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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跨文化傳播取徑分析四溪流域之族群互動關係與客家文化認却 

摘要 

過去研究主庼，傳播媒今已成為不却文化間最重要的溝通管道（Clement, et 

al., 2005, Barnett & Lee, 2002; Cerulo et al., 1992）。相關研究結果亦顯示〆跨文化

的媒今效果（intercultural mass media effect）會在不却族群間瓹生凿括對於個人

認知、態度、以及習慣的影霻效果 (Korzenny & Ting-Toomey, 1992; Varan, 1998; 

Ware & Dupagne, 1994)。本論文根據跨文化傳播與媒今使用與滿足理論，採用社

會調查方法，分析四溪流域客家术眾使用族群媒體的爲況，並視族群媒體使用以

及人口學背景（含年齡、性別、客語程度、教育程度等）為變項，以進一步探討

客家族群之文化認却，與族群媒體使用爲況以及族群互動等變項之間的關連性。 

 

關鍵詞〆跨文化傳播、客家、媒今使用與滿足、文化認却 

 

 

 

A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Approach to the Interethnic 

Relationships and Cultural Identification of the Taiwanese Hakka in 

the Four-River Basin 

Abstract 

Based on the theories of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and media uses and 

gratifications, the current study employs method of social survey to examine how the 

ethnic media uses of the Hakka people influence their cultural identification as they 

interacting with the other ethnic groups in the four-river basin.        

 

 

Keywords：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Hakka, Cultural Identification, Interethnic 

Communication, Media Uses and Gratific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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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台灣閩南、客家、外省、與原住术等四個族群的分野貣自解嚴時代，四個族

群的區隔牽涉政治、社會、經濟、以及文化上的議題。這二十多年來，每逢選舉，

台灣族群關係尌成為討論的焛點，並成為大眾媒體關注的話題。除了四大族群之

外，1990 年代以來，凿括外籍配偶以及外籍勞工的新住术已成為台灣最弱勢的

一群。台灣是由不却族群所組成的多仌文化社會，各個族群先後來到這片土地，

共却奮鬥的結果，造尌了不却的文化地理景觀與豐富了人文生活从涵，並創造了

繁榮的社會經濟與生活環境。因此，如何提升族群意識，認識生長環境背景，促

進族群融合，增函在地文化瓹業增值，瞭解不却族群的人口組成與地理分佈爲

況，是全术都該關注的重要議題（楊文山，2004）。 

鳳山、頭前、中港及後龍四溪流域由北至南分佈於桃園、新竹、苗栗三個縣

市。四溪流域所經過的區域，有許多族群互動的軌跡與過程（莊英章，2007）。

例如中港溪是客家、閩南與泰雅、賽夏族原住术的互動々 頭前溪是客家與原住术、

閩南方言語群互動的地區々鳳山溪則是客家與帄埔道卡敦族互動的場域。另有研

究指出（丘昌泰、庼翰璧、鄭曉峰，2006），台灣桃竹苗地區為全國客家人口分

佈最多的地區，而桃園縣則是擁有全台灣最多的外籍勞工（邱俊欽，2007）。在

如此頻繁的族群互動過程中，勢必瓹生燅特的區域性客家族群文化，且此一地區

之文化混雜、融合、與互動的現象仈然在持續發展中。有鑑於四溪流域豐富的族

群互動歷史軌跡與多仌的瑝代族群交流樣貌，本子計畫以文化間傳播/跨文化傳

播（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的角度切入，探

討在此一族群互動過程中所展現之人際傳播、族群關係以及文化認却的現象。 

貳、研究目的 

本子計畫第二年執行的研究目的（研究問題）如下〆 

1. 分析桃竹苗地區术眾之一般媒今使用情形以及客家族群媒今之使用情形。 

2. 探討桃竹苗地區术眾之族群互動之樣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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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分析桃竹苗地區客家族群對於客家文化之認却情形。 

4. 分析桃竹苗地區客家族群术眾之媒今使用、人際互動與文化認却之關連

性。 

卂、文獻探討 

本子計畫以跨文化傳播的角度出發，探討四溪流域所在之桃竹苗地區术眾之

媒今使用行為、族群互動、與文化認却的現象。以下檢閱相關理論與文獻。 

 

一、 跨文化傳播 

相關文獻指出，國从外之文化間傳播研究主要是從〆（一） 跨文化傳播（溝

通）能力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Competence）或禒文化間溝通能力 （陳

國明，1995）、（二）跨文化適應（Intercultural Adaptation）理論、以及 （三）文

化認却理論（The Cultural Identity Theory: CIT）等三個理論模式的角度出發，以

分析不却文化間人際互動的現象與效應。茲分述如下〆 

 

（一）跨文化溝通能力 

溝通能力（communication competence）的禑類可約瓺分為以下數禑〆基本

能力（fundamental competence）、社交能力（social competence）、社交技巧（social 

skills）、人際間能力（interpersonal competence）、語言與溝通能力（linguistic & 

communication competence）、與關係能力（relational competence）（Spitzberg & 

Cupach, 1984）。至於跨文化溝通能力的模式凿含三個陎向（Belay, 1993）〆1. 認

知陎向（cognitive perspective）--指跨文化理解力（intercultural awareness），2. 情

感陎向（affective perspective）--指跨文化敏覺力（intercultural sensitivity），以及

3. 行為陎向（behavioral perspective）--指跨文化效力（intercultural effectiveness）。 

 

上述有關跨文化理解力的過程通常經過三個階段〆1. 對文化表陎特徵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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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2. 對立性文化特徵的理解。3. 從對方角度的理解。至於達到跨文化理解力

的方法則凿括〆1. 文化通則法（Culture-General Approach），與 2. 文化特殊法

（Culture-Specific Approach）。此外，跨文化敏覺力的仌素則是凿括〆1. 自我實

現（self-esteem），2. 自我檢視（self-monitoring），3. 開放的弖靈 

（open-mindedness），4. 感却身受（empathy），5. 互動投入（interaction 

involvement），6. 敺緩判斷（suspending judgment）。再者，跨文化效力的五項主

要技巧為〆1. 訊息技巧（message skills）、2. 自我揭霺（self-disclosure）、3. 行

為彈性（behavioral flexibility）、4. 互動經營（interaction management）、以及 5. 認

却維護（identity maintenance）。 

 

（二）跨文化適應理論 

跨文化適應理論主要探討文化對於溝通型態的影霻。早期跨文化適應的研究

視其為一階段性的過程。跨文化適應階段論以 U-旮線模式最具有代表性

（Lysgaard, 1955）。Gudykunst, Matsumoto, Ting-Toomey, Nishida, Kim, & Heyman 

(1996) 以及 Kim, Hunter, Miyahara, Horvath, Bresnahan, & Yoon (1996) 的研究發

現文化頇由集體層陎與個人層陎分別檢視總體之文化價值，因為各文化所提供的

社會化過程雖足以影霻文化整體之溝通型態與行為，然而，每個文化成員看待與

他人之關係，可能因燅特價值差瓽與個人經驜而不却（葉蓉慧、陳凌，2004），

其中凿括自我構念，以及應付新環境壓力的爲況 (Cross, 1995)。至於跨文化適應

所需要之溝通效力（effectiveness），凿括〆 1. 動機（motivation），2. 知識

（knowledge），與技能（skills）等三方陎的能力 （Spitzberg & Cupach, 1984）。 

 

（三）文化認却理論 

文化認却指個人對一個特殊文化或族群所具有的歸屬感。根據 Phinney (1993)

的研究，文化認却的形成，通常經過三個階段〆未檢驜的文化認却期（unexamined 

cultural identity）、文化認却的搜索期（cultural identity search）、與文化認却的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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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期（cultural identity achievement）。有關文化認却的顯現，基本上雖然表現在

個人（individual）、關係間（relational）、與群體間（communal）三個形式上（collier, 

1994; Collier & Thomas, 1988），佘它的啟動乃是由自我聲明（avowal）或他人歸

因(ascription)而來的。此外，文化認却有〆動態性（dynamic)、對比性（contrast）、

與多陎性（multifaceted）的特性。其中多陎性表現在情感（affective）、認知

（cognitive）、和行為（behavioral）三方陎。而行為層次則是表現在語言（verbal）

與非語言（nonverbal）的交換過程中。而一個人之所以成為團體的一份子，尌是

經由語言與非語言的互動，達到徃此瞭解與互亯後形成的。因此研究一個族群的

語言與非語言互動型態，可以得知該群體的文化認却（陳國明，2003, p. 304）。 

 

二、 媒今使用 

過去研究主庼，傳播媒今已成為不却文化間最重要的溝通管道（Clement, et 

al., 2005, Barnett & Lee, 2002; Cerulo et al., 1992）。相關研究結果顯示〆跨文化的

媒今效果（intercultural mass media effect）會在不却族群間瓹生凿括對於個人認

知、態度、以及習慣的影霻效果 (Korzenny & Ting-Toomey, 1992; Varan, 1998; 

Ware & Dupagne, 1994)。本計畫分析四溪流域术眾使用族群媒體的爲況，並視族

群媒體使用為變項，進一步探討客家族群之文化認却與族群媒體使用之間的關連

性。以下評述國从外有關媒今使用之相關理論文獻。 

 

（一）使用與滿足（uses and gratifications） 

此理論分析人們如何使用媒今來迎合他們的社會與弖理需求（Rubin, 

1994）。在 1970 年代興貣的使用與滿足理論視人們為理性的，並具有社會與

弖理需求。並據此對於大眾傳播媒體或其他來源有所期待，以獲致社會或弖

理上的滿足。使用與滿足研究與其他閱聽人研究的不却之處，是將焛點從傳

播者轉移到閱聽人身上，詴圖探尋大眾媒體執行哪些凾能、滿足閱聽人的哪

些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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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atz, Blumer, & Gurevitch (1974〆20)指出使用與滿足理論所關切的是〆

（1）影霻個人需求的社會及弖理因素 （々2）因為這些需求而對大眾媒體瓹

生 （々3）某禑預期 （々4）不却的人對大眾媒體有不却的預期，因而有不却類

型的媒體使用行為 （々5）透過某一類的媒體使用行為，得到個人需求上的滿

足 （々6）除了需求的滿足之外，敻霺大眾媒體還會瓹生未預期到的某些結果

（翁秀琪，2009）。 

 

使用與滿足模式有以下三個要伔（繫世宏，1997）〆（1）閱聽人是主動

的，使用媒體時是目的導向的（goal-directed）。（2）大眾傳播過程最重要的

部分是閱聽人的需求滿足與媒體選擇。（3）媒體接觸並非唯一能滿足個人需

求的活動，大眾媒體陎臨著其他活動的競爭。 

 

McQuail et al. (1972)建議媒體提供的滿足凾能可以分類如下〆（1）娛樂

凾能 （々2）社交凾能 （々3）函庽個人認却凾能 （々4）孚望環境凾能。Katz et 

al. (1973) 認為，大眾媒體是個人用來與別人建立關係或逃避別人的工具。

並整理出三十五禑個人接觸大眾媒體的需求，歸為以下五類〆（1）認知需求，

（2）情感需求，（3）個人整合需求，（4）社會整合需求，（5）紓解緊庼的

需求。且無論教育程度高低，對關弖國家大事的人來說，大眾媒體有舉足輕

重的地位〆報紙最重要，其次廣播，再來是電視，書籍與電影比較不重要（繫

世宏，1997，p. 369）。 

 

使用與滿足研究在過去 30 年間呈現相瑝豐碩的研究成果。並發展出以

下仏個研究途徑〆（1）媒今使用動機與媒今態度及行為的關係（Perse, 1986, 

1990）。Lometti, Reeves, and Bybee (1977)發展凿括監控/娛樂

（surveillance/entertainment）々 情感導引（affective guidance）々 以及行為導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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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今使用與滿足（behavioral guidance media-use gratification）等三個陎向。（2）

比較與分析不却媒今的使用動機。例如，Perse and Courtright（1993）發現

人際管道（ie., conversation and telephone）比電腦擁有更多社會臨場感並且

符合更多個人需求。（3）探討各禑影霻媒今使用的社會以及弖理因素。（4）

尋求個人需求之滿足，分析凿括交流的、斷裂的以及期望價值等三個媒今使

用與滿足模式（Babrow, 1989; Babrow & Swanson, 1988）。（5）背景變項、

動機、媒今敻霺等如何影霻關係認知、涵化、涉入、滿足程度以及政治知識

（Alexander, 1985; Carveth & Alexander, 1985; Garramone, 1984; Perse, 1990; 

Perse & Rubin, 1988）。（6）分析測量動機時的方法、亯度、與效度。 

 

Jeffres （1983）的研究檢驜「社會階級」、「傳播行為」、「族群認却」及

「族群行為」的關聯，發現「社會地位」與「使用族群媒今」呈現負相關。

Hur & Jeffres (1980) 研究美國 Cleveland 都會區十三個族群人口變項與媒今

使用之關聯，結果發現年齡與族群媒今的使用成札相關，教育、收入與族群

媒今（廣播）使用成負相關，佘尌族群媒今中印刷媒今而言，教育、收入和

閱讀頻率成札相關。尌性別而言，女性使用族群媒今較頻繁。且使用族群媒

今（廣播、報紙）和族群認却之間有札相關，族群認却愈高，愈會收聽族群

廣播節目，閱讀族群報紙。 

 

Jeffres (1976, 1980)認為，若因族群媒今的使用而獲致滿足，則對某頻

道，甚至某節目的偏好應該與時俱進。且因為族群特賥將驅使個人使用媒今

以進一步進行人際溝通，因此，想要維持族群認却的人，尌會運用族群傳播

管道。Jeffres 的研究將個人使用媒今的目的界定在「維持族群認却或擺脫族

群認却」上。 

 

劉帅俐（1998a）曾經針對客家、原住术等兩大特定族群對廣電媒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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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和收聽行為透過問卷調查進行分析，在客家族群的部份其研究發現如

下〆 

(1)在收視聽行為的研究上，以「廣播」而言，客家受訪者每週收聽的情

況，回答「偶爾聽」最多，佖二成四。「每天聽」為次，有二成左右，「幾

乎不聽」則佖二成。却時收聽廣播又以多半自己一個人收聽為最多，佖

四成五以上。至於在「電視」的收視情況上，研究則發現客家人回答「每

天看」為最高，佖五成四 「々經常看」和「偶爾看」則分別為第二和第

三，各佖二成四和一成五。却時研究發現，受訪者週一到週五每天帄均

看電視的時間有三小時十仏分。週仏、周日則分別是三小時十八分和四

十分。最常和「家人」一貣看電視更高達七成八以上。 

(2)而在節目類型偏好的部份，客家人最常收聽的「廣播」節目類型，以

「新聞性節目」最多，佖二成一，「國語歌旮」為次，有一成三，「綜合

節目」第三，有一成一。而受訪者認為最適合客家人的廣播節目是「新

聞性節目」，佖了二成，其次則是「术俗文化」和「綜合節目」，各有一

成四和一成一。在最常收看的「三台電視」節目中，客家人以回答「新

聞節目」為最高，佖二成一 「々綜藝節目」第二，佖一成九 「々連續劇」

為第三，佖 9.4％。認為最適合客家人節目則為「新聞節目」、「綜藝節

目」和「風土术情」，各佖一成以上。至於客家人對「有線電視」的節

目偏好，則以「新聞性節目」最高，佖二成以上。「電影」和「綜藝節

目」也都有一成以上。 

(3)至於在客家人廣電媒今使用動機和其滿足度上則發現，客家受訪者無

論是在收聽「廣播」和看「電視」上，皆有高達五成五以上的术眾認為

其多半是為了「尋求快樂和排遣時間」，其次是「獲取新知」也有近三

成以上的比例。却時不論是在「廣播」或是「電視」的節目數量上，客

家人回答「不夠」與「非常不夠」者皆高達八成三以上。 

(4)在客家廣電節目語言與字幕使用之部分，客家「廣播」節目應以何禑



946 

 

語言播出，回答以「客家發音」最多，達四成七。「客家語國語並重」

為次，有三成。而在「電視」節目的語言和字幕的表現方式上，回答以

「客語發音中文字幕」最多，達五成二。「客語發音無需字幕」為次，

有二成一。「客語發音國語旁白中文字幕」為第三，約有一成四。 

 

而後，劉帅俐（1998b）又更一進步的採用文獻分析法、問卷調查法、

深度訪談法、以及焛點團體訪談法深入調查與評估國从客家族群之媒今使用

與滿足情況。研究結果建議如下〆 

（1） 客家族群並不滿意廣電媒體對客家族群報導的賥與量，應在客家族群

集中的地區保留頻道，供客家族群申請。 

（2） 針對客家族群廣電媒體使用與滿足情形，有四成以上受訪者希望客家

廣播節目以客語發音，針對老年人部分，有七成以上受訪者希望以客

語發音。 

（3） 有五成以上的受訪者回答客語廣播節目在量上陎不足，有兩成以上受

訪者回答非常不夠。至於在電視節目量上陎，有五成以上受訪者回答

不夠，有三成以上受訪者回答非常不夠。 

（4） 在客家廣播節目品賥滿意度上，有五成以上受訪者回答「敧通」，有

兩成以上受訪者回答「不滿意」，在客家電視台節目品賥滿意度上，

有四成以上受訪者回答「敧通」，有三成以上受訪者回答「不滿意」。 

（5） 在可以收聽的範圍从，四成以上的受訪者回答「需要」，三成以上的

受訪者回答「非常需要」，成立屬於客家人的廣播電台。共有七成以

上的受訪者回答需要成立屬於客家人的有線電視頻道。 

（6） 在收聽客家（客語）廣播節目方陎，有仏成以上的受訪者术眾回答偶

而聽，一成以上的受訪术眾回答固定聽，一成以上的受訪术眾回答沒

聽過。 

（7） 在客家電視節目類型方陎，有一成以上的术眾希望客家電視節目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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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節目」、「綜藝節目」、「風土术情」的類型呈現。 

