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臺大歷史系學術通訊 No. 15∕2013 年 10 月 70 

臺大歷史系博士論文摘要（101 學年度） 
 
天下之患為人滿──清朝嘉、道、

咸以來的棚民問題、士人議論與官

方政策 

王一樵 

 

本研究在構思上的規劃，是以嘉、道、

咸為時代背景，而聚焦在遊民、流民、棚民、

客民、山居之民，此類隨著人口增加所衍生

的問題。同時，配合清代士人的議論，以及

清廷推行的各類章程辦法，筆者試圖在此研

究中由多重的視角，來透視這段時間中清代

中國的重大危機。也就是由士人的遊民論

述、官方的管理章程，以及士紳救濟安置措

施中，得以一窺「人滿為患」所帶來的一連

串由內變力量所引發的各類衝擊。同時，筆

者也希望透過此一研究，進而理解此類問

題，是否正如汪士鐸所言，恰恰為日後大亂

的源頭；或如相關研究的論點所言，棚民、

客民等問題，最終成為革命前夕蘊蓄日後巨

大變動力量的溫床。 

本論文的研究，最終試圖提出一種概括

的看法，也就是這些看似局限於一地的矛盾

與衝突，其實可以回溯到清中葉龔自珍的奇

異言論，山中之民如何引發驚天動地的震動

與影響，神鬼亦起波濤，大地如何鼓動。此

後，汪士鐸的言論中，太平天國之起事中，

又如何可以見到「山中之民」與「平原之民」

間的矛盾，如何激化成席捲全國的戰事。或

許，我們可以這樣重新審視有關清代棚民的

各種歷史敘事，我們從中看到了「山中之民」

的不滿與憤怒，如何經歷了漫長的歲月，最

終轉化成為日後新中國共產革命運動的溫

床。由江西井岡山上的「高地的革命」開始，

土、客民間的各種矛盾，山中之民與平原之

民間的紛紛擾擾中，共產革命奏出了最初的

序曲，這一場革命最終由江西井岡山上的根

據地擴張至全國，且進而影響了日後千千萬

萬中國人的命運與生活。 

（指導教授：王汎森；2013 年 7 月獲得博士學位） 

 

 

臺灣客家的形塑歷程 

──清代至戰後的追索 
林正慧 

 

華南客家的形塑過程，有一個文化共性

的形成時期，之後才有第二階段的客方言群

意識覺醒期。約於宋元之際，閩粵贛邊區已

形成有共同方言與地域文化的一群人，但當

時並未被以「客」名之。明清時期，閩粵贛

邊區人口飽和，加上清初遷海復界之後，大

量客方言人群向粵東沿海或珠江三角洲一

帶流徙，在這些客方言人群外移的邊緣，由

於客方言人群的流寓與耕佃身分，加上人數

漸增，方音殊異，遂逐漸與當地以廣府方言

為主的「本地人」關係緊張，進而在 19 世

紀以降，頻頻發生「土客衝突」，且在廣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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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書寫的志書當中，多被指為「非漢」之種

