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剛忙完一天的客家美食展，在行政院客家事務委

員會「文化擔頭」志工團擔任美食組組長的鄭彩
緞，馬上趕回自己的美食工作室接受專訪。雖然工
作了一整天，年過六十五歲的鄭彩緞，看起來依然
神采奕奕，氣色紅潤。一坐下來，馬上滔滔不絕
的談起對於傳承客家文化的見解。「愛護自己的文
化，延續優良的傳統，是我們的責任。」鄭彩緞語
重心長地表示。
出生於桃園縣楊梅鎮的傳統客家庄，鄭彩緞接下

客委會交付的職位，身兼阿緞姐美食工作室負責
人，致力於宣傳客家小吃，藉由舉辦展覽、教導學
生做客家菜等方式，將客家美食帶入大家的日常生
活中。

做中學習 美食比賽冠軍 

鄭彩緞會投入客家美食推廣，其實有段令人心酸
的故事。二○○四年左右，台灣景氣不振，加上產
業外移，造成很多年輕人失業。當時鄭彩緞的兒子
受到波及，業績下滑，進而引發了憂鬱症，並辭去
了工作。原本鄭彩緞打算從服裝生意退休後，要到
處遊歷，好好過生活，但為了兒子的病情，與家庭
經濟壓力，她決定放下自己的夢想，開始構思人生
的下一步。
民以食為天，鄭彩緞打算從美食這條路出發，並

選擇自己熟悉的客家菜著手。兒子建議她可以去參
加美食比賽，用得獎來贏得名氣。本來不太會做菜
的鄭彩緞，在每一次的下廚中，慢慢地去揣摩記憶
中媽媽和奶奶煮出的客家好味道，從錯誤的經驗中
學習，而不依賴食譜或美食課程的速學方法。皇天
不負苦心人，鄭彩緞不只練就出一手好廚藝，也接
二連三地在各大美食比賽中奪回大獎。像是在菸酒
公賣局舉辦的稻香米酒比賽中，以客家傳統苦瓜封
拿到北區第二名，更在二○○五年的第一屆客家美
食大賽中，勇奪北區金牌。
儘管接連得獎，對鄭彩緞來說，這個過程最寶貴

的收穫是讓她重新看到兒子的笑臉。「我的兒子在
比賽中都會當我的助手，與我一起合作完成作品，
名次對我來說其實不重要，重要的是我的孩子，能
重拾自信，露出笑顏，這才是我想要的！」鄭彩緞
激動地說。

 

創意巧思 保留客菜傳統

比賽得獎後，鄭彩緞本來打算開餐廳，但因為經
營餐廳的成本高，自己體力又不夠，她決定先成立
美食工作室，並接受客委會的輔導，著手研發以客
家傳統為元素的食品，像是福菜、油蔥和紅糟等。
對於研發何種產品，鄭彩緞有一個準則：「不是針
對特定族群，而是針對需要的人」，努力地把客家

菜推廣給一般民眾。剛開始她推出的是香蔥油，集
結客家三大特色－「鹹、油、香」，不只運用傳統
的素材－油蔥，也迎合了現在年輕人的清淡口味並
以密封罐包裝，方便食用。另一樣有創意的產品是
紅糟油飯，銷售對象是剛生完小孩的產婦。因為紅
糟對血液循環有幫助，所以主要在坐月子中心推
廣。除了食品的風味與營養以外，鄭彩緞也用心於
產品的設計，在客委會的輔導下，她以油桐花為圖
樣的花布進行包裝，也廣受好評。 
除了經營美食工作室，鄭彩緞也致力於推廣客家

飲食文化。她在大同社區大學教客家美食，社大的
學生及附近的居民只要有做菜方面的問題，就會直
接到工作室請教她。不僅如此，身為客委會美食組
長的鄭彩緞，也常配合客委會的教學計畫，像在今
年七月她就曾到佛光大學教歸國華僑做道地的客式
點心。另外，藉由每學期的「文化到校」活動，讓
台北市的小學生認識客家美食與文化。

單純樸實 客家性格入菜

談到客家菜的特色，鄭彩緞講了一個小故事。有
一次在學校哩，一個小女生問她，為什麼客家麻糬
的口味只有花生一種，閩南的卻有那麼多種餡料？
當下她覺得這個問題很有趣，但是這其實跟時代背
景、生活環境都有關係，所以有點難回答，於是她
就反問小朋友喜歡哪一種口味。小女生開心地回
答，她喜歡客家的，因為這樣就不用煩惱要選哪種
口味了！鄭彩緞笑笑地說：「小朋友的話真的很有

