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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著深藍色襯衫、套著米色背心，黃豊荏坐在木

製的板凳上，露出生澀的笑容，緩緩吐露自己的創
業歷程。出生於苗栗縣南庄鄉員林村的他，是個道
道地地的客家人，曾擔任職業軍官，目前身兼數
職，不但是園林春生活館總經理、南庄旅遊工作室
總經理，也是行政院客家委員會的諮詢委員。
員林是一個鍾靈毓秀的客家庄，黃豊荏家族從爺

爺黃運成那一代便居住於此，經營米廠及從事日用
品的製造販賣。年輕時曾在日本醬油工廠學習釀造
技術的黃運成，擔任過品管的工作。光復後，除了
經營雜貨店，也將製作醬油的技術傳授給黃豊荏的
父親和哥哥，讓這項傳統技藝留傳下來。
兒時記憶中，父親的「勤奮」、「篤實」、「硬

頸」等特質，深深地烙印在黃豊荏心中。他還記得
有一次寒流來襲，雖然父親的雙腳因凍傷而龜裂、
流血，但他依舊像往常一樣，不畏寒苦地下田工
作。「他總是為了我們任勞任怨」，黃豊荏的語氣
中帶著感念與不捨。成長於這樣的家庭，塑造了黃
豊荏逆來順受、勤儉質樸的個性。
黃豊荏表示，客家人以耕讀傳家，因此客庄的小

孩子們在學業上都有不錯的成績，即使小時候家境
不好，父親還是非常重視教育。不過，除了認真念
書之外，他也必須幫忙家中的莊稼事。「客庄的孩
子怎麼可能不幫忙？」黃豊荏強調。即使兒時家境
較苦，黃豊荏仍有著快樂的童年，打彈珠、抓泥
鰍、烤地瓜、河邊跳水、溪邊捉蝦等，都是令人難
忘的回憶。「可惜現在的環境都被汙染了」，他惋
惜地說。

古法釀造 找回爺爺的味道 

高中畢業後，因家中的經濟狀況不足以支付一般
大學的學費，黃豊荏選擇就讀中正理工學院。這段
求學歷程也開啟了黃豊荏生命的新階段，他離開生
活了十八年的客家庄，到了一個以外省人、閩南人
為主的環境。黃豊荏說，外省人與閩南人的作風較
為強勢，但因為自己在客庄長大，培養出逆來順受
的個性，使得他在待人處事上更加圓融，也避免了
許多人際上的磨擦。
畢業後，黃豊荏獻身於軍旅，就這樣過了十年，

他自認若繼續在軍中做下去，總有一天是要退下來

的，到時再踏進社會恐無一技之長，因此他決定從
少校退伍。一開始在台北從事景觀營造的工作，
三、四年後黃豊荏毅然決然地回故鄉南庄成立「園
林春農場」。後來台灣吹起一陣復古風，於是他便
向哥哥學習傳統客家醬油的釀造技術。

起初，前來購買醬油的人並不多，「第一個月還
賣不到一箱呢!」回想起當時情景，黃豊荏不禁莞
爾一笑。十幾年後，有越來越多的消費者開始懂得
購買傳統的客家醬油。也因為有許多離鄉的人不斷
地回南庄尋覓傳統的客家醬油，於是黃豊荏決定在
頭份成立一個生活館，作為客家醬油的販售中心。
黃豊荏表示，小時候他便對爺爺的醬油釀造工作

十分感興趣，喜歡看著爺爺將黑豆、黃豆、小麥等
材料洗淨、蒸煮，放入大甕中，並跟著爺爺忙進忙
出。現在從事這個從小就充滿興趣的醬油釀造，不
僅讓更多人品嘗到傳統的客家醬油，也讓他感到很
滿足。
不過，客家醬油並非客家人的自家發明，而是客

