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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客家人群像系列三
客家心 台灣情

文．許鈺煊

　「被選為績優里長的原因……嗯……應該是我

比別人更會整理讓評審委員審閱的資料吧！」傅

吉田里長笑笑地說。不說自己做了多少豐功偉

業，傅吉田謙虛地認為，每個里長替里民所做的

服務都值得被肯定，只是自己把評選資料整理得

比較完善罷了。

　傅吉田從民國八十七年當選台北市大安區敦煌

里里長，連任第八、九、十屆里長至今，並於今

從
接下正生兒童教育機構開始，傅吉田便與

兒童教育結下不解之緣。只要談到小朋

友，他就會露出慈祥好爸爸般的笑容。對於經

營安親班跟服務里民一樣，傅吉田總是抱持著

將心比心的態度：「其實只要站在家長和小朋

友的立場想，事情就容易的多。」傅吉田認

為，安親班是負責把小朋友的功課顧好，這樣

爸媽接小朋友回家之後就有許多時間和小孩子

聊天談心，有助於親子關係。

　從事安親班的工作之後，傅吉田和同業一起

成立「台北市兒童托育協會」，以「創造最好

的(托兒)環境」自許，想要建立民間安親班與

政府之間的溝通橋樑。這個協會隨後也受到政

府委託承辦樟新、景新、辰新等三間幼稚園。

從安親班到幼稚園，傅吉田照顧的小朋友年齡

範圍越來越廣，從國小生到幼稚園牙牙學語的

幼兒都是他的服務對象。

　「我們在幼稚園有教小朋友客語喔！」傅吉

田突然提到，「不過我們其實是推出多元文化

的教學，像是台語、客語、原住民語都有。」

因為傅吉田本身是客家人，對客家文化也了解

得比較深，所以客家文化的課程也相對比較活

潑。除了這些台灣民族的文化，傅吉田也邀請

外籍媽媽們一起來參與活動，讓小孩子們穿戴

代表自己文化的服飾，而媽媽們則準備不同的

料理。「很多外籍媽媽不願意來參加活動，怕

自己或小孩被別人以異樣的眼光看待。不過只

要你告訴她們各種文化要一起做交流，不同背

景的都可以來，這樣就會有很多外籍媽媽願意

來了。」

　「你知道我現在有在念研究所嗎？」傅吉田

看起來很得意地問到。「我現在在台北護理學

院讀嬰幼兒保育系研(究所)二！」為什麼會想

要在這個不算小的年紀再回學校上課？傅吉田

說，這十幾年他在兒童教育方面得到了許多經

驗，想把經驗和書上理論做結合，讓它們相輔

相成。「而且研究所有許多教授是專家學者，

可以和他們一起溝通討論，能夠學到更多東

西。」傅吉田真的是活到老學到老的最佳代

表，一顆如此活躍的心，或許是跟長期與天真

的孩子們相處在一起有關吧。不過，受小朋友

喜愛、大朋友愛戴、老朋友信賴的傅吉田，對

於他的「學業」似乎不太放心：「其實我還很

擔心畢不了業呢！」

　從銀行業到安親班到里長，傅吉田的職業生

涯不斷地在轉變。不過他始終抱持將心比心的

態度，站在別人的立場去為對方著想。現在的

傅吉田除了績優里長之外，還有另外三個響噹

噹名號──「為女兒早起的好爸爸」、「為兒

童教育奔波的孩子王」、還有「時時掛念著里

民們的里長伯」。喔！或許還有一個，那就是

「害怕畢不了業的研究生」！� （許鈺煊）

安親仁民還顧家 三個名號響噹噹

■陳老爺爺生活困頓，傅吉田親自來探望並為老爺爺申請低收入戶補助。 （傅吉田提供）

■穿上里長服依然掩蓋不住傅吉田和譪可親的氣

息。 （許鈺煊攝）

傅吉田
績優里長服務0歲~90歲

當選里長的傅吉田，從孩子王搖身成為一整個里的大家

長，無論婆媳吵架、鄰居糾紛或政府與地方之間的衝