趣，沒錯啦，我們客家人就是比較單純，很多菜都
沒有很複雜，看重的是食材的本身，不添加過多的
調味料，讓原汁原味顯現出來。」簡單的一席話，
為客家菜下了最貼切的註腳。
鄭彩緞強調，飲食是持續性的，通常要經過一段

時間才能讓民眾適應不同的口味。就像麥當勞一
樣，過去一家也沒有，但近幾十年美國速食文化大
舉入侵，改變了小孩的口味。她說，客家菜也可以
運用相同的道理，把觸角延伸到各個角落，不論是
小菜館或是文化活動的宣傳，只要有心，慢慢地推
廣，就可以讓人漸漸的愛上客家菜。
身為美食工作者，鄭彩緞強調自己最大的任務就

是讓還沒有吃過客家菜的人，張嘴嘗試一下，不要
一開始就排斥。花一點時間，做一些改變，結合西
式或閩式，呈現不同的口味和文化。動一點腦筋，
用精緻的方式呈現客家食物的美感，每道菜加上自
己的巧思與想法，就如同藝術家般，為自己的作品
想出好故事，才能感動他人。「民以食為天，食物
不只可以傳承文化，也是重要的產業，裡頭有許多
商機及經濟價值！」鄭彩緞說著。
過去曾跟雜誌合作，一起編美食專欄，現在除了

當老師和經營自己的工作坊外，鄭彩緞還有出書的
打算，為的就是趁體力夠時教授更多人如何做客家
菜。「人生難預料，年輕的時候太辛苦了，都是為
家裡，為孩子賺錢打拚，現在時間剩不多，大不了
十年、二十年，但老天既然給了我這個機會，讓我
能對自己的族群做出貢獻，我就會盡自己最大的努
力，好好去做！」鄭彩緞堅定地說。

●張芮瑜/報導
以一身俐落的黑色風衣勁裝現身，年輕的臉上映

滿熱情和活力，踏著愉悅的步伐，用「吃飽沒」一
句簡單的客語問候。說完，尷尬的笑了。他是山宛
然布袋戲團團長，黃武山，年僅三十六歲，操戲偶
的人生卻已二十餘年。

師承李天祿 使命在身

從小家住板橋，父親是新竹湖口人，母親是三灣
人，身為客家人的黃武山，耳濡目染下，不論是四
縣或海豐腔都難不倒他。對他來說，客語就是活生
生的母語，而不是印在客語教材中死板的語言。
客語如此，布袋戲亦然。小學四年級時，他認識

了當時七十多歲的國寶級布袋戲大師李天祿，開啟
了他學習和創新布袋戲這傳統戲曲的生涯。當時年
事甚高的李天祿已經封箱，除了正式的國家或國際
邀約外，不做其他演出，轉而在國小做傳藝工作。
因緣際會下，黃武山得以親身和大師學習，「莫名
其妙地進入這一行，看著看著我就愛上了，直到現
在。」黃武山對布袋戲有種獨特的喜愛，或許是被
其傳統的特質所吸引，但深問原因，又答不出個所
以然。也或許，這就是所謂的「使命」吧！
山宛然劇團的「山」，取自戲劇配樂都以客家山

歌為主，也可以解讀為黃武山的「山」；而「宛
然」，是栩栩如生的意思。學操偶的以「宛然」命
名，就是希望操作的戲偶像真人一樣。因此，除了
山宛然，還有李天祿所創立的亦宛然，台北縣莒光
國小的微宛然，法國的小宛然和文化大學的中宛然
等等。
黃武山解釋，「布袋戲有很多門派，就像學武功

一樣，宛然就是其中一個派，而這全都是李天祿老
師本人或他的徒弟所創立。」每每提到李天祿，黃
武山總不忘在後頭多加個「老師」的敬稱，不難想
見，李天祿在他心中占有多重要的地位。