家人從日本人身上所學習到的釀製技術，以古法釀
造，採用黃豆和黑豆為原料，放在傳統的大甕用粗
鹽浸泡，經過六到七個月的發酵而成的。和坊間化
學醬油的釀造過程相比，這樣的製造方法相當折磨
人，到現在黃豊荏都還記得爺爺冬天因凍傷而裂開
的雙手浸泡在鹽水時，臉上咬著牙的神情。

條條產業道路 通向桃花源

黃豊荏曾任職南庄鄉長秘書，致力於申請南庄鄉
全區劃入參山國家風景區。他笑說，當時沿著南庄
的每條產業道路往上走，都會有一種「柳暗花明又
一春」的感覺，這種心情就好似遊記中的主人翁誤
打誤撞進入美麗的桃花源，為了不讓這麼美麗的一
塊淨土被遺忘、冷落，他才努力地爭取將南庄劃入
國家風景區。
黃豊荏說，在提報與評鑑的過程中，每個南庄人

都充滿了期待，希望能夠將這塊土地做最好的利
用，並且讓更多人來分享它的美麗，如果能利用國
家的力量來開發，就能更有效地保護南庄這片美麗
的樂土，例如運用天然素材開發的蓬萊自然生態園

區護林步道、神仙谷自然生態步道等，都是在南庄
劃入國家風景區後所做的自然生態開發。 
因為想讓更多的人來訪南庄，黃豊荏成立了南庄

旅遊工作室，希望能夠推動南庄的觀光產業。不過
草創之初，大部分的鄉民對於南庄未來發展普遍地
缺乏信心，抱持著觀望的態度。為此，黃豊荏不斷
地舉辦記者會、說明會，試圖讓大家拾起信心、讓
更多人了解南庄未來的發展潛力與可能性，而最重
要的是讓大家對自己的家鄉產生濃厚的認同感，一
起為南庄的觀光事業打拚。

推展民宿旅遊 打造文物館

對於南庄的未來，黃豊荏抱持著樂觀的態度。他
指出，現在每到假日就有上百部的遊覽車湧入，川
流不息的人潮帶來許多商機，南庄的居民也因此有
足夠的收入可以改善生活。這樣的發展使得在外地
生活的遊子能夠返鄉，重回自己的土地生活，也帶
入了一些新住民，讓沒落的農村重燃生機。
最近非常流行的民宿旅遊風潮，在黃豊荏眼裡也

不失為認識客家人、客家文化的好方法。他認為遊
客可以從與主人的相處中對增加對客家人的了解，
從民宿的布置也能欣賞客家文化之美，在餐飲上也
可以品嘗道地的客家菜，一舉數得。他希望這些民
宿可以進一步用客語標示出各項物品，讓更多的人
接觸客家話。黃豊荏未來的願景是在三灣成立客家
醬油文物館，結合桐花、醬油的歷史與客家文化元
素，再加上三灣地區的客家人文和經濟作物，如梨
子和橘子等水果，呈現完整的客家意象。
對於自己的客家血統，黃豊荏相當自豪地說:

「因為家庭環境的樸實，才能有精神層面的不奢
華。」士農工商四種行業都曾觸及過，大大小小的
世面都曾見識過的黃豊荏，為他的客家身分做了這
樣的註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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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傳統文化逐漸消失的年代，從小學習傳統戲

曲的人，會給人什麼樣的印象呢？老氣又古板嗎？
黃屏瑜，小學畢業便開始學習客家戲的女孩，卻有
著亮眼的外型和時髦的打扮，顛覆了一般人既定的
想法，一見面就令人印象深刻。個性大方的她，或
許是因為長期接受戲曲訓練，而造就出大將之風，
說起話來有條不紊，穩重卻不呆板。

入戲十年 努力學客語

會踏入客家戲圈，黃屏瑜自己也相當意外。她回
憶當初報考國立台灣戲曲學院，入學考試的結果出
爐後，自己有多麼的震驚。「客家戲耶！我根本完
全不會說客家話啊！結果竟然進了客家戲學系！」
當初的入學考試，是母親幫她報名的。因為聽一