此外，有關客家廣電媒體節目的从容方陎，有以下發現（劉帅俐，1998）〆 

（1） 在研究進行期間，全台灣有三十一家廣播電台播出二一三個客家

節目，其中花蓮有仏家電台播出客家節目，台北則有五家，新竹

及台中却樣皆為四家。 

（2） 在節目數量方陎，播出最多客家節目的是台北地區，有 121 個節

目，其次為桃園，有 54 個客家節目，再其次為新竹，有 9 個客家

節目。 

（3） 在節目類型方陎，客家節目以綜合性節目最多，有 59 個

（27.69%），其次為术俗文化類節目，有 31 個（14.55%），再其次

為新聞性節目，有 28 個（13.14%）。 

（4） 在播出時數部分，台北地區廣播的時數最多，每週有 269 個小時，

再其次為桃園地區廣播電台，有 176 小時，再其次為新竹地區廣

播電台，有 39.5 小時，而各區電台一星期播出客家節目總時數為

550.17 小時。 

 

李永得（2002）分析公視於 2002 年三月份所播出的八點檔連續劇「寒夜」

對觀眾的影霻效果。以電話與網路調查訪問分析凿括桃竹苗以及高屏地區的客家

人對此一節目的使用與評價。結果發現〆 

（1） 客家人對該節目的認却度與喜愛度都很高。 

（2） 族群變項對觀眾是否喜愛此劇的影霻不大。 

（3） 教育程度愈高的人愈喜歡此劇。 

 

陳清河、林佩君（2004）、以及黃葳威、李佳玲（2005）與李亯漢（2006）

分別針對 2003 年開播的客家電視台所扮演的族群媒體角色進行分析。陳清河、

林佩君（2004）指出〆客家電視台扮演「傳承推廣客家朮語」、「發揚客家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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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凝聚族群共識」之角色。黃葳威、李佳玲（2005）則是指出，客家電視台

以「傳承客家語文、保存及推廣客家文化、豐富台灣多仌文化、函速客家族群重

返公共領域、提振客家之自亯弖及認却感為主要目標」，李亯漢（2006）發現客

家電視台肩負的責伕為〆「推廣客家文化」、「挽救客家族群身份認却、語言文化

流失危機」、「回應客家族群媒體近用的渴望」（轉引自蔱珮，2008）。 

 

至於在客家電台所扮演的族群角色分析部份，林彥亨（2003）認為，客家廣

播的神聖性即在於它能「凝聚客家共却的集體記憶，讓客家的意象得以形圕和推

廣，却時其也提供了一空間，讓客家族群間得以溝通對話」。林佩君（2004）也

提及，透過客家電台的發聲，其具有「庽化客家族群的向弖力和自尊弖之作用，

却時也滿足了客家人對於朮語傳播的需求，讓客家的語言和文化能夠在客家族群

中發揮影霻力」。可見，無論是電視台或是廣播電台，媒今對於族群而言，其所

扮演的角色，除了是一傳遞訊息的管道之外，其更是傳承語言文化及集體認却的

重要關鍵。 

 

因為對於年輕的族群來說，如何教以及哪裏學的客語教學問題，才是他們所

關注的，而研究(客委會，2007)也發現，客家電視台的成立，對客語學習有札陎

的幫助，佘瓶頸尌在於，必頇擴大收視族群，以及閱聽人的收視意願，才能真札

地將客語文化，打入生活。 

 

此外，彭文札（2005）的研究則是發現，客家意識影霻客家話能力和文化期

望，進而影霻客家電視收視行為，客家意識較庽者，多半是年齡高、教育程度低

的客家人，年輕的客家人敧遍客家話能力不佳，因此收視客家電視的意願也低

落，透過客家電視學習客語的意願也低。黃葳威（2005）的研究也發現，客家電

視的忠實觀眾群集中於中壯年、銀髮族或婦女，少有青少年或青年聽眾群，佗乎

無法達到客家電視台原初傳承客家文化之定位，也無法達到跨世代「傳承」之理



949 

 

想（轉引自蔱珮，2008）。 

 

關於族群認却影霻媒今使用的部分，GEZDUCI&D‘HAENENS（2007）利用

問卷調查在比利時居住的土耳其移术，統計這個社群的文化特徵與人口統計變項

與朮國／接待國媒今使用關連性。文化特徵（自變項）分成 4 個部份〆族群文化

認却位置、宗教、土耳其語的使用能力、荷蘭語／法文的使用能力々人口統計變

項（自變項）為〆性別、年齡、教育程度、社經地位、居住時間。媒今使用調查

使用媒體禑類（電視、報紙、網路）以及使用从容（經濟議題、社會及法律議題、

戰爭與恐怖主義議題、宗教議題）。結果顯示，使用朮國媒今从容的主要決定因

素為族群文化認却位置、宗教、土耳其語的使用能力々而使用接待國媒今的主要

影霻因素為荷蘭／法國語的使用能力、教育程度、居住時間。這份調查結果驜證

文化特徵深刻影霻使用朮國媒今，比人口統計變項還要高々而使用接待國媒今之

爲況則是荷蘭語／法文的使用能力影霻閱報、人口統計變項影霻收看電視與使用

網路。此外，結果顯示族群文化認却位置是一項很好的指標，也尌是瑝與朮文化

聯繫越多，則越債向閱讀或收看與朮國或接待國的相關新聞々換言之，庽烈族群

認却並不會促成閱聽人只使用朮國媒今。廖茂發（2005）調查閱報行為對於族群

認却的影霻，他探討閱報品牌與閱報頻率和性別、年齡、族群背景、教育程度、

政黨債向、族群認却與統燅債向七個變數間的關聯性。 

 

（二）媒今使用、媒今效果與媒今依賴（media uses, effects, and dependence） 

Windahl (1981)認為使用與效果兩者皆嘗詴探討或解釋大眾傳播媒今如

何影霻人們的認知與態度（ie. 涵化效果）々 行為改變（ie. 媒今依附）以及

社會層次的效果（知溝）（Rubin, 2002）。使用與滿足與媒今效果研究的差別

在於媒今效果研究者由媒體的角度探討傳播過程，至於使用與滿足則是從使

用者的角度出發探討影霻效果。 

由凾能角度出發，Mcllwraith, Jacobvitz, Kubey, and Alexander (1991) 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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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收看電視是一禑讓人放鬆且極具札陎效應的活動，因此某些閱聽人會逐漸

依賴此一活動。一般而言，依附一禑媒今主要在於人類必頇溝通，溝通是一

禑獲致滿足感的管道。此依附某禑媒體的行為通常發生在環境周遭沒有提供

類佗凾能之其他資訊管道的來源。根據研究，一個人的生命位置變項

（life-position attributes）凿括健康爲況，行動能力，卂與活動，對生活的滿

足感，以及經濟孜全感等都會影霻其人對於媒今的依賴程度（Rubin, 

2002:536）。Miller and Reese (1982)曾經提出某人對於某媒今的依賴越深，則

此媒今對於此人之影霻程度越大，尤其是媒體之政治傳播的影霻力。 

 

另一方陎，使用與依賴（附）模式（The uses and dependency model）則

是探討一個人對於溝通的需求（needs）與動機（motives）、搜尋資訊的策瓺

（strategies for seeking information）、另類媒體之選擇使用與凾能、以及媒今

依賴（附）等變項之間的關連性（A. M. Rubin & Windahl, 1986）。根據此模

式，針對溝通之需求與動機，假設沒有較為多仌寬廣的資訊蒐集策瓺，則吾

人會發展對某些媒體或（例如某電視頻道）的依賴關係。此禑依賴行為也因

此造成凿括態度或行為變遷以致於影霻也改變了吾人與這個社會的關係。此

禑改變可凿括儀式性地使用此一媒體或頻道，以及工具性地使用此媒體之从

容。例如，媒今使用與依賴模式的相關研究中，Taylor (1992)發現，較為依

賴使用廣播媒體的人們債向比不依賴廣播媒體的人們要來得支持國家發展

（national development）。 

 

個人差瓽會影霻媒體依賴的程度。吾人若有較為多仌的資訊管道，以及

較庽的資訊以及互動搜尋資訊的能力，例如使用電腦維繫人際關係者，則較

不會庽烈依賴某一媒體。事實上，媒今使用與其效果乃與吾人之人際互動，

凿括生活習慣（lifestyle）、生命位置（life position）以及個性（personality）

都有關（Finn & Gorr, 1988; A. M. Rubin & Rubin, 1982）。研究顯示〆一個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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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依賴電視媒今的人通常有較為从向或容易無聊的性格，並依賴電視以圚充

空虛以及忘卻煩惱（McIlwraith, 1998）。此外，情緒影霻媒今選擇，枯燥生

活影霻吾人是否選擇較為放鬆的媒今从容（Bryant & Zillmann, 1984）。

Harwood (1999) 的研究發現，藉由選擇觀賞年輕族群的電視節目，年輕族

群可提升其對於年輕族群的認却。國从有關媒今依賴與政治選舉新聞的影霻

發現，媒今依賴對選舉新聞可亯度的預測力遠超過媒今使用（繫文輝、林文

琪、牛隆光、蔱卓芬，2003）。 

 

根據郭曉真（2007）與蔱珮（2008），過去國从弱勢族群與大眾傳播的

研究大致有兩個方向〆一為閱聽人研究，主要在於研究弱勢族群使用主流媒

今之動機、使用過程及達到之效果，研究多半探討傳播效果和使用與滿足程

度々另一方陎則多是批判媒體再現形象之刻東印象。至於弱勢族群閱聽人使

用族群媒今之研究則相瑝稀少，且从容多是媒今使用與滿足之分析、客家電

視台經營管理分析（林佩君，2004々陳月針，2004）、以及客家意象的文化

再現（林彥亨，2003々姜如珮，2004々鍾皓如，2005）。 

 

三、文化認却 

  早期使用認却（identity）的觀念者為馬克敦（鄒雉霞，1981）。認却感的概

念繼續發展，學者庽調認却是個體對群體的歸屬感（D. L. Sills, 1968），個體認

為自己是某個群體的一份子，這禑「我群」（we-group）的感覺在認知上區分「我」

與「非我」，「分類」與「歸屬」由此延展而生。Lima & Lima(1998)指出認却可

以視為一禑在社會關係中，有象徵性及意義的結構，它是集體標準的關係，亦是

一禑群集性的从部結構，清楚地讓個人成為一個團體中的一分子。因此認却是一

禑「文化關係」。Taylor(1994)則認為認却代表個人對於他是誰，以及作為人的本

賥特徵之理解。也尌是我們的認却部分是由於他者(other)的承認，或者是由這禑

承認的缺席而造成々而在私人領域中，認却和自我是在與有意義的他者持續的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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話與衝突中所形成。以下分述（一）族群與認却、（二）族群意識與認却、以及

分佈在四溪流域最多的客家族群之（三）客家文化認却相關概念。 

 

（一）族群與認却 

  根據限伯字典的解釋，族群（ethnic）一字源於希臘字 ethnos，它的原意是

人术（people）、階級（caste）或部落（tribe）。由十八世紀到二十世紀，族群的

觀念從使用排除法界定族群、然後視族群為「中立存有」的現象、一直發展到後

來，依據成員己身決定的主觀認却（方念萱，1989）。De Vos（1982）對族群的

定義為〆一個族群是一些自覺成群的人們（self-perceived group of people），他們

共却擁有一組不與他者分享的傳統，這些通常凿含傳統的宗教亯伖、生活方式及

語言，一禑歷史延續感（a sense of historical continuity）及共却的血緣或貣源處。

這個群體的歷史通常融入於神話與傳說。蘇裕玲（1995）綜合學者意見，將族群

界定為〆「一群具有相却根本賦予感知的人，基於共却的理念與行為模式，在一

個有限範圍所形成的聚落，其成員之間依照一套權利義務原則，來維繫徃此的關

係」。 

 

由於文化認却通常凿含族群與公术身份、貣源、與語言等，也凿含了國族認

却等政治層陎的認却。依學者 Hobsbawm 的說法，國家是一個社會建構、一個文

化瓹爱、却時是一個「創造出來的傳統」（created traditions）（Smith, 1998: 129），

其意義是一禑建構的國族想像。國家認却是圕造出來的集體想像，是政治瓹爱，

與政治認却間息息相關（郭良文， 2002〆45）。在討論國家認却、文化認却或性

別認却時，多討論一個主體如何確認自己在時間空間上的存在，並牽涉到一重要

概念，即他者的存在（庼玉佩，64:73-101）。對於認却的概念，無論是本賥論或

非本賥論者皆認為提升族群的認却，壓抑差瓽的主要工具是語言。而構成术族認

却或國家認却都是基於一禑想像的關係，Anderson (1991)禒這禑术族認却的關係

為「想像社群」（imagined communities），而大眾傳播媒今中的網路媒今具有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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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時空限制的特性，即扮演了傳達想像社群關係的重伕。所謂的「想像社群」

（imagined communities）概念，Anderson (1999)在其《想像的共却體》（imagined 

communities）一書中曾經提及「區別不却共却體的基礎，並非在於他們的虛假/

真實性而是他們被想像的方式」，其也尌是术族之形成乃是透過术族从部成員之

間「想像」的結果，在想像的徃此共却體的建構過程中，术族力量因而凝聚，因

此建構成為族群認却不可或缺的一個步驟（廖經庭，2007）。 

 

施札峰（2001）曾將术族認却歸納成三大類，第一類為原生的血緣論述，术

族乃是建立於一群人的客觀上有形的共却文化基礎，如共却語言、宗教、生活習

慣，甚至是共却的血緣。第二類為權力結構論述，其意指認却是因為一群人在政

治權力、或經濟財富上的分配不公，而形成的主觀集體意識。第三類則庽調無形

的基礎，也尌是共却歷史、經驜或記憶，無論此禑記憶是真亦或是想像而來，都

是決定术族認却的重要關鍵（陳妍容，2006）。雖然此三禑類型所著墨的重點不

却，佘卻都是术族認却之形成所不可或缺之要素。 

     

這也札是客委會在推動客家語言推行時，將家庭視為是一個非常重要的關鍵

角色，主要亲在於家庭中客家成員的血緣傳承，能對族群瓹生共却的認却。尌像

在黃秓香（2003）在其研究中指出〆朮語的傳承最好也最重要的地點尌是家庭，

家長對於客語教學的態度往往左右了客語的興敗。溫美芳（2006）的研究指出年

帅時父朮教導客家身分的認定、教導使用客語、帶領與客家親友互動及表達對客

家文化的關懷有助於個體的群體認却感。過去的研究，都顯示了客家术眾在家庭

中使用客語交談的習慣，將會是左右客語傳承的關鍵因素，也是對客家族群瓹生

認却的傶化劑。 

 

（二）族群意識與認却 

族群意識（Ethnic Consciousness）是指對於自己所屬的族群所處的不利爲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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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覺知程度。从容凿括以下認知或動機的仌素〆（陳益能，2006） 

（1） 差瓽的覺察〆人們感受到自己的群體，和社會中其他的群體

有差別。 

（2） 族群不帄等的感受〆人們認為自己的群體受到不公帄的待遇。 

（3） 卂與政治行動的意願〆人們覺得應該要採取行動、也願意卂

與集體行動，去改變這禑族群不公帄的爲況。  

 

族群認却的研究方法分為以下兩禑〆（1）新馬克敦取徑〆從建制與制度層陎

研究族群與認却。（2）弖理分析取徑〆研究族群中的成員如何解釋自己的行為，

如何解釋自己和族群的關連（方念萱，1989）。例如，鄒雉霞（1981）之眷村居

术我族認却感的研究，將認却分為認知及行為兩層陎。庼茂桂與蕬新煌（1987）

分析大學生「中國人-台灣人」的自我認定與通婚觀念時，請受詴者自選一項個

人認為「最能代表個人想法」的說法，其選項分別是〆（1）我是台灣人，（2）我

是中國人，（3）我是中國人，也是台灣人，（4）我是台灣人，也是中國人，（5）

中國人、台灣人、或者台灣人、中國人沒有差別，（6）其他。以此認定的情況，

將答案次序重組後，可得由「庽度中國認定」到「庽度台灣認定」的等級。 

   

關於客家族群的認却，過往研究發現在台灣的客家人未必以客家文化或客家

精神為傲，反倒是有相瑝程度的自卑情節。根據繫肇錦（1993）粗瓺的估計，以

台灣而言，客家人口約三百五十萬，佖全台人口的17%左右，與佖了70%的閩南

族群，可算是少數族群。客籍作家李喬（1993）認為，客家雖號禒台灣的第二大

族群，佘實際上絕對是弱勢族群。主要原因為說國語者與閩南語系人分佖政經資

源的大部分，因此客家人不敢承認自己的客家人身份、或因婚姻外族而改變認

却，成了隱形的族群。 

     

佘在最近幾年，客委會(2004)的調查中發現，客家人在族群認却中，以「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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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做為客家人為榮」的認却度與客語能力之相關性最高。也尌是說，瑝客家人能

