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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別化敘事裡的祖先與家族：
以北臺灣兩個客家菁英家族為例

簡美玲 *

國立交通大學人文社會學系教授

本文以民族誌脈絡下的口述資料為核心，描述與討論北臺灣竹塹地

區兩個客家家族的成員，如何透過家戶內日常生活的敘事與實踐，展現

其身為家族一員的經驗，以及對於祖先與家族的想像。其中也包含媳婦

與女兒的角色。經由敘事的比較分析，本文指出，二個客家菁英家族對

於家族的敘事，並置差異與同質，而在家族內又呈現對祖先與家族之敘

事與想像上的性別差異。其一，兩個家族對「家族」想像的差異，是由

於他們將「家族」作為一種傳承與教育之交往空間的殊異性。他們對「家

族」想像與再現，是透過不同層次的物質文化（祖厝、群居生活、古文

物、紀念文集）、行動網絡（祭祀公會、族譜書寫與編撰、祭祀活動）

與語言（祖訓、祖先故事）進而交織成一人文空間的媒介。這些不同媒

介共同成為家族成員間交往連結或思想傳承的流動場域。其二，兩家族

的女性對於祖先與家族想像的敘事內容，大多聚焦在日常生活、人際交

流、婆媳互動與小孩教養的實際經驗，這和男性對於家族想像有所差異：

男性多從文字資料或概念性的家族故事，述說「我們是什麼樣的家族」，

而女性則從日常經驗與記憶裡構築對祖先與家族的想像與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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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cestor, Family and Gendering/Engendered 
Narrations Among Two Elite Hakka Families in 

Northern Taiwan 

Mei-ling Chien*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National Chiao Tung University

Through narratives and the daily life of two Hakka families in the 

Chuchien region of northern Taiwan, this ethnography describes and dis-

cusses how two Chen family members imagine their ancestors and families 

through the generations. In particular, this paper pays attention to the stories 

of the elder women from the angle of being the daughter(-in-laws) of the two 

families. Through comparative analysis, we find that the two Chen families 

have their own way of considering the “family” as a social space for inter-

action, communication, cultural inheritance and education. Their ideas and 

representation of family are displayed through material cultures or material-

ity (such as old houses, lifestyles of the extended family, antique objects, or 

memorial eulogies), social groups, events and connections (such as worship 

associations, genealogical writing and collation, or worship rituals) and lan-

guage (such as teachings from their ancestors and their stories), which consti-

tute the humanistic and social space and media. This media becomes a field 

connecting family members or inheriting the ideals or values of families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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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cestors. Second, the narratives of the women from the two Chen Hakka 

families mostly focus on daily life, interpersonal communication, interaction 

between mother-in-law and daughter-in-law, and education of the children. 

Differing from the women’s, the men’s narrations on families and ancestors 

mostly focus on the value of written documents and ideological discourse of 

family stories. Men like to talk about “what kind of family we are,” but wom-

en present their thoughts and ideals on families and ancestors from memories 

and experiences related to daily life. 

Keywords: Narratives, Family, Kinship, Gender, Hakka, Northern Taiw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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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客家族群性及其認同構成，長期以來攸關文字、話語，及非話語的

身體、歷史、政治、文化、日常等諸多經驗間的論述。性別與親屬的材

料本身，不僅是建構客家知識體系裡的檔案，同時也具反思性。本文以

民族誌的口述訪談，來討論性別化敘事裡所再現的客家家族的內涵、

意象與歷史。並進而對於客家知識體系的建構，進行對話。傳統史學通

常反映社會上層以年長男性為主的史觀，而口述歷史則企圖廣納社會中

下階層與非年長男性的多元敘事。在以家族作為一個可記憶之想像共同

體為基底的理論觀點裡，本文以性別、口說與日常三條軸線，嘗試由此

對以男性為主所可能形成的客家社會與文化的論述或知識體系，進行反

省與對話。本文主要針對北臺灣昔稱竹塹地區的頭份陳家與新埔陳家，

年紀在 60、70 歲以上的年長女性，進行口述史研究。但因為是在客庄

家屋空間內進行的田野訪談，過程中即使有男性的現身，也隨其自然發

生。有的是陪伴妻子的丈夫，有的則是陪伴年邁母親的兒子。在訪談內

容的設計上，本文由由女性在不同生活階段所進行的日常生活著手，尤

其關注日常經驗與女性對於家族事務、祖先想像之間的關聯。日常生活

所具有之日復一日與無從察覺的特質，正是其最為特殊之處。探討日常

生活此一特殊性的過程，將可逐步揭露身處於其中的主體性，如何在無

意識的日常行動中展現。而這樣的實踐又如何反身地形成對話的動能，

重組或再生產出新的文化意義。根據此一觀點，本文針對兩個陳家家族

年長女性的訪談，以與其身體、情感經驗最為貼近的提問切入，試圖聆

聽女性在不同生命階段裡，日復一日、無從察覺的日常生活行進中的主

體性與某種自成體系的實踐邏輯與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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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記憶、想像與家族
雖然本文將盡量呈現女性聲音所再現的客家社會（家族），但書寫

