部份為回應本研究第一章第二節所探討的三大研究問題；在

第二節，除了依循第一節的研究結論提出建議外，並針對未來研究客家山原複合

行政區相關議題，提出研究之參考方向。 

壹、苗栗縣泰安鄉北五村族群政策網絡鬆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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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平時互動網絡、客家文化政策、原住民文化政策、多元文化政策的社會網

絡圖，可得知公部門、私部門與第三部門中，何者為程度中心性數值最高以及中

介中心性數值最高者，整理如下： 

 

一、平時互動網絡 

在此網絡中，程度中心性數值最高者為公部門的泰安鄉公所，平時為推動各

種政策，擁有較多機會跟各個單位與人民作互動；而中介中心性數值最高者為第

三部門的洗水坑豆腐街觀光發展協會，承辦活動時可以作為公部門和人民之間的

橋樑。 

二、客家文化政策 

客家文化重點發展區設置在泰安鄉後，此網絡顯示出，程度中心性數值最高

者為第三部門的歌舞發展協會，歌舞發展協會主要教學客家歌謠、舞蹈，傳承客

家文化為目標，相對於公部門較為積極；而中介中心性數值最高者亦是第三部門

的歌舞發展協會，舉辦活動時可以作為公部門、私部門與人民之間的中間溝通

者，其中成員不乏一些公部門人員與店家老闆等等，透過歌舞發展協會，原有的

人力資源可讓活動宣傳，達到更廣泛的效果。 

三、原住民文化政策 

因泰安鄉原鄉的關係，對於原住民文化傳承相當重視，此網絡中，程度中心

性數值最高者為公部門的原住民事務中心，主要職責為全苗栗縣的原住民政策推

動者，擁有比較多的機會跟各個單位與人民作互動；而中介中心性數值最高者為

公部門的大興村，承辦活動時可以作為公部門原住民事務中心與人民之間的溝通

者。 

四、多元文化政策 

在此網絡中，程度中心性與中介中心性數值最高者，皆為公部門的大興村，

在泰安鄉的大興村相對其他村是占地範圍小，卻開發了四十幾個露營區，無論在

基本生活或是產業經濟而論，需要各族群的支持，關係良好，維持露營區的經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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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苗栗縣泰安鄉北五村族群生活關係緊密 

從研究者所整理出的五大層面：地方制度、教育文化、經濟發展、土地管理、

多元文化， 可以發現原住民族群以及客家族群各自面對五大層面的態度是不同

的，就原住民族群以及客家族群的說法整理並歸類如下： 

一、地方制度面 

面對原住民鄉的制度時，客家族群認為入境隨俗，要尊重當地文化，心理層

面多少有些不習慣或是不能接受某些情形，而原住民族群認為這是既有的規定，

給予原住民的保障，原本居住的原住民本來就多於客家人，原住民也會比較知道

如何治理當地。近年產生的客家文化重點發展區，客家族群認為客家文化重點發

展區的設立對於經濟並沒有很大的影響，有或是沒有都沒有關係，意義不大，但

會有定位的問題；原住民族群也認為設立客家文化重點發展區，進來更多資源沒

有不好，但也要看鄉公所願不願意推動。 

二、教育文化面 

客家族群表示目前北五村多數以客語作為溝通工具，在傳承語言文化上並沒

有困難，但是以國語為主的台灣社會，還是會有語言消失的危險。原住民族群表

示南三村在族語使用上為多數，而在北五村因與客家人的混居，不管是生活、就

學、就業、結婚等都會遇到客家人，也有多數原住民會客語，族語也有同時在教

學，但族語的使用沒有客語頻繁。 

三、土地管理面 

關於原住民保留地的土地問題，客家族群說明必先尊重制度規定，也很明白

原住民就是這裡土地的主人，但因近年來多數原住民惡性要回土地，造成租賃的

困擾，多數原住民保留地非平地，亦非精華地段，不好開發，才會以較為低廉的

價格或是以物的方式租地。原住民族群說明從過去的客家人能給予欺騙的方式租

地，但現在有法律保護和議員幫助，族人們也會越來越會維護自己的權益，不會

接收漢人以三瓶米酒的交換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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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經濟發展面 