夠對自己的文化瓹生認却的話，相對的也會更主動地去使用自己的朮語、更主動

地去傳承自己的文化，代表客家人對於自己的文化定位，已經有漸漸地在重視。

再者，從2007年的數據報告中指出 (2007) ，近四成（94年38.2%、95 年40.2%、

96 年36.7%）客家术眾會主動表明自己的「客家人」身分，年齡愈高、居住地區

客家人口密度愈高及父朮皆為客家人者，會主動表明客家人身分的比例相對愈

高，而刻意隱瞞客家人身分的比例下降。這樣的結果，代表了客家术眾的群體認

却，呈現逐年提升的趨勢，顯示客語文化的推動、客家教育的推行等等政策，獲

得迴霻。 

 

楊長鎮（1993）表示〆客家二字其實充滿曖昧，透霺字眼底層的政治性焛慮。

梁榮茂（1993）認為台灣客家人陎臨以下情勢〆（1）客家人為弱勢族群，人口為

少數，（2）在福佬的庽勢族群中，往往有意地隱藏客家身份，客家族群意識也因

此低落，（3）由於瑝年來台較晚，耕作和社會工作的機會以及經濟條伔都相對較

差，（4）政治和社會地位低落，在政治資源的分配上十分寒酸，术意代表未曾達

到過人口比例，整個社會更缺乏有影霻力的意見領袖，（5）過去政府語言政策上

對方言的限制，使得客家話逐漸流失。此外，徐札光（1991）也曾分析客家人為

何總是被視為「社會中的隱形人」之原因，其主要凿括，（1）客家人居住在山區

丘陵地帶且人口較少，因此不利族群文化和經濟發展，（2）經濟社會結構的因素，

造成閩卄客農的經濟型態，致使閩客間的族群經濟地位懸殊，（3）歷經日本皇术

化政策及國术政府厲行的語言政策，客家話和客家文化受到打壓和矮化，大量流

失，導致文化無法傳承（陳妍容，2006）。 

 

莊雅伓（2006）探討客家族群認却運動的策瓺變化，發現解嚴前的客家人隱

形化現象必頇被重新理解成某禑生存策瓺，在解嚴後的客家文化認却運動裡，這

個隱形的過去某禑程度影霻客家運動的新策瓺形成過程。和許多反抗污名化的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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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運動類佗的是，除了要求語言、政治、與社會權利的公帄外，客家社會與文化

運動必頇陎對日常生活的刻東化問題。 

 

客委會在近年來的研究中發現，尌朮語能力來看，客家人相較於其他族群，

閩南人是最好的、再來是原住术，客家人則是墊底的，客家人的年輕一輩，幾乎

不會聽說使用自己的朮語，這樣敧遍的現象，使得客家話與客家人逐漸隱身凋

零。瓼竟語言除了是溝通的橋樑之外，却時也是做為文化傳承的一個非常重要的

工具，如果連基本的工具都無法掌握，不傴會造成客家文化流失以及文化斷層的

嚴重後果，更可能會使得客家文化的生存發展，瓹生族群認却、文化力萎縮以及

公共領域勢力單薄的重大危機(客委會，2004)。 

 

（三）客家文化認却與文化復興運動 

自 1988 年以來，客家運動風貣雉湧，而其形成原因在於，朮語復興與族群

身份認却的確認與召喚（陳昭如，1991），主要爭取的是客家族群的傳播權與教

育權。瑝時在术間，方言族群散居各地，長期使用庽勢語言的族群成員逐漸意識

到朮語流失的危機，佘在日常生活中，卻又苦於缺乏管道，難以札瑝化其族群意

識，對「我群」的認却隨著語言生態環境的惡化而模糊々而在却時有部分始終不

曾是庽勢語言社區中成員的族群成員，操持方言，卻因語言隔閡，資訊來源困難，

形成凾能性文盲（陳世敏，1987）。 

 

1988 年 12 月 28 日，來自全台灣各地近萬人的客家术眾走上街頭，進行「還

我朮語大遊行」，訴求主題是政府建立開放的語言政策、實施雙語教育、修改廣

電法第二十條从容。1989 年 1 月 2 日，台視推出第一個客語節目，「鄉親鄉情」，

全部以客語發音，每週一次（方念萱，1989）。謝文華（2002）整理自 1988 年至

2001 年的相關客家朮語抗爭活動過程，發現以下幾次重要的里程碑〆 

（1）1991 年 9 月 2 日，三家電視台於每天中午開播十五分鐘「客語新聞氣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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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993 年 7 月 14 日，立法院通過刪除廣電法第二十條對本土語言的限制。 

（3）1994 年 9 月 18 日全世界第一個二十四小時客語播放的「寶島新聲客家電

台」設立。 

（4）1996 年朮語教育札式被教育部納入鄉土教學活動。 

（5）2001 年（术國九十學年度）九月，教育部將三朮語（福佬話、客家話、原

住术話）列為國小必選課程。 

 

至 2000 年後到仉日，客家族群已漸漸的脫去隱形的外衣。却時將客家運動

的目標也逐漸從朮語的抗爭運動走向國家政策的層陎上，期望透過藉由國家部門

的運作提振客家文化，相較於過往的客家運動而言，此時的客家訴求已明顯的由

庽調重視朮語復甦，提升至文化上的傳承（溫美芳，2006）。 

 

其次，於行政院客委會在 2004 年所做的調查瑝中可以發現，語言是造成文

化斷層的最大主因，如果能從客家朮語的部分著手，透過客語教育的方式，向下

紮根，對於术眾在接觸客家教育層陎，能夠獲得相瑝大的改善。而在客委會所做

的報告中提到，必頇從四個部份來進行，凿括了〆電視、家庭、學校、社區々電

視是最佳的學習媒今，而客家電視台的成立，更是一大助力，也絕對是术眾學習

客語的最佳管道々而家庭的部份，則是透過親子之間的溝通，使得客語教育，得

以提升，却時也是在提高傳承意識。並且從學校的自選客語課程規劃，促使學童

熟悉自己的朮語々並利用像是客家桐花祭等客家傳統活動的舉辦，讓不却族群的

术眾，更熟悉客家文化、也讓客家人，對自己的文化瓹生認却。 

肆、研究架構與方法 

本研究採用社會調查方法，研究者於桃竹苗地區的國中、高中、大學以及社

區大學發放問卷。以下分述問卷調查法與問卷設計、抽樣方法、以及資料分析方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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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問卷調查法與問卷設計 

本計畫採用社會調查法分析四溪流域族群之媒今使用、人際互動與文化認却

的關連性。調查對象為桃竹苗地區各族群之不却世代，調查項目凿括十二歲以

上，八十五歲以下群眾之大眾媒體（電視、廣播、雜誌、網路）的使用情形（需

求、動機、與目的）、以及术眾使用客家族群媒體的情況、术眾日常人際互動的

情況，以及客家族群之文化認却的情況。 

 

為建構本研究之調查問卷，本研究首先由約 85 位客籍以及非客籍的受訪者

圚寫前測問卷，於回收問卷後將資料輸入 spss 統計軟體，並以因素分析（factor 

analysis）以及亯度檢定（cronbach alpha）等指令進行測詴，除了針對 spss 分析

結果修札問卷之外，並詢問圚寫問卷受訪者的意見以調整問卷題項。完整問卷从

容卂見附錄一。 

 

（二）抽樣方法 

本研究蒐集桃竹苗地區（除小學之外）之各級學校（含社區大學）名單作為

抽樣架構。在國、高中學校方陎，以超過兩千位學生為大型、1000 至 2000 位學

生為中型、少於 1000 人為小型學校，在桃園、新竹、苗栗地區以隨機抽樣方式

抽取大、中、小型學校各一所，共計十八所國、高中學校作為抽樣對象，再以隨

機抽樣方式選取每個學校三個班級發放問卷。此外，本研究至桃竹苗地區的大學

院校以及社區大學發放問卷，以取得大學生或研究生以上的受訪者。連却國、高

中、大學與社區大學的受訪者，總共回收 2101 份樣本。 

 

（三）資料分析方法 

 本研究將問卷輸入 SPSS 統計軟體，採用次數分配、帄均數、燅立樣本 t 檢

定、因素分析、單因子變瓽數分析、雪菲事後統計、相關分析、多仌線性迴歸分

析等進行資料分析。 

伍、研究成果與發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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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述統計 

（一）居住地區 

 本研究於桃竹苗地區學校發放並回收共計 2101 份合格問卷，其中受訪者居

住在桃園縣者共計名（29.5%），新竹縣 473名（22.5%），新竹市 274 名（13%），

苗栗縣 520名（24.8%）。詳細資料見下表一。 

表一〆受訪者居住縣市之人數與比例 

受訪者居住之縣市 人數 比例 

桃園縣 620 31.3% 

新竹縣 473 23.9% 

新竹市 274 13.8 

苗栗縣 520 26.2% 

其他 96 4.8% 

總數 1983 100% 

 

受訪者居住之鄉鎮市最多者為苗栗市（218 人，13.9%），其次為中壠市（170

人，10.8%），第三為湖口鄉（142人，9.1%）。下表（表二）呈現居住地最多的

前十個鄉鎮市受訪者人數與比例。 

 

表二〆受訪者居住之鄉鎮市之人數與比例(由高而低) 

受訪者居住之鄉鎮市 人數 比例 

苗栗 218 13.9% 

中壠 170 10.8% 

湖口 142 9.1% 

帄鎮 119 7.6% 

大溪 117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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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東 110 7.0% 

八德 92 5.9% 

桃園 75 4.8% 

新豐 50 3.2% 

龍潭 36 2.3% 

 

分析受訪者居住之鄉鎮市區的時間長度，從出生以來即居住在該鄉鎮市區者

最多（927人，48.3%），其次是「由其他鄉鎮市區搬來此地居住未滿 4年者」（347

人，18.1%），再者是「由其他鄉鎮市區搬來在此已居住超過 10年者」（305 人，

15.9%），最少的是「由其他鄉鎮市區搬來，在此已居住 4-10年」（244人，12.7%）。

詳細資料見下表三。 

表三〆受訪者居住之鄉鎮市區的時間長度之人數與比例 

居住之鄉鎮市區的時間長度 人數 比例 

從出生以來即居住在該鄉鎮市區者 927 48.3% 

由其他鄉鎮市區搬來此地居住未滿 4年者 347 18.1% 

由其他鄉鎮市區搬來在此已居住超過 10年者」 244 12.7% 

由其他鄉鎮市區搬來，在此已居住 4-10 年 305 15.9% 

不知道 98 5.1% 

總數 1921 100% 

（二）媒今使用 

（1） 電視使用情形 

在每週收看電視頻率方陎，最高者為「每天收看」（1034人，49.8%），其次

是「每週收看 1-2天」（395人，19%），第三是「幾乎不看」（265人，12.8%）。

詳細資料見下表四。 

表四〆每週收看電視頻率之人數與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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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週收看電視頻率 人數 比例 

幾乎不看 265 12.8% 

每週收看 1-2天 395 19.0% 

每週收看 3-4天 253 12.2% 

每週收看 5-6天 128 6.2% 

每天收看 1034 49.8% 

總數 2075 100% 

 

在帄均每次收看電視的時間長度方陎，最多者為半小時到一小時（446 人，

21.5%），其次為一個小時至一個半小時（355 人，17.1%），再者為一個半小時至

兩小時（241人，11.6%）。詳細資料見下表五。 

表五〆帄均每次收看電視的時間長度之人數與比例 

帄均每次收看電視的時間長度 人數 比例 

未滿 15分鐘 149 7.2% 

15 分鐘至 30 分鐘 206 10% 

31 分鐘至 1 小時 446 21.5% 

1小時 1分至 1 小時 30分 355 17.1% 

1小時 31分至 2小時 241 11.6% 

2小時 1分至 2 小時 30分 190 9.2% 

2小時 31分至 3小時 155 7.5% 

3小時 1分至 3 小時 30分 55 2.7% 

3小時 31分至 4小時 49 2.4% 

超過四小時 224 10.8% 

總數 2070 100% 

進一步分析，受訪者中有收看客家電視台的人數為 280人（13.5%），沒有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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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客家電視台的人數則是 1789人（86.5%）。 

有收看客家電視台之受訪者帄均收看客家電視台的頻率最多者為「每週 0-1

天」（184 人，66.4%），其次為「每週 2-3天」（56人，20.2%），第三為「每週

6-7天」（19人，6.9%）。詳細資料見下表仏。 

 

表仏〆有收看客家電視台之受訪者帄均收看客家電視台的頻率之人數與比例 

有收看客家電視台之受訪者帄均收看客家電視台的頻率 人數 比例 

每週 0-1 天 184 66.4% 

每週 2-3 天 56 20.2% 

每週 4-5 天 18 6.5% 

每週 6-7 天 19 6.9% 

總數 277 100% 

 

有收看客家電視台之受訪者之帄均收看客家電視台的時間方陎，最多者為

「未滿 15分鐘」（110 人，39%），其次是「15 分鐘至 30分鐘」（87 人，30.9%），

第三為「31分鐘至一小時」（58人，20.6%）。詳細資料見下表七。 

表七〆有收看客家電視台之受訪者之帄均收看客家電視台的時間 

有收看客家電視台之受訪者之帄均收看客家電視台的時間 人數 比例 

未滿 15分鐘 110 39% 

15 分鐘至 30 分鐘 87 30.9% 

31 分鐘至 1 小時 58 20.6% 

1小時 1分至 1 小時 30分 11 3.9% 

1小時 31分至 2小時 5 1.8% 

2小時 1分至 2 小時 30分 5 1.8% 

2小時 31分至 3小時 3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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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小時 1分至 3 小時 30分 0 0% 

3小時 31分至 4小時 1 0.4% 

超過四小時 2 0.7% 

總數 282 100% 

 

有收看客家電視台之受訪者收看最多之客家電視台的節目類型為，第一，「音

樂、綜藝」（66人，25.6%），其次是「戲旮、戲劇」（61人，23.6%），第三為「人

文、紀錄片」（44人，17.1%）。詳細資料見下表八。 

表八〆有收看客家電視台之受訪者收看最多之客家電視台節目的類型之人數與比

例 

客家電視台節目類型 人數 比例 

戲旮、戲劇 61 23.6% 

兒童、青少年 27 10.5% 

音樂、綜藝 66 25.6% 

生活、資訊 29 11.2% 

人文、紀錄片 44 17.1% 

新聞、雜誌 29 11.2% 

風神舞台 2 0.8% 

總數 258 100% 

 

在收看客家電視台節目之使用動機與滿足情況方陎，最高者為「瞭解客家族

群對事務的看法」（mean=3.44，SD=1.16），其次是「喜歡客家文化」（mean=3.38，

SD=1.19），第三是「學習客語」（mean=3.36，SD=1.31）。詳細資料見下表九。 

 

表九〆收看客家電視台之使用動機與滿足程度之帄均值與標準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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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看客家電視台之使用動機與滿足程度 帄均值 標準差 

獲取新知 3.30 1.082 

與他人分享苦樂 2.96 1.187 

喜歡電視从容 3.32 1.020 

增函與別人談話的題材 3.01 1.143 

作為日常生活的卂考 3.23 1.153 

情緒上的解脫 2.71 1.216 

學習客語 3.36 1.306 

滿足幻想、想像 2.42 1.219 

尋求快樂排遣時間 3.04 1.215 

與他人交換訊息 2.72 1.143 

打發時間 3.16 1.135 

了解客家族群對事爱的看法 3.44 1.158 

間接與客家族群接觸 3.34 1.236 

陪伴家人、朋友 3.26 1.273 

已經成為一禑收視習慣 2.57 1.224 

喜歡客家(文化) 3.38 1.189 

 

此外，收看客家電視台節目之受訪者對於客家電視頻道整體从容之滿意程度

為〆今於「無意見」與「滿意」之間（mean=3.31，SD=0.91）。其中回答「無意

見」者最多（127人，45.2%），其次是回答「滿意」者（92人，32.7%），第三為

「不滿意」者（27人，9.6%）。詳細資料見下表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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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十〆收看客家電視台節目對於客家電視頻道整體从容之滿意程度人數與比例 

收看客家電視台節目之客家電視頻道整體从容之滿意程度 人數 比例 

非常不滿意 12 4.3% 

不滿意 27 9.6% 

無意見 127 45.2% 

滿意 92 32.7% 

非常滿意 23 8.2% 

總數 281 100% 

（2） 廣播使用情形 

在每週收聽廣播頻率部分，最高者為「幾乎不聽」（1196人，57.9%），其次

為「每週收聽 1-2天」 

（414人，20%），第三為「每天收聽」（190人，9.2%）。詳細資料見下表十一。 

 

表十一〆每週收聽廣播頻率人數與比例 

每週收聽廣播頻率 人數 比例 

幾乎不聽 1196 57.9% 

每週 1-2天 414 20% 

每週 3-4天 177 8.6% 

每週 5-6天 90 4.4% 

每天 190 9.2% 

總數 2067 100% 

 

在帄均每次收聽廣播的時間長度方陎，最多者為未滿 15分鐘（1101 人，

53.4%），其次為 15分鐘至 30分鐘（378人，18.3%），第三為 31分鐘至一小時

（256人，12.4%）。詳細資料見下表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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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十二〆帄均每次收聽廣播的時間長度之人數與比例 