的底層，仍建立在記憶與家族作為一個想像共同體的理論基礎。因為性

別之文化與意義的描述與書寫，仍攸關社會整體理想與屬性的書寫與理

解。而且此點在客家與性別的研究，尤其可能需要更為謹慎地處理。

Maurice Halbwachs（2002） 在《論集體記憶》中指出：記憶是一種社

會建構的概念，個人的記憶是建立在群體基礎與參與，因此不同群體即

產生了不同的記憶。Halbwachs 以家庭、宗教群體與社會階級等，來闡

述不同群體記憶背後的社會框架。他指出個人會用自己的方式來回憶家

庭，但家庭或家族也相對提供了一個群體的框架。

家庭記憶就好像植根於許多不同的土壤一樣，是在家庭群體

各個成員的意識中生發出來的。即使是當家庭成員都彼此生

活在一起的時候，每個人也都是以他自己的方式來回憶家庭

共同的過去，而當生活使他們相互遠離的時候，則更是如

此。 （Halbwachs 2002: 95）

換言之，透過個人的記憶與想像，將可能連結家庭或家族等個人所歸屬

之群體。這個記憶與想像的過程，是一個歷史的經驗與歷程。這有如

Benedict Anderson 在《想像的共同體：民族主義的起源與散布》一書所

說的， 民族是一種「想像的政治共同體」（1999: 9-11）。若要區分不

同共同體，就要從各自漫長歷史變遷中，找出他們「被想像的方式」。

本文延續此理論關懷，以北臺灣客家家族的材料來討論家族如何成為一

種共同體。除了透過親屬和婚姻，家族在逐漸開枝散葉後，通過不同支

系族人的想像與實踐，如何成為一個可想像的共同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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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口述歷史、日常生活與性別化的敘事
在以家族作為一個可記憶之想像共同體為基底的理論觀點裡，本文

由家族內的女人和男人、1 口說與日常三條軸線串成，並進而由此對於

前者所形成的論述或知識體系進行反省與對話。口述歷史逐漸受到正統

史學的重視。它用來記錄當代重要人物的回憶，作為當時代與事件的證

據。傳統史學通常反映的是社會上層以年長男性為主的歷史觀點，而口

述歷史則廣納社會中下階層與非年長男性的多元敘事（王明珂 1996：

153）。2

再者以「日常生活」為焦點的研究取徑，也已受到許多民族誌研究

者、文化研究者與歷史學家的重視。Michel de Certeau 在《日常生活的

實踐》（The Practice of Everyday Life）── 這本他為日常生活研究進行

理論建構與方法界定的奠基之作裡，試圖將日常生活視為一種美學領域

與文化理論，認為日常生活所具有之日復一日與無從察覺的特質，正是

它最為特殊之處。De Certeau 認為探討日常生活此一特殊性的過程，將

可逐步揭露身處於其中的主體，如何在無意識的日常行動中，展現某種

自成系統的實踐邏輯與文化。而這樣的實踐又如何反身地形成反抗動

能，重組或再生產出新的文化意義（1984: xi - xxiv）。

1    本文主要探討在宗族／家族與家庭體系內的女人及男人。連瑞枝與王崇名提醒了，沒
   有宗族的女人與沒有宗族的人，與本文討論的關係為何？關於家族體系外的女人，如
   出家的，被出養的女人，她們的生命史經驗，是否展現有別與前者對於家族與祖先的
   敘述與想像。這是一個在亞洲南方，家族、親屬與性別研究裡值得深入探討的議題。
   本文的部分材料已有面對如養子的身分及其後代子嗣對於家族之認同所展現的相對邊
   緣性。有關家族體系外的女人與家族祖先的關聯，本文雖未涉及此，但片山剛（2002）
   探討廣東順德等地區對未出嫁女人身後的處裡，或如李玉珍（2002）對於臺灣地區出
   家的比丘尼之母女關係與情感的探討，都涉及女性在宗族之外的文化集體性與個人的
   討論。這個現象既有的討論，指出亞洲南方父系文化的特性，及其區域性。並也面對
   女人結群與性別化社群與家族宗族之對話與協商。
2    然而不可否認的是，在進行口述歷史研究時，如何界定所謂的「當代重要人物」，如
   何定義該人物的「何種回憶」具有採訪、紀錄和研究的價值，仍常受限於研究機構挹
   注研究經費的方向，受訪者的自我認知、敘事意願、口述技巧，以及受訪者與採訪者
   之間的互動等因素所影響（王明珂 1996：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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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續此一理論觀點，除了男性長者對家族及祖先的敘事，本文針對

兩個陳家家族年長女性的訪談，便以與其身體、情感經驗最為貼近的提

問切入，試圖聆聽女性在不同生命階段裡，那種日復一日、無從察覺

的日常生活行進中，所展現的主體性與某種自成體系的實踐邏輯與文

化。而在確立透過日常生活經驗的耙梳與探討，可以揭露女性的主體性

與文化邏輯的理論觀點後，我們必須進一步追問，女性的敘事究竟展現

何種有別於男性的特色？我們該如何針對女性敘事的特色進行歸納與分

析？女性的敘事特色又可能揭示何種主體性與文化邏輯？首先，我們必

須先釐清敘事與日常生活之間的關係。再來，我們必須探討「故事」

（“story”）3── 這種在女性口述資料中最為常見的敘事形式的特性，以

及該特性所反映的主體性、集體性與歷史意識。最後，我們還必須探討

敘事、故事、回憶等的社會本質，以及該社會本質可否在一定程度上呈

現該群體文化的特殊性。

首先，在敘事與日常生活之間的關係此一主題上，Arthur Asa 

Berger 認為，日常生活那種每天重複一定要做的事情的規律性 — 有些

是每日的重複，有些是週期性的重複，無論是何種重複，皆是一種重

演。而此一重演便是文本，便是一種敘事。日常生活的敘事文本，實亦

涉及到生活主體所重複投入的情感。日常生活的重複性，協助建立了我

們心靈上的安全感和穩定感。此外我們的重演，會隨著年紀增長而有所

不同，扮演的角色差異，也會影響每天該做的事情（Berger 2000: 189-

190）。Berger 基本上認為日常生活本身即為一種文本、一種敘事形式。

而在日常生活中仍充滿各種不同的敘事形式。

Berger 進一步指出，人的一生都被敘事包圍，從生到死都被記錄在

3    故事，是一個指稱對於一系列事件進行重述的普通名詞，或是一個關於附著於某一正
   受到討論之情況的問題所進行的呈述。 故事可以作為敘事（narrative）的同義詞，但
   也可以單純指涉在敘事中所敘述的事件序列（Wikipedia 2011a、2011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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敘事之中。只要具有創造性，連續性發展的故事，在他看來都是「敘