客語演出 打破刻板印象 

台灣以閩南移民的後代居大多數，因為這樣，傳
統布袋戲多以閩南語演出，久而久之，一般民眾以
為布袋戲是閩南文化。對於這點，黃武山早已看開
了。「以前的布袋戲商演為主，多為了商業利益，
並不是什麼傳承文化，為了生活，看哪種人多就必
須演什麼戲。」他說，閩南人多，演閩南語布袋戲
當然就比較吃香，錢也賺得多，自然而然布袋戲產

業都以閩南語發音為主。
不過，山宛然的布袋戲獨樹一格，是以客語演

出，難道不怕大家聽不懂客語而興趣缺缺？黃武山
豁然地表示，許多人都有這種顧慮，認為聽不懂的
語言怎麼能讓觀眾理解、感動呢？他強調，其實這
一切都是刻板印象作祟，就像去看歌劇，也是用外
語在唱，不可能因為來台灣演出就改為國語，可是
觀眾還是會被它的音韻、音調感動。
順著這個邏輯，黃武山表示，客家話演的布袋戲

也一樣，可以讓聽不懂的觀眾感動。他說，布袋戲
比較適合用閩南語和客家話等方言演出，反而國
語因沒有韻腳，音調不多，演起來就失去了布袋戲
的韻味。「聽不懂，大可以發個劇情大綱，或由淺
入深，從小戲、簡單的戲開始，穿插國語就變活的
了。」
黃武山認為，若要增加客語布袋戲的觀眾源，也

只能透過行銷方式做改變，加強包裝。他強調，人
長越大會越想要尋根，對各種戲劇鑽研越深入，越
會發現它的文化，所以才會流傳這麼久。現今流行
文化當道，全球化和國際化影響深遠，然而布袋戲
不同，布袋戲越是跟著流行走，收入越多，但帶給
觀眾的只有歡樂，而不是感動。

堅持說客語 創造感動

秉持著這個信念，黃武山在各個學校奔波，在各
個國家穿梭，在各種藝術節現身，透過許多種方法
教國小學童認識布袋戲，培養興趣，自然而然他們
以後就會去買票看戲。就是這股動力，讓黃武山繼
續發揚傳統布袋戲文化，並推動新的時代潮流。
或許是從小在客家文化氛圍下長大，讓黃武山在

傳承客家精神上多了些使命感，再加上從小熱愛傳

統文化，使他沉溺於布袋戲的世界，無法自拔。
「客家文化強調的要點，要自己去追求，利用自己
的專長去尋找，不只是客家音樂而已。」突如其來
的語重心長，使氣氛嚴肅了起來。黃武山說，創作
客家布袋戲，應去了解客家文化最深層的是什麼，
例如服裝、思想和語言，這都得靠自己的體驗去發
掘出來。
透過布袋戲，黃武山把客家音樂中的平板、山歌

子、老山歌等客家山歌曲調完美地融合在表演中，
讓年輕一輩知道，客家話不是只有生硬的幾個音
韻、沒有生氣、不通人情。藉由布袋戲傳達客家文
化，就像導演透過電影去傳達自己的想法，會比說
教更有成效。
二OO一年，黃武山將客家文學家李喬的《寒夜三

部曲》搬上舞台，加入客家音樂，演出客語版的布
袋戲，首演就獲得廣大的迴響，讓他決定致力於客
語布袋戲的創作。提到二OO六年的得意大作《女兒
嫁》，黃武山更是笑容滿面，這齣戲透過傳統布袋
戲跟舞台劇的結合，完成了一次突破以往的演出。
這條另類的道路，黃武山走得很辛苦，不過，他持
續地向前邁進，一刻也沒有停過。

文學家作品 搬上舞台

作為一個嘗試將客語融入布袋戲這項傳統技藝的
開創者，黃武山謙虛地不敢稱自己為「第一人」。
他笑著說，以前一定也有人嘗試過，只是沒有報章
雜誌報導，因此沒人知道，不過能持續下去，才是
成功的關鍵。接下來的傳承工作，也得趁年輕力壯
的時候去完成，老了恐怕演的戲沒人看，因為「小
朋友不會想聽個老人在台上講古呀！」因此，黃武
山也致力於教導國小學生認識布袋戲，並在大學
的布袋戲社團擔任指導老師，也更進一步教導師資
班，帶領鄉土教育的老師深入研究布袋戲的編劇。
不過他強調，培養好的人才需要很長的磨練，而且
要讓他們有參與演出的機會，如果沒有可以發揮的
舞台，許多人很容易半途而廢，畢竟經濟現實層面
的影響也很大。
對於山宛然往後的發展，黃武山早有一套想法。