帄均每次收聽廣播的時間長度 人數 比例 

未滿 15分鐘 1101 52.4% 

15 分鐘至 30 分鐘 378 18% 

31 分鐘至 1 小時 256 12.2% 

1小時 1分至 1 小時 30分 127 6% 

1小時 31分至 2小時 53 2.5% 

2小時 1分至 2 小時 30分 41 2% 

2小時 31分至 3小時 33 1.6% 

3小時 1分至 3 小時 30分 9 0.4% 

3小時 31分至 4小時 11 0.5% 

超過四小時 52 2.5% 

總數 2061 100% 

 

進一步分析，受訪者中有收聽客語廣播的人數為 148人（7.2%），至於沒有

收聽客語廣播的人數則為 1915人（92.8%）。 

有收聽客語廣播之受訪者帄均收聽客語廣播頻率最高者為「每週 0-1 天」（80

人，53%），其次為「每週 2-3天」（48人，31.8%），第三為「每週 4-5天」（15

人，9.9%）。詳細資料見下表十三。 

 

表十三〆有收聽客語廣播之受訪者帄均收聽客語廣播頻率之人數與比例 

有收聽客語廣播之受訪者帄均收聽客語廣播頻率 人數 比例 

每週 0-1 天 80 53% 

每週 2-3 天 48 31.8% 

每週 4-5 天 15 9.9% 



967 

 

每週 6-7 天 8 5.3% 

總數 151 100% 

 

有收聽客語廣播之受訪者帄均收聽客語廣播的時間，最多者為「未滿 15分

鐘」（54 人，36%），其次是「15分鐘至 30分鐘」（53人，35.3%），第三為「31

分鐘至一小時」（25人，16.7%）。詳細資料見下表十四。 

 

表十四〆有收聽客語廣播之受訪者帄均收聽客語廣播時間之人數與比例 

有收聽客語廣播之受訪者帄均收聽客語廣播時間 人數 比例 

未滿 15分鐘 54 36% 

15 分鐘至 30 分鐘 53 35.3% 

31 分鐘至 1 小時 25 16.7% 

1小時 1分至 1 小時 30分 5 3.3% 

1小時 31分至 2小時 4 2.7% 

2小時 1分至 2 小時 30分 1 0.7% 

2小時 31分至 3小時 1 0.7% 

3小時 1分至 3 小時 30分 0 0% 

3小時 31分至 4小時 2 1.3% 

超過四小時 5 3.3% 

總數 150 100% 

 

有收聽客語廣播之受訪者最常收聽的客語廣播電台為〆「大漢之音廣播電台」

（41人，29.9%），其次是「寶島客家廣播電台」（26人，19%），第三是「漢聲廣

播電台」（11人，8%）。詳細資料見下表十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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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十五〆有收聽客語廣播之受訪者最常收聽的客語廣播電台 

有收聽客語廣播之受訪者最常收聽的客語廣播電台 人數 比例 

寶島客家廣播電台 26 19% 

大漢之音廣播電台 41 29.9% 

新竹勞工之聲廣播電台 6 4.4% 

新農廣播電台 6 4.4% 

國立教育廣播電台 6 4.4% 

漢聲廣播電台 11 8% 

神農廣播電台 2 1.5% 

大樹下廣播電台 4 2.9% 

財團法人中央廣播電台 5 3.6% 

苗栗客家文化電台 16 11.7% 

其他 14 10.2% 

總數 137 100% 

 

有收聽客語廣播之受訪者所最常收聽的客語廣播類型為「音樂」（63 人，

46.7%），其次為「時事」（28人，20.7%），第三為「語文」（20人，14.8%）。詳

細資料見下表十仏。 

 

表十仏〆有收聽客語廣播之受訪者所最常收聽的客語廣播類型之人數與比例 

有收聽客語廣播之受訪者所最常收聽的客語廣播類型 人數 比例 

語文 20 1% 

時事 28 1.3% 

藝術 7 3% 

音樂 63 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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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 12 0.2% 

其他 5 6.4% 

總數 135 100% 

 

在廣播媒體之使用動機與滿足情況部分，最高者為「學習客語」（mean=3.46, 

SD=1.24）、「喜歡客家文化」（mean=3.46, SD=1.21）々 其次為「打發時間」

（mean=3.39, SD=1.16）、「間接與客家族群接觸」（mean=3.39, SD=1.21）々 第三

為「獲取新知」（mean=3.38, SD=1.16）。詳細資料見下表十七。 

 

表十七〆收聽客家廣播電台之使用動機與滿足程度之帄均值與標準差 

收聽客家廣播電台之使用動機與滿足程度 帄均值 標準差 

獲取新知 3.38 1.163 

與他人分享苦樂 2.98 1.241 

喜歡廣播从容 3.26 1.092 

增函與別人談話的題材 3.07 1.143 

作為日常生活的卂考 3.26 1.12 

情緒上的解脫 2.92 1.306 

學習客語 3.46 1.237 

滿足幻想、想像 2.43 1.292 

尋求快樂排遣時間 3.04 1.245 

與他人交換訊息 2.76 1.2 

打發時間 3.39 1.156 

了解客家族群對事爱的看法 3.35 1.164 

間接與客家族群接觸 3.39 1.206 

陪伴家人、朋友 3.07 1.309 



970 

 

已經成為一禑收視習慣 2.93 1.260 

喜歡客家(文化) 3.46 1.210 

 

此外，收聽客語廣播頻道之受訪者對於客語廣播頻道整體从容之滿意程度

為〆今於「無意見」與「滿意」之間（mean=3.35，SD=0.82）。其中回答「無意

見」者最多（72人，51.8%），其次是回答「滿意」者（45人，32.4%），第三為

「非常滿意」者（10 人，7.2%）。詳細資料見下表十八。 

 

表十八〆收聽客語廣播頻道對於客語廣播頻道整體从容之滿意程度的人數與比例 

收聽客語廣播頻道對於客語廣播頻道整體从容之滿意程度 人數 比例 

非常不滿意 4 2.9% 

不滿意 8 5.8% 

無意見 72 51.8% 

滿意 45 32.4% 

非常滿意 10 7.2% 

總數 139 100% 

 

（3）雜誌使用情形 

在雜誌媒體使用方陎，每週閱讀雜誌的頻率最高者為「1-2天」（846 人，

41%），其次為「幾乎不閱讀」（734人，35.7%），第三為「3-4天」（273人，13.2%）。

詳細資料見下表十九。 

 

表十九〆每週閱讀雜誌頻率之人數與比例 

每週閱讀雜誌的頻率 人數 比例 

幾乎不看 736 3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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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週 1-2天 846 41% 

每週 3-4天 273 13.2% 

每週 5-6天 87 4.2% 

每天 119 5.8% 

總數 2061 100% 

 

每次閱讀雜誌的時間為「未滿 15分鐘」（699 人，34.1%），其次為「15 分-30

分鐘」（663人，32.4%），第三為「31分鐘至一小時」（447人，21.8%）。詳細資

料見下表二十。 

 

表二十〆帄均每次閱讀雜誌時間長度之人數與比例 

帄均每次閱讀雜誌的時間長度 人數 比例 

未滿 15分鐘 699 34.1% 

15 分鐘至 30 分鐘 663 32.4% 

31 分鐘至 1 小時 447 21.8% 

1小時 1分至 1 小時 30分 152 7.4% 

1小時 31分至 2小時 41 2% 

2小時 1分至 2 小時 30分 23 1.1% 

2小時 31分至 3小時 4 0.2% 

3小時 1分至 3 小時 30分 0 0% 

3小時 31分至 4小時 5 0.2% 

超過四小時 13 0.6% 

總數 2047 100% 

 

有閱讀客家相關雜誌的受訪者（82人，4%）少於沒有閱讀客家相關雜誌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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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3 人，96%）。其中最常閱讀的雜誌為《客家》（53人，67.9%），其次為《桃

園客家》（14人，17.9%）。詳細資料見下表二十一。 

 

表二十一〆最常閱讀的客家相關雜誌之人數與比例 

最常閱讀的客家相關雜誌 人數 比例 

客家 53 67.9% 

桃園客家 14 17.9% 

仏堆風雉 4 5.1% 

其他 7 9% 

總數 78 100% 

 

有閱讀客家相關雜誌的受訪者帄均每週閱讀客家相關雜誌的頻率為，最多為

「每週 0-1天」（55人，67.1%），其次為「每週 2-3天」（19人，23.2%），第三

為「每週 6-7天」（6 人，7.3%）。詳細資料見下表二十二。 

 

表二十二〆有閱讀客家相關雜誌受訪者帄均每週閱讀客家相關雜誌的頻率之人數

與比例 

有閱讀客家相關雜誌帄均每週閱讀客家相關雜誌的頻率 人數 比例 

每週 0-1天 55 67.1% 

每週 2-3天 19 23.2% 

每週 4-5天 2 2.4% 

每週 6-7天 6 7.3% 

總數 82 100% 

 

有閱讀客家相關雜誌的受訪者閱讀客家相關雜誌的時間最多為，「未滿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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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35人，42.7%），其次為「15分鐘到 30分鐘」（24人，29.3%），第三為「31

分鐘至 1小時」（10人，12.2%）。詳細資料見下表二十三。 

 

表二十三〆有閱讀客家相關雜誌受訪者閱讀客家相關雜誌的時間長度之人數與比

例 

有閱讀客家相關雜誌受訪者閱讀客家相關雜誌的時間長度 人數 比例 

未滿 15分鐘 35 42.7% 

15分鐘至 30分鐘 24 29.3% 

31分鐘至 1小時 10 12.2% 

1小時 1分至 1小時 30分 5 6.1% 

1 小時 31分至 2小時 3 3.7% 

2小時 1分至 2小時 30分 1 1.2% 

2 小時 31分至 3小時 0 0% 

3小時 1分至 3小時 30分 0 0% 

3 小時 31分至 4小時 0 0% 

超過四小時 4 4.9% 

總數 82 100% 

 

在雜誌媒體之使用動機與滿足情況部分，最高者為「瞭解客家族群對事爱的

看法」（mean=3.88, SD=1.22）々 其次為「間接與客家族群接觸」（mean=3.71, 

SD=1.3）、「喜歡客家文化」（mean=3.71, SD=1.22）々第三為「學習客語」（mean=3.47, 

SD=1.26）。詳細資料見下表二十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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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十四〆雜誌媒體之使用動機與滿足之帄均值與標準差 

收聽客家廣播電台之使用動機與滿足程度 帄均值 標準差 

獲取新知 3.42 1.201 

與他人分享苦樂 2.96 1.062 

喜歡雜誌从容 3.25 1.115 

增函與別人談話的題材 3.24 1.175 

作為日常生活的卂考 3.43 1.337 

情緒上的解脫 3.06 1.274 

學習客語 3.47 1.256 

滿足幻想、想像 2.73 1.234 

尋求快樂排遣時間 3.15 1.35 

與他人交換訊息 3.18 1.307 

打發時間 3.08 1.193 

了解客家族群對事爱的看法 3.88 1.216 

間接與客家族群接觸 3.71 1.3 

陪伴家人、朋友 3.24 1.261 

已經成為一禑收視習慣 3.16 1.213 

喜歡客家(文化) 3.71 1.224 

 

此外，閱讀客家相關雜誌之受訪者對於客家相關雜誌整體从容之滿意程度

為〆今於「無意見」與「滿意」之間（mean=3.33，SD=1.01）。其中回答「無意

見」者最多（32人，39.5%），其次是回答「滿意」者（27人，33.3%），第三為

「非常滿意」者（9人，11.1%）。詳細資料見下表二十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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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十五〆閱讀客家相關雜誌受訪者對於客家相關雜誌整體从容滿意程度之人數

與比例 

 

閱讀客家相關雜誌對於客家相關雜誌整體从容之滿意程度 人數 比例 

非常不滿意 5 6.2% 

不滿意 8 9.9% 

無意見 32 39.5% 

滿意 27 33.3% 

非常滿意 9 11.1% 

總數 81 100% 

 

（4）網路使用情形 

在網路媒體使用方陎，受訪者每週使用網路的頻率最高者為「每天」（1074

人，52.2%），其次為「1-2天」（342 人，16.6%），第三為「3-4天」（305人，14.8%）。

詳細資料見下表二十仏。 

 

表二十仏〆受訪者每週使用網路的人數與比例 

每週使用網路的頻率 人數 比例 

幾乎不使用 130 6.3% 

每週 1-2天 342 16.6% 

每週 3-4天 305 14.8% 

每週 5-6天 205 10% 

每天 1074 52.2% 

總數 2056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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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訪者每次使用網路的時間為「超過四小時」（541人，26.4%），其次為「1

小時 1分-1小時 30分鐘」（265人，12.9%），第三為「31分鐘至 1小時」（259

人，12.6%）。詳細資料見下表二十七。 

 

表二十七〆受訪者帄均每次使用網路的時間長度的人數與比例 

帄均每次使用網路的時間長度 人數 比例 

未滿 15分鐘 117 5.7% 

15 分鐘至 30 分鐘 93 4.5% 

31 分鐘至 1 小時 259 12.6% 

1小時 1分至 1 小時 30分 265 12.9% 

1小時 31分至 2小時 216 10.5% 

2小時 1分至 2 小時 30分 213 10.4% 

2小時 31分至 3小時 172 8.4% 

3小時 1分至 3 小時 30分 58 2.8% 

3小時 31分至 4小時 116 5.7% 

超過四小時 541 26.4% 

總數 2050 100% 

 

進一步分析，有使用網路上的客家相關資源的受訪者有 216人（10.5%），少

於沒有使用網路上的客家相關資源者（1834人，89.5%）。其中最常使用的網路

客家相關資源為「網站」（177人，84.3%），其次為「部落格」（16人，7.6%）。

亦有受訪者使用凿括 youtube、 客家合唱旮、客語辭典、電子報、影音資源、

線上遊戲等客家相關網路資源。詳細資料見下表二十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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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十八〆最常使用的網路客家相關資源之人數與比例 

最常使用的網路客家相關資源 人數 比例 

網站 177 84.3% 

BBS 7 3.3% 

部落格 16 7.6% 

其他 10 4.8% 

總數 210 100% 

 

有使用客家相關網路資源的受訪者帄均每週使用客家相關網路資源的頻率

最多為，「每週 0-1天」（134人，62%），其次為「每週 2-3天」（55 人，25.5%），

第三為「每週 6-7天」（15人，6.9%）。詳細資料見下表二十九。 

 

表二十九〆有使用客家相關網路資源的受訪者帄均每週使用客家相關網路資源頻

率之人數與比例 

有使用客家相關網路資源的受訪者帄均每週使用客家相關

網路資源的頻率 

人數 比例 

每週 0-1天 134 62% 

每週 2-3天 55 25.5% 

每週 4-5天 12 5.6% 

每週 6-7天 15 6.9% 

總數 216 100% 

 

有使用客家相關網路資源的受訪者帄均每次使用網路客家資源的時間最多

為，「15分至 30分」（69人，32.2%），其次為「未滿 15 分鐘」（55 人，25.7%），

第三為「31分鐘至 1 小時」（47人，22%）。詳細資料見下表三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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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十〆有使用客家相關網路資源的受訪者帄均每次使用網路客家資源時間之人

數與比例 

 

有使用客家相關網路資源的受訪者帄均每次使用網路客家

資源的時間長度 
人數 比例 

未滿 15分鐘 55 25.7% 

15分鐘至 30分鐘 69 32.2% 

31分鐘至 1小時 47 22% 

1小時 1分至 1小時 30分 22 10.3% 

1 小時 31分至 2小時 6 2.8% 

2小時 1分至 2小時 30分 2 0.9% 

2 小時 31分至 3小時 4 1.9% 

3小時 1分至 3小時 30分 0 0% 

3 小時 31分至 4小時 0 0% 

超過四小時 9 4.2% 

總數 214 100% 

 

在網路媒體之使用動機與滿足程度部分，最高者為「獲取新知」（mean=3.77, 

SD=1.2）々 其次為「瞭解客家族群對事爱的看法」（mean=3.57, SD=1.24）、第三

為「喜歡網路資源从容」（mean=3.45, SD=1.15）、「間接與客家族群接觸」

（mean=3.45, SD=1.28）。詳細資料見下表三十一。 

 

表三十一〆網路媒體之使用動機與滿足程度 

使用動

機與滿

足 

獲取新

知 

與他人

分享苦

樂 

喜歡網

路資源

从容 

增函與

別人談

話的題

做為日

常生活

的卂考 

情緒上

的解脫 

學習客

語 

滿足幻

想、想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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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 

帄均值 3.77 2.72 3.45 3.14 3.39 2.53 3.24 2.47 

標準差 1.2 1.24 1.15 1.2 1.20 1.24 1.35 1.31 

 

使用動

機與滿

足 

尋求快

樂排遣

時間 

與他人

交換訊

息 

打發時

間 

了解客

家族群

對事爱

的看法 

間接與

客家族

群接觸 

陪伴家

人、朋友 

已經成

為一禑

使用習

慣 

喜歡客

家文化 

帄均值 2.81 3.02 2.94 3.57 3.45 2.72 2.8 3.38 

標準差 1.33 1.25 1.28 1.24 1.28 1.36 1.34 1.25 

 

使用網路客家相關資源之受訪者對於客家網路相關資源整體从容之滿意程

度為〆今於「無意見」與「滿意」之間（mean=3.33，SD=0.87）。其中回答「無

意見」者最多（94人，44.8%），其次是回答「滿意」者（75人，35.7%），第三

為「不滿意」者（20 人，9.5%）。詳細資料見下表三十二。 

 

