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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王俐文

    一縷白煙裊裊而升，客家紀錄片導演彭啟原

將一壺熱呼呼的東方美人茶倒入杯中。彭啟原解

釋說他不喝酒，所以茶點就是他平常會友的飲

料。這間小小的工作室整理成兩半，一邊擺放設

著茶具的矮桌和藤椅，給溫軟的木頭色調輕輕圍

繞；另一頭的牆壁則是井然有序的資料，和堆著

疊疊文件的電腦桌宣告著主人的細心。

苦讀之外 找到一個新奇世界

  彭啟原是桃園楊梅的客家人，父母親、祖父母

和兄弟姊妹都會講流利的客語。指著牆壁上老家

的照片，彭啟原說，當時能住這樣的房子還算優

渥，所以小時候對於客家人並沒有所謂「刻苦耐

勞」的感覺，對於客家人的刻板印象，多是長大

後才聽說的。但是這種「很不客家」的記憶在彭

啟原16歲時因為父親過世而斷裂，雖然家裡還有

一些積蓄，但獨力撫養兒女的母親頗感壓力，自

然會對兒女有更高的期待。然而，生前喜愛攝影

的父親留下了一台相機，讓從小對影像有興趣的

彭啟原在苦讀以外，找到了一個新奇的世界。

  新竹中學在六零年代的校長是倡導全方位學風

的辛志平，他不畏升學的潮流，鼓勵學生各項能

力的培養，一時之間竹中的格局宛若大學。順著

這股風氣，彭啟原住宿學校時瞞著母親，把那台

舊相機帶到學校並加入攝影社。說到這裡，彭啟

原不好意思地搔搔頭，因為當時不喜歡念書，甚

至還瘋攝影玩到被留級一年；幸好最後考上文化

大學影劇系，媽媽還高興到送給他一台全新的的

相機。彭啟原認真地說，這個經驗讓他懂得給兒

女一些選擇的空間，不斤斤計較孩子的成績，所

以他也不要求師大附中畢業的兒子念所謂的名

校，讓他依興趣就讀實踐大學平面媒體設計研究

所。

大學四年 全靠自修累積攝影功力

　自從高中迷上攝影以後，彭啟原就堅信做影像

是他這一生的志願，但是當年相關資源匱乏，學

習管道和出路都不是很好，連高中時攝影社的指

導老師也是喜愛攝影的化學老師兼職。其實彭啟

彭啟原
傾心血用影像記錄客家文史

他說，他很樂意帶領史地相關科系的學生，用影像

記錄歷史甚至寫論文，因為人文素養能夠更深切地

詮釋影像。

原填文化大學影劇系也是有點糊裡糊塗，一方面

因為成績的束縛進不了最想念的新聞系，一方面

看到「影」這個充滿吸引力的字，就誤以為影劇

系會接觸很多影像。就讀後他才發現，文化影劇

的資源、設備不好，而且對於影像的涉獵不比舞

台劇，一天到晚「To be or not to be」地排練

莎士比亞作品；所以大學四年的攝影技術，除了

比較專業的film（底片）概念，幾乎都是彭啟原

靠經驗和練習累積出來的。講到興奮處，彭啟原

從藤椅跳起來，從架上翻出一本又一本的舊相

簿，裡面全是年輕時用功的結晶。

　看著從前爸爸和自己拍的相片，彭啟原講起當

年接觸錄影的點點滴滴。古早的器材笨重，所以

那個年頭的攝影師都很健壯。除了硬體的不便，

當時的剪接術也很麻煩，剪錯又要從頭弄一次，

常讓彭啟原有「To be or not to be」的掙扎，

但結果往往只能懊悔撞牆，然後咬牙再做一次。

「現在數位化後，喜歡攝影的人真的很幸運。」

　退伍後的彭啟原面臨器物和技術的革新，從前

的化學性質的底片改成了物理性質的磁帶。身為

台灣少數從ENG（electric news gathering，早

期的DV）年代做到現在數位化設備的行家，彭啟

原對於廉價輕便的器材卻沒有安全感，就連近幾

年的紀錄片作品也是用傳統的磁帶拍攝。不過美

學的概念、內容的意義是不會消失的。聊到最拿

手的影像，彭啟原有些得意，「我應該去大傳系

開個講座，叫做『傳播歷史』，哈哈。」

做紀錄片 感受影像生命力

　彭啟原最初以拍攝結婚錄影為業，「很累但是