族。發生於 19 世紀初以後華南的土客衝突，

以及當地土著屢屢以非漢汙衊客方言移民

的情形，引起客方言士子關注，並以強調客

方言人群乃中原衣冠舊族，方言亦為中原古

音的方式為「客」（客方言人群）溯源。在

此過程中，恰適西教東傳，於是以客方言地

域為傳教重心的巴色會傳教士們也共同參

與為「客」溯源的行列，約在 19 世紀中葉，

中文的「客家」與西文的 Hakka 有了指涉相

同人群的意涵。客方言士子與西方傳教士為

「邊緣客域」的客方言人群溯源美名之後，

為「客家」意識回流「中心客區」（嘉應州）

舖好了溫床。至光緒末年的《嘉應州志》，

我們已可看出「中心客區」如何思索由文獻

中找出「中心客區」為「客」名所出的各種

可能，於是「客家」與宋元文獻中的「客戶」

增盛說牽扯上關係，也於是之後許多的「客

家」溯源，都免不了要在文獻中找「客」蹤。 

「客家」意識回流「中心客區」之後，

開始讓由「中心客區」向外離散的客家有了

認同的媒介，清末民初客家人士積極參與城

市活動與革命建國等行動，逐漸累積政經實

力的同時，面對一次又一次的「非漢」汙衊，

更讓「客家」的意識與認同得以抬頭，也讓

海內外客屬有了清楚的以方言認同的媒

介。然而，就是由於華南的客家形塑，有這

一個由「邊緣客域」回「中心客區」再向外

散播的軌跡，因此在軌跡之外的客方言人

群，對「客家」的了解與接受就可能有所不

同，即如清代臺灣的客方言人群。臺灣客家

的形塑，與華南的客家形塑呈雙軌並行的狀

況。且臺灣客家的形塑歷程，前面有很長一

段時期並不稱為「客家」。就已有的文獻加

以了解，清代臺灣漢人的認同模式，就廣東

省嘉應州與福建省汀州府等純客住區的移

民，以及福建省漳泉與廣東省潮州府等閩南

方言移民而言，常採取跨省的方言認同；而

漳州客方言與潮州府饒平縣、惠州府海豐、

陸豐等縣移民，由於原籍地即處於客方言與

閩南方言接觸地帶，來臺移民的方言與嘉應

州等地移民的方音有別，加上清代臺灣「閩

主粵客」的制度性框架，故多採取「省籍認

同」，即漳州客方言人群多認同於閩籍，潮

州府饒平縣或惠州府陸豐、海豐等縣客方言

人群多認同於粵籍。雖然清代文獻多以行政

界線分類人群，但我們仍能從中文文獻的蛛

絲馬跡，及 19 世紀西人的記述資料中發現，

早在康熙末年，下淡水地區的客方言人群已

採取方言認同，自稱「客民」，之後臺灣民

間社會逐漸形成「客人」與「福老」以方言

為界的分類樣態。民間社會以方言分別彼

此，雖與官方以行政界線劃分人群不同，但

卻實際且持續存在於臺灣的民間社會，且在

清代的文獻中若隱若現，終於到了光緒末年

修志時，出現了《新竹縣采訪冊》中的「客

人（ke-lang）論述」。 

乙未之役後，臺灣島民面對一個異族的

統治者，這個殖民政府一開始就從西方知識

體系中了解臺灣有一群說客方言的人為「哈

喀」、「喀家」或「客家」，但之後基於對臺

島舊慣的調查，及清代文獻的了解，殖民政

府以原先認知的有種族意涵的「客家」，與

清代的省籍界線疊合，將臺灣漢人分為廣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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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與福建人，且各自對應一種方言，即客方