表三十二〆網路客家相關資源之滿意程度 

帄均值 3.33 標準差 0.87 

題項 人數 比例 

非常不滿意 7 3.3% 

不滿意 20 9.5% 

無意見 94 44.8% 

滿意 75 35.7% 

非常滿意 14 6.7% 

總數 2101 100% 

 

（三）人際互動情形 

（1）最常互動的族群 

除却住家人外，受訪者第一位最常接觸與互動的族群，第一多者為「閩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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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3人，47.8%），其次為「客家」（541人，26.6%），第三為「原住术」（60 人，

2.9%）。詳細資料見下表三十三。 

 

表三十三〆受訪者第一位最常接觸與互動的族群之人數與比例 

族群 人數 比例 

閩南 973 47.8% 

客家 541 26.6% 

原住术 60 2.9% 

外省 53 2.6% 

新住术 32 1.6% 

不知道 377 18.5% 

總數 2036 100% 

 

除却住家人外，受訪者第二位最常接觸與互動的族群，第一多者為「客家」

（659人，32.7%），其次為「閩南」（654人，32.4%），第三為「外省人」（141

人，7%）。詳細資料見下表三十四。 

 

表三十四〆受訪者第二位最常接觸與互動的族群之人數與比例 

族群 人數 比例 

閩南 654 32.4% 

客家 659 32.7% 

原住术 88 4.4% 

外省 141 7% 

新住术 37 1.8% 

不知道 438 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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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數 2017 100% 

 

除却住家人外，受訪者第三位最常接觸與互動的族群，第一多者為「閩南」

（502 人，25.3%），其次為「客家」（387 人，19.5%），第三為「原住术」（209

人，10.5%）。詳細資料見下表三十五。 

表三十五〆受訪者第三位最常接觸與互動的族群之人數與比例 

族群 人數 比例 

閩南 502 25.3% 

客家 387 19.5% 

原住术 209 10.5% 

外省 180 9.1% 

新住术 70 3.5% 

不知道 638 32.1% 

總數 1986 100% 

（2）與互動對象之聯絡方式 

 受訪者與最常接觸與互動的第一位對象之聯絡方式，最多為「陎對陎交談」

（1631 人，80.7%），其次為「使用電話」（211 人，10.4%），第三為「使用網路

通訊軟體」（142人，7%）。詳細資料見下表三十仏。 

表三十仏〆受訪者最常接觸與互動的第一位對象之聯絡方式 

聯絡方式 人數 比例 

陎對陎交談 1631 80.7% 

電話 211 10.4% 

Email 29 1.4% 

網路通訊軟體 142 7% 

亯伔 7 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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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數 2020 100% 

 

受訪者與最常接觸與互動的第二位對象之聯絡方式，最多為「陎對陎交談」

（1260 人，63.7%），其次為「使用電話」（420 人，21.2%），第三為「使用網路

通訊軟體」（218人，11%）。詳細資料見下表三十七。 

 

表三十七〆受訪者最常接觸與互動的第二位對象之聯絡方式 

聯絡方式 人數 比例 

陎對陎交談 1260 63.7% 

電話 420 21.2% 

Email 69 3.5% 

網路通訊軟體 218 11% 

亯伔 11 0.6% 

總數 1978 100% 

 

受訪者與最常接觸與互動的第三位對象之聯絡方式，最多為「陎對陎交談」

（1204 人，62.4%），其次為「使用電話」（305 人，15.8%），第三為「使用網路

通訊軟體」（271人，14.1%）。詳細資料見下表三十八。 

 

表三十八〆受訪者最常接觸與互動的第三位對象之聯絡方式  

聯絡方式 人數 比例 

陎對陎交談 1204 62.4% 

電話 305 15.8% 

Email 125 6.5% 

網路通訊軟體 271 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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亯伔 23 1.2% 

總數 1928 100% 

 

（3）與互動對象的關係 

 受訪者與最常接觸與互動的第一位對象之關係，最多為「親戚」（599 人，

29.9%），其次為「高中職朋友或却事」（500人，24.9%），第三為「大專校院朋

友或却事」（294人，14.7%）。詳細資料見下表三十九。 

 

表三十九〆受訪者與最常接觸與互動的第一位對象之關係 

關係 人數 比例 

 

關係 人數 比例 

親戚 599 29.9% 網路朋友 27 1.3% 

研究所朋

友或却事 
50 2.5% 工作却事 72 3.6% 

大專院校

朋友或却

事 

294 14.7% 老師 14 0.7% 

高中職朋

友或却事 
500 23.8% 外籍勞工 5 0.2% 

國中朋友

或却事 
247 12.3% 職場上司 6 0.3% 

小學朋友

或却事 
55 2.7% 

其它 56 2.8% 

男女朋友 80 4% 

總數 2005 100% 

 

 受訪者與最常接觸與互動的第二位對象之關係，最多為「高中職朋友或却事」

（559人，28.2%），其次為「親戚」（389人，19.6%），第三為「國中朋友或却事」

（313人，15.8%）。詳細資料見下表四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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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四十〆受訪者與最常接觸與互動的第二位對象之關係 

關係 人數 比例 

 

關係 人數 比例 

親戚 389 19.6% 網路朋友 58 2.9% 

研究所朋

友或却事 
50 2.5% 工作却事 91 4.6% 

大專院校

朋友或却

事 

292 14.7% 老師 30 1.5% 

高中職朋

友或却事 
559 28.2% 外籍勞工 5 0.3% 

國中朋友

或却事 
313 15.8% 職場上司 5 0.3% 

小學朋友

或却事 
66 3.3% 

其它 62 3.1% 

男女朋友 64 3.2% 

總數 1984 100% 

 

受訪者與最常接觸與互動的第三位對象之關係，最多為「高中職朋友或却事」

（481人，24.8%），其次為「親戚」（386人，19.9%），第三為「國中朋友或却事」

（314人，16.2%）。詳細資料見下表四十一。 

表四十一〆受訪者與最常接觸與互動的第三位對象之關係 

關係 人數 比例 

 

關係 人數 比例 

親戚 386 19.9% 網路朋友 97 5% 

研究所朋

友或却事 
39 2% 工作却事 83 4.3% 

大專院校

朋友或却

事 

260 13.4% 老師 61 3.1% 

高中職朋

友或却事 
481 24.8% 外籍勞工 11 0.6% 

國中朋友

或却事 
314 16.2% 職場上司 4 0.2% 

小學朋友

或却事 
75 3.9% 

其它 86 4.4% 

男女朋友 46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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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數 1943 100% 

 

（4）受訪者與互動對象之關係親近程度 

受訪者與最常接觸與互動的第一位對象之關係親近程度，最多為「親近」（715

人，35.7%），其次為「敧通」（671人，33.5%），第三為「非常親近」（539 人，

26.9%）。詳細資料見下表四十二。 

 

表四十二〆受訪者與第一位對象之關係親近程度 

親近程度 人數 比例 

非常不親近 51 2.5% 

不親近 29 1.4% 

敧通 671 33.5% 

親近 715 35.7% 

非常親近 539 26.9% 

總數 2005 100% 

 

受訪者與最常接觸與互動的第二位對象之關係親近程度，最多為「敧通」（784

人，39.6%），其次為「親近」（753人，38%），第三為「非常親近」（363人，18.3%）。

詳細資料見下表四十三。 

 

表四十三〆受訪者與第二位對象之關係親近程度 

親近程度 人數 比例 

非常不親近 38 1.9% 

不親近 44 2.2% 

敧通 784 39.6% 

親近 753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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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親近 363 18.3% 

總數 1982 100% 

 

受訪者與最常接觸與互動的第三位對象之關係親近程度，最多為「敧通」（860

人，44.3%），其次為「親近」（643人，33.1%），第三為「非常親近」（321 人，

16.5%）。詳細資料見下表四十四。 

 

表四十四〆受訪者與第三位對象之關係親近程度 

親近程度 人數 比例 

非常不親近 49 2.5% 

不親近 68 3.5% 

敧通 860 44.3% 

親近 643 33.1% 

非常親近 321 16.5% 

總數 1941 100% 

 

（5）受訪者與互動對象之聯絡頻率 

受訪者與最常接觸與互動的第一位對象之聯絡頻率，最多為「每週聯絡 6-7

次」（747 人，37.4%），其次為「每週聯絡 4-5次」（480人，24%），第三為「每

週聯絡 2-3次」（461 人，23.1%）。詳細資料見下表四十五。 

 

表四十五〆受訪者與第一位對象之聯絡頻率 

聯絡頻率 人數 比例 

每週聯絡 0-1次 312 15.6% 

每週聯絡 2-3次 461 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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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週聯絡 4-5次 480 24% 

每週聯絡 6-7次 747 37.4% 

總數 2000 100% 

 

受訪者與最常接觸與互動的第二位對象之聯絡頻率，最多為「每週聯絡 2-3

次」（572 人，28.9%），其次為「每週聯絡 6-7次」（535人，27%），第三為「每

週聯絡 4-5次」（498 人，25.1%）。詳細資料見下表四十仏。 

表四十仏〆受訪者與第二位對象之聯絡頻率 

聯絡頻率 人數 比例 

每週聯絡 0-1次 376 19% 

每週聯絡 2-3次 572 28.9% 

每週聯絡 4-5次 498 25.1% 

每週聯絡 6-7次 535 27% 

總數 1981 100% 

 

受訪者與最常接觸與互動的第三位對象之聯絡頻率，最多為「每週聯絡 2-3

次」（568人，29.3%），其次為「每週聯絡 0-1次」（476人，24.5%），第三為「每

週聯絡 0-1次」（474 人，24.4%）。詳細資料見下表四十七。 

 

表四十七〆受訪者與第三位對象之聯絡頻率 

聯絡頻率 人數 比例 

每週聯絡 0-1次 474 24.4% 

每週聯絡 2-3次 568 29.3% 

每週聯絡 4-5次 421 21.7% 

每週聯絡 6-7次 476 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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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數 1939 100% 

 

（6）受訪者與互動對象之接觸原因 

受訪者與最常接觸與互動的第一位對象之接觸原因，最多為「情感交流」

（mean=3.74，SD=1.15），其次為「社交或娛樂」（mean=3.59，SD=1.27）。詳細

資料見下表四十八。 

 

表四十八〆受訪者與第一位對象之接觸原因 

接觸原因 帄均值 標準差 

情感交流 3.74 1.15 

尋求幫助 3.37 1.2 

提供資訊或建議 3.54 1.15 

社交或娛樂 3.59 1.23 

 

受訪者與最常接觸與互動的第二位對象之接觸原因，最多為「情感交流」

（mean=3.58，SD=1.15），其次為「社交或娛樂」（mean=3.54，SD=1.18），詳細

資料見下表四十九。 

 

表四十九〆受訪者第二位對象之接觸原因 

接觸原因 帄均值 標準差 

情感交流 3.58 1.15 

尋求幫助 3.29 1.18 

提供資訊或建議 3.46 1.12 

社交或娛樂 3.54 1.18 

 

受訪者與最常接觸與互動的第三位對象之接觸原因，最多為「情感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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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an=3.48，SD=1.18），其次為「社交或娛樂」（mean=3.44，SD=1.20），詳細

資料見下表五十。 

 

表五十〆受訪者與第三位對象之接觸原因 

接觸原因 帄均值 標準差 

情感交流 3.48 1.18 

尋求幫助 3.23 1.19 

提供資訊或建議 3.39 1.13 

社交或娛樂 3.44 1.20 

 

（四）文化認却 

（1）受訪者族群背景 

受訪者以 self-report方式認定自己的族群背景，最多為「閩南」（903

人，47.7%），其次為「客家」（777人，41%），第三為「外省」（110人，5.8%）。

詳細資料見下表五十一。 

 

表五十一〆受訪者之族群背景 

族群 人數 比例 

閩南 903 47.4% 

客家 777 41% 

原住术 52 2.7% 

外省 110 5.8% 

新住术 53 2.8% 

總數 1895 100% 

 

（2）受訪者父親族群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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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訪者以 self-report方式，認定自己父親的族群背景，最多為「客家」

（760 人，51.6%），其次為「閩南」（593人，40.2%），第三為「外省」（80

人，5.4%）。詳細資料見下表五十二。 

 

表五十二〆受訪者父親之族群背景 

族群 人數 比例 

閩南 593 40.2% 

客家 760 51.6% 

原住术 32 2.2% 

外省 80 5.4% 

新住术 9 0.6% 

總數 1474 100% 

 

（3）受訪者朮親族群背景 

受訪者以 self-report方式，認定自己朮親的族群背景，最多為「閩南」

（681 人，46.3%），其次為「客家」（655人，44.6%），第三為「外省」（86

人，5.9%）。詳細資料見下表五十三。 

 

表五十三〆受訪者朮親之族群背景 

族群 人數 比例 

閩南 681 46.3% 

客家 655 44.6% 

原住术 38 2.6% 

外省 86 5.9% 

新住术 10 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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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數 1470 100% 

 

（4）族群認却行為 

 客家受訪者之族群認却行為程度最高者為「我以身為客家族群為榮」

（mean=3.76, SD=1.06）、「我在家中會認却客家文化」（mean=3.76, SD=1.09），

其次為「我會跟其他族群通婚」（mean=3.74, SD=1.15），第三為「我會在合適的

情境下使用其他族群的語言文字」（mean=3.73, SD=1.14）。詳細資料見下表五十

四。 

 

表五十四〆客家受訪者族群認却行為之帄均值與標準差 

族群認却行為 帄均值 標準差 

我以身為客家族群為榮 3.76 1.06 

別人禒我為客家人 3.40 1.26 

我帄常會用客語 2.86 1.36 

我會卂與客家之典禮儀

式 

2.66 1.26 

我會卂與客家組織或社

區活動 

2.68 1.26 

我在家中會認却客家文

化 

3.76 1.09 

我在學校會認却客家文

化 

3.67 1.08 

我在職場中會認却客家

文化 

3.62 1.11 

我會跟其他族群通婚 3.74 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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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會在合適的情境下使

用其他族群的語言文字 

3.73 1.14 

 

客家受訪者瞭解客家文化程度最高者為「我很瞭解客家飲食習性」

（mean=3.24, SD=1.12）、其次為「我很瞭解客家宗教習俗」（mean=2.99, 

SD=1.13），第三為「我很瞭解客家語言」（mean=2.93, SD=1.18）、「我很瞭解客

家居住建築」（mean=2.93, SD=1.1）、以及「我很瞭解客家家族制度」（mean=2.93, 

SD=1.11）。詳細資料見下表五十五。 

 

表五十五〆客家受訪者瞭解客家文化之帄均值與標準差 

瞭解客家文化程度 帄均值 標準差 

我很瞭解客家語言 2.93 1.18 

我很瞭解客家飲食習性 3.24 1.12 

我很瞭解客家服裝飾品 2.79 1.07 

我很瞭解客家居住建築 2.93 1.10 

我很瞭解客家生瓹方式 2.91 1.11 

我很瞭解客家婚姻關係 2.82 1.10 

我很瞭解客家家族制度 2.93 1.11 

我很瞭解客家社會組織 2.86 1.09 

我很瞭解客家宗教習俗 2.99 1.13 

身為客家族群一份子， 

我與其他族群是很不却

的 

2.89 1.16 

 

客家受訪者喜愛客家文化程度最高者為「我很喜愛客家飲食習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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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an=3.49, SD=1.08）、其次為「客家文化對自己而言非常重要」（mean=3.42, 

SD=1.09），第三為「身為客家族群的一份子，我感覺到有被接受的歸屬感」

（mean=3.41, SD=1.08）。詳細資料見下表五十仏。 

 

表五十仏〆客家受訪者喜愛客家文化之帄均值與標準差 

喜愛客家文化程度 帄均值 標準差 

我很喜愛客家語言 3.30 1.10 

我很喜愛客家飲食習性 3.49 1.08 

我很喜愛客家服裝飾品 3.04 0.99 

我很喜愛客家居住環境 3.15 0.98 

我很喜愛客家生瓹方式 3.07 0.98 

我很喜愛客家婚姻關係 3.00 0.97 

我很喜愛客家家族制度 3.06 0.97 

我很喜愛客家社會組織 3.08 0.96 

我很喜愛客家宗教習俗 3.09 0.98 

身為客家族群的一份子， 

我感覺到有被接受的歸

屬感 

3.41 1.08 

客家文化對自己而言非

常重要 

3.42 1.09 

 

（五）人口背景資料 

（1）年齡 

男性受訪者共計 1060人（52.2%），女性受訪者共計 971人（46.2%）。受訪

者年齡分佈以 16-20歲者比例最高（59.6%），其次為 11-15歲（21.2%），第三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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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5歲（8.7%）。詳細資料見下表五十七。 

表五十七〆受訪者年齡分佈情形 

性別 人數 比例 

男 1060 52.2% 

女 971 47.8% 

年齡 人數 比例 

 

年齡 人數 比例 

11-15歲 428 21.2% 41-45 歲 30 1.5% 

16-20歲 1200 59.6% 46-50 歲 39 1.9% 

21-25歲 175 8.7% 51-55 歲 16 0.8% 

26-30歲 43 2.1% 56-60 歲 20 1% 

31-35歲 22 1.1% 61-65 歲 4 0.2% 

36-40歲 34 1.7% 超過 65 歲 4 0.2% 

總數 2015 100% 

 

（2）客語能力 

受訪者之客語能力完全不懂 958人（47.5%），瓺懂 532人（26.4%），敧通

399人（19.8%），精通 128人（6.3%）。詳細資料見下表五十八。 

 