突，全都是由他一肩扛起…

分，他認為每個人都有自己的族群，而他的所屬

是客家。

傳承文化 正正當當做善良人

　談起如何在忙碌中找出時間來陪家人，傅吉田

慢慢地答道：「上帝是公平的，給每個人都是24

小時。」「我從女兒幼稚園開始，每天六點半起

床準備早餐。哈哈，我大概是所有里長中最早起

的吧！之後送她們上學，就利用開車的時候跟她

們聊聊天、講講話。」當里民大家長的同時，傅

吉田也盡自己所能做好女兒們的好老爸，雖然整

天忙碌，但說什麼也要找出點時間，留給寶貝女

兒。

　「未來還想做些什麼？」傅吉田喃喃自語重複

著問題。「當然是選總統啦！哈哈哈哈哈！」他

開玩笑地說。「其實啊，現在人生走到了五十

年受台北市政府表揚為績優里長。若要問傅吉田

進入政治圈的原因，就要從他在因緣際會之下接

管了一家兒童才藝班說起。傅吉田於大學時期就

讀淡江大學工商管理系，畢業後在銀行工作。因

為太太是小學老師，傅吉田也因此接觸到許多小

朋友，進而發現自己對兒童教育的熱情。民國

七十四年，傅吉田接管了正生兒童教育機構(安

親班)，開始了人生中兒童教育之路。

安親班大家長 開啟服務鄰里之路

　與傅吉田進行訪談的地點，就在正生安親班。

傅吉田在訪談過程中總是慈眉善目地笑著。看著

傅吉田，再看看四周許多小書桌、彩色書櫃，不

難想像他平日就像大夥的好爸爸般，帶領著一群

小蘿蔔頭編織童年的夢。

　「旁邊有一個小公園我們常帶小朋友去玩」，

話題轉到了傅吉田最開始競選里長的原因。「公

園裡面有很多狗大便，我就想說乾脆我們自己來

清理」，以一個安親班業者的身分，為了改善小

朋友玩耍的環境，他開始進行撿拾狗大便的工

作。這項舉動引起了附近居民的注意，也開始有

聲音傳出，覺得像這樣一個熱心為社區服務的

人，是不是可以出來競選里長、造福里民。

　基於這樣的背景，傅吉田決定投身選舉，為

里民盡一份心力。「原本主要服務對象的年齡

層是0到12歲，現在，還要加上55到90歲的長者

們。」當選里長的傅吉田，從孩子王搖身成為一

整個里的大家長，無論婆媳吵架、鄰居糾紛或政

府與地方之間的衝突，全都是由他一肩扛起，

「其實只要把大家的事情都當作自己的事情來

做，那麼很多困難都可以解決。」傅吉田一再強

調，里長其實就是政府和民眾之間的橋樑，他所

做的不過是從政府那拿到資源，再運用到里民身

上。

　或許是為基層百姓服務久了，抑或是起初是從

照顧小朋友起家，傅吉田身上完全感受不到一般

官僚的世俗味兒，反而是十分親切和藹，令人敢

去親近。當問到客家身分對自己造成的影響時，

他不疾不徐地回答：「其實客家就只是一個族

群，就像每個人都來自不同的地方，任何人只要

肯努力，都可以有自己的一片天空。」身為桃園

楊梅鎮客家人，傅吉田十分認同自己的客家身

文．陳燕珩

　穿著一身輕便，牽著太太的手緩緩步入華視大

廳。他是曾國城，曾榮獲金鐘獎娛樂綜藝類最佳

主持人獎，參與過許多戲劇及舞台劇的演出，演

藝資歷多元豐富。但相對於五光十色的明星光

環，在螢光幕下，他是個平實的客家男人，言語

之間傳達著他對於客家深厚的情感，更用幽默輕

鬆的方式訴說屬於他的客家生活。

看到火車 想起家鄉的親戚

　曾國城的父母都是屏東縣客家人，分屬於不同

鄉鎮，早期父親為了上台北找工作，拿了個簡單

的行李，就帶著母親到台北定居。母親懷了他之

後回到屏東生產，因此他的出生地是屏東縣，

「家裡三個小孩只有我是屏東縣人。」曾國城微

笑地說著。

　儘管如此，曾國城並沒有長期定居屏東，而是

住在台北一個樸實的半山腰上。雖然分屬於台灣