位熟識的朋友提到自己的女兒就讀於那裡，可以學
習一技之長，獲得這項資訊的黃媽媽決定要讓女兒
擁有與傳統體制不一樣的求學經驗，黃屏瑜也順應
母親的要求，前去考試。就這樣，一句客語也不會
說、對客家文化也完全不了解的黃屏瑜，踏上了與
自身族群—阿美族文化差異頗大的客家戲一途。她
笑說當初母親應該知道她是考客家戲學系，「只是
不敢跟我說吧！怕小孩子會不喜歡。」
如果要說客家戲和其他傳統戲曲有什麼不同，最

顯而易見的差別，還是在於語言。因為是客家戲學
系，理所當然的要學習客語，對黃屏瑜來說，這一
切都得從零開始。她表示，發音是她學習客語的一
大障礙，即使學了十年的客家戲，黃屏瑜仍是無法
流利地使用客語。唱戲，只要把劇本背熟，演出絕
對沒問題，但對於不是在客語環境中長大的人來
說，每每說出的客語，總是會少了那麼一點「道地
味兒」。
她提及有時候和校長交談時，本身是客家人的校

長常會國語和客語交雜使用，但是黃屏瑜卻始終用
國語應答。「其實我是害怕說客語的」，她帶著不
好意思卻又有些難過的語氣說。不過即使如此，黃
屏瑜還是相當認真地學習客語，她還報名了由臺北
市客委會辦理的「臺北客家書院」客語能力認證
班，目標是通過中高級。

辛苦練戲 靚女飾老旦

雖然是意外練起客家戲，不過黃屏瑜並沒有在這
條路上半途而廢。回憶起中學部時每天緊迫的作息
時刻表，她到現在都還記得一清二楚。黃屏瑜透
露，以前學生們每天早上五點半就要起床，六點便
開始練功，訓練的項目包括像是倒立、下腰等等，
一整天的訓練課程，要到晚上八點二十分才真正結
束。「辛苦歸辛苦，但是大家都是一樣的。」黃屏
瑜並不引以為苦。今年大四的她，即將從戲曲學院
畢業。身為客家戲學系的第一屆學生，黃屏瑜與這
個科系相伴了十年，練了十年的客家戲，身邊的同
學，有些人吃不了練功的苦，或是自覺不適合，早
已退出，但她依然不為所動，繼續努力。
在這十年當中，黃屏瑜經常遇到初識的人，知道

她學客家戲後的第一反應常是：「客家戲？啊，就
是歌仔戲嘛！」面對這種全然不了解客家戲的人，
黃屏瑜感到微慍和無奈，「這兩種根本就不一樣
嘛！不要說它們很像什麼的，它們就是兩種不同的
劇種啊！」她略帶激昂地解釋。
在戲曲學院裡學戲的學生們，當基本功練到一定

的程度時，便會開始主修一種角色，而學生們該主
修何種角色是由老師所指定，若是日後發現人與角
色實在無法相稱時，再轉換跑道。黃屏瑜所學習的
角色是「青衣花旦」，所謂的青衣，又叫正旦，按
照傳統，青衣在旦行是最主要的一類，扮演的一般
是端莊、嚴肅的青年女性或是中年女性，例如賢妻
良母、貞婦烈女等等。而花旦則是性格比較活潑開
朗，動作也比較敏捷、伶俐的年輕女性，例如丫環
等。
有趣的是，雖然主修青衣花旦，但是黃屏瑜卻不

常演花旦，反而較常飾演青衣和老旦。「老旦」指
一般老年婦女，唱與唸用真嗓，近似老生，但是動
作比生角帶有女性色彩。大家都訝異年輕又容貌美
麗的黃屏瑜，竟時常是老旦的飾演者呢！