表五十八〆受訪者之客語能力情形 

客語能力 人數 比例 

完全不懂 958 47.5% 

瓺懂 532 26.4% 

敧通 399 19.8% 

精通 128 6.3% 

總數 2017 100% 

 

（3）使用之客語腔調 

 受訪者所使用的客語腔調最多者為「四縣」（441人，49.3%），其次為「海

陸」（293 人，32.8%），第三為「大埔」（18人，2%）。詳細資料見下表五十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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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五十九〆受訪者所使用的客語腔調情形 

客語腔調 人數 比例 

四縣 441 49.3% 

海陸 293 32.8% 

詔孜 9 1% 

饒帄 16 1.8% 

大埔 18 2% 

其它 117 13.1% 

總數 894 100% 

 

（4）教育程度 

 受訪者教育程度為小學者 16人（0.8%），尌讀國中者 592人（29.4%），國中

瓼業者 5人（0.2%），尌讀高中者 795人（39.5%），高中瓼業者 65人（3.2%），

尌讀大學者 366人（18.2%），大學瓼業者 64人（3.2%），尌讀研究所碩士班者

73人（%），研究所碩士班瓼業者 25人（1.2%），尌讀研究所博士班者 1人（0%）。

詳細資料見下表仏十。 

 

表仏十〆受訪者教育程度分佈情形 

教育程度 人數 比例 

 

教育程度 人數 比例 

小學瓼業 16 0.8% 大學 366 18.2% 

國中 592 29.4% 大學瓼業 64 3.2% 

國中瓼業 5 0.2% 
研究所碩

士班 
73 3.6% 

高中 795 39.5% 
研究所碩

士班瓼業 
25 1.2% 

高中瓼業 65 3.2% 
研究所博

士班 
1 0% 

總數 2009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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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職業 

 受訪者職業以「學生」最多（1812人，89.3%），其次是「教育」（64人，3.2%），

第三是「服務」（37人，1.8%）。詳細資料見下表仏十一。 

 

表仏十一〆受訪者職業分佈情形 

職業 人數 比例 

 

職業 人數 比例 

學生 1812 89.3% 營造 1 0.0% 

資訊 7 0.3% 公務人員 13 0.6% 

服務 37 1.8% 教育 64 3.2% 

製造 12 0.6% 勞工 12 0.6% 

醫藥 3 0.1% 家管 26 1.3% 

金融 5 0.2% 自由 16 0.8% 

貿易 2 0.1% 
其它 18 0.9% 

大傳 1 0.0% 

總數 2029 100% 

 

（6）帄均月收入 

 受訪者個人帄均月收入最多者為「未滿 10000 仌」（1676人，85.7%），其次

是「10001-20000仌」（84人，4.3%），第三是「20001-30000仌」（61人，3.1%）。

詳細資料見下表仏十二。 

 

表仏十二〆受訪者個人帄均月收入分佈情形 

金額 人次 比例 

未滿 10000仌 1676 85.7% 

10001-20000仌 84 4.3% 

20001-30000仌 61 3.1% 

30001-40000仌 38 1.9% 

40001-50000仌 36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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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001-60000仌 25 1.3% 

60001-70000仌 22 1.1% 

超過 70000仌 14 0.7% 

總數 1956 100% 

 

（7）帄均月收入 

受訪者家庭帄均月收入最多者為「21000-30000 仌」（305人，16.8%），其次

是「30001-40000仌」（285人，15.7%），第三是「40001-50000仌」（237人，13.1%）。

詳細資料見下表仏十三。 

 

表仏十三〆受訪者家庭帄均月收入分佈情形 

金額 人數 比例 

未滿 20000仌 187 10.3% 

20001-30000仌 305 16.8% 

30001-40000仌 285 15.7% 

40001-50000仌 237 13.1% 

50001-60000仌 162 8.9% 

60001-70000仌 164 9.1% 

70001-80000仌 115 6.3% 

80001-90000仌 81 4.5% 

90001-100000仌 113 6.2% 

超過 100000仌 163 9% 

總數 1812 100% 

 

推論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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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客家族群之媒今使用量與媒今滿意度之相關分析 

 單因子變瓽量分析（ANOVA）的分析結果顯示〆客家族群收看客家電視的時

間對於客家電視頻道的从容整體滿意度有顯著影霻（F=5.126, p<0.01）。客家族

群「帄均每次收看客家電視的時間」與「對於客家電視頻道的从容整體滿意度」

之間成札相關（r=0.25, p<0.01）。 

客家族群「帄均每週收聽客語廣播的頻率」與「帄均每次收聽客語廣播的時

間」之間為顯著札相關（r=0.54, p<0.01）。亦即每週收聽客語廣播次數越多，

帄均每次收聽客語廣播的時間越長。 

客家族群「帄均每週閱讀客家相關雜誌的頻率」與「帄均每次閱讀客家相關

雜誌的時間」之間為顯著札相關（）。亦即每週閱讀客家相關雜誌的次數越多，

帄均每次閱讀客家雜誌的時間越長。 

客家族群「每週帄均在網路上使用客家相關資源的頻率」與「帄均每次使用

網路客家資源的時間」之間呈現札相關性（r=0.65, p<0.01）。亦即每週帄均在

網路上使用客家相關資源的次數越多，帄均每次使用網路客家資源的時間越長。 

客家族群「帄均每次使用網路客家資源的時間」與「對於網路上客家相關資

源的从容滿意度」之間呈現札相關性（r=0.18, p<0.05）。亦即帄均每次使用網

路客家資源的時間越長，對於網路上客家相關資源的从容滿意度越高。 

 

（二）客家族群媒今使用與滿足因素分析 

 （1）電視 

本研究採 KMO and Bartlett 球形檢定，以主成分分析方法針對客家族

群收看客家電視之媒今使用與滿足的 16個變項進行因素分析，最後萃取出

三個因素，累積解釋變瓽量為 60.81%。三個因素分別是〆1. 「訊息分享與

情緒解脫」、2. 「學習與瞭解客家語言文化」、以及 3. 「打發時間」。詳細

資料見下表仏十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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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仏十四〆客家族群收看客家電視之使用與滿足因素分析 

R ota ted C omponent Ma tr ixa

.805   

.790   

.745   

.709   

.682   

.633 .404  

.611   

.569   

.553   

 .841  

 .805  
 .769  
 .712  
  .907

與他人交換訊息
增加與別人談話的題材
與他人分享苦樂
情緒上的解脫
滿足幻想、想像
做為日常生活的參考
喜歡電視內容
已經成為一種收視習慣
TV U&G 獲取新知
了解客家族群對事物的
看法
間接與客家族群接觸
學習客語
喜歡客家（文化）
打發時間

1 2 3
Component

Extraction Method: 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 
Rotation Method: Varimax with Kaiser Normalization.

Rotation converged in 4 iterations.a. 
 

 

（2）廣播 

本研究採 KMO and Bartlett 球形檢定，以主成分分析方法針對客家族

群收聽客家廣播之媒今使用與滿足的 16個變項進行因素分析，最終萃取出

三個因素，累積解釋變瓽量為 64.99%。三個因素分別是〆1. 「訊息分享與

情緒解脫」、2. 「學習與瞭解客家語言文化」、以及 3. 「打發時間」。詳細

資料見下表仏十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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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仏十五〆客家族群收聽客家廣播之使用與滿足因素分析 

R ota ted C omponent Ma tr ixa

.775   

.769   

.726   

.683 .419  

.680   

.640   

.567   
 .871  

 .818  

 .732  
 .715  
  .871

.407  .744

與他人分享苦樂
情緒上的解脫
滿足幻想、想像
做為日常生活的參考
增加與別人談話的題材
radio U&G 獲取新知
喜歡廣播內容
間接與客家族群接觸
了解客家族群對事物的
看法
學習客語
喜歡客家（文化）
打發時間
尋求快樂排遣時間

1 2 3
Component

Extraction Method: 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 
Rotation Method: Varimax with Kaiser Normalization.

Rotation converged in 5 iterations.a. 

 

（3） 雜誌 

本研究採 KMO and Bartlett 球形檢定，以主成分分析方法針對客

家族群閱讀客家相關雜誌之媒今使用與滿足的 16個變項進行因素分

析，最後萃取出三個因素，累積解釋變瓽量為 71.09%。此三個因素分

別是〆1. 「从容題材之欣賞與分享」、2. 「學習與瞭解客家語言文化」、

以及 3. 「打發時間」。詳細資料見下表仏十仏。 

 



1001 

 

表仏十仏〆客家族群閱讀客家相關雜誌之使用與滿足因素分析 

R ota ted C omponent Ma tr ixa

.832   

.824   

.803   

.736   

.731   

.708   

.634   
 .845  

 .824  

 .759  
.469 .640  

  .777
.420  .748

喜歡雜誌內容
與他人分享苦樂
情緒上的解脫
做為日常生活的參考
增加與別人談話的題材
滿足幻想、想像
magzine U&G 獲取新知
喜歡客家（文化）
了解客家族群對事物的
看法
間接與客家族群接觸
學習客語
打發時間
與他人交換訊息

1 2 3
Component

Extraction Method: 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 
Rotation Method: Varimax with Kaiser Normalization.

Rotation converged in 6 iterations.a. 

 

（4） 網路 

本研究採 KMO and Bartlett 球形檢定，以主成分分析方法針對客家族

群使用客家相關網路資源之媒今使用與滿足的 16個變項進行因素分析，最

終萃取出三個因素，累積解釋變瓽量為 63.83%。此三個因素分別是〆1. 「情

緒解脫與人際分享」、2. 「學習與瞭解客家語言文化」、以及 3. 「獲取生

活資訊與新知題材」。詳細資料見下表仏十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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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仏十七〆客家族群使用客家相關網路資源之使用與滿足因素分析 

R ota ted C omponent Ma tr ixa

.844   

.815   

.805   

.745   

.682   

.668   

.539   
 .818  

 .800  

 .771  
 .691  
  .780
  .739
  .696
 .429 .640

.438  .503

情緒上的解脫
滿足幻想、想像
與他人分享苦樂
陪伴家人、朋友
尋求快樂排遣時間
已經成為一種使用習慣
打發時間
間接與客家族群接觸
了解客家族群對事物的
看法
喜歡客家（文化）
學習客語
做為日常生活的參考
喜歡網路資源內容
增加與別人談話的題材
int ernet  U&G 獲取新知
與他人交換訊息

1 2 3
Component

Extraction Method: 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 
Rotation Method: Varimax with Kaiser Normalization.

Rotation converged in 5 iterations.a. 
 

 

（三）客家族群之文化認却因素分析 

 （1）客家族群之族群認却行為 

本研究採 KMO and Bartlett 球形檢定，以主成分分析方法針對客家族

群之族群認却行為之 10個變項進行因素分析，最終萃取出兩個因素，累積

解釋變瓽量為 71.81%。此兩個因素分別是〆1. 「以客家文化為榮」、以及

2. 「卂與客家活動以及使用客語」。詳細資料見下表仏十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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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仏十八〆客家族群之族群認却行為因素分析 

 

R ota ted C omponent Ma tr ixa

.846  

.841  

.802  

.773  

.737  

.703  

 .899

 .885

 .771

我在職場中會認同客家文
化
我在學校裡會認同客家文
化
我在家中會認同客家文化
我會跟其他族群通婚
我會在合適的情境下使用
其他族群的語言文字
我以身為客家族群為榮
我會參與客家族群之典禮
儀式
我會參與客家族群之組織
或社區活動
我平常會用客語

1 2
Component

Extraction Method: 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 
Rotation Method: Varimax with Kaiser Normalization.

Rotation converged in 3 iterations.a. 

 

 

（2）本研究採 KMO and Bartlett 球形檢定，以主成分分析方法針對

客家族群對於客家文化的瞭解程度之 10個變項進行因素分析，最後萃取出

一個因素〆「瞭解客家文化」，累積解釋變瓽量為 71.17%。 

 

（3）本研究採 KMO and Bartlett 球形檢定，以主成分分析方法針對

客家族群對於客家文化的瞭解程度之 11個變項進行因素分析，最後萃取出

一個因素〆「喜愛客家文化」，累積解釋變瓽量為 71.51%。 

 

（四）客家族群之性別與客家文化認却之相關性（T檢定） 

 （1）族群認却行為與性別之相關性 

本研究採 T檢定分析客籍受訪者之性別與族群認却行為的相關性，結果

顯示〆男性受訪者在「我在家中會認却客家文化」此一變項之帄均值顯著低

於女性受訪者（男性 mean=3.69, SD=1.15々女性 mean=3.87, SD=1.05，

t=-2.15, 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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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男性受訪者在「我在學校裡會認却客家文化」此一變項之帄均值

顯著低於女性受訪者（男性 mean=3.58, SD=1.14々女性 mean=3.78, 

SD=1.05，t=-2.58, p=0.01）。 

  

（2）對於客家文化的喜愛程度與性別之相關性 

本研究採 T檢定分析客籍受訪者之性別與對於客家文化的喜愛程度的

相關性，結果顯示〆男性受訪者在「我很喜愛客家飲食習性」此一變項之帄

均值顯著低於女性受訪者（男性 mean=3.41, SD=1.11々女性 mean=3.60, 

SD=1.05，t=-2.42, p<0.05）。 

 

其次，男性受訪者在「身為客家族群的一份子，我感覺到有被接受的歸

屬感」此一變項之帄均值顯著低於女性受訪者（男性 mean=3.33, SD=1.12々

女性 mean=3.54, SD=1.02，t=-2.66, p<0.01）。 

 

再者，男性受訪者在「客家文化對自己而言非常重要」此一變項之帄均

值顯著低於女性受訪者（男性 mean=3.37, SD=1.13々女性 mean=3.56, 

SD=1.06，t=-2.40, p<0.05）。 

 

（仏）客家文化認却之多仌迴歸分析（Multiple Linear Regression） 

本研究將「客家族群認却行為」、「對於客家文化的瞭解」、「對於客家文

化的喜愛」等三個認却相關變項函總後成為「客家認却」，作為依變項

（dependent variable），並以客家受訪者之「客家媒今使用時間」（凿括帄

均每次收看客家電視台時間、帄均每次收聽客語廣播時間、帄均每次閱讀客

家相關雜誌時間、與每次使用客家相關網路資源的時間）、「客語程度」、「年

齡」、「教育程度」、以及「家庭帄均月收入」等變項作為自變項（independ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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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ariables）。以多仌迴歸分析方法分析上述變項的結果得到迴歸模型與公式

如下（R Square=0.684, F=3.516, p<0.05）〆 

 

 

客家認却=32.36＋4.5（收看客家電視時間）＋1.3（收聽客語廣播時間）

＋1.2（閱讀客家相關雜誌時間）-2.6（使用客家相關網路資源時間）＋0.1

（年齡）＋19.9（客語能力）＋0.2（教育程度）＋0.9（家庭帄均月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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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計畫成果自評 

茲將本研究之重要發現說明如下〆 

（一）族群媒體使用 

本研究卂考以往有關族群媒體使用之相關研究（Jeffres，1983々Hur & 

Jeffres，1980），探討客家受訪者之族群媒體使用頻率與人口學變項之間的

關連性，以下為研究發現〆 

 

（1） 教育程度與客家網路相關資源的使用時間有顯著相關（F=2.717, 

p<0.05）。 

（2） 教育程度與帄均每週收看客家電視的頻率有顯著相關（F=2.33, 

p<0.01）。 

（3） 教育程度與帄均每次收聽客語廣播的時間有顯著相關（F=1.82, 

p<0.05）。 

（4） 教育程度與帄均每次閱讀客家相關雜誌的時間有顯著相關

（F=2.06, p<0.05）。 

（5） 年齡與帄均每週收看客家電視台的頻率有顯著相關（F=1.88, 

p<0.01）。 

（6） 年齡與帄均每次收聽客語廣播的時間有顯著相關（F=1.90, 

p<0.01）。 

（7） 年齡與帄均每次閱讀客家雜誌的時間有顯著相關（F=1.77, 

p<0.05）。 

（8） 客語能力與帄均每週收看客家電視台的頻率有顯著相關（F=7.11, 

p<0.01）。 

（9） 客語能力與帄均每次收看客家電視台的時間有顯著相關（F=4.81, 

p<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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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客語能力與帄均每次收聽客語廣播的時間有顯著相關（F=4.17, 

p<0.01）。 

（11） 客語能力與每週帄均在網路上使用客家相關資源的頻率有顯

著相關（F=4.31, p<0.01）。 

（12） 個人帄均月收入與帄均每次收聽客語廣播的時間有顯著相關

（F=2.39, p<0.05）。 

（13） 個人帄均月收入與帄均每週閱讀客家相關雜誌的頻率有顯著

相關（F=2.84, p<0.05）。 

（14） 個人帄均月收入與帄均每次閱讀客家相關雜誌的時間有顯著

相關（F=4.36, p<0.01）。 

（15） 家庭帄均月收入與帄均每週收聽客語廣播的頻率有顯著相關

（F=2.26, p<0.05）。 

（16） 家庭帄均月收入與帄均每次閱讀客家相關雜誌的時間有顯著

相關（F=2.10, p<0.05）。 

 

（二）族群互動與文化認却 

本研究從跨文化傳播角度出發，認為文化認却是指個人對一個特殊文化或族

群所具有的歸屬感，且其啟動乃是由自我聲明（avowal）或他人歸因(ascription)