事」。Berger 認為解說的人也就是講故事的人。當故事被講述時，講的

人是主體，被講的故事成為客體。當然也並非故事都是由解說者所傳遞

的，有些故事是透過人物表演出來的，或是透過對話而構成的，但都能

看出事情發生的先後順序。在故事裡的每件事情都有意義，每一樣事物

都有其作用，都與故事有關（Berger: 1-10）。

當我們邀請受訪女性回憶其過往的日常生活經驗時，其講述本身便

是一種主體性的展現，而其所解說的故事，不論是大是小，都是具有意

義的敘事。而隨著不同生命階段的行進，女性生活角色的轉換也使其講

述內容跟著變化。而誠如 Arthur Asa Berger 指出，敘事的創造具有多元

形式。我們在面對女性口述資料時，敘事內容本身並非我們的唯一關

注，其他如整體訪談的情境，像是訪談時是否有他人在場、他人代答，

以及受訪者與訪談者之間所形成的「對話」，或是受訪者敘述時所進行

的「表演」，包括口氣、用字遣詞等，都是我們關注與分析的範疇。 

再來有關故事的敘事特性，以及其所可能反映的主體性、集體性與

歷史意識。Allen在〈口述歷史中的故事：關於歷史意識的線索〉（“Story 

in Oral History: Clues to Historical Consciousness”）一文中清楚地指出，

口述歷史不只有故事內容對於歷史學者有意義，其所被述說的形式同樣

具有重要性（1992：606-611）。創造有關生活經驗的故事是我們極為

熟悉的活動。每天我們透過與家人朋友的互動交談持續進行這個活動。

這些故事並不只是個人經驗的重建，它們在本質上是集體的。無論是在

交談中或訪談中所講述的故事，講述者並不只有述說經驗本身，同時也

重構了該經驗所展現的共享歷史意識（同上：606）。同樣地，在探討

口述歷史資料的社會本質時，口述歷史中的故事是一個訪問者與受訪

者、過去與現在、個人與社會的互動結果。受訪者多能理解自身在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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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角色，也會揣測訪問者的心態和需求。「影響這些對『過去』的選

擇與重建的，是訪問者與受訪者各自在過去記憶與經驗中的『心理構

圖』（schemata），以及現實社會中個人與群體的利益抉擇」（王明珂

1996：155）。

〈二OO一，九月十一日，口述歷史敘事與記憶計畫：第一份報告〉

（“The September 11, 2001, Oral History Narrative and Memory Project: A 

First Report”）的作者 Mary Marshall Clark（2002: 569-579）點出，在一

個歷史事件已形成公眾輿論意見之後，很難判斷究竟是記憶，還是歷史

主導人們重構他們的過去。針對受到「九一一事件」直接與間接影響的

受訪者與受訪社群進行口述歷史的採集後，所得到的分析結果之一是，

許多受訪者對於該事件的感受與反應，與主流意見相互違背。主流意見

認為九一一事件的發生與後續，應以「復仇」為基調，但許多受訪者卻

反對「復仇」，並深恐生化戰爭會波及雙方無辜的百姓。這份報告成功

指出，口述歷史方法可以有效呈現不同個體面對社會集體意識與特定歷

史事件時，所具有的多元理解、意見與感受。因此口述歷史中的故事，

在內容與形式上，不但呈現經驗本身、經驗所根據的共享歷史意識，同

時也是對於此一歷史意識的反省。

最後，有關何為敘事、故事、回憶等的社會本質，以及該社會本質

可否在一定程度上呈現該群體文化的特殊性。根據臺灣在 1945 至 1994

年之間出版的自傳、口述歷史與人物傳記所作的歸納與分析，在同一

個社會中，並非所有人都擁有「共同的社會記憶」。「所謂『共同社會

記憶』是在各種社會利益團體的對立與競爭中，強化自身或本群體的記

憶，或扭曲、抹煞敵對利益群體的記憶，如此在爭辯、妥協之中產生出

反映社會現實的『記憶』」。自傳、人物傳記與口述歷史各代表著不同

類型的社會記憶、不同的主觀意識，其中的「動機」差距需要深入地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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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文本中的內涵及所傳達的社會記憶本質。因此，不論是自傳、人物傳

