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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楊依靜

　「我覺得現代社會可以不必再去強調族群的問

題了。」語出現職金融業獨立顧問－黃千洳之

口。家住桃園中壢的客家人，作為單親媽媽的

她，憑著自己的努力與勇於突破傳統的精神，走

出自己的一片天。

　身為客家人，卻不認為自己是客家人的黃千

洳，從小在客家傳統三合院環境下成長，在她的

認知裡認為客家人是一種固步自封、堅持己見、

保守而不敢勇於突破傳統的種族，對於客家大男

人主義對女性賦予的約束，例如男主外女主內以

及客家女子就該任勞任怨的觀念，她感到不以為

意，只是受到儒家倫理的規範，不得不與當時的

環境條件妥協。她說客家女性從小就得學會做家

事、燒菜煮飯，甚至還要幫忙農事，平常婦女還

會到溪邊洗衣，而那時就是她們交流的時間。

從事保險 步步攀登到高峰

　在當時「女子無才便是德」的觀念下，原本想

從事教育、文化，甚至想過著軍旅生活、參加政

戰的黃千洳，在傳統社會期待女生應該從商的觀

念下，轉而攻讀專科的銀行保險系，她表示：

「在那年代，女生可以讀到專科就該偷笑了。」

在黃千洳進入社會之後，從事的第一份工作是保

險業，她說道：「從事保險這行業可說是誤打誤

撞。」當時，她在短短三個月內就有三個親友相

繼逝世，那時經濟狀況頓時發生困難，她才體會

到保險的重要性，以前的人都認為保險是一種騙

人的行業，更別提要買保險了，所以她決定要從

事保險這行業，預防自己再次失去親友卻又只能

處在孤立無援的窘境。剛開始，拉保險都會從親

戚朋友這邊開始推銷，以至於大家看到她都會躲

得遠遠的，但在她鍥而不捨的努力下，如今當上

了獨立顧問這個職位。

　黃千洳說，身為客家人最光榮的地方，應該就

是客家族群的儉樸吧！所以客家有名的醃漬品就

是因為農產過剩，不想浪費而用醃漬法保存下來

的；而客家人的行事作風則趨於保守，做事小心

黃千洳　　
保有客家文化 從自身做起

文／蔡雯琪

　新竹縣橫山鄉大山背是漫畫家兼發明家─劉興

欽成長的故鄉。儘管家庭環境貧困、求學歷程艱

辛，劉興欽把辛苦轉化為源源不絕的點子，堅

持、把握每分機會的態度，讓他在民國初期闖出

一條成功的路，劉興欽構築的漫畫世界在台灣引

起一陣旋風，也讓他在大嬸婆質樸可愛的角色裡

執筆不輟，而湊巧創造出的兩百多種發明又為人

生多添了幾束光彩。如今劉興欽雖已年邁，但他

再次提筆，記錄已被遺忘的客家田野風光，繪畫

是他的人生目標，也替後代留下可回溯的歷史。

看牛長大 拚命讀書念師範

　一開始在電話中就爽朗地接受採訪，劉興欽語

帶親切說著：「我很好認，你就找那個穿紅色毛

衣配上一頂深紅色藝術帽的老人，哈哈！很少人

會這樣穿啦！」採訪當天，從遠處就看見一位高

齡70幾歲的先生拄著紅色拐杖，劉興欽專注地欣

賞會場中動態的客家表演，而在接受採訪時，他

的眼裡總漾著一抹微笑。

　生長在新竹縣橫山鄉大山背的客家山莊，地方

上流傳著一首客家歌謠唱道：「有女兒莫嫁大山

背。」可見其地點之偏僻，而清苦的環境卻也是

劉興欽
再拾畫筆記錄客家風光

■劉興欽與

大嬸婆像合

照。 （李彥

璋攝）

■廟會酬神很熱鬧，親朋好友全都到。論斤計兩賽大雞，得獎

還得放鞭炮。劉興欽的水墨民俗畫描繪客家早期生活。  

 （取材自：好客竹縣）

■劉興欽繪製的大嬸婆良心攤，　　希望社

會多一些溫馨和分享。

「千
斤力不如妙點子」是劉興欽的座右

銘，不論從事任何行業都得動腦

筋，最近劉興欽還想了個有趣的點子──設

立「大嬸婆良心攤」。從大嬸婆樂善好施的

舉動作為靈感來源，推動地方慈善事業、提