言與閩南方言。此一分類，讓日治時期的人

群認同清楚地以方言為界線。但也可能讓閩

籍客方言人群與粵籍閩南方言人群面臨如

何自我定位的難題。因此，我們必須了解，

1905 年以來的臨時戶口調查或國勢調查，統

計數字顯示的是當時說客方言的人，而 1926

年鄉貫調查的標的則是漢移民的原籍地，二

種調查的標的不同，統計數字背後各有其特

殊意涵，這是日後研究者在使用或解釋數字

時，需要特別留意的部分。日治臺灣的客方

言人群就這樣從清代的粵人、客人，變成日

治的粵族、廣東族。日治期間，臺灣的客方

言人群可能會從各種不同管道了解華南有

與自己同方言的人叫「客家」，但終日治，「客

家」對臺灣的客方言人群而言，尚屬外來詞

的概念。從一些日記或檔案資料，我們可以

看出臺灣客人在戰後初期面臨了從「客人」

到「客家」的轉折及適應過程。亦即戰後臺

灣的客方言人群，不僅經歷了由「日本人」

變成「中國人」，也同時由「廣東人」變成

了「客家人」。亦即一直要到戰後，臺灣客

方言人群方與中國華南客家採取同一識別

標準，自稱為客家人，也開始嫁接起中原南

遷的族群歷史。 

由戰後本省外客家的相處情形來看，多

少可以看出方言的認同力量，而初步歸納戰

後省內外客家彼此能容易產生族群親親感

的原因可能有三。其一是由於所屬方言是特

殊，且在臺灣是居於少數的，使得彼此可以

在較短的時間內拉近陌生的距離。其二，許

多臺灣客家雖經歷兩次改朝換代，卻仍保有

對原鄉及原鄉宗族的認同觀念，這也是戰後

省內外客家容易跨越長期隔離的時間作

用，而輕易拉近彼此距離的因素之一。其

三，由於客家在臺灣是相對的少數，自易接

納省外的同方言群的成分，尤其，他們舉著

客家是中原正統的旗幟而來。戰後以來在臺

灣進行的「中原客家」論述，以及外省客家

與本省客家的互動，經數十年來，對臺灣及

客家的研究皆造成深刻的影響。諸如造成客

家誤解的層累堆積、中原客家文化質素的雜

揉融合及客家族群處境的劣勢化與客語的

隱形化等等。由於中原客家在戰後臺灣的宣

揚，其實是鑲嵌在符合國家政策的脈絡底

下，於是雖言是中原客家論述，重的是中

原，是中國，而非客家，遑論臺灣。此一隱

伏的矛盾，日後即成為臺灣客家人意識的發

軔。 

（指導教授：黃富三；2013 年 2 月獲得博士學位） 

 

 

柏楊的社會與文化論述，1960-2008 

陳聖屏 

 

儘管近年來關於柏楊（郭衣洞，1920- 

2008）的研究已逐漸受到學界的重視，但仍

然缺乏全面而系統性的研究。這篇論文希望

能夠從社會與文化的觀點，來理解柏楊思想

的基本特徵與發展過程。 

在討論柏楊的社會與文化論述之前，我

們必須先了解他在戰後臺灣文學史上所占

據的位置。張誦聖曾經引用法國社會學家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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迪厄（Pierre Bourdieu）的場域理論（field 