記還是口述歷史，其所反映與傳達的不同社會記憶本質，不但呈顯了一

個異質的社會內涵，也突出了多元的個體性格（王明珂 1996：166）。

異質的社會、群體內涵以及多元的個體性格，可以透過口述故事中

不斷重複出現、反覆受到強調的主題和面相來表現。如同 Babara Allen

（1992: 607）所說，故事濃縮並突出了重要且蘊含強大情緒的經驗。在

一系列口述歷史中反覆出現的敘事與敘事主題則指出，個體或集體之講

述者在面對歷史經驗時，其所認為的關鍵面相（key aspects）。這樣的

關鍵面相同時具有個體性、集體性與歷史性。簡言之，敘事、故事、回

憶在社會本質上有其共享的特性，如某段歷史時期、某一世代的共同經

歷與價值，但在個體或集體講述者對於關鍵面相的的反思與回饋上，則

會展現論述觀點的差異。

二、研究方法與兩個陳家的訪談對象

本文以比較研究的視域，結合文獻（史料及文字資料）、物（如家

族的收藏物或家族照片），與民族誌口述訪談（生命史與家族史）三個

面向，進行材料的蒐集與研究。並在之前對新埔陳朝綱，頭份陳春龍家

族的研究基礎下，針對兩個陳家家族的年長女性進行口述歷史研究。本

文在問題的擬定上，主要針對家族中女性所扮演的角色。第一個提問是

媳婦如何進入家族的場域？也就是媳婦如何以一個外來的女性身分，進

入家族的內裡，甚至拉扯家族想像的方式。而我們探討這個問題的具體

場域為家戶內的教育。第二個提問是女兒在家族是什麼位置？在傳統父

系為主的漢人家族結構中，嫁出去的女兒被視為非家族的人，但是這並

不能代表女兒的角色就這樣被排除，因此我們好奇女兒和家族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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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部分的探討處以族譜的具體實踐，做為訪談的重點。從上述兩個核心

問題作為出發的原點，我們以參加家族活動如祭祖、掃墓、閱讀祖譜的

經驗等問題來做為訪談北臺灣兩個客家家族女性的重點。

以訪談人物的關係與性別來說，本文就頭份陳春龍家族訪談對象共

9 位。這一系列受訪者不同於之前以「陳鳳逑 ─ 陳雲生 ─ 陳春龍 ─ 陳

展鴻─陳德秀／陳德垣」為主，本文的受訪者來自兩支家系 （請見圖1，

紅色框線部分表男性受訪者、綠色框線部分表夫妻皆為受訪者），陳春

龍堂兄弟陳春杞家族的成員，包括陳政雄夫婦、陳玉琳夫婦與陳運昌先

生，他們彼此為堂兄弟與叔姪關係。另外，在陳春龍支脈的部分，受訪

者包括陳德垣的兒子陳渭琳與妻子何桂英（匿名）女士、陳渭琳妹妹陳

素英（匿名）女士、陳渭琳弟弟陳寬琳，及屬於陳德秀派下的陳運棟妻

子黃梅芳（匿名）女士。4 本文的訪談問題如前述，主要探討陳家女性

在家戶內與家戶外場域中的日常生活實踐。

4   本文所有女性受訪者名字均匿名。男性的名字因為已出現在印製流通的家譜，故未予
     以匿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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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頭份陳家受訪者系譜關係

相對於我們在頭份陳家先是對同一支脈的人進行訪談，再擴展到另

一家系，對新埔陳家所進行的訪談，其對象則屬於多支脈 ── 主要以陳

朝綱及其哥哥陳昌興家系下的多支脈為主。本文的訪談對象共有 13 位 

（請見圖 2，紅色框線部分表男性受訪者、綠色框線部分表夫妻皆為受

訪者、藍色框線部分表其妻子為受訪者），包含陳朝綱長子陳慶雲派下

陳定國的妻子呂娟英（匿名）及其女兒陳婉珍（匿名），以及陳清煇的

妻子范錦妹（匿名）及其兒子陳英家。陳朝綱五子陳坤順派下陳唐棣的

妻子鄭秀娥（匿名），及其兒子陳榮波夫婦，以及陳國豪的妻子余采妹

（匿名）及其兒子陳英耀。另外還有，陳昌興長子陳如日派下陳庭輝的

妻子詹碧珠（匿名）、二子陳如月派下陳華棟的妻子劉凰英（匿名），

與陳華霖夫婦。

對於新埔陳家女性訪談的田野主要以仍居住在新埔的「家戶」為

主。透過這種特定地方的家族內部的人際網絡展開，一方面讓我們能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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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到家族內人際關係的聯結方式，另一方面則彌補了之前我們所訪談的

新埔陳家的對象，主要是已經搬離新埔的族人。此外在新埔田野訪談的

過程裡，對於我們的問題意識與研究都引起挑戰的是，雖然我們所希望

訪問的對象是以客家家族的女性為主，但在實際進行客家街庄的訪談，

中年後至老年的婦女在受訪時，大部分都是由男性角色陪同，如丈夫、

兒子等等，並且男性仍是主要的言說者，尤其是談論到關於家族、家族

活動等，男性為主的言說仍然較為活躍。

 

圖 2  新埔陳家受訪者系譜關係

透過兩個客家家族個人的生命史訪談資料，我們將用來探索她們對

家族的述說、記憶與詮釋，並以此來理解這兩個家族教育觀點下的「人

觀」，以及口語與文字如何承載家族的繫連價值與意念體系。最後本文

以家族史的探索而涉及的客語社群年長男女兩性的生命史敘事材料，也

將有可能探討兩性在家族史記憶與敘述，及其在公私領域裡的發聲及表

述，是否有其不同的內涵與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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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敘事裡的祖先與家族