好賺」。當時一部影片就可獲利8000元，彭啟原

擔任攝影，和扛器材、打燈光的兩個搭檔做了幾

年，成果還算豐碩。民國七十年初業界流行受託

拍攝工商簡介給經銷商看，一部10分鐘的影片大

概就有100萬的收入，可是彭啟原卻覺得少了些

甚麼。「因為對於影像有興趣，我就會care拍攝

出來的影像有沒有生命力。可是工商簡介是非常

沒有生命的，老闆要甚麼我就拍甚麼，拍到後來

2009年12月初，客家紀錄片導演彭啟原來

到國立交通大學，為客家文化學院的學

生演講，分享他身為一個客家人和一個媒體

人，如何在不同的期待中以冷靜、獨立思考

的能力忠實呈現故事。

　彭啟原說：「攝影機就像一把槍」，當初

因為好奇進入芎林紙寮窩時，沒有想過這幽

靜的小地方會在曝光後出現這麼多的問題。

三年斷斷續續的拍攝期間，紙寮窩的老人家

為了幫這個萍水相逢的導演，甚至在彭啟原

不知道的情況下組織起來，重建「傳老亭」

這個傳統造紙手藝空間；研究紙料的學者相

繼進入，紙寮窩的歷史該不該由博物館保存

成了爭議；村里的年輕人以文化導覽，開發

紙寮窩的觀光資源等，原本只是單純的紀

錄，卻加速了社區營造，大大改變它的原始

風貌。

　《新瓦屋再造》算是最讓彭啟原傷腦筋的

一部作品，當時因應高鐵計畫，六家新瓦屋

在眾人的努力下雖然逃過被拆除的命運，成

為客家文化保留區，可是這個過程是非常倉

促且粗糙的。《新瓦屋再造》就是在觀察公

部門如何將新瓦屋建造成一個「活的」保留

區。四年的拍攝，讓彭啟原夾在政府與當地

民眾之間，漸漸從觀察者變成介入者，也開

始思考自己身為一個紀錄片工作者，如何自

我定位。彭啟原本來想要以這支影片讓新瓦

屋聚落的居民回憶這個消失的家園，並讓新

居者了解這個地方的歷史與文化。但是因應

官方的要求，《新瓦屋再造》中許多民眾表

達不同意見的畫面被彭啟原親手剪去。兩手

各抓一支《新瓦屋再造》，彭啟原說，他真

正想講的故事會保存下來，靜靜等待可以發

表的那一天。 （王俐文）

■客家紀錄片導演彭啟原精力充沛，講到自己最愛的影像就手舞足蹈。 （攝影／王俐文）

《新瓦屋再造》

■彭啟原在楊梅老厝的照片，這間屋子有百

年歷史，現已拆除。 （圖片提供／彭啟原）

故事還沒講完

很煩。結婚錄影還比較好玩、比較有生命力。」

　在甚麼樣的巧合，彭啟原踏入了客家紀錄片的

領域呢？彭啟原表示，那個年頭根本沒有紀錄片

這個名詞，只是因為對於影像的熱忱，他捉住了

廣電基金（現在的公視頻道）給予的機會。當時

在製作文化景點導覽的影片，有一個叫做「鄉聲

曲韻」的主題，要結集中國各族像是閩、客、陜

西等文化的傳統歌謠，彭啟原就這樣通過徵選，

負責「客家風情畫」這個節目。「山歌放出來的

時候有風景，還有旁白。這個就有趣多啦，不同

的角度，不同的鏡頭，蠻好玩的。」彭啟原又翻

箱倒櫃，秀出一本泛黃的逐字稿，密密麻麻的筆

記滿溢表格外。開始在自己的影像中感受到生命

力，彭啟原就和同事腦力激盪，選了十幾個客家

文化的題材擬成一份企畫書，興致勃勃地送到廣

電基金，自此他就投身客家紀錄片的製作。

　每開啟一個話題，彭啟原就從工作室的各個角

落挖出自己的經驗，慷慨地秀出來。電腦桌已被

成堆的資料淹沒，彭啟原卻未顯疲憊。一聽到問

題，一嗅到不解的氣氛，馬上又一躍而起，把整

櫃的回憶傾倒出來。或許就是這股幹勁和的勤

快，彭啟原才能在影像世界投注畢生心血吧。

 帶領學生 擔任工作坊講師

　彭啟原最近在帶領台北市立教育大學歷史與地

理學系的學生用影像記錄文史。問及教學經驗，

彭啟原謙稱自己不過是個學士，嚴格來說沒有教

師的資格。多年前中央大學客家學院曾請他去修

碩士學位，順便兼任教師。但彭啟原調皮地說：

「那邊上一堂課給800塊，一個禮拜也只四節

課，我一場演講就3000多塊了，划不來哈哈！」

但他後來還是應邀擔任紀錄片工作坊的講師。