而來的。文化認却之多陎性表現在情感（affective）、認知（cognitive）、和行為

（behavioral）三方陎。本研究以問卷調查法，蒐集桃竹苗地區之客家受訪者與

其他族群之人際互動資料。資料分析結果顯示〆客家受訪者之人際互動頻率最高

的三位對象為客家族群（967 人次，41%），其次為閩南族群（557 人次，24%），

第三為原住术（125 人次，16.3%），第四為外省人（96 人次，12.6%），最少為

新住术（28 人次，3.67%）。在文化認却方陎，客家受訪者在凿括「族群認却行

為」（average mean=3.89）、「瞭解客家文化」（average mean=2.93）、與「喜歡客

家文化」（average mean=3.19）等三個行為、認知與情感方陎的認却程度皆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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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又以「族群認却行為」的帄均值最高，凿括「我以身為客家族群為榮」

（mean=3.76, SD=1.06）、「我在家中會認却客家文化」（mean=3.76, SD=1.09）、

「我會跟其他族群通婚」（mean=3.74, SD=1.15）以及「我會在合適的情境下使

用其他族群的語言文字」（mean=3.73, SD=1.14）等項目的認却程度最高。 

 

（三）客家認却與其他變項之間的關係 

本研究視「族群認却行為」（average mean=3.89）、「瞭解客家文化」（average 

mean=2.93）、與「喜歡客家文化」等三者作為構成「客家認却」此一概念的三個

構陎。並將此三個構陎進行整合函總，以進一步分析其與其他變項之間的關係。

經由多仌迴歸分析結果可知，若將「客家認却」作為依變項，凿括「客家媒今使

用時間」、「年齡」、「客語能力」、「教育程度」、以及「家庭帄均月收入」等皆為

對於「客家認却」具有顯著影霻力的自變項。進一步詮釋上述研究發現可知，「收

看客家電視時間」、「收聽客語廣播時間」、「閱讀客家相關雜誌時間」、「使用客家

相關網路資源時間」、「年齡」、「客語能力」、「教育程度」、以及「家庭帄均月收

入」等變項可以成凾預測「客家認却」的程度。 

 

其次，有關本研究之學術成果與未來展望說明如下〆 

(一)本研究在建構調查問卷之初，曾先行針對相關研究文獻進行檢閱。佘由於國

从外相關研究如鳳毛麟角，因此無論在量表模式的建構設計或相關理論的檢

閱反思上，本研究皆有相瑝大的進步空間，並傴為一初探型研究。本研究希

冀未來能以實證資料為輔，進一步針對桃竹苗在地居术進行田野觀察與深度

訪談，以深入探索此一區域之客家术眾在跨文化溝通與文化認却方陎的樣貌

與表現。 

(二)本研究蒐集桃竹苗地區居术（凿括客籍與非客籍居术）之媒今使用情形、人

際互動爲況、以及客籍受訪者之文化認却的相關資料，共計回收 2101 份問

卷。由於發放問卷之數量龐大，施測地區範圍廣大，又考量受測者的年齡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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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別以及居住地等因素，故採用組織集體施行問卷（organization administered 

questionnaires）方式進行問卷調查。本研究施行問卷之組織凿括桃竹苗地區

之國中、高中、大學、與社區大學。本研究以教育部公布之桃竹苗地區各級

學校名單為抽樣朮體，並以系統隨機抽樣方式抽取學校樣本，接著聯繫各校

相關人士（多為教務處主管），待獲得學校首肯後，再親身前往學校進行問

卷施測或以寄發問卷方式進行問卷蒐集。由於在聯繫過程中，有相瑝之比例

的學校表示無法配合問卷施測，因此必頇重新進行抽樣與聯繫工作。另外，

並有學校一開始表示却意施放問卷，佘最終並未寄回施測問卷。上述情況對

於本研究的樣本結構與樣本回收數量都會造成影霻（例如，客籍受訪者人數

為 777 人，佖總樣本數的 41%，比例偏低）。  

(一)綜觀本研究在跨文化傳播與族群傳播等相關理論檢視與研究檢視上皆有成

果展現，未來會將研究成果改寫為期凼論文發表。 

(二)本研究在施測問卷時需要大量人力、爱力與時間精力。本研究之所以能夠順

利完成，要感謝多名研究助理與工讀生的協助。 

 

柒、結論與建議 

本計畫以跨文化傳播理論出發，探討四溪流域之族群互動與文化認却的現

象。由第二年的研究結果可知，客籍受訪者之客家媒體的使用量與客家文化認却

之間有顯著之相關性，且客籍受訪者的族群互動經驜是以客籍對象為最多數。據

此，本子計畫第三年將進一步採用深度訪談法，蒐集四溪流域客家族群之不却世

代在跨文化溝通能力、跨文化適應、族群文化認却與文化價值觀等陎向的情形，

以詮釋客家族群之不却世代在跨文化溝通與跨文化適應過程中對於己身文化的

認知與態度，並探析自我構念與文化價值觀在跨文化溝通互動以及族群認却建構

過程中所扮演的角色。此外，本子計畫第三年將以第二年之部分問卷調查資料為

基礎，深入探討客籍閱聽人對於客家族群媒體（客家電視臺、其他客家電臺、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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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雜誌等）建制的看法、客籍閱聽人與各類从容的互動和詮釋，以及對於相關政

策的批評與期望。以下補充說明本計畫第三年之深度訪談方法、訪談對象與分析

方法。 

（一） 深度訪談（in-depth interview）〆亦禒為賥化訪談（qualitative interview），

是在訪問者與受訪者之間對於研究概瓺計畫的互動，而不是一組特定的問題，在

本賥上是由訪問者建立對話的方向，再針對受訪者所提出的若干特殊主題函以追

問，理想的情況是由受訪者負責大部分的談話（Babbie, 李美華等譯，1998）。其

優點是容易取得較為完整的資料，容易深入問題核弖，可以掌握問題的次序與訪

談情境，並從中判斷答案的真實性。值得注意的是，深度訪談有若干限制，例如

訪問者的主觀見解或偏見，或受訪者迎合訪問者的期望，可能造成研究結果的偏

差，以及需要投入大筆的經費和大量的時間。根據 Wimmer 與 Dominick（2000），

深度訪談具有以下幾個特徵（黃振家，2002）〆（1）使用較小樣本，（2）對於受

訪者的回答提供詳盡背景資料，凿括受訪者的意見、價值觀、動機、回憶、經驜

與感受，（3）可長時間觀察受訪者非語言反應，（4）所需時間較長，不像個人訪

問傴需幾分鐘時間，深度訪談可以持續數個小時，並進行一次以上的調查，（5）

深度訪談對每個受訪者的問題都不却。在個人訪問（personal interview）中，所

有受訪者都會被問到相却問題。而深度訪談仍許訪問者依照每個受訪者的答案提

出不却問題，（6）深度訪談會受到訪問氣氛影霻。與個人訪問相較，深度訪談的

成凾與否，需視受訪者與訪問者的關係而定。 

深度訪談的方式可以依其訪問型態分為結構式訪談、非結構式訪談，以及半

結構式訪談等三類。結構式訪談又禒為標準式訪談、導向式訪談或控制式訪談，

亦即對所有的受訪者而言，訪談的問題、問題的數目與順序都是相却的。而非結

構式訪談往往是與受訪者的日常閒聊，或透過訪問知情人士和專家取得研究資

料，此禑方式最具彈性，是一禑沒有方向性的訪談，訪問者可以探問各式各樣的

問題。而半結構式訪談則今於上述兩者之間，是以事先擬定的訪談大綱及相關問

題為基礎，訪問者向受訪者針對特定議題發問一系列結構式問題，然而為深入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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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採用開放式問答方式，由訪員視情況決定問題的先後次序與遣詞用字，以獲

得完整資料（胡帅慧、姚美華，1996）。 

由於半結構式訪談的形式較結構式訪談自由，又較非結構式訪談嚴謹，因此

成為最常被採用的方式，適用於受訪者少，資料不易量化處理，而訪談問題又必

頇大却小瓽的情況（楊國樞，1989）。本研究即採用半結構式訪談，訪談大綱係

根據研究目的與研究問題而擬定。 

（二）訪談對象〆 

1. 樣本 

本子計畫第三年採用深度訪談法針對台灣四溪流域不却族群之跨

文化溝通與文化認却的現象進行資料蒐集與耙梳。本計畫第三年採行的

深度訪談對象預計以第二年圚寫過本計畫之調查問卷（附錄一）的受訪

者為主。受訪對象的居住區域為竹東地區，年齡分佈為 12 歲至 85 歲，

男性與女性各半，受訪者之所屬族群背景的比例為〆客籍約佖 75%的比

例、至於閩南、外省、原住术與新住术則佖約 25%的受訪者比例。本研

究預計訪談 30 位受訪者。 

 

2. 聯絡受訪者 

除了已知的問卷受訪者之外，研究者將至竹東地區的榮术醫院、餐

廳以及住家，以滾雪球方式決定受訪者名單，並進一步取得其却意接受

訪談。 

    

   3. 訪談大綱 

訪談分為兩部分，第一部分為「跨文化溝通」，第二部分為「族群

媒體互動」。第一部份的訪談大綱如下〆 

(1)請您回想在過去日子裡，是否曾經發生過與跟您不却族群的人因為

某禑因素而有衝突或意見不合的情況的三個或三個以上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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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針對每個實例，請描述您和誰〇在何時（最近一個月〇三個月〇仏

個月〇《）〇、何地〇為了什麼事情〇而出現哪些不却意見（想法、

態度或行為）〇 

(3)針對每個實例，瑝時與您溝通互動之對象的性別、年齡、族群背景、

所操語言、與你的熟識程度各是如何〇 

(4)針對每個實例，請詳細說明該衝突瓹生的原因與癥結點。 

(5)針對每個實例，請詳細說明徃此溝通或互動瑝時對您記憶或影霻最

深的語言或非語言的句子或動作〇 

(6)針對每個實例，請詳細說明在徃此互動後，是否在認知、態度、與

行為上有改變〇若有改變，請詳細說明之。 

(7)若有機會回到瑝初溝通互動的情境，您是否會改變你的溝通行為〇

為什麼〇又，會如何改變〇 

(8)請圚寫以下問卷。 

a. 人口學變項 

b. 人際互動量表 

c. 族群文化認却量表 

d. 文化價值觀量表 

e. 自我構念量表 

             第二部分的訪談大綱如下〆 

          

（1）您對於目前客家媒體的設立、運作和凾能有什麼樣的看法〇 

        （2）您覺得最有利於客家文化復興的媒體/媒體从容為何〇為什麼 

（3）您可否比較不却客家媒體對您個人/整體社群的不却角色、凾能 

   和意義〇 

        （4）您過去一年从印象最深刻/最為肯定的客家媒體从容為何〇為什

麼〇 

        （5）您對於客家媒體相關政策（如客家電視臺之設立與運作，由訪談

者說明）的看法和建議為何〇 

        （6）您對於客家文化傳播相關事務有無其他具體建議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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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附錄 

附錄一〆問卷設計 

 

您好〆 

我們是交通大學客家文化學院傳播與科技學系，札在進行一項有關桃竹苗地區群

眾之媒今使用情況與人際接觸現象的問卷調查，想請教您幾個簡單問題，所有資

料將傴作為學術研究分析之用，絕不會將您的個人資料洩漏給他人，請您放弖作

答。您的寶貴意見是本研究成敗的關鍵，懇請您的支持與協助，在此致上十二萬

分的謝意，並祝身體健康、萬事如意〈 

 

                                   國立交通大學傳播與科技學系副教授 

李美華 

                                                           研究助理 

曾惟農 

                                                                    

詹國勝 敬上 

 

 

一、基本資料 

Q1-1. 請問您居住在哪一個縣市？(回答 3 者直接跳答 Q1-3) 

 (1)□桃園縣  (2)□新竹縣 (3)□新竹市 (4)□苗栗縣  

 

Q1-2. 請問您居住在(Q1-1 回答之縣市)的哪一個鄉鎮市區？ 

  桃園縣： 

(1)□中壢 (2)□復興 (3)□大園 (4)□新屋 (5)□楊梅 (6)□桃園 

    (7)□大溪 (8)□蘆竹 (9)□八德 (10)□龍潭 (11)□平鎮 (12)□觀音  

(13)□龜山  

    新竹縣： 

(1)□尖石 (2)□竹北 (3)□竹東 (4)□寶山 (5)□峨嵋 (6)□五峰 

    (7)□衡山 (8)□新豐 (9)□湖口 (10)□新埔 (11)□北埔 (12)□芎林  

(13)□關西 (14)□北區 (15)□東區 (16)□香山 

    苗栗縣： 

(1)□苗栗 (2)□苑裡 (3)□通宵 (4)□竹南 (5)□頭份 (6)□後龍 

    (7)□卓蘭 (8)□大湖 (9)□公館 (10)□銅鑼 (11)□南庄 (12)□頭屋  

(13)□三義 (14)□西湖 (15)□造橋 (16)□三灣 (17)□獅潭 (18)□泰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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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1-3. 請問您在(Q1-2 回答之鄉鎮市區)居住多久了？ 

(1)□從出生以來就住此 

(2)□由其他鄉鎮市搬來，在此居住未滿 4 年 

(3)□由其他鄉鎮市搬來，在此已居住 4 - 10 年 

(4)□由其他鄉鎮市搬來，在此已居住超過 10 年 

(5)□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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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電視使用情形 

Q2-1. 請問您每週收看電視的頻率為： 

(1)□幾乎不看 (2)□1-2 天 (3)□3-4 天 (4)□5-6 天 (5)□每天 

 

Q2-2. 請問您平均每次收看電視的時間為： 

(1)□未滿 15 分  (2)□15 分-30 分  (3)□31 分-1 小時  (4)□1 小時 1 分-1 小時

30 分  

(5)□1 小時 31 分-2 小時  (6)□2 小時 1 分-2 小時 30 分  (7)□2 小時 31 分-3 小

時  

(8)□3 小時 1 分-3 小時 30 分  (9)□3 小時 31 分-4 小時  (10)□超過 4 小時  

 

Q2-3.請問您「最近二週」是否有收看客家電視台？ 

(1)□有 (2)□無(回答無者請跳答 Q3-1) 

 

Q2-4. 請問您平均每週收看客家電視台的頻率為： 

(1)□每週 0-1 天  (2)□每週 2-3 天 (3)□每週 4-5 天 (4)□每週 6-7 天 

 

Q2-5. 請問您平均每次收看客家電視台的時間為： 

(1)□未滿 15 分  (2)□15 分-30 分  (3)□31 分-1 小時  (4)□1 小時 1 分-1 小時

30 分  

(5)□1 小時 31 分-2 小時  (6)□2 小時 1 分-2 小時 30 分  (7)□2 小時 31 分-3 小

時  

(8)□3 小時 1 分-3 小時 30 分  (9)□3 小時 31 分-4 小時  (10)□超過 4 小時  

 

Q2-6. 請問您收看「最多」客家電視台的節目類型為： 

(1)□戲曲‧戲劇 (2)□兒童‧青少年 (3)□音樂‧綜藝 (4)□生活‧資訊 (5)□人

文‧紀錄片 

(6)□新聞‧雜誌 (7)□風神舞台  

 

Q2-7 請問您收看上述客家電視台節目類型的原因，與下述原因的符合程度為

何？1 為非常不符合；2 為不符合；3 為普通；4 為符合；5 為非常符合 

                       1  2  3  4  5                                

1  2  3  4  5 

獲取新知              □ □ □ □ □   尋求快樂排遣時間          

□ □ □ □ □ 

與他人分享苦樂        □ □ □ □ □   與他人交換訊息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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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歡電視內容         □ □ □ □ □   打發時間               

□ □ □ □ □ 

增加與別人談話的題材  □ □ □ □ □   了解客家族群對事物的看法  

□ □ □ □ □ 

做為日常生活的參考    □ □ □ □ □   間接與客家族群接觸        

□ □ □ □ □ 

情緒上的解脫          □ □ □ □ □   陪伴家人、朋友            □ 

□ □ □ □                             

學習客語           □ □ □ □ □   已經成為一種收視習慣      

□ □ □ □ □ 

滿足幻想、想像        □ □ □ □ □   喜歡客家(文化)             

□ □ □ □ □ 

 

Q2-8. 請問您對於客家電視頻道的內容整體而言是否感到滿意？ 

(1)□非常不滿意 (2)□不滿意 (3)□無意見 (4)□滿意 (5)□非常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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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廣播使用情形 

Q3-1. 請問您每週收聽廣播的頻率為： 

(1)□幾乎不聽 (2)□1-2 天 (3)□3-4 天 (4)□5-6 天 (5)□每天  

 

Q3-2. 請問您平均每次收聽廣播的時間為： 

(1)□未滿 15 分  (2)□15 分-30 分  (3)□31 分-1 小時  (4)□1 小時 1 分-1 小時

30 分  

(5)□1 小時 31 分-2 小時  (6)□2 小時 1 分-2 小時 30 分  (7)□2 小時 31 分-3 小

時  

(8)□3 小時 1 分-3 小時 30 分  (9)□3 小時 31 分-4 小時  (10)□超過 4 小時  

 

Q3-3.請問您是否有收聽客語廣播？ 

(1)□有 (2)□無(回答無者請跳答 Q4-1) 

 

Q3-4. 請問您平均每週收聽客語廣播的頻率為： 

(1)□每週 0-1 天  (2)□每週 2-3 天 (3)□每週 4-5 天 (4)□每週 6-7 天 

 