　　劇團演出 舞台經驗豐富

黃屏瑜實際演出的經驗非常豐富，自國二開始，
她便加入榮興客家劇團，創團人鄭榮興正是母校的
校長。此劇團和學校有著簽約的關係，所以客家學
系的學生們得以進入劇團學習。但是，黃屏瑜的同
班同學中加入劇團的並不多，包括她在內，總共只
有四、五個人，因此比起同儕來說，黃屏瑜算是實
務經驗相當豐富的。舉例來說，榮興劇團的許多劇
碼像是《喬太守亂點鴛鴦譜》及《花木蘭》等戲
曲，她皆有參與演出，此兩齣戲甚至曾在客家電視
台播出呢！
在榮興劇團現任副團長黃月雲的眼中，黃屏瑜雖

然年輕，卻很有想法，而且相當努力，不只課業表
現優異，甚至曾經擔任過學院的學生會副會長，同
時也是榮興劇團重點培養的人才之一。劇團中採用
師徒制，因為只有這樣才能把師傅們用經驗累積出
來的實力一點一滴的傳承下去。
黃屏瑜的指導老師是江彥瑮，據她所言，江彥瑮

可以算是劇團中的首席青衣，非常厲害。個性認真
的黃屏瑜，相當重視每一場演出，不曾在台上出糗
過，她強調，「對於演出，我是相當嚴謹的。」優
秀的師徒組合，在客家戲圈中光芒閃耀。
榮興劇團位於苗栗縣後龍鎮，那兒是個典型的客

家庄，因此，參與劇團學習客家戲的黃屏瑜有機會

接觸到更多客家人。她認為一般人對客家人「勤
儉」的刻板印象有待修正。「我遇到的客家人都很
熱情啊，他們都會很大方地擺出滿桌的美味料理供
我們享用喔！」想到令人難忘的可口福菜湯，黃屏
瑜開心的笑著說。
身為阿美族的黃屏瑜，本身非常注重自己族群的

文化，問及是否會說母語，她語帶堅定的說：「當
然會啊，怎麼可以不會說自己的母語呢！這是很重
要的耶！」不過雖身為原住民的她，也努力學習客
家話，藉由多了解一種台灣文化，更愛這片土地。
一位原住民的女孩，在誤打誤撞、因緣際會之

下，闖進了客家戲的領域，黃屏瑜除了在戲劇演出
上有著出色的表現之外，對客家也產生了一份熱
情，未來打算報考研究所，攻讀客家文化。
舞台上、舞台下，黃屏瑜總是認真努力，不論她

未來選擇的是戲劇還是研究，又或者是兩者兼顧，
她都將帶著明亮而堅定的眼眸，闖出屬於自己的一
片天。

屏風、崑曲皆中意

最愛遊園驚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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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家戲劇團並非台灣獨有，黃屏瑜指出，曾

經有個來自中國贛南一帶的客家戲劇團到台灣
戲曲學院表演過，他們演出的是「小戲」，不
同於大戲，是演員較少的一種演出形式，表演
得相當不錯。
談到此處，黃屏瑜說：「其實我比較喜歡演

小戲。」她認為大戲要顧慮的層面較多，包括
舞台上所有的演員以及整個場景都要有所注
意，但是小戲比較能夠自由發揮。《鬧渡》，
這是黃屏瑜最喜歡的小戲戲碼，她自己也曾經
演過，劇情是描述一位公子到河邊拿了些錢包
下一條渡船，要船家不准再讓其他乘客上船，
但是不久後卻有一位漂亮的小姐和一個可愛的
丫環想要渡河，公子既想讓他們上船、面子卻
又掛不住，船家和女孩們便鬧一鬧這位公子。
熱鬧幽默的情節，是黃屏瑜喜歡它的原因。
在進入戲曲學院之前，黃屏瑜和大部份的學

生一樣，不曾主動去接觸傳統戲曲，不過進入
戲曲學院之後，一方面也是本身所學，一方面
隨著年紀的增長，也漸漸較懂得欣賞這些藝術
表演。不侷限於客家戲，黃屏瑜接觸的劇種很
多，她很喜歡屏風劇團的作品，也欣賞過由豫
劇皇后王海玲所演出的豫劇。
黃屏瑜也很喜歡崑曲，「雖然崑曲或許有點