倡熱心助人且讓社區居民感情更加緊密。

「大嬸婆良心攤」的由來有一定的意涵，劉

興欽塑造大嬸婆為一個做好事且不求回報的

人物形象，不僅賣仙草還奉茶給人家喝，讓

買仙草的人自己丟錢進桶子，即使不丟錢也

沒有關係。仿照大嬸婆的精神，在良心攤旁

掛上慈善基金的罐子，右邊寫著各取所需、

左邊寫著各盡所能，募集到的錢做為救濟使

用，甚至推廣至校園、社區和教會中，凝聚

大眾意識讓社會更美好。� （蔡雯琪）

大嬸婆良心攤 
熱心做慈善

　一提到「大嬸婆」這部漫畫，劉興欽不自覺在

談笑間散發出自信光彩，對著鏡頭邊比劃邊娓娓

道出故事緣由。伴隨著沉重的語氣，他感嘆都市

的年輕人生活很不正常，充斥著賭博、�吸菸、

嚼檳榔和不檢點的行為。而書中出現的大嬸婆正

是他母親的翻版，劉興欽說他的母親擁有客家女

性刻苦耐勞、勤奮及見義勇為的精神，心想應該

拿出來作為教材以改變社會的不良風氣，因而創

造出大嬸婆這個性格鮮明的人物。此外，對人生

採取積極關照的劉興欽，對科學方面也頗有興

趣，當時先有一個「小聰明」的科學教育漫畫帶

領小朋友認識科學，不久劉興欽突然靈機一動，

畫了「機器人」成為極受歡迎的漫畫，風行之時

幾乎所有的書攤都擺上他的漫畫。在成功之後，

劉興欽已是家喻戶曉，但他未察覺在創作的旅程

中還有一個全新的階段。

投入發明 共得138種專利權

　劉興欽清晰地記得，有一個小朋友打電話對他

說：「你很會吹牛喔！世界上怎麼可能出現像機

器人這麼厲害的東西！」但是無論劉興欽如何耐

心解釋，小朋友就是不肯相信反而生氣了，又

說：「你做一個機器人給我看，我才會相信！」

劉興欽憑著不服輸的精神及對於教育的熱誠，即

使沒有鑽研過物理化學，依然硬著頭皮把機器人

設計出來，叫做「機器人自學機」。「當年連電

路板都沒有，是用電線接的呢！」他說。

　現今收藏在新竹內灣的劉興欽漫畫展覽館，成

功的發明也取得許多國家的專利，發掘自己也有

發明的能力後，從民國59年起就不再畫漫畫，全

心投入發明事業。劉興欽的一生共取得138種專

利權，大多是日常創意產品如：雨傘不滴水伸縮

套和可左右轉動的水龍頭等等，劉興欽也謙虛地

表示，「既然科技日漸發達，我沒有受過正統的

科學教育，將來的發明定會落人家之後。」因此

在民國67年後就結束了他精彩的發明生涯，當時

劉興欽已經43歲了。

生活入畫 重現瀕消失場景

　邁入老年的劉興欽，回到山中親自下田種菜過

著恬淡生活，在農忙之餘將記憶中點點滴滴的客

家印象記錄下來，用墨彩描繪客家早期的田園風

光，開始台灣民俗畫的嘗試創作。問他為何致力

於台灣民俗畫？劉興欽說，由於日據時期對農民

的漠視，和國民政府來台後對本土文化的壓抑，

他憂心台灣多元的族群文化在歷史上被遺忘，

「因為我是客家人，有義務替客家的史料保存盡

心盡力。」劉興欽以驕傲的神情說著。劉興欽用

真實體驗在宣紙上「畫」故事，任何生活中的小

細節皆能入畫，如：鄉間放牛種田圖像、怎樣製

做樟腦？如何挖煤礦？經由巧手將瀕臨消失的場

景重現。

　另外他還題筆揮寫道地的打油詩，劉興欽期許

他對藝術的執著能喚起台灣的人文關懷、使客家

精神延續不斷，他邊回想邊接著說：「那些工作

我幾乎都做過。」但若沒有良好的表達能力也只

淪為空談罷了。「身為藝術家就有義務負起這個

責任、有能力傳達給更多人知道。」劉興欽以文

化工作者自許，把傳承文化的重擔攬在身上，在

他有生之年會持續創作，做到不能做為止。

支持劉興欽朝著理想前進的力量。能成為一名漫

畫家是機運也是努力，民國初期小農客庄的人們

只求得一份溫飽就很滿足了，沒有什麼遠大抱

負，也沒想過如何才可以實現夢想，劉興欽說：

「我看牛阿！就希望今天的牛吃得飽飽，回家不

要挨罵就好。」就讀師範學校是由於政府公費出

錢、有鞋子穿、有零用錢花，而且將來還可以當