客家族群坦言當地經濟需要客家人進入投資，例如：飯店、洗水坑豆腐街店

家等等，原住民才有更多就業機會，原住民亦非客家人的對手，因為從一開始投

資的資金，原住民就無法負擔更不用說競爭了。原住民族群論其經濟，打零工、

農業、觀光業等等，僅能維持基本生活開銷，無法有很大的突破，因此導致貧窮

傳承下一代。兩個族群原本就對於金錢管理的想法，可以說是天差地遠，一個未

雨綢繆，另一個享受當下，皆有正反面的影響。 

五、多元文化面 

客家族群與原住民族群相同述說，在一個非單一族群的時代，共同對於多元

文化相當認同，因為原住民在漢人社會處於弱勢；而客家人在閩南人的社會，因

人數少，才有隱形化的客家人產生，無論是客家族群與原住民族群都共同期待一

個公平待遇的社會，族群部分優劣，希望能夠解決族群位階觀念的問題。 

參、苗栗縣泰安鄉北五村豐富的多元文化 

若將漢人區分，苗栗縣泰安鄉北五村目前族群人口結構上，最多數為原住民

族群、其次為客家族群、閔南人、外省人、新住民，對照本研究第二章文獻學者

所言，研究者認為苗栗縣泰安鄉北五村是一個非為族群同化，而是族群多元的地

域，並且為文化多元，非為結構多元，因為客家族群以及原住民族群仍然保有自

己族群的文化，未受同化，實質的文化多元。但實質的文化多元裡，從社會網絡

與訪談後的分析發現，研究者整理的五大層面中，無論是客家族群或是原住民族

群，在各層面上，皆有認為自己族群受到不平等待遇的感受，而導致表面上大家

為了公共利益而和平共處，但心裡仍有衝突存在，對照第二章文獻學者 Taylor

與Moghaddam 的衝突理論假設，首先，苗栗縣泰安鄉北五村的各個族群會有不

滿足的感受是因為自私，為了能夠儘量地擴大自己的利益；其次，各個族群的衝

突產生是因為族群之間的利益，無法相容、無法接受的結果；最後，苗栗縣泰安

鄉北五村的族群之間的利益未能夠完全相容，而導致客家族群與原住民族群的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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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心理關係仍有問題存在。 

回顧本研究第二章多元文化的相關文獻中，學者洪泉湖(2005)說明多元文化

主義(Multiculturalism)，並在字面上作文字拆解，包含兩個重要的內涵，「多元」

以及「文化」。多元意指尊重不同族群的差異，展現各種不同的聲音、想法與價

值觀；文化意指較為廣泛，包括世界觀、語言以及生活風俗習慣等等，皆能代表

不同文化。並且 Banks 和 McGee Banks(1993)表示：「多元文化主義是一種哲學立

場與運動，主張一個多元社會的性別、種族、族群與文化的多樣性必須反映在教

育機構的所有制式結構裡，包括成員、價值規範、課程以及學生組成。」而詹棟

樑(1993)說明多元文化的特色在於：一、人們應多瞭解自己的文化，二、人們不

能忽視其他的文化；三、人們必須學習其他文化。研究者認為，「教育」得以使

多元文化的理念繼續深根茁壯，因此，基於上述的特色條件，可以適用在泰安鄉

北五村的方式是：一、在泰安鄉北五村無論任何年齡、身份的居民都應了解自己

的族群文化，重視本身族群的根源，二、任何文化不分優劣，應正視以及接受不

同文化的存在，尊重差異的態度極為重要，三、任何族群皆應學習不同於自己本

身族群的文化，才能去體會其他族群文化之美，懷抱著包容和欣賞的態度面對。

且陳玉樺(2010)表示，多元文化是一種理想，在於重視多元文化的人類立場，不

是以任何固有價值理念，成為所謂的普遍性價值，熟悉不同文化，逐漸產生欣賞，

能夠幫助多元文化的發展。 

 