一板一眼的，但是我就是喜歡那種唯美的氣氛
和感覺。」她說。談到最喜歡的戲碼，黃屏瑜
毫不猶豫地表示自己最愛《遊園驚夢》。這是
一部由名作家白先勇所寫的舞台劇，知名度很
高，相當受歡迎。除了東方的傳統戲曲之外，
她對於歌劇魅影也是大為讚賞，認為那十分有
可看性。
即使從小學習客家戲，黃屏瑜也絕不局限於

此，五花八門的劇種她都略有接觸，喜愛著阿
美文化，喜愛著客家文化，她帶著能夠喜愛更
多事物的寬闊胸襟繼續活出精彩的人生。

懵懂入門　青衣花旦秀實力

黃屏瑜

黃豊荏        

阿美女孩學客家戲

熱愛家鄉淨土 為南庄拚觀光

卸下軍中甲 徒手釀醬油

保留客家資產 別太商業化

●柯佳妤/報導
由外往內看，「園林春生活館」是間佈置優

雅、小巧精緻的店面，木框的玻璃門上印著店
名，用手搖了搖被當成門鈴的鈴鐺，面帶微笑
的老闆娘馬上迎向前開門招呼，暖色調的光
線、木製的桌子長板凳和親切的老闆讓整家店
格外地溫馨。黃豊荏笑著問是否吃過園林春的
醬油，隨手倒了一點醬油遞過來，說道:「吃完
有沒有覺得舌根喉嚨的地方有點緊緊的?」他表
示這就是傳統醬油獨有的口感。
從小在苗栗縣南庄鄉員林村長大的黃豊荏，

談到對於客家文化的認同感，表示自己質樸勤
儉的精神歸功於客庄的教育。因此他認為客家
文化，在精神層面也好，在器物層面也罷，都
需要而且也值得被完整、純粹地保留。
對於保留的方式，黃豊荏則有獨到的見解，

在他看來雖然客家文化的保存能有地方政府、
客委會等等的協助是最好不過了，但若施政當
局並非客家人，也就很難分辨出哪些文化為真
正的客家資產、政策也易過於商業化，很難以
「客家的立場」保留最傳統、純粹、應該被保
留的客家資產。
因此黃豊荏規劃在苗栗縣三灣鎮銅鏡村成立

客家醬油文物館，希望善用客家的地方元素以
及自然農法等資源呈現出純粹的客家意象。黃
豊荏表示，在地點的選擇上除了考量到三灣位
於交流道附近便於民眾前來之外，更重要的
是：相較於苗栗其他參雜了客家、賽夏、泰雅
族群的區域，銅鏡村是一個單一族群、純粹的
客家聚落，也因此更能展現出最原始的客家風
情。
夜幕緩緩降下，或許下次幕緩緩升起時，客

家醬油文物館已開始等待喜愛客家文化的民眾
們到訪了。

雖然黃豊荏的太太（右）是閩南人，但在客庄生活並收看
客家電視節目，學得了一口流利的客語，而黃豊荏也非常
地重視女兒（左）的客語教育。 （黃豊荏／提供）

黃豊荏（左）打算在苗栗三灣成立客家醬油文物館，讓民
眾可以在這裡看到傳統、純粹的客家文化。 
 （黃豊荏／提供）

黃豊荏希望可以有更多的人發現客家醬油的獨特口感，並保存這項客家傳統產業。 （柯佳妤／攝影）

對美食沒有抵抗力的黃屏瑜曾表示，客家福菜湯的滋味令
人難忘。 （黃屏瑜／提供）

除了平時在劇團的演出之外，黃屏瑜還是個兼職模特兒，
在不同的舞台展現她同樣不凡的魅力。 （黃屏瑜／提供）

對於年紀尚輕的黃屏瑜來說，「楊家心臼」中須呈現的婆
媳議題是相當難以揣摩的。 （黃屏瑜／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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