老師，他感概地說：「當下的人生不是可以自己

支配的。」那時教育部規定只要在學校名列前

茅，就有選擇服務地點的權利，初中時期的劉興

欽衝著這一點，在台北師範美術系教育科拼了命

讀書，後來順利分配至台北市延平區任教。那附

近一帶的居民大多是閩南人，身處台灣剛光復的

年代，客家族群不被閩南人認同，甚至不願承認

自己是客家人。在那樣的氛圍下劉興欽當然也受

到排斥，他說：「生活很苦、沒有宿舍住，只好

和校工住在一起。」

　是什麼樣的契機讓劉興欽成為家喻戶曉的漫畫

家呢？當時教育廳頒布一個禁止小朋友看漫畫的

命令，剛剛光復後，台灣的連環圖畫大部分是從

香港或大陸出版，稱做「小人書」─描繪神仙鬼

怪的故事，然而卻讓小朋友誤以為，可以到山上

找神仙學法術，回來後打架會變得很厲害，用指

頭彈過去一個鼻涕，對方就會暈倒的彈指神功等

等，結果神仙沒有找到反而自己落難。這個小故

事聽起來有些許荒唐，卻實實在在地在五十年前

的台灣發生，在眾多的輿論攻擊下，教育部發布

一道禁令：要求老師禁止讓小朋友看漫畫。

以毒攻毒 畫出正義大嬸婆

　腦中總是可以浮現妙點子的劉興欽想到：「既

然小朋友喜歡看漫畫，就來個以毒攻毒！」他先

畫了一本叫小朋友不要迷信連環圖畫的書─尋仙

記，它的內容簡單、有趣且寓教於樂。沒想到竟

廣受歡迎，由於暢銷的關係，劉興欽就停不下筆

一直畫下去，這一畫就過了五十年光陰，不知不

覺成為一名漫畫家，可說命運的手指引他走向另

一個天地。

■劉興欽亮黃的卡

通領帶有種幽默的

氣質。 （取材自：

好客竹縣）

邁入老年的劉興欽，回到山中親自下田種菜過著恬淡

生活，在農忙之餘將記憶中點點滴滴的客家印象記錄

下來，用墨彩描繪客家早期的田園風光，開始台灣民

俗畫的嘗試創作。

謹慎，在踏出第一步之前一定會經過沙盤推演，

沒有把握的仗是不打的，但也就是因為這樣而缺

乏突破傳統的創造力；客家人是非常團結、民族

意識很強的族群，平常雖然看不出來，但是一有

婚喪喜慶，一定是整個村莊都會一起幫忙。

族群團結 逢年過節最熱鬧

　「客家人的過年可是非常地隆重和熱鬧！」黃

千洳邊說邊帶著驕傲的神情一一解釋。在除夕那

天，村莊的人會一起做粿拜天公，還會有舞龍舞

獅的表演，而除夕夜的團圓飯是相當重要的重頭

戲，一定要一整個大家族都圍在一起吃飯象徵團

圓；過年期間，客家人會連續三天不熄燈，祈求

一年的平安，在祭祀的時候也會全村動員宰殺牲

畜等等，不造成食材的浪費；初二回娘家也是客

家人非常重視的，當天回娘家的女兒一定要攜帶

象徵大吉大利的雞腿、兩瓶酒、一包橘子及一包

糖果當作伴手禮，而客家人也很重視回禮的禮

節，雖然平常生活節儉，但好面子的客家人一定

會準備最好的酒菜招待客人，黃千洳隱藏不住興

奮地說：「小時候最喜歡有客人來訪了！」

　黃千洳還更進一步介紹到其他節日，例如清

明節，客家人就會準備牲禮、發糕及水煮蛋去

祖先的墳前祭拜，並且規定出嫁的女兒不能回

來祭祖，因為他們認為嫁出去的女兒就像潑出去

的水，她們應該留在夫家祭拜夫家的祖先。農曆

七月十五的中元節，客家的義民廟會有「賽神

豬」的活動，而最大最重的神豬就會拿來祭拜與

宰殺，而這些豬肉就會分給全村莊的人，一起祈

求全村的平安。農曆八月稻米收割的時候，客家

人會有平安祭，就像阿美族的豐年祭一樣祭拜天

神，感謝這一年的豐收。中秋節時，客家人會在

三合院的廣場準備月餅、洗臉水、粉餅及梳子祭

拜月神，之後就會在廣場上泡茶聊天，吃著月餅

賞月，大人們還會玩四色牌，小孩則在一旁追逐

遊戲，說道此處，黃千洳有些感嘆道：「這些愜

■黃千洳平日出遊體驗推

草堆，休閒的農村生活。

 （黃千洳/提供）

■年輕時與兒子在農村的合照，開懷大笑

顯示出黃千洳樂觀開朗的個性。 