第二節 研究建議 

研究者將於本節針對前一節的研究結果提出建議，以及未來研究客家山原複

合行政區相關議題，提出研究之參考方向。 

壹、積極推動客家文化重點發展區的政策 

研究者在訪談過程中，發現多數的訪談者不清楚客家文化重點發展區的相關

政策，因此研究者認為應加強政策的推動，才能達到政策產生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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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urma(2001)；轉引自蘇偉業(2007)使用利用行銷工具，達到政治目標，以整體

社會福祉為基礎，實現不同社會效果，也必須要面對外在的阻力及壓力，為「政

策行銷」。黃榮源、謝耀霆，2009)所謂行銷四大要素為：產品(Product)、價格

(Price)、推廣(Promotion)、通路(Place)；而夥伴(Partnership)、政策(policy)為政策

行銷的核心(丘昌泰等，2001)。因此，研究者擬用此 6P 策略，以「客家青年返

鄉創業啟航補助政策」為例，強化其政策宣傳，如下列點說明： 

一、產品(Product) 

 Philip Kotler; Nancy Lee(2006)、郭思妤譯(2007)說明產品有三種類別，包含

核心產品、實質產品、延伸產品。核心產品為產品的潛在利益、實質產品為產品

本身、延伸產品為額外期待的價值。因此，「客家青年返鄉創業啟航補助政策」，

核心產品為協助創業、實質產品為創業金補助最高 50萬、延伸產品為創業成功。 

二、價格(Price) 

    Philip Kotler; Ned Roberto; Nancy Lee(2002)、俞玫妏譯(2005)表示產品價格意

指不採用會產生的成本，包含金錢成本與非金錢成本。觀察「客家青年返鄉創業

啟航補助政策」，若目標對象不使用此政策，就沒有創業金可以使用，即為增加

了金錢成本，並且沒有政府的協助，必須花費更多時間與努力為非金錢成本。 

三、推廣(Promotion) 

 Philip Kotler; Nancy Lee(2006)、郭思妤譯(2007)說明行銷的目的，為向目標

對象溝通並說服，而採取期望行為，推廣為一種說服性溝通，確保目標對象相信

產品，需考量希望目標對象知道甚麼？相信甚麼？採取甚麼行為?並且傳遞訊息

的人，亦有三大考量專業程度的認知、可靠性與吸引力。就以上基礎「客家青年

返鄉創業啟航補助政策」需要一位已經返鄉創業的青年為話題人物，有實際經驗

且為成功案例，成為目標對象的仿效模範。 

四、通路(Place) 

 傳遞溝通的通路有大眾媒體、選擇性媒體、個人媒體廣告等方式宣傳。而「客

家青年返鄉創業啟航補助政策」可以使用電視、廣播、報紙、電影院、公車廣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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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單位等等，但主要是希望原本家鄉在當地的青年為主，應以村長發送訊息使

當地居民得知訊息為主，即可提供給在外的青年親人參考。 

五、夥伴(Partnership) 

 結合其他政府部門、民營企業與第三部門，共同形成夥伴關係參與行銷。 

本研究擬出「客家青年返鄉創業啟航補助」得與公部門的經濟部、教育部、環境

資源部、文化部、勞動部、農業部，民營企業的提供技術與第三部門的提供資源

等等，近年來許多校園推動服務學習，也可以作為推廣的方式。 

六、政策(policy) 