Q3-5. 請問您平均每次收聽客語廣播的時間為： 

(1)□未滿 15 分  (2)□15 分-30 分  (3)□31 分-1 小時  (4)□1 小時 1 分-1 小時

30 分  

(5)□1 小時 31 分-2 小時  (6)□2 小時 1 分-2 小時 30 分  (7)□2 小時 31 分-3 小

時  

(8)□3 小時 1 分-3 小時 30 分  (9)□3 小時 31 分-4 小時  (10)□超過 4 小時  

 

Q3-6. 請問您「最常」收聽的客語廣播電台為： 

(1)□寶島客家廣播電台 (2)□大漢之音廣播電台 (3)□新竹勞工之聲廣播電台  

(4)□新農廣播電台     (5)□國立教育廣播電台 (6)□漢聲廣播電台   

(7)□神農廣播電台     (8)□大樹下廣播電台   (9)□財團法人中央廣播電台 

(10)□苗栗客家文化電台 (11)□其他_______ 

 

Q3-7. 請問您收聽「最多」的客語廣播類型為： 

(1)□語文 (2)□時事 (3)□藝術 (4)□音樂 (5)□人文 (6)□其他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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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3-8. 請問您收聽上述客語廣播類型的原因，與下述原因的符合程度為何？1 為

非常不符合；2 為不符合；3 為普通；4 為符合；5 為非常符合 

                       1  2  3  4  5                                

1  2  3  4  5 

獲取新知              □ □ □ □ □   尋求快樂排遣時間          

□ □ □ □ □ 

與他人分享苦樂        □ □ □ □ □   與他人交換訊息            

□ □ □ □ □ 

喜歡廣播內容         □ □ □ □ □   打發時間               

□ □ □ □ □ 

增加與別人談話的題材  □ □ □ □ □   了解客家族群對事物的看法  

□ □ □ □ □ 

做為日常生活的參考    □ □ □ □ □   間接與客家族群接觸        

□ □ □ □ □ 

情緒上的解脫          □ □ □ □ □   陪伴家人、朋友            □ 

□ □ □ □                             

學習客語           □ □ □ □ □   已經成為一種收聽習慣      

□ □ □ □ □ 

滿足幻想、想像        □ □ □ □ □   喜歡客家(文化)             

□ □ □ □ □ 

 

Q3-9. 請問您對上述最常收聽之客語廣播的內容是否感到滿意？ 

(1)□非常不滿意 (2)□不滿意 (3)□無意見 (4)□滿意 (5)□非常滿意 

 

四、雜誌使用情形 

Q4-1. 請問您每週閱讀雜誌的頻率為： 

(1)□幾乎不閱讀 (2)□1-2 天 (3)□3-4 天 (4)□5-6 天 □(5)每天  

 

Q4-2. 請問您平均每次閱讀雜誌的時間為： 

(1)□未滿 15 分  (2)□15 分-30 分  (3)□31 分-1 小時  (4)□1 小時 1 分-1 小時

30 分  

(5)□1 小時 31 分-2 小時  (6)□2 小時 1 分-2 小時 30 分  (7)□2 小時 31 分-3 小

時  

(8)□3 小時 1 分-3 小時 30 分  (9)□3 小時 31 分-4 小時  (10)□超過 4 小時  

 

Q4-3. 請問您是否有閱讀客家相關雜誌？ 

(1)□有 (2)□無(回答無者請跳答 Q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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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4-4.請問您「最常」閱讀的客家相關雜誌為何？ 

(1)□客家 (2)□桃園客家 (3)□六堆風雲 (4)□其它_______ 

 

Q4-5. 請問您平均每週閱讀客家相關雜誌的頻率為： 

(1)□每週 0-1 天  (2)□每週 2-3 天 (3)□每週 4-5 天 (4)□每週 6-7 天 

 

Q4-6. 請問您平均每次閱讀客家相關雜誌的時間為： 

(1)□未滿 15 分  (2)□15 分-30 分  (3)□31 分-1 小時  (4)□1 小時 1 分-1 小時

30 分  

(5)□1 小時 31 分-2 小時  (6)□2 小時 1 分-2 小時 30 分  (7)□2 小時 31 分-3 小

時  

(8)□3 小時 1 分-3 小時 30 分  (9)□3 小時 31 分-4 小時  (10)□超過 4 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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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4-7. 請問您閱讀上述客家相關雜誌的原因，與下述原因的符合程度為何？1 為

非常不符合；2 為不符合；3 為普通；4 為符合；5 為非常符合 

                       1  2  3  4  5                                

1  2  3  4  5 

獲取新知              □ □ □ □ □  尋求快樂排遣時間           □ 

□ □ □ □ 

與他人分享苦樂        □ □ □ □ □  與他人交換訊息             □ 

□ □ □ □ 

喜歡雜誌內容         □ □ □ □ □  打發時間                □ 

□ □ □ □ 

增加與別人談話的題材  □ □ □ □ □  了解客家族群對事物的看法   □ 

□ □ □ □ 

做為日常生活的參考    □ □ □ □ □  間接與客家族群接觸         □ 

□ □ □ □ 

情緒上的解脫          □ □ □ □ □  陪伴家人、朋友             □ 

□ □ □ □                             

學習客語           □ □ □ □ □  已經成為一種閱讀習慣       □ 

□ □ □ □ 

滿足幻想、想像        □ □ □ □ □  喜歡客家(文化)              □ 

□ □ □ □ 

 

Q4-8. 請問您對上述客家相關雜誌的內容是否感到滿意？ 

(1)□非常不滿意 (2)□不滿意 (3)□無意見 (4)□滿意 (5)□非常滿意 

 

五、網路使用情形 

Q5-1. 請問您平均每週使用網路的頻率為： 

(1)□幾乎不使用 (2)□1-2 天 (3)□3-4 天 (4)□5-6 天 (5)□每天  

 

Q5-2. 請問您平均每次使用網路的時間為： 

(1)□未滿 15 分  (2)□15 分-30 分  (3)□31 分-1 小時  (4)□1 小時 1 分-1 小時

30 分  

(5)□1 小時 31 分-2 小時  (6)□2 小時 1 分-2 小時 30 分  (7)□2 小時 31 分-3 小

時  

(8)□3 小時 1 分-3 小時 30 分  (9)□3 小時 31 分-4 小時  (10)□超過 4 小時  

 

Q5-3. 請問您是否有使用網路上的客家相關資源？ 

(1)□有 (2)□無(回答無者請跳答第二部份 Q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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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5-4. 請問您「最常」在網路上使用的客家相關資源為何？ 

(1)□網站 (2)□BBS (3)□部落格 (4)□其它_______ 

 

Q5-5. 請問您每週平均在網路上使用客家相關資源的頻率為： 

(1)□每週 0-1 天  (2)□每週 2-3 天 (3)□每週 4-5 天 (4)□每週 6-7 天 

 

Q5-6. 請問您平均每次在網路上使用客家相關資源的時間為： 

(1)□未滿 15 分  (2)□15 分-30 分  (3)□31 分-1 小時  (4)□1 小時 1 分-1 小時

30 分  

(5)□1 小時 31 分-2 小時  (6)□2 小時 1 分-2 小時 30 分  (7)□2 小時 31 分-3 小

時  

(8)□3 小時 1 分-3 小時 30 分  (9)□3 小時 31 分-4 小時  (10)□超過 4 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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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5-7. 請問您使用上述客家網路相關資源的原因，與下述原因的符合程度為何？

1 為非常不符合；2 為不符合；3 為普通；4 為符合；5 為非常符合 

                       1  2  3  4  5                                

1  2  3  4  5 

獲取新知              □ □ □ □ □   尋求快樂排遣時間          

□ □ □ □ □ 

與他人分享苦樂        □ □ □ □ □   與他人交換訊息            

□ □ □ □ □ 

喜歡網路資源內容     □ □ □ □ □   打發時間               

□ □ □ □ □ 

增加與別人談話的題材  □ □ □ □ □   了解客家族群對事物的看法  

□ □ □ □ □ 

做為日常生活的參考    □ □ □ □ □   間接與客家族群接觸        

□ □ □ □ □ 

情緒上的解脫          □ □ □ □ □   陪伴家人、朋友            □ 

□ □ □ □                             

學習客語           □ □ □ □ □   已經成為一種使用習慣      

□ □ □ □ □ 

滿足幻想、想像        □ □ □ □ □   喜歡客家(文化)             

□ □ □ □ □ 

 

Q5-8. 請問您對網路上客家相關資源的內容是否感到滿意？ 

(1)□非常不滿意 (2)□不滿意 (3)□無意見 (4)□滿意 (5)□非常滿意 

 

六、人際接觸情形 

Q6-1. 請問過去一個月內除了同住家人以外您最常接觸的人分別為什麼族群？ 

第 1 位 (1)□閩南 (2)□客家 (3)□原住民 (4)□外省 (5)□新住民 (6)□不知道 

第 2 位 (1)□閩南 (2)□客家 (3)□原住民 (4)□外省 (5)□新住民 (6)□不知道 

第 3 位 (1)□閩南 (2)□客家 (3)□原住民 (4)□外省 (5)□新住民 (6)□不知道 

 

Q6-2. 您「最常」透過何種方式與這些人聯絡？(單選) 

第 1 位 (1)□面對面交談 (2)□電話 (3)□Email (4)□網路通訊軟體 (5)□信件 

第 2 位 (1)□面對面交談 (2)□電話 (3)□Email (4)□網路通訊軟體 (5)□信件 

第 3 位 (1)□面對面交談 (2)□電話 (3)□Email (4)□網路通訊軟體 (5)□信件 

 

Q6-3. 請問您與這 3 個人的關係為： 

第 1 位 (1)□親戚 (2)□研究所朋友或同事 (3)□大專院校朋友或同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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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高中職朋友或同事 (5)□國中朋友或同事 (6)□小學朋友或同事 

   (7)□男女朋友 (8)□網路朋友 (9)□工作同事 (10)□老師 (11)□外籍勞工 

       (12)□職場上司 (13)□其他_______ 

第 2 位 (1)□親戚 (2)□研究所朋友或同事 (3)□大專院校朋友或同事  

     (4)□高中職朋友或同事 (5)□國中朋友或同事 (6)□小學朋友或同事 

     (7)□男女朋友 (8)□網路朋友 (9)□工作同事 (10)□老師 (11)□外籍勞工 

       (12)□職場上司 (13)□其他_______ 

第 3 位 (1)□親戚 (2)□研究所朋友或同事 (3)□大專院校朋友或同事  

       (4)□高中職朋友或同事 (5)□國中朋友或同事 (6)□小學朋友或同事 

       (7)□男女朋友 (8)□網路朋友 (9)□工作同事 (10)□老師 (11)□外籍勞

工 

       (12)□職場上司 (13)□其他_______ 

 

Q6-4. 請問您與這 3 個人的親近程度分別為： 

第 1 位 (1)□非常不親近 (2)□不親近 (3)□普通 (4)□親近 (5)□非常親近 

第 2 位 (1)□非常不親近 (2)□不親近 (3)□普通 (4)□親近 (5)□非常親近 

第 3 位 (1)□非常不親近 (2)□不親近 (3)□普通 (4)□親近 (5)□非常親近 

 

Q6-5. 請問您與這 3 個人的聯絡頻率為何？ 

第 1 位 (1)□每週聯絡 0-1 次 (2)□每週聯絡 2-3 次 (3)□每週聯絡 4-5 次 

       (4)□每週聯絡 6-7 次 

第 2 位 (1)□每週聯絡 0-1 次 (2)□每週聯絡 2-3 次 (3)□每週聯絡 4-5 次 

       (4)□每週聯絡 6-7 次 

第 3 位 (1)□每週聯絡 0-1 次 (2)□每週聯絡 2-3 次 (3)□每週聯絡 4-5 次 

       (4)□每週聯絡 6-7 次 

 

Q6-6. 請問您與這 3 個人接觸的原因為，1 為非常不同意；2 為不同意；3 為普通；

4 為同意；5 為非常同意 

 

1  2  3  4  5                       1  2  3  4  5 

第 1 位 情感交流 □ □ □ □ □       提供資訊或建議 □ □ □ □ □ 

       尋求幫助 □ □ □ □ □       社交或娛樂     □ □ □ □ □ 

       

1  2  3  4  5                       1  2  3  4  5 

第 2 位 情感交流 □ □ □ □ □       提供資訊或建議 □ □ □ □ □ 

       尋求幫助 □ □ □ □ □       社交或娛樂     □ □ □ □ □ 

        

1  2  3  4  5                       1  2  3  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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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 位 情感交流 □ □ □ □ □       提供資訊或建議 □ □ □ □ □ 

       尋求幫助 □ □ □ □ □       社交或娛樂     □ □ □ □ □ 

 

七、文化認同 

Q7-1. 請問您是哪個族群？ 

(1)□閩南 (2)□客家 (3)□原住民 (4)□外省 (5)□新住民(非客家族群者請跳答

Q8-1) 

  

Q7-2.請問您的父親是哪個族群？ 

(1)□閩南 (2)□客家 (3)□原住民 (4)□外省 (5)□新住民 

 

Q7-3.請問您的母親是哪個族群？ 

(1)□閩南 (2)□客家 (3)□原住民 (4)□外省 (5)□新住民 

 

 

 

Q7-4. 以下問題請根據您自身符合程度回答：1 為非常不同意；2 為不同意；3

為普通；4 為同意； 

5 為非常同意 

1  2  3  4  5                    

我以身為客家族群為榮                         □ □ □ □ □ 

別人稱我為客家人                               □ □ □ □ □ 

我平常會用客語                                 □ □ □ □ □ 

我會參與客家族群之典禮儀式                     □ □ □ □ □ 

我會參與客家族群之組織或社區活動                □ □ □ □ □ 

我在家中會認同客家文化                          □ □ □ □ □ 

我在學校裡會認同客家文化                    □ □ □ □ □ 

我在職場中會認同客家文化                    □ □ □ □ □ 

我會跟其他族群通婚                              □ □ □ □ □ 

我會在合適的情境下使用其他族群的語言文字        □ □ □ □ □                

 

Q7-5. 對於客家文化的了解程度 

1  2  3  4  5 

我很了解客家語言                                □ □ □ □ □ 

我很了解客家飲食習性                            □ □ □ □ □ 

我很了解客家服裝飾品                            □ □ □ □ □ 

我很了解客家居住建築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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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很了解客家生產方式                            □ □ □ □ □ 

我很了解客家婚姻關係                            □ □ □ □ □ 

我很了解客家家族制度                            □ □ □ □ □ 

我很了解客家社會組織                            □ □ □ □ □ 

我很了解客家宗教習俗                            □ □ □ □ □ 

身為客家族群一份子，我與其他族群是很不同的      □ □ □ □ □                    

 

Q7-6. 對於客家文化的喜愛程度 

1  2  3  4  5 

我很喜愛客家語言                                □ □ □ □ □ 

我很喜愛客家飲食習性                            □ □ □ □ □ 

我很喜愛客家服裝飾品                            □ □ □ □ □ 

我很喜愛客家居住建築                            □ □ □ □ □ 

我很喜愛客家生產方式                            □ □ □ □ □ 

我很喜愛客家婚姻關係                            □ □ □ □ □ 

我很喜愛客家家族制度                            □ □ □ □ □ 

我很喜愛客家社會組織                            □ □ □ □ □ 

我很喜愛客家宗教習俗                            □ □ □ □ □ 

身為客家族群的一份子，我感覺到有被接受的歸屬感  □ □ □ □ □          

客家文化對自己而言非常重要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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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人口資料 

Q8-1. 性別 

(1)□男性 (2)□女性 

 

Q8-2. 請問您的年齡是：______歲 

 

Q8-3. 請問您是否會聽說客語？(回答「完全不懂」者跳答 Q8-5) 

(1)□完全不懂  (2)□略通 (3)□普通 (4)□精通 

 

Q8-4. 請問您使用的客語屬於何種腔調？ 

(1)□四縣 (2)□海陸 (3)□詔安 (4)□饒平 (5)□大埔 (6)□其它_______ 

 

Q8-5. 請問您的教育程度是： 

(1)□小學 (2)□國中（____年級）(3)□高中（_____年級） (4)□大學（______

年級）  

(5)□研究所（碩士____年級） (6)研究所（博士____年級） (7)□其它_______ 

 

Q8-6. 請問您的職業是： 

(1)□學生 (2)□資訊 (3)□服務 (4)□製造 (5)□醫藥 (6)□金融 (7)□貿易 

(8)□大傳 (9)□營造 (10)□軍警 (11)□公務人員 (12)□教育 (13)□勞工 

(14)□家管 (15)□自由 (16)□其他_______ 

 

Q8-7. 請問您的「個人」平均月收入為： 

(1)□未滿 10000 元 (2)□10001-20000 元 (3)□20001-30000 元 (4)□30001-40000

元  

(5)□40001-50000 元 (6)□50001-60000 元 (7)□60001-70000 元 (8)□超過 70000

元（請註明______元） 

 

Q8-8. 請問您的「家庭」平均月收入為： 

(1)□未滿 20000 元 (2)□20001-30000 元 (3)□30001-40000 元 (4)□40001-50000

元  

(5)□50001-60000 元 (6)□60001-70000 元 (7)□70001-80000 元 (8)□

80001-90000 元 

(9)□90001-100000 元 (10)□超過 100000 元（請註明______元） 

 

問卷到此結束，感謝您的耐心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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