 （黃千洳提供）
■去美濃遊玩時所拍攝的照片。 （黃千洳提供）

身
為客家女性，在客家傳統觀念對於婦女

的侷限下，黃千洳最後選擇成為單親媽

媽，當然這過程中必然會遭受別人的指指點

點，但她說：「我有足夠的自信可以為自己

的決定負責！」

　育有一男一女，黃千洳不得不承認男人有

自己思考的廣度及寬度，女人也一定會有些

盲點，但當自己一個人擔起養育子女的責任

時，就必須同時兼備男人的思考模式與女人

的堅強，而且家庭經濟收入來源也必須靠自

己一個人承擔，原本兩個人分擔的工作頓時

全都攬在一個人身上，但她卻無怨無悔的熬

了過來。黃千洳說，因為自己是女生，所以

教育女兒的時候可以以正常的關係互動，做

些靜態的活動，但是在教育兒子方面，她認

為男生應有陽剛的個性、多從事戶外活動，

但她能力有限，無法兼顧到這些地方；而管

教小孩時，得時而扮黑臉，時而扮白臉，既

要有母親應有的慈祥，又要具備父親教訓的

威嚴，在這兩方面的取捨是最大的難題。

　為自己兒女塑造了單親家庭的環境，難免

會擔心兒女的想法。但黃千洳觀念開放，她

希望她的孩子可以出外拓展新視野，只要經

濟狀況許可之下，鼓勵她們出國深造，不要

只是待在台灣做個井底之蛙，應突破傳統客

家精神勇於嘗試，才能有更精采的人生體

驗，看到兩個孩子都已經上了大學獨立生

活，黃千洳說：「我一點都不後悔我當初所

做的這項決定！」� （楊依靜）

鼓勵兒女出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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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的農村生活在你們這一輩已經體驗不到了！」

 八音優美 薩克斯風也難比

　「小時候最期待的就是颱風假了！」黃千洳開

心地說著。颱風假時，小孩就可以不用幫忙農

事，可以在家裡玩辦家家酒，在颱風過後，又可

以去竹林裡找斷掉的竹子，把最嫩的地方切下

來，就可以加一盤名叫「竹筍炒肉絲」的菜，說

到這，黃千洳不禁開玩笑地說：「這裡的『竹筍

炒肉絲』不是要打小孩的意思喔！」斷掉的竹子

不僅可以加菜，小孩們還會把它做成類似響板的

玩具，相互較競。

　除了平常大家熟知的客家小炒及薑絲炒大腸

外，黃千洳說：「其實客家還有很多值得推廣的

東西。」她舉例了客家麻糬、紅龜粿、蜜餞、紅

糟、福菜、蘿蔔乾……等等，以及客家藝術作

品，例如染布、藍衫……等等，還有很多客家歌

謠，尤其她還興致勃勃地提到：「客家北管的八

音非常好聽，連薩克斯風也沒辦法跟它比，要是

沒有客家情感是不可能吹出好聽的旋律的！」客

家八音最常用於婚喪喜慶等場合，黃千洳強調八

音是真正屬於客家的文化資產，絕對不可以讓它

失傳，應予以保留。

　對於客家人應該為客家文化做些什麼，黃千洳

提出了她獨到的見解，雖然她的內在是客家人，

但外在方面她並不會刻意去討論族群的問題，她

認為台灣社會走到現在這個地步，不用再去強調

自己是什麼族群，大家應該要和平共處；而且她

並不認同政府或一些組織所提倡的大方針，甚至

認為政府「保護」客家文化的說法應糾正成「保

有」客家文化，她覺得客家人應該先做好自己，

從己身做起，再擴展至家庭甚至整個社會，藉由

這種點、線、面的模式強化客家意識，而非只是

光說不練的廣泛政策，才能真正達到文化共用、

全民思考的目標。

政府「保護」客家文化的說法應糾正成「保有」客家文化，客家人

應該先做好自己，從己身做起，再擴展至家庭甚至整個社會，藉由

這種點、線、面的模式強化客家意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