政策會涉及其他機關。因此，本研究擬出「客家青年返鄉創業啟航補助」得

與經濟部、教育部、環境資源部、文化部、勞動部、農業部，共同整合政策並合

作推動。客家文化重點發展區的各項政策目前應積極推動，但原住民相關政策的

推動也必須持續進行著，在兩者間同時進步的當下，兩者皆有可觀的雙贏局面。 

貳、原住民族群與客家族群之間應資源共享 

為何需要資源共享，因為研究者在訪談者的言談中，發現原住民族群常表示

希望客家族群不要進入泰安鄉後奪取資源，資源包含了自然資源、社會經濟資源

和技術資源等資源，研究者認為原住民族群雖於外表上與其他族群和平地共生共

存，但內心對於資源分配上，容易產生族群邊界，滋生著族群衝突的潛在因子。 

張棋炘(2011)將衝突視為一個循環，包含「衝突解決」、「衝突預防」、「衝突

管理」、以及「衝突轉型」四個概念，其中，「衝突解決」與「和平」兩者的內涵

有所類似，且近乎意義重合，解決衝突的同時就像訴說著和平的來臨。若想要和

平發展，不僅應該涵蓋衝突各方簽訂和平協必須包括長期維持穩定的和平狀態，

以及國家制度上的發展(司法正義、警察體系、尊重人權法治的民主政治等等)，

經濟上的進步與繁榮等等，從現今國際政治現實發展來看，和平發展基本上是最

變數，衝突往往並沒有獲得真正解決，衝突的目標以及衝突的原因始終存在，因

為衝突當中夾雜了客觀環境中的複雜因素(包括歷史仇恨、宗教、民族分離意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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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其他雜項等等)沒有辦法輕易解決。 

根據 Wallensteen(2007)的研究，要解決衝突，就必須先解決衝突各方的「分

歧」，欲解決「分歧」的方法包含：衝突一方主動改變目標、衝突各方找出共享

資源的方案、衝突各方討價還價後互相讓步、達成妥協、衝突各方對於爭議的資

源採取共享管理、衝突各方將(解決歧異)的管理權交由他者、衝突各方訴諸正式

的衝突解決機制、將爭議議題留待日後或甚至等到為人所遺忘。研究者認為應資

源共享，兩個族群應共同為泰安鄉努力，本研究進一步訪問學者王保鍵，為給與

泰安鄉未來更具體可行的建議，兩個族群未來應如何資源共享與改變觀念： 

 

第一個，設置客家文化重點發展區，更多資源可以進入，泰安鄉應該會有更

多的資源，傳統原住民委員會給的資金進去了，還有個客家委員會可以進入

資源，所以從大的面向來看，資源不應該是衝突，應該是更多，例如：泰安

鄉之前僅有原住民委員會的補助 80 萬，現在更有客家委員會的 50 萬，那是

更多的資源。這邊提到的資源衝突應該是族群從事商業行為上，人之間的衝

突，他會覺得有些東西會被搶走，所以資源個層次，再來是相對人層次的部

分，會覺得說家人比較會做生意，原住民比較不會做生意，跟背後的民族性

都有些關係。 

 

資源應該會更多而非到需要爭奪的地步，顯示是商業行為造成資源衝突。應

從兩種方法解決，第一為文化共同發揚；第二為產業市場作大，讓每個族群都能

有機會參與。但要改變當地居民觀念，可以透過地方說明會與租地工作室的方式

進行。 

那所以怎麼讓這個問題解決，我覺得最好的方法，第一個，應該讓兩邊的文

化，彼此都能夠並肩永續的發展，觀光客進來可以看客家的文化，也可以看

原住民的文化，兩個文化應該要共同的發展，第二個，應該要把餅做大，現

在多數是作手工藝等等，但可以發展出更多產業，文創跟微旅行結合，客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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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原住民的文化都能夠看到，結合讓產業更多發展，一種觀念的改變，就是

產業的群聚效應，例如：電子街、婚紗街等等，很多家可以看到好多不同的，

就像泰安鄉一樣，可以同時看到不同的文化，讓當地的居民，需要教育訓練

或是觀念改變，讓他們了解生意不是只作一次，生意是客人推薦來的，這樣

會更好，就不會有衝突了。但仍有市場機制，客人選擇好的， 如果透過保

護制度，限制市場機制就會讓客人不會再來，例如露營區的部分，客家人的

帳滿了，會介紹給原住民，或是原住民要改善自己的設備更好，當然還是會

有良性競爭的問題，變好的會越做越好。當地的人還需要更多觀念的啟迪，

要告訴原住民族群，客家族群雖然蓋很多但我們還是有機會，多加原住民特

色就會吸引人。透過地方說明會來改變觀念，去擾動地方，還要持續追蹤，

參訪與觀摩，去看他人做得如何，是一種深耕的工作，像是租地工作站，有

人在裡面隨時說明，當觀念改變，思維就不一樣。 

 