民族誌口述訪談資料是本文進行客家家族史研究的重點材料。在面

對充滿變動性的口述過程，我們在意的是：後代如何說自己家族的「故

事」。這個「故事」可能交錯受訪者的親身經驗，與不同時期聽來的「史

實」。從之前以客家家族年長男性為主的訪問，到本文偏重年長女性的

訪談，這過程並不是想驗證受訪者說的事情是不是百分之百正確，而是

理解他們為什麼選擇說這些，以及如何述說的過程。前述所關注的，固

然跟訪談時的問題導引，與現場狀況有密切關係，但我們認為：問題的

回答背後，蘊藏的是受訪者自身對問題的「想像」，而這個「想像」的

歷程與結果，就是「故事」的本身。如 Halbwachs （2002: 71） 說到：

個體通過把自己置於群體的位置來進行回憶，但也可以確

信，群體的記憶是通過個體記憶來實現的，並且在個體記憶

之中，體現自身。

從同一家族不同受訪者說出故事的對比中，可看出特定家族在發展過程

中，突出的家族特色與各種傳承方式，也突顯受訪者個人與家族之間的

關聯。以下我們將從訪談脈絡與內容，來探討兩個說客語的陳家家族後

代敘事裡的祖先形象，與對家族的想像。

（一）祖先的形象

後代子孫對於祖先的形象描述是不是有一種標準的說法呢？「標

準」說法的建構是否關係到述說者的身份與「想像」過程？因為「想

像」不是一種憑空，而是交雜各種親身經驗、轉述、集體記憶、家族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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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活動等不同程度的參與。「想像」的歷程與成果是複雜的。當受訪者

在記憶與描述事件與人物的同時，往往不是集中在某一事物場景本身，

而是吸納更多的現實性，在這些現實中可能還包含著對該事物的概括理

解，甚至是展現了受訪者所屬之群體，在某個特定時期的整體生活印象

（Halbwachs 1992: 104-107）。回到我們研究的兩個家族，各自家族在

不同世代都有代表性人物，但頭份家的陳春龍與新埔陳家的陳朝綱則是

各自最重要鮮明的家族祖先，後代子孫又是如何想像與記憶他們的形象

呢？

首先，我們從頭份陳家的陳運棟夫婦的訪談內容開始，這個例子的

特殊性在於陳運棟（1933-）本身身份的多樣性：地方文史研究者、頭

份陳家族譜主要撰寫者、校長、國大代表等，也是過往研究者採訪頭份

陳家歷史發展的最主要受訪者。當我們說明本研究以比較觀點來看兩個

家族的發展時，陳運棟首先提及的，卻是另一個陳家的歷史：

所以我們知道他文章裡的東西，有一點點樟腦，他（指新埔

的陳朝綱）的區域和新竹有點河界，就是南庄和新竹，和新

竹的五峰，三義是山的過去就新竹縣，所以和 ……，因為樟

腦在南庄比較多，新竹比較少，所以他的事業，我們說他和

苗栗黃南球他們是有關聯。當然因為這個山地產業的開發，

必然是跟官府有關係，跟國家力量有關係，一定啊，那我就

不曉得他跟國家力量怎麼搭上線？ …… 這恐怕是他們子孫

還不明白的。（摘自 [ 頭份 ] 陳運棟訪談稿）

對頭份陳家的陳運棟而言，新埔陳朝綱家族是「武」的，而自身的

家族則是「文」的。這種對比在於他認為新埔陳家的後代，只有陳定國



全球客家研究

       
78 Global Hakka 

                               Studies

（漫畫家）的事業發展是跟文化教育有關。姑且不論這個評斷是否正

確，這段談話顯示出三個意義。首先，一個文史研究者回應我們的研究

問題，也直覺地用研究與評論的口吻，說明他從文獻中閱讀到關於陳朝

綱的部分歷史；再者，陳朝綱家族過往的發展，對外來研究者來說，最

鮮明的形象可能是其與國家力量的關聯與發展；最後，這過程中許多複

雜的歷史內容，可能是自己家族的子孫都不清楚的。而陳運棟作為一個

陳春龍家族的後代，且是家族歷史的書寫者，他又呈述什麼樣的歷史內

容？ 

書院裡頭初一、十五要拜孔子，客家人拜孔子，河洛人拜魁

斗。很奇怪喔，客家人的書院通通拜孔子。那就初一、十五

那個學生嘛，要擺糖果要拜，然後輪流，大概 3個人輪流作。

那這個糖果就沒有帶回去喔，就留給老師喔。所以我小的時

候糖果吃不完。真的，都有這個東西嘛，初一、十五就來嘛。

最多時我們向陽書院兩百多個學生耶，那一些迷你小學都幾

十個阿，一班也有 80、90 個，是這樣。那還有晚上來唸耶，

晚上就是說那時候要上日本的公學校，日本的小學，他白天

去，下課就來，傍晚就來唸幾個小時，那個班也有。所以這

些制度，一般講這個書院制度，都是皮毛，那就是我們後來

這個走上 … 這個一般人說：我們是文化家族嘛。

所謂文化家族就我曾祖父後開始就有教育事業就出來，所以

後來我祖父結婚以後才唸小學，頭份國小第六屆畢業生。他

20 歲喔，26、27 歲才，他唸六年嘛，他結婚以後才這樣，

他 26 歲結婚嘛。畢業以後他留在頭份國小，教 1 年，那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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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祖父不要他在外面教書，要他回來自己的向陽書院。他在