最南及最北的兩地，逢年過節及寒暑假往返台北

屏東卻相當頻繁。「火車可以說是小時候連結我

跟屏東非常重要的交通工具，對於火車會有一種

很奇妙的情感轉移，火車那種雄偉、聲勢浩大的

感覺，讓我覺得它是一種很MAN的交通工具，彷

彿看到火車就會想起家鄉的親戚。」曾國城用小

男孩崇拜的口吻說著。

南北往返 就這樣學會客語 

　曾國城的客語能力幾乎是仰賴往返屏東的時間

學習而成，「客家話是這樣學的，怎麼樣，厲害

吧！」曾國城用一貫幽默的口吻說著。他認為語

言不是什麼學問，只是一種習慣，人們常把語言

神化了，但只是因為不習慣才必須從頭學起。因

此從小到大家裡並沒有特別教導他們客語，自然

而然聽久了就知道了。

�稍微長大之後，接觸到更多人群，講國語的機

率就慢慢變多了。人總是需要溝通，況且客家人

在台北畢竟不是佔多數。也是由於生長在台北這

個族群的大熔爐，所以從小接觸到的語言就很多

元，什麼話都聽得懂一些。「環境對一個人的影

語言就是生活的工具，「賣菜的就只會說閩

南語，你還要硬跟他說客家話嗎？只要可以

溝通就好啦！」

響真的很大」曾國城認真地說。

客家女人 是安全的避風港

　談到大家對客家人的印象是堅毅果敢甚至勤

奮，曾國城認為那些美德可能是早期他們流離顛

沛的時候所養成，物力維艱的狀態下本來就必須

學著珍惜當下。反而他認為客家人的根性是踏

實，尤其他認為客家女性更是不簡單。「客家女

性相當優秀且令我敬佩，在客家人的家庭裡，女

人就像是消波塊、港灣那樣，是一個安全的避風

港。」曾國城語帶崇敬地說。

　「客家人是非常團結的族群。」曾國城表示由

於接了許多外景節目，有機會到台灣各個大大小

小的鄉鎮，去看看客家人的足跡。如果說人是社

會的動物，那麼客家人又是更群聚的動物，他們

常遍布在一些險要的環境裡，除了客家人分布的

主要縣市之外，竟然在中橫公路上也找得到他們

的足跡，因為他們想種水果，想向上發展。「那

裡的環境晝夜溫差那麼大，交通那麼不便，但客

家人就是會去。」說到這裡曾國城滿是感動，並

做了一個假裝拭淚的動作。

��「我一點也不認為客家人會想要隱瞞自己的身

分。」曾國城表示從小到大都沒有感受到族群間

的隔閡，他說他們這個世代的人，並不會區分本

省、外省人，他語帶激動地說：「我不知道是誰

在操弄這些，好像回到以前的白色恐怖時期，清

清楚楚劃分了彼此的界線。」曾國城更進一步表

示：「演藝工作就是在取悅大眾，難道取悅的過

程中還要分你是哪個族群的人，再來決定要不要

取悅你嗎?」他認為操弄族群對於大眾傳播媒體

者而言，是一種困擾，也是不必要的壓力。

��而談到客家文化的維護須從哪個面向著手，曾

國城表示教育很重要，從家庭教育到學校教育甚

至是社會教育，大環境要配合，也要有政府政策

的制定，整體要面面俱到，客家才能推動得起

來。

語言是工具 可以溝通就好

　對於客家意識的認同，曾國城認為倒不需要過

份強調客家身分。他表示小時候家裡的親戚幾乎

都會說閩南語，他們也不會覺得被人家矮化或排

斥，就憤世忌俗或跟別人劃清界線，語言就是生

活的工具，「賣菜的就只會說閩南語，你還要硬

跟他說客家話嗎？只要可以溝通就好啦！」曾國

城一派輕鬆地回答，傳達出他雖然重視客家卻不

會只侷限客家，不會用偏頗的態度看待每一個族

群。

　面對客語流失的問題，曾國城些許沉重地表

示，五、六年級這一代的人，慢慢開始成為社會

的中堅，除了在客家鄉裡長大的人，其他人真的

不太會說客語了。也許推動客家文化會讓客家人

變得更喜歡談論或表達自己的身分，但僅只於此

可能還不夠。