　「帶那十堂課還蠻輝煌的，我們還參加客家電

視台《1394打戲路》的紀錄片比賽。」彭啟原表

示，他不太可能進入學術的運作，除非學校願意

打破傳統的觀念，例如用沒有學分的方式辦講座

或是工作坊。他說，他很樂意帶領史地相關科系

的學生，用影像記錄歷史甚至寫論文，因為人文

素養能夠更深切地詮釋影像。彭啟原說，這樣的

經歷讓他覺得有責任寫一本關於影像史學的書，

讓學子和後世對於台灣影像的發展史有所感動。

文／戴子嘉

　劉京定，任職於中央警察大學，擔任學生總隊

研究生中隊的區隊長。她自認為是非典型的客家

人，因為高中以後就離開客家庄，偶爾才會回老

家看看，不過在她的身上仍留有客家人的氣息。

    劉京定家中總共有七個小孩，她排行第五，

上面有四個姐姐，下面有兩個弟弟，從她的家庭

結構來看，就可以知道她們家有非常嚴重的重男

輕女觀念，加上她的父親是長子，無論如何都要

將「香火」延續下去，因此小孩一年增加一個，

生到第六個終於是個男生，總算達成了傳宗接代

的任務，基於中國人的「多一個小孩只是多一副

碗筷的觀念」，在她小學一年級的時候，排行第

七的小弟也來報到了。

父母教育 小孩「團進團出」

　由於父親是長子、長孫，從小便和奶奶同住，

難免會受到傳統重男輕女觀念的影響，但是生長

在物質缺乏的年代，觀念上的重男輕女，其實在

物質上的差異並不大，而且光靠她的父母親照顧

一家十口是一件非常辛苦的事情，所以她們五姊

妹從小就扛起大部分的家務事，同時還要照顧年

幼的弟弟，她還提到因為家中女生很多，總是被

親戚冷嘲熱諷「賠錢貨」，而且她的奶奶常把弟

弟是「香爐耳」掛在嘴邊，讓她們做姊姊的聽了

很刺耳，「明明同是劉家人，為什麼會有如此的

差別待遇？」所以她有時會頂嘴說弟弟是「尿桶

耳」，小小的發洩一番。

　生長在家庭即工廠的時代，劉京定的父母原本

經營腳踏車店，後來跨足到金香業，家中的經濟

才略有改善，不過那時還是小孩子的她們就開始

了打工的生活。在她的印象中，小時候沒有寒暑

假，也沒有所謂的週末，過去的週六要上半天

課，一放學回到家吃完午飯後，母親就會用摩托

車一趟趟地把她們載往自家工廠，從事需要人力

的半成品加工工作，每每在規定的份量完成後才

能玩耍，男女皆然。而且有時週末下課後，她們

還要協助急件的完成，所以小的時候，她們最怕

放假。但長大後她的母親卻有另一種說詞，她說

因為家中小孩太多，每天下班回到家後都會聽到

奶奶抱怨她們不乖，又怕她們出去跟不良少年混

在一起玩，所以她的母親認為整隊小孩「團進團

出」，比較好管理，而且她很得意的表示：「根

據我的觀察，這招似乎真的有效！」

重視讀書 父母身教影響最深

　因為劉京定的父母教育程度都不高，深深體會

到未受教育的痛苦，所以非常重視子女們的教

育。儘管家中孩子很多，但是只要跟念書有關的

花費，父母親絕對二話不說爽快掏錢，所以她常

常用買文具的藉口騙取零用錢，說到這裡她不好

意思地笑了笑。不過她很驕傲地表示，從小學開

始都是靠自己讀書，就是遵循鐵律──新聞播

報完畢就得關閉電視，所以每次月考平均都有

九十五分喔！

　除此之外，劉京定覺得受父母影響最深的就是

身教，她說父母每天都工作到深夜，入睡時已經

是凌晨，尤其是她的母親，早上四、五點就得起

床洗衣、養雞、餵豬，還得幫全家人準備早餐；

她的父親是典型的客家男人，地位崇高，母親總

是規定晚餐一定要等到父親回家後才能開動，印

象中還曾經等到晚上九點。劉京定覺得母親為了

家庭，再辛苦也值得，所以她小時候唸書唸到累

的時候，常常會提醒自己：「父母很辛苦，不要

讓別人看不起我們這些女兒！」

　劉京定還記得當她的三姐高商畢業後，父母出

錢讓她補習考二專，左鄰右舍親戚議論紛紛：

「女兒是賠錢貨，養大了還不是別人的，念這麼

多書幹嘛？」在她的三姐考上台北商專後，親戚

又說話了：「書念這麼多，錢有賺比較多嗎？」