綜上所述，可以發現資源共享以及觀念改變成為解決衝突與預防衝突的一種

方法，因此，無論是哪個族群提出受到不平等待遇的狀況時，另一個族群應站在

其對方立場設想，不僅是展現包容的態度，更是防止族群衝突的產生。泰安鄉目

前原住民族群雖然佔多數，人口強勢，但經濟仍然比不上客家族群，經濟弱勢，

研究者從訪談中得知，泰安鄉較能聚集觀光客且多觀光收入的溫泉業者以及洗水

坑豆腐街的店家，幾乎都是閩南族群和客家族群背景的民眾經營，而多數原住民

族群沒有應觀光旅遊業的發展而獲得生活經濟的改善，因而，產生了資源應共享

的問題，必須讓當地居民的觀念改變與資源共享。最後，研究者認為未來可以研

究政策台中市和平鄉與苗栗縣泰安鄉北五村，同為原住民族地區以及客家文化重

點發展區的兩個地區，發展的情形為何，與是否可以互相作為參考的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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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社會網絡調查表 

客家與山地原住民複合行政區政策之族群關係影響 

—以苗栗縣泰安鄉北五村為例  社會網絡問卷 

敬啟者，您們好！ 

研究者是國立中央大學客家政治經濟碩士班陳定銘教授所帶領的研究學

生，研究者目前正在進行「客家山原複合行政區政策之族群關係影響—以苗栗

縣泰安鄉北五村為例」碩士論文。本研究以族群關係、多元文化、政策網絡以

及客家山原複合行政區等觀點，析探苗栗縣泰安地區的客家族群與山地原住民

的族群關係。透過文獻分析、社會網絡與深度訪談等方法，從客家山原複合行

政區的政策分析苗栗縣泰安地區的客家族群與山地原住民族群關係，以及政策

發展策略。期盼能夠藉由您在族群政策領域的專業素養，給予本研究啟發與指

導。 

    懇請您於百忙之中撥允填答社會網絡問卷，問卷內容與分析結果，僅供學

術參考之用，請您放心回答。隨函附上相關問卷題綱，供您參酌。再次向您至

上最誠摯的謝忱。謹祝 萬事如意！ 

 

 

 

 

國立中央大學客家暨社會科學學系客家政治經濟碩士班 

指導教授：陳定銘 博士 

研究生：陳又甄 敬上 

中華民國 105年 2月 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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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網絡問卷填答說明 

壹、組織互動與協力 

1.平時互動頻率(1=有互動；0=沒有互動)；2.客家文化政策合作對象(1=有協力；

0=沒有協力)；3.原住民文化政策合作對象(1=有協力；0=沒有協力)；4.多元文化

推動合作對象(1=有協力；0=沒有協力) 

組織

類型 

組織名稱 
平時互

動頻率 

客家文

化政策

合作對

象 

原住民

文化政

策合作

對象 

多元文

化推動

合作對

象 

問卷題號 1 2 3 4 

公
部
門 

1. 文化部     

2. 客委會     

3. 原委會     

4. 苗栗縣議會     

5. 原住民事務中心     

6. 泰安鄉公所     

7. 錦水村     

8. 大興村     

9. 清安國小     

10.泰雅文化產業園區     

私 

部 

門 

1. 錦○溫泉飯店  
    

2. 楚○香花坊民宿 
    

3. 阿○(高○屋)草莓園 
    

4. 洗○山露營區 
    

5. 路○早餐店 
    

民間社團 1. 洗水坑豆腐街觀光發展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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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      

