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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研究過程 

  本研究探討客語詩中的地景並與 story map 結合，作為閱讀、

體驗文學地景之依據進而推動文學旅遊。研究者透過相關文獻的分

析，找出各文學家筆下描寫的地景或名勝，彙整成旅遊景點後，再

以實地探訪方式，進行一系列的現況勘查、拍攝照片，同時運用

GPS 系統定位法，獲得明確的紀錄標的資料。 

    本研究首先將彙整之資料搭配田野調查，實地走訪客語詩中的

地景描寫、名勝景點予以勘察、拍攝照片後，利用 GPS 系統進行照

片來源定位，將影像儲存為 JPG 檔，再以 EXIF2KML 程式進行轉檔、

編輯出，最後透過 Google earth 定位以圖像方式顯示其所在地理位

置，並另外分享於 GIS Online 網頁平台，建立 Story map 照片故事

集，如圖3-3-1，使文學地景成為一組可供利用的地理資料。 

    而田野調查資料標記之方法如下：利用 EXIF2KML 程式轉成 KML

檔匯入 GIS 資料庫內，找出目前田野調查的文學地景位置，如圖3-

3-2，後將其套疊於 Google Earth 顯現，如圖3-3-3，並陸續將實地

拍攝的地景照片放置 Google Earth，未來可提供給其他相關研究者

取得較新的地景資訊。 

 

 

 

 

 

 

 

 

 

 
圖3-3-1展現於 GIS Online Story map 客語詩篇地景照片 

資料來源:本研究繪製 



 

 

 

 

 

 

 

 

 

 
圖3-3-2顯示於 Google Earth 文學地景位置座標資料 

資料來源:本研究繪製 

 

 

 

 

 

 

 

 

 

 

 
                

圖3-3-3展現於 Google Earth 地景照片 

資料來源:本研究繪製 

 

    台灣客籍詩人創作之作品為數不少(附錄一)，牽涉的地域範圍

較廣，所描寫的地方也不限於客庄，因此在經費、人力及時間有限

的因素考量下，僅以客語詩集為研究範疇，選取較多著墨於地方意

象與特殊地景書寫的作者為主要考察對象，就其代表性作品分析

之。 

 

 



六、主要研究發現 

    根據本研究調查，客家籍的客家詩人，出版客語詩集的人數較

少，單純描寫地景書寫特色的詩篇更佔少數，大多為以較廣層面地

誌書寫為主，許多客庄旅遊網站也並無特意建置文學旅遊資訊，反

觀華語文學方面的網站資源，卻提供許多當代知名作家作品系列走

讀，更出版文學旅遊相關書籍推展，這顯示利用客家文學來做為客

庄旅遊可獲得之資訊較為缺乏，尚未發展一套可規劃之行程。 

    研究者針對客家文化重點發展區的鄉鎮，進行北部、東部、南

部客庄田野調查後，共列出35個對應詩作景點，詳細分類及景點位

置與詩作名稱如下列表所示： 

一、苗栗地區：根據本研究統計為19個文學地景，如下表4-1-2苗

栗文學地景分類表所列： 

表4-1-2苗栗文學地景分類表 

行政區 
分類 

項目 
文學地景 詩作名稱 

小

計 

苗栗縣 

自然 

向天湖 昂天湖之歌 

5 

神仙谷 加里山下个心情 

鹿場 鹿場 

鳴鳳山古道群 鳴鳳古道 

通霄海水浴場 通霄海水浴場 

文化 

日式舊郵局 上崁仔个老郵局 

13 

 

 

洗衫坑 洗衣坑 

巴巴坑道休閒礦場 南庄烏蛇嘴 

南庄礦工 

大湖草莓 大湖 
公館鄉台灣油礦陳列館 硫磺窟 

銅鑼杭菊 九湖个杭菊 

九華山茶園 茶米 
苗栗市古炭窯 燒火炭个日仔 

美綠大坑-挑炭古道 燒火炭个日仔 
三義水美木雕街 三叉 

客家圓樓 圍龍屋 
玉清宮 韻 

白沙屯媽祖 白沙屯 
美食 阿秀姐豬籠粄 豬籠粄 1 

合計 19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二、花東地區：根據本研究統計為6個文學地景，如下表4-1-3花

東文學地景分類表所列： 

表4-1-3花東文學地景分類表 

行政區 
分類 

項目 
文學地景 詩作名稱 

小

計 

花蓮 

自然 
七星潭 

去七星潭拈石頭 

跈阿公去海唇拈頭 

有夢有詩介七星潭 
2 

花蓮港 懷念花蓮輪 

文化 
花東縱谷區油菜花海 亻厓  兜个名仔安著-油菜花 

4 
六十石山 六十石山介金針花 

美食 - - 0 

合計 6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三、六堆地區：根據本研究統計為10個文學地景，如下表4-1-4六