他打算改編鍾肇政和賴和等許多位前輩客家小說家
的文學作品，融入布袋戲的劇本，以淺顯的方式讓
觀眾理解客家文化。這是條罕無人煙的道路，目前
雖然還在構思階段，但黃武山憑藉堅定的信念和滿
腔的熱忱，想必另類又精緻的客家布袋戲，指日可
待。

要像長春藤爬到最高

拒當燦爛一夜的曇花

●張芮瑜/報導
或許是經常忙於教導別人或待在幕後太久，

黃武山雖然對布袋戲各方面都有相當充足的經
驗和心得，但在訪問進行時卻不多話，在進一
步深入訪談後，就可發現不擅言詞的他，對於
客家文化的傳承自有一套獨特的見解。
黃武山表示，客家文化現今或許是弱勢，需

要社會上各種角色來發揚傳遞，但是沒有目標
和特色的爭相廣播和宣揚，只是百花爭鳴罷
了，令人眼花撩亂，卻可能虎頭蛇尾。真正需
要的，是各種有系統、有遠見的組織，每個單
位在自己該站的崗位上，盡全力將自己份內的
事做到最好，用自己擅長的方式，讓客家文化
這株需要耐心和信心栽培的長春藤，攀爬得最
高，伸得最遠，而不是像花一樣，只燦爛地存
在一個花季，或是還沒完全盛開，就在倒數著
凋謝的日子。
「該是找到屬於自己定位的時候了。」這是

黃武山給我和交大傳科系的建議和期許。傳播
相關科系很多，該怎麼做才能和大家不一樣，
才能脫穎而出？沒有繁複的言詞，一個簡單卻
深入的問題，一語驚醒夢中人。
以先驅者的心情和我討論客家文化現今面臨

的困境，黃武山在布袋戲和客家文化中找到了
恰如其分的定位，而中間的空位，剛剛好且還
有很大的發展空間。那傳科系呢？該如何在大
眾傳播媒體如雨後春筍般林立的時代，掙出一
片天？值得長遠思考。

鄭彩緞         

「偶」來說客語

黃武山
山宛然布袋戲 唱的是山歌

香蔥油．年輕人也愛  紅糟油飯．坐月子聖品

推廣客菜香 助子走出憂鬱

美食發揚客家 感謝政府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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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起客家美食，鄭彩緞強調，不管是何種文

化的傳承，多少都要依賴公部門的力量去支
持，就像日本的合掌屋聚落，每年日本政府都
會撥一筆經費補助，鼓勵村民繼續留在村子裡
生活，同時也規定他們必須教授下一代合掌屋
的建造方法，讓古老的建築技藝不要失傳。
 鄭彩緞說，客委會扮演著推動「客家文化」

延續的角色，她的客家美食工作坊便是一個
接受客委會補助成功的案例。鄭彩緞創業後，
得到客委會的補助，除了金錢的資助，客委會
也不定時地安排她到高雄餐旅學院觀摩研習，
增進她的廚藝。如今，鄭彩緞已經有成功的事
業，同時也是個好老師，與客委會配合，教授
中小學生客家料理。
「台灣因多元文化而精采，很感謝政府支持

客家文化的傳承，願意花這麼多錢投資在我們
身上，輔導我們創業所需，所以我一定會盡最
大的努力，以美食來發揚客家，身為客家人，
我真的不忍心看到自己文化的消失啊！」鄭彩
緞感恩地說。

鄭彩緞(中)細心指導學員每一個烹調客家美食的步驟。 (鄭彩緞/提供)

鄭彩緞以自己的畫像做產品logo。  (王柔婷/攝影)

除了對布袋戲抱持高度熱忱，黃武山在戲偶戲服上也有鑽
研涉獵。 （黃武山／提供）

客家傳統花布是鄭彩緞的產品包裝。   (王柔婷/攝影)

黃武山常到國外進行布袋戲交流和進修，希望布袋戲也能隨著時代邁向國際。 （黃武山／提供）

成立「山宛然布袋戲團」後，黃武山到小學教導學生布袋
戲演出所需的配樂樂器。 （黃武山／提供）

People 4
客家文化的推手Hakka 新客家人群像系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