日本的學校待過，一直到昭和年間才復學，當然這些現在都

很少人討論到，因為資料很少。

那這個所以我們家就是你要說他這個起源，資金的累積，當

然也是暴發戶，我們蔗糖、稻米、雜糧，靠這個累積資本來

讓家族發展。那麼到國民政府時代，還有一個很大的轉變就

是三七五減租，像我們以薪水為主的，後來都走到教書阿，

後來走到公務生活，我們沒有種田，所以我們分到的田都是

人家種的。三七五減租的時候，就放給他嘛，尤其是聯名的，

他兄弟聯名還有一個叔父，喔這個田分多少，兩三甲，我們

這裡則沒有田。所以我們這幾房 ── 原來我們這一房是比較

好 ── 但後來呢，其他種田的比較好，因為無緣無故得到了

幾甲田嘛，現在都給你都市計畫，所以他們有錢嘛。所以這

整個我們講家族的發展，跟整個社會經濟的脈動息息相關。

所以沒想到，我們也沒有濫伐濫開，那日本時代沒有，誰曉

得他會徵收。四大公司 70%，10 年的食物債券，那所以像

我們上甲地，拿來我們吃飯的米都不夠，什麼食物債券阿。

所以這個就是我們講，這個變遷當然家族成員，但是整個大

社會的變遷有變化。像我們家，如果不是太平天國之亂後，

白米內銷，內又番薯價買都買不到，那我們有十甲的番薯他

源源不斷，當然強調的是信用，這個是一個機會嘛。然後接

著清末的臺灣三寶，茶、樟腦、糖，這三樣，茶沒有、樟腦

沒有，糖發展起來，這當然就作這個地理師的行業。至於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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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綱發展就我了解，據我了解，他不是務農出身。至於他怎

麼出身，我完全不知道，但是我們知道陳朝綱是靠清末三

寶，茶、樟腦、糖，這三樣他應該都有，那你看看 …。( 摘

自 [ 頭份 ] 陳運棟訪談稿 ) 

以上是我們問及「向陽書院」的發展時，他一口氣述說的內容。說明因

為書院與教育事業如何使頭份陳家成為一個「文化家族」的緣由，也強

調整個家族的發展其實跟整個社會的政經發展是密切相關的，最後並再

次提到陳朝綱家族崛起的方式。從這些內容的細節中，有兩點值得我們

注意：一個家族的形象對外人與子孫而言會不會是有差異的呢？如同他

提到「一般人」認為他們是文化家族；另外，他用「有吃不完糖果」的

親身經驗，來說明當時「向陽書院」學生人數的眾多。這種描述著實迥

異於以文字記載家族事蹟的書寫風格。5 家族歷史事實的記憶與傳承方

式，除了影響後來接收者的解讀外，在這不斷「擷取」說明與傳播的過

程中，說話者的身份與述說方式，可能也產生了不同的家族或祖先的形

象。

下面我們再次摘錄一段訪談過程中的對話，來說明「正確」的歷史

內容與發言權之間的辨證關係。以頭份陳家來說，陳運棟因為長期研究

自身家族發展的緣故，形成家族歷史對外發言與表述的代言人，我們在

訪問過程中最常遇到的是受訪者都會提到類似「家族的歷史要問陳運

棟，他比較知道 …」的回答，這個現象也可以從我們試圖想訪問陳運

棟的妻子黃梅芳（1936-）6 與其原生家庭問題時的第一次回應看出。

5    「從此，他（陳展鴻）坐館向陽書院，一方面教育地方子弟，一方面兼習日課堪輿之學，
   為人擇日堪風水，年少於他的兄弟輩 …; 以及年紀較大的子侄輩 …，都曾在向陽書院
   讀過書。這一私塾最多的時候，據說曾收容過 200 餘名學生」（陳運棟 2006：30）。
6    約 76 歲，苗栗頭份客家人，24 歲嫁入陳家，與陳運棟先生育有二男一女。為黃祥獅
      先生的養女，生父溫月星曾任竹南農田水利會會長。臺北商業學校畢業後即回到生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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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主要是想看說兩個家族，這是陳家嘛，那另一個家族，

兩個家族是怎麼認識的？那會不會把您原本，在娘家的一些

教育，一些觀念帶入陳家裡面。]

黃梅芳：這樣啊 !

[ 如果妳覺得太隱私的部分，就不用講沒關係，我們主要是

大致 …。]

黃梅芳：你講你講。（對著夫婿陳運棟說）

陳運棟：人家是問妳。

黃梅芳：這個事情你也可以代答。

陳運棟：不、不、不，你跟她談，我不在場比較好。

[ 不會，不會，一起在比較好。]

黃梅芳：這才奇怪，不好、不好，你是男主人，你當然要在

      場。

陳運棟：我想無所謂，妳要怎麼講都可以。

黃梅芳：不是，是說你在比較好。那麼多的事情，對不對，

      不要脫離事實才是我們真正的嘛、純真的嘛，脫離事

      實有什麼用。我們可以捏造，也可以阿，幹嘛要捏造，

      沒有必要嘛。好啊，那個東西他也了解，當然我也了

     所開設之臺灣新興工業公司擔任會計將近 20 年，之後取得幼稚園教師資格後，擔任
     幼稚園老師與園長多年，退休後在家中協助陳運棟先生整理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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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 摘自 [ 頭份 ] 黃梅芳、陳運棟訪談稿 )