堆文學地景分類表所列： 

表4-1-4六堆文學地景分類表 

行政區 
分類 

項目 
文學地景 詩作名稱 小計 

高雄市 

自然 - - 0 

文化 
美濃中圳埤／美濃湖 雨中个美濃 

3 永安老街-美濃橋石猴 菸城舊事 

東門樓 瀰濃庄 

美食 - - 0 

合計 3 

屏東縣 

自然 - - 0 

文化 

仙人井 萬巒仙人井傳奇 

7 

糶糴庄敬字亭 惜字亭 
西勢忠義祠 面對 天光日 
蕭家古宅 蕭家屋前竹頭樹 

步月樓 下六根庄步月樓保衛戰 

六根庄三山國王廟 故鄉个老庄頭 

六根村詩人步道 客人花 

美食 - - 0 

合計 7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目前本研究只針對6位在地客籍作家出版之詩集作為檢索範圍，

因此彙整出的客語詩作景點只有35個相關地點，若單純只憑客家文



學作為旅遊景點遊憩，略顯不足，未來應可增加華語現代詩中有關

客庄的地景描寫一併列入，再搭配旅遊書籍介紹的客庄知名美食、

人文觀光景點作為遊程規劃，必能建置更完善的文學地景資料庫，

豐富客庄旅遊的深度及視野。 

七、結論及建議事項 

    台灣多年來對於土地情感與空間的重視，藉著媒體、書籍、網

路、徵文、走讀等多元的方式，鼓勵人們不再冷漠、忽視周遭環境

的變遷，而深入了解生活的這塊土地，培養對地方的情感。客家族

群同是這塊土地的一份子，許多風俗民情、客庄文化和重要的母語

卻隨著時代變遷慢慢消逝，尤其是客家文學方面更是人才凋零，有

許多年輕一輩的人們已經不會說自己的母語，更不用說要用母語從

事文學創作，有鑑於此，本研究藉由現代網際網路發達的趨勢，利

用分享的概念作為連結的媒介，歸納、整理六位客籍詩人客語詩中

的文學地景資料，運用 GIS 與 GPS 系統操作，將客語詩文學地景與

實景照片建置在 ArcGIS 雲端線上資料庫製作成故事地圖，分享在

Googl Earth 平台以及個人臉書中，供讀者查詢，讓文字描述不再

是單調的想像，而是可利用視覺傳達、真實呈現的景象。 

    利用科技與網路的時代是目前的趨勢，GIS 與 GPS 系統在各個

領域應用已經非常廣泛，在文建會推動閱讀文學地景下，華語文學

的作家和作品介紹，資訊和地圖導覽系統都建置非常完善，像是台

灣文學網、台灣民間文學館、閱讀文學地景等網站；客委會也建置

了台灣客家文學館及客庄數位典藏網站等，逐漸推廣客語文學能見

度。 

    本研究所建置的客語詩文學地景 Story Map，透過台灣慣用的

Google Earth 查詢系統以及 Facebook 社群網站分享，使用者在閱

讀客語詩的同時，可透過實景照片體驗詩人們於文本中描寫的客庄

風景，或提供使用者在從事客庄旅遊的同時，規劃更有深度、多元

化的遊憩行程，間接推廣了客語文學意境之美。 

    未來隨著客家委員會訂定全台各鄉鎮之客家文化重點發展區，

其觀光休閒旅遊憩點琳瑯滿目，因此快速、方便獲取資訊的查詢系

統是被需要的，本研究考量未來推廣之便利性，所建立的一套整合

的資料庫，透過網際網路即可線上分享資源。此資料庫不僅能夠查

詢一般的地圖資訊，也能夠展現客庄地區之文學地景的現場照片和

根據地理座標位置輸入各式導航系統中使用，必能作為使用者旅遊

規劃上的一套良好輔助工具。 

    本研究首次嘗試將客語文學應用於 GIS 系統，作為文學旅遊的

參考有幾點建議： 



一、運用 GIS 系統做更完善的建置需要龐大的經費和人力，礙

於經費，本研究目前只能透過線上試用版軟體進行單一的

文學資料建置，並利用分享的方式供使用者瀏覽，未來若

能以客家文學為主軸，將全台灣客庄文學作品納入資料

庫，建置完善的文學旅遊地圖或是出版旅遊書籍，供使用

者下載亦是購買，日後至客庄遊憩時，不再只是單純的走

馬看花，而是進入不同的客庄空間，感受更深層之人文風

情與鮮明的在地意象，提升客庄旅遊多元化之特性。 

二、客語文學是客家文學中較為難懂的一環，困難點是看不懂

客家字或是聽不懂客家話，因此不知如何閱讀起，未來在

文學網站介紹中，若能加入語音導讀、華文翻譯或詞意解

釋等功能，定有利於文學作品推廣。 

三、本研究在蒐集客語詩集時，發現詩人們出版之文學作品集

取得不易，早年的出版作品售完後並無再次印刷發行，甚

至絕版，並非像一般華語書籍容易購得，增加研究資料整

理的困難度，將來若能透過電子書或其他方便購得的管道

獲取作品集，會是研究者的一大福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