2. 富民社區發展協會 
    

3. 大興社區發展協會 
    

4. 大坪部落 
    

5. 歌舞發展協會 
    

6. 子萱工坊 DIY美術館 
    

貳、客家山原複合行政區族群關係議題 

請問您認為影響泰安客家山原複合行政區族群關係的議題為何?（可複選） 

□ (1)原漢通婚； □(2)客家與泰雅族共同混居產生族群認同及邊界問題； □(3)交

通不便導致經濟發展受限；□(4)發展觀光、農業與休閒農業； □ (5)教育文化的

影響； □(6)原住民保留地的土地利用受限； □(7)鄉長由原住民擔任與鄉代表或

議員(客家與原住民比例)互動關係；□(8)原住民文化優先(如慶豐年系列活動、文

化祭等)； □(9)客家文化優先(如客家文化節活動等)； □(10)多元文化價值； □(11)

宗教節慶的關係； □(12)其他如泰安溫泉季等______ 

基本資料  

 

姓名__________________；組織名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擔任職務________________；族群__________  

 

性別          年齡             教育程度 

 

聯絡資料 e-mail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手機__________________ 

～非常感謝您於百忙中撥允接受問卷填寫，謹在此向您致上最誠摯的

敬意與謝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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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深度訪談題綱 

「客家山原複合行政區政策之族群關係影響 

－以苗栗縣泰安鄉北五村為例」深度訪談題綱 

敬啟者，您好： 

研究者是國立中央大學客家政治經濟碩士班陳定銘教授所帶領

的研究學生，研究者目前正在進行「客家山原複合行政區政策之族群

關係影響－以苗栗縣泰安鄉北五村為例」碩士論文。本研究以族群關

係、多元文化、政策網絡以及客家山原複合行政區等觀點，析探苗栗

縣泰安地區的客家族群與山地原住民的族群關係。透過文獻分析、社

會網絡與深度訪談等方法，從客家山原複合行政區的政策分析苗栗縣

泰安地區的客家族群與山地原住民族群關係，以及政策發展策略。期

盼能夠藉由您在族群政策領域的專業素養，給予本研究啟發與指導。 

    本研究依據學術倫理，訪談內容只做為學術分析之用。謹此，謝

謝您的撥冗參與！敬祝   安康 

 

 

 

      國立中央大學客家暨社會科學學系客家政治經濟碩士班 

指導教授：陳定銘 博士 

研究生：陳又甄 敬上 

中華民國 105年 02月 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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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談題綱 

壹、 客家與山地原住民複合行政區政策的社會網絡互動 

一、您認為客家與原住民族群共同混居是否產生族群認同及邊界問題?是否會影

響客家與原住民政策網絡的緊密性與穩定程度?  

二、苗栗縣泰安鄉鄉長由原住民擔任與鄉代表或議員(客家與原住民比例)互動關

係為何?在推動客家以及原住民政策時，如何將其與政策網絡中利害關係人

相結合?有哪些影響因素? 

 

貳、 客家與山地原住民複合區政策相關問題 

三、您認為泰安鄉得否設置客家文化重點發展區？為甚麼？ 

四、您認為因客家政策工具的投入使客家人返鄉，以及多數原客通婚，是否可能

會影響客家與原住民語言的使用？ 

五、您認為原客通婚，擁有雙重血統是否會影響一個人的族群認同？ 

六、您認為因為一些客家經濟政策工作，客家族群的人口越多數是否會改變泰安

鄉的人口結構？ 

七、您認為原住民保留地的土地利用受限對泰安鄉原住民有哪些影響呢? 

 

参、客家與山地原住民複合行政區的未來展望 

八、您認為客家與山地原住民複合行政區(泰安地區)多元文化的族群願景為何？

對於客家與原住民文化價值保存與發展有何影響？ 

九、您本身對客家與山地原住民複合區(泰安地區)的多元文化政策發展，有何建

議與感想? 

~謝謝您撥冗接受訪談，特此致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