從陳運棟夫婦的訪談中，可指出幾個值得觀察的現象，包含一個家

族發展的歷史內容，誰說得才「正確」？或者不同世代、身份與性別的

家族成員，都擁有某種特殊的「想像」？一套祖先形象的「標準」說法

又是如何建構的呢？

以下將舉另一段新埔陳家余采妹（1930-）7 訪談內容，來進一步說

明不同性別與世代的家族成員述說著不同層次的「故事」。這個訪談的

情境脈絡本來是以余采妹一個人為主，但她的長子陳英耀（1952-）在

訪談過程中，加入我們的談話。陳英耀原先並不知我們會來拜訪，但在

我們簡單說明來意時，便開始連續地講述了一大段陳朝綱家族的故事：

好，那現在陳家祠喔，我先跟你簡介一下。大致講一下。那

個我們是從清朝時到臺灣，落腳地方最先是在桃園南崁。南

崁在明清早期多是閩南人，所以說客人家和閩南人很難融

合，所以才會搬到新埔來。當然陳朝綱他主要是清朝是買

官，當官。然後做了桃園到林口那條鐵路，所以落居於南崁，

等到鐵路做好以後，就搬到新埔來。就是說閩南人跟客家人

會產生一個不融合的現象，所以就下來新埔的時候，剛好碰

到林爽文的事件，他是一個，跟他就組織一個義軍啊，義軍

就跟苗栗的啊，就去平 … 平這個 … 這個林爽文 … 之 … 之

亂啊。

7    約 82 歲，新竹關西客家人，20 歲嫁入陳家，當時先生陳國豪（1927-1977）在花蓮鐵
   路局上班，所以余采妹在花蓮住了 4 年，也因此學會了講閩南語。之後搬回新埔時住
   在五分埔，當時陳家仍然共同居住在五分埔。秀妹有三姊妹，她為長女，以前要幫忙
   家裡採茶，有一個小妹四歲讓人家當童養媳，娘家中人口很少，不是一個大家族。



                                               性別化敘事裡的祖先與家族

       
     83

然後他到最後，清朝也是給他一個很大的權力啊。譬如說他

那個時候有通商，撫番，那時候新埔很多，剛好是客家人跟

平埔族。平埔族是一個，我們現在講的原住民。所以說平埔

族一直趕到關西。所以說為什麼會有關西？關西，日本話講

Kan-Sai，就是鹹菜。就從這個地方把山地人一直趕到那邊

去，他們就沒有出來了。所以就新埔這個鎮上，他等於就是

可以當官，所有事情都要他來判。

那我這個老祖宗 ── 陳朝綱，他也是很公正的，他不會偏袒

任何一邊。假如說他要判事情的時候，你們兩照對薄公堂對

不對，這個事情就把他處理掉。然後他撫番有功，這個清朝

就發一張執照，就是說他可以在臺灣賣樟腦，賣茶葉，輸到

東南亞去，或者輸到大陸去。從這邊直接從淡水出去。以前

都是用挑夫嘛，沿著山上走，到大溪以後，大溪有船運，船

運到淡水去，然後去出口，當然也是一直轉手。最後的話，

他就變成，他對鄉鎮有功，所以說你在新竹縣的縣史上可以

看到他的名字。包括那個文化局啦，新埔鎮公所。

第一個他撫番有功，他經商也成功，所以說土地到處都有，

有錢了以後就會到處買土地喔。幾乎當時他最旺的時候，我

們以稻米來算的話，4 萬的話，等於 100 斤，等於 1 年收入

有 40 萬公斤的稻。所以說實在我們家吃絕對不成問題，有

多的話就可以一直買地，然後就建立這個家族。建立這個家

族，無形中把這個，在新埔上就建立一個勢力範圍。現在新

埔有潘家、蔡家，陳家。我們陳家啊，然後曾家還算喔，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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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劉家。林家就在枋寮那邊。那這種情形在新埔街上勢力

最大的就是我們陳家，家族最大就我們陳家。因為我現在是

陳家 … 我不是管理員，我是監察人。（摘自 [ 新埔 ] 陳英耀

訪談稿）

陳英耀從家族遷移的簡史，談到陳朝綱崛起的關鍵事件：修築鐵路、

捐納取功名、協助平亂與撫番、出口貿易等，這是我們在其他描述陳朝

綱家族發展的文字資料中也會看見的敘事。而接著形容祖先「很公正」、

「對鄉鎮有功」、「家族最大就我們陳家」，這些帶著家族榮耀心情的

描述，是迥異於一般書寫風格，但這看似自我抒情的表達，卻可能表述

了家族裡特殊的心態（mentality）和特點 8（Halbwachs 1992: 103）。他

對陳朝綱與其家族發展的娓娓道來，除了本身是祭祀公會的監察人身

份，祭祀公會近年來完成族譜的編撰，還包含著他 19 歲前住在老家的

經驗，聽到阿公及其他長輩對祖先故事的轉述，讓他能對陳朝綱個人歷

史印象深刻。

在這對母子的交叉訪談過程中，我們還可以清楚觀察到女性和男性

說話方式與注重層面的差異。當陳英耀在講述家中過往的發展時，余采

妹很明顯變得安靜。余采妹雖然說她自己不了解或忘記陳朝綱的故事，

卻很清楚家族內女人日常勞動的經驗，以及因為家事勞動與其他祖先互

動的記憶。簡言之，她可能聽過公婆講過陳朝綱的故事，但她更記得的

是日常家戶內與公婆的實質互動，這可顯示在她對公婆的形象描述：「她

會來顧小孩」、「幫忙折衣服」與「老阿嬤很疼我」等字眼上。

8     Halbwachs(1992: 103) 提到：「當我們說『在我們家庭裡，我們生活了很長時間』、
      『我們很自豪』，或者『我們並不為財富而奮鬥』，我們其實是在談論這個群體（家
      庭）中的一種自然的或者道德的品性，我們假定這種品性是這個群體內在固有的，群
      體會把它傳授給所屬的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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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阿嬤有聽說過陳朝綱的故事嗎？ ]

余采妹：沒有。

陳英耀：我媽媽的話應該很少。假如說你要他的資料的話，

      我可以借一本書（族譜）給你先看一下，不過你要還

      我。

[ 那阿嬤妳那個陳朝綱的故事，妳有聽過公公婆婆講嗎？ ]

余采妹：講是講，就忘記了。

陳英耀：我媽媽了解不多。

余采妹：沒有去記啦。

[ 那這些事情都是你 ( 指陳英耀 ) 爸爸跟你講的嗎？ ] 

陳英耀：我跟我爸爸的時間很短，我是一直住在老家，住到

            19 歲後才出來。

余采妹：他那時都跟他阿公阿嬤。

陳英耀：我到新竹中學才搬出來住。

余采妹：啊讀初中才出來，啊他比較知道。

[ 所以陳朝綱故事是阿公阿嬤說給你聽的嗎？ ]

陳英耀：我是比較知道，畢竟那個時候，我在家裡嘛，都不

      管夏天大家都會在外面聊天，講些有的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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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采妹：他阿公會講。我比較不知道啦。講說我厝內顧囝仔

      就顧不來了。像他讀初中，每個中午，就要煮飯，包

      飯包。6 個耶，6 個飯包耶。

[ 那很累耶 !]