　客家教育正在向下扎根，客語在客家鄉裡有必

須傳承的使命，因此母語在以客家人為主的環境

裡是不會間斷的，國小國中的客語教學也正持續

進行，甚至是有理論基礎地去使用，讓它不只是

生活語言而已，而是藉由文化來了解它，慢慢地

可以經由向下扎根，讓教育變得更深入，「讓每

一個客家人永遠都能有以客家為榮的機會，教育

不間斷，語言不間斷，每一代都有會講客家話的

人，這樣不是很棒嗎？」曾國城堅定地說著，同

時也顯現出他對客家最深切的期許。

客台的未來

曾
國城是演藝資歷相當完整的藝人，在演

藝圈從事表演工作長達十幾年，對於大

眾媒體近幾年的亂象也有一定的體認。近年

來大眾傳播媒體有一個現象，它雖是一個接

觸大眾的媒介，促進多元文化交流發展的平

臺，但同時也是使主流文化及族群變得更為

強勢的幫兇。

　對此曾國城表示，早期台灣電視節目會規

定閩南語節目所佔的百分比，三十年前的台

灣為了要控制人民思想，會利用傳播媒介要

求言行端正，符合社會善良風氣，但這至少

能讓大家了解什麼是良善。但後來到了是非

不分的年代，大家開始在傳播媒體上大鳴大

放，「如果媒體沒有規範、沒有秩序，它就

會在無形中灌輸某些價值觀念，久而久之我

們就不再知道如何判斷是非善惡，因此大眾

傳播媒體的確是有推波阻攔的效果。」

　曾國城以堅定的語氣表示，重要的是我們

應該從這個面向去看待媒體扮演的角色，而

不是從族群的角度出發去混淆觀眾，因為現

在傳播媒體是非不分的亂象一再告訴觀眾，

應該去區分的是非善惡，而不是種族族群。

　而問到參與客家電視台「女仨的婚事」的

演出機緣，曾國城表示他從來沒有離開過表

演工作的每一個環節，他認為戲劇演出不能

斷，因此希望每一年都不要放過任何可以充

電表演的機會。他表示參與客台這齣戲可以

回報客台，回報客家人這個身分，「覺得可

以主張自己是一個客家人，有表現自己客家

優越感的機會，就毅然決然接下這齣戲。」

曾國城當仁不讓地說。

　「這戲值得看，我相信它是客台前所未有

的優質戲劇。」雖然曾國城的綜藝主持工作

繁忙，導致他只能在有限的時間裡參與三集

的演出，但他仍然強力推薦「女仨的婚事」

這齣金鐘客家大戲。

　談到他是否認為客家戲劇在電視圈的能見

度低，曾國城表示他相信客家電視台在未來

極具潛力，尤其又以它的戲劇節目和音樂節

目為主，綜藝節目的發展可能稍嫌困難一

點，畢竟客家人的娛樂真的太少。但客台的

戲劇和音樂節目生命力非常旺盛，「客家人

的情感太豐富了，他們很適合從情感面去

走，未來這個部份無可限量。」

　曾國城認為閩南劇在台灣推動了大約四十

年，客語要迎頭追趕較困難，原因是落後太

多了，台灣社會真正開始推動客語也不過是

這十幾年的事，「一開始就晚了，怎麼追得

上？所以說我們需要一點時間。」但他仍

然相信客家電視台未來在戲劇及音樂節目

方面，都會有很好的發展，「我非常有信

心！」�� （陳燕珩）

「我有信心」

■曾國城也曾藉由外景節目接觸中國地區的客家人。 （圖片來源/曾國城官方後援會）

■曾國城全家福，他希望孩子未來能接觸客語。   （圖片來源/曾國城官方後援會）

歲，很多事情都經歷過了，發現只要計畫得當、

目標確定，就可以達成很多事情。現在只希望可

以繼續替大家服務囉！」傅吉田也希望，自己未

來可以為傳承客家文化盡一份心力。「哈哈！期

望正正當當做一個善良的人，就是那首歌『客家

本色』說的啊！」

曾國城
重視客家卻不侷限客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