後來她的四姐高工畢業，也去補習，考進了新埔

工專二專部，親戚再補上一句：「他們家的小孩

唸書都是用錢堆出來的」，令她忿忿不平。深陷

客家庄重男輕女的傳統思維，讓劉京定在成長過

程中不斷地形成她的夢魘。

學運時代 確曾遭受差別待遇

　她回想求學過程中，確曾因為是客家人而遭受

差別待遇，還記得在野百合學運時代，在一次的

演講場合中，聽眾要求演講者以閩南語發音，當

時她也很想站起來表示：「台灣不是只有閩南

劉京定
難忘「賠錢貨　香爐耳」夢魘

因為家中女生很多，總是被親戚冷嘲熱諷「賠錢貨」，而且她的奶奶

常把弟弟是「香爐耳」掛在嘴邊，讓她們做姊姊的聽了很刺耳。

人，還有客家人、原住民，台灣省不是叫做福建

省！」可惜當下她沒有這種道德勇氣，令她頗為

懊惱。所幸在現代，這種景象已不復見。

　從小生長在竹東客家庄的劉京定，平常以說客

家話為主，一直到了新竹念書後才體認到講客家

話的重要性，因為到了新竹女中，才發現原來新

竹市大多是閩南人，客家人很少。她說以前住在

竹東時，鄰居、同學、老師都是客家人，體會不

出客家人是少數族群，到了新竹女中才發現情況

已經變了。同時她還發現自己講國語時，客家口

音還挺重的，於是努力去除說話時的客家口音。

不過由於客家話在學校是稀有語言，劉京定開玩

笑地說，如果要罵同學又不想被聽到時，客家話

就可以派上用場了，所以到了新竹才讓她深刻感

受到「我是客家人」。另外，有些閩南籍同學很

喜歡指出她的客家口音，甚至笑她說話的腔調，

有種被歧視的感覺，於是她開始刻意地隱藏客家

口音。而她有點不好意思又得意地提到，因為客

家話有六種聲調，北京話只有四種，所以她現在

可以把國語說得很標準，英文發音也很流暢，都

是拜客家話的六種聲調所賜。

■ 在丈夫和可愛女

兒的包圍下，劉京定

露出幸福的微笑。

 （翻拍照片）

■ 擁有兩個可愛女兒的劉京定，是個稱職的母親。 (戴子嘉攝)

當
客家與閩南結合，劉京定發現了很多有趣

的差異，根據她從先生身上觀察到的閩南

文化，她覺得閩南人好像比較喜歡吃魚，而客

家人比較喜歡吃肉，可能和大部分客家人居住

在比較接近山區有關，魚對他們來說比較貴也

吃不起，以她們家為例子，肉的料理變化顯然

比魚多出許多。還有客家人很喜歡吃米食，也

喜歡一次做很多份分送親友，然而有趣的是，

傳統客家女性其實很不屑閩南的米食。她還強

調客家人覺得閩南人的腔調很重，如果親戚中

有人娶閩南人為妻的話，大家都會在背後稱她

不會講客家話 「So what？」
為「閩南婆」，其實這句話是罵人的，因為以前

客家男人的外遇對象都會被叫做「閩南婆」，所

以這個稱呼其實蠻負面的。

    很多人都說台灣人非常熱情、好客，劉京定

眼中的客家人也不例外，「客家人非常大方！」

她很興奮地說，很多路過家中的親戚，如果剛好

碰到他們家的用餐時間，都會被邀請進來一起大

快朵頤一番，和一般人存有對客家人吝嗇的觀念

很不一樣。

    劉京定表示，雖然近幾年來政府開始重視客

家議題，但是政府機關對客家人的照顧，或者是

在推廣客家文化上的努力，就她的感受來說仍

然不太夠。至於「現在常不常講客家話？」，

她覺得因為隱形客家身份太久了，因此不太會

在公眾場合說客家話，所以她覺得年輕一代的

客家人已經沒有學習客家話的動機了。「母語

傳承的重要性，其實連我都不太懂」。她羞赧

表示，如果小孩會講客家話當然是最好不過，

但不會講客家話好像也沒有太大影響，畢竟台

灣的客家族群還是占少數，雖然她知道要教，

但是並不積極，再加上她嫁給閩南人，已經

不住在客家庄，對她來說在家要以客家話交

談，真的有些困難，所以不會講客家話「So 

what？」她覺得客家話可能逃不了式微的危

機。 （戴子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