theory），將戰後臺灣的文學場域區分出四種

藝術位置：主流文學、現代主義文學、鄉土

文學與本土文學。在臺灣文學史的教科書

中，主流位置被稱為「反共文學」，但至少

到 1990 年代為止，主流位置一直都是臺灣

文學場域中最具有社會影響力的文學風

格。它繼承五四新文學的傳統，但去除其左

傾的因素，並藉由中學教科書教材（例如選

讀朱自清和徐志摩的作品）得到教育體系的

支持，成為受過國民教育的臺灣中產階級最

喜愛的文體。我們可以說，以反共文學作家

出身的柏楊，其作品雖符合主流位置讀者的

品味，但加入了左傾的因素，這個特徵使得

他的作品深受新興的中產階級大眾歡迎，卻

不為政府當局所喜，最後並因此入獄；但是

對具有社會主義傾向的作家而言，柏楊仍然

是不折不扣的「右派」。 

柏楊表示，1960 年代臺灣社會中存在的

諸多問題，都必須歸咎於中國的傳統文化。

他引用胡適在 1961 年提出的說法，認為中

國文化是一種沒有「靈性」的醬缸文化，是

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儒家思想，以及由官僚作

為社會主導力量之社會結構的產物。柏楊指

出，即使在 1960 年代的臺灣，中國傳統文

化仍然根深蒂固，使得臺灣社會無論在政

治、經濟還是文化上都停滯不前，毫無進

步。在此同時，中國共產黨依照馬克思主義

的階級鬥爭理論發動文化大革命，使中國大

陸陷入被他稱為「硫磺缸」的恐怖社會，中

國的社會和文化因而變得更為墮落。最後，

他指出 1960 年代參與「中西文化論戰」的

文化保守主義者與全盤西化論者，都無助於

改革中國傳統文化的積習，只有「全盤現代

化」才能同時改變臺灣的社會結構與文化習

慣。 

儘管柏楊雜文的主題極為繁多，但若以

社會批評的角度而言，我們可以試圖將其討

論的議題分為四大類。一、討論愛情、婚姻

與家庭倫理等私領域的議題，從中我們可以

看到舊式家庭理想和現代家庭觀念的衝

突。二、藉由對重大社會新聞的評論，批評

一般民眾不符合「現代文明」、阻礙社會進

步的日常生活習慣。三、對警察（治安機

關）、法官（司法機關）與醫師（醫療制度）

等行業的猛烈抨擊，而這些弊端則顯示：在

戒嚴時期的臺灣社會，濫用權力的現象不僅

在政治圈，也普遍存在於社會各領域中。

四、由於人民在日常生活的禮儀和行為，是

社會結構和文化內容的具體實踐，人們可以

藉以判斷某個社會是否已經達到「現代文

明」的水準。於是柏楊斷言，以「現代文明」

的標準而言，西方社會才是真正的「禮義之

邦」，而中國社會（柏楊以臺灣社會作為主

要案例）則不是。 

我們在柏楊的中國歷史論述中，同樣也

能發現具有「左傾」特徵、但又不屬於正統

馬克思主義的歷史觀。他認為中國的社會結

構自周代之後就沒有重大變化，統治階級與

被統治階級之間的尊卑界限一直非常森

嚴。這種社會結構在政治體制上受到專制君

主制度支持，在意識形態上則受到儒家思想

提倡的禮教支持。然而，柏楊並不贊成馬克

思主義史觀中的經濟決定論，他認為在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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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專制封建社會」中，政治才是最具主導

性的力量，而不是經濟（因為農業社會和儒

家思想重農輕商，資本主義與經濟力量無法

發展）。在儒家成為官方的正統思想，以及

科舉制度確立之後，社會不平等的問題不但

沒有緩和，反而隨著時間而變得更加嚴重。

自宋代開始，政府官職完全被士大夫―地主

階級所壟斷，他們永遠將帝王的利益和自身

的利益放在第一位，而不顧一般大眾的利

益。在專制帝王和士大夫階層的聯手摧殘之

下，中國人的人權、尊嚴和創造力都被蹂躪

地奄奄一息，因此當英國在鴉片戰爭敲開中

國的大門之時，中國人竟毫無招架之力。 

在柏楊出獄之後的 1980 年代，臺灣的

國民黨政府進入蔣經國主政時代，中國共產

黨則開始推動由鄧小平所主導的改革開放

政策。此時海峽兩岸與海外的中國知識分子

同樣面臨下述的問題：中國人是否應該像西

方國家一樣實行民主制度，以及中國人是否

有能力實行民主制度。柏楊在 1985 年集結

成冊的演講錄與雜文集《醜陋的中國人》，

則對於上述問題提出了清楚明確的解答：中

國（同時包括臺灣和中國大陸）在未來必須

實行民主制度，否則中國一定無法與世界其

他民族國家競爭，直至滅亡。但如果中國人

仍然不肯深刻自我檢討，不肯改變積重難返

的社會結構和文化習慣，中國就絕不可能實

行民主制度。 

在解嚴之後，儘管柏楊並沒有改變他的

基本觀點，臺灣社會卻已迅速地民主化。在

90 年代之後，柏楊的社會形象逐漸從惡性重

大、思想偏激的叛亂犯，變成年高德劭的作

家與人權運動的象徵人物。他先後擔任國際

特赦組織中華民國總會（後改稱臺灣分會）

的創會會長與人權教育基金會的創會董事

長，致力於爭取政治犯的平反與補償，以及

推廣人權教育。此時柏楊激烈反對以「亞洲

價值」或「國情不合」等藉口抗拒西方民主

和人權觀念的言論，強烈支持廢除死刑，以

及贊成安樂死。 

2000 年首次政黨輪替之後，柏楊成為民

進黨政府的有給職資政，曾經屢次與其他資

政聯名建言，對時局有所影響。在解嚴之後

的統獨爭議中，柏楊始終採取反對立即統一

與立即獨立的立場，因為前者將摧毀臺灣得

來不易的民主，後者將立刻引發戰爭，如此

一來，臺灣的民主同樣也會滅亡，還會使中

國改革開放的成果瓦解。他認為臺灣的統獨

爭議應該經由漫長的民主討論，以及在國際

形勢的變遷中，漸次尋求解決之道。由於柏

楊在人權與民主議題上採取激進立場，但在

統獨問題上則保持溫和立場，使他在晚年獲

得巨大的社會聲望，具有超越文學場域和藍

綠對立的「象徵資本」。 

因此，2008 年柏楊臨終之前，國民黨籍

總統候選人馬英九及民進黨籍總統陳水扁

都曾先後探望致意，可謂備極哀榮。然而，

他在社會與文化議題上所留下的龐大論述

遺產，以及各種加諸於他的偏見與歧視，仍

有待後人加以釐清。 

（指導教授：古偉瀛、林端；2013 年 1 月獲得博

士學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