余采妹：累是不會，那時候孩子去唸書，我在家裡閒閒的，

      時間到了，我就出門。菜也去買買，挑一挑，煮飯這

      樣。我那時有電鍋煮，就比較快，不像以前怕燒焦，

      比較不用顧。… 煮飯時，那老阿嬤就會幫忙看。像

      是坐在椅條仔啊，老阿祖啊，她會坐著看，跟他玩。

      綁腳喔，走路一下一下的，她會來顧小孩。啊中午吃

      飽時，小孩子愛睏，我去讓小孩子睡覺，她會出來幫

      忙收衣服。大人小孩的，她都折得好好的，都會幫忙

      折衣服。… 人家說很疼就對了，那老阿嬤很疼我。（摘

      自 [ 新埔 ] 余采妹與陳英耀訪談稿）

祖先的形象對不同世代與性別的族人來說是不同的。我們呈現出頭

份陳家的陳運棟夫婦，以及新埔陳家余采妹母子的大量訪談內容，除了

想再次印證我們在先前的研究中，就已清楚的家族重要祖先形象與事蹟

外，更重要的是藉由不同身份與性別的口述資料，來導引出下一個重要

的思考議題：不同身份與性別對同一家族的想像是什麼 ？

在過往的以男性繼承為主的家族史研究中，女性的討論常常是缺

少，也往往忽略不同世代如何傳承與記憶祖先的故事。我們認為不同的

家族成員，因為不同的家族參與和「想像」歷程形塑，對於祖先是有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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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的記憶，而對家族的「想像」也可能是歧異的。但也因為這些多樣的

「想像」，才能更全面地拼湊出祖先與家族的集體形象。祖先生命史中

的大功績與日常生活的小細節，對家族成員來說可能都是重要的，因為

這些描述關係到家族成員各自的各種身份與體驗差異：親身經驗、轉述、

閱讀 …… 等。Harald Winzer（2007）在〈在談話中共同製作過去〉一

文中指出，家庭記憶是在家庭成員對話溝通中，建構起屬於家庭自我理

解的連續性。在這溝通過程中，也關係到家庭成員本身的差異。他提到：

「家庭記憶並非一張內容明確和隨時可以調取出來的故事清單，而是存

在於整個家庭對往事的溝通回想之中，這些往事都與家庭成員有關，而

且他們也都共同說起它們」（Winzer 2007: 106）。因此，透過夫妻或

母子等即是成對的親屬關係，又在性別或世代上有其差異者的對話與記

憶，對於理解一個家族如何被想像是重要的。

（二）家族的想像
一個家族的形成除了有親屬以及姻親關係所帶來的連結外，家族成

員內部是否有著一個共同維繫彼此的想像方式，使得家族邊界能夠維

持，並展現其自身特殊的價值？所謂的「想像」，其實交錯親身經驗與

不同層次的轉述，並不是憑空想像。而家族結群的共同性或邊界維繫，

可能是透過集體記憶、參與家族共同活動等而生，但隨著時代的變遷，

這些共同性是否還繼續維持的呢？以下將由兩個陳家家族的女性 — 媳

婦與女兒 — 的敘事為主軸，透過四個討論點（家族的對外形象：媳婦

的觀點，家族與家庭，性別的界線，口語及文字）來說明家族成員對於

家族共同體想像的複雜、異同與變遷。這個分析將經由男性親屬的在場

與其敘事的結構、形式與內容，來凸顯女性敘事之於想像家族之創造的

解構屬性與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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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家族的對外形象：媳婦的觀點

家族形象對家族內與外來說，產生意義可能是不同的，這並不意味著兩

者哪方是錯誤，而是對家族事務參與的層面不同，這個差異可在陳家媳

婦這種角色上來說明。女性嫁入陳家前的印象，以及實際生活參與後的

感受。前者是一種公眾談論的印象，而後者則是經由實際生活所帶出家

族的想像。以前述新埔陳家媳婦余采妹（1930-）的例子而言，她對於

陳家的故事描述是由她日常勞動與照顧小孩的經驗所組成。當我們詢問

她關於她所知道的陳朝綱時，她回答不知道或忘記的背後，除了兒子在

場的緣故，並且兒子「比較知道」就由他來說的可能性之外，更重要的

原因可能是她想說的，多是實際的體驗記憶，這可從「我還沒來我不知

道」與「人家說」的描述中來看出。余采妹還沒嫁進陳家前，的確聽過

陳家很有錢，土地很多，但余采妹沒有在她「不知道」的概念上多加著

墨，她想描述的大多是她「知道」的家戶內勞動經驗。

不知道耶。那時我還沒來 [ 指尚未嫁入陳家 ] 我不知道。那

麼早時代，我不知道。有陳朝綱那時，不知道我出世了沒。

就人家說這個陳家祠很富有這樣子。講很富有，土地很多。

（摘自 [ 新埔 ] 余采妹訪談稿）

頭份陳家的媳婦黃梅芳（1936-）在嫁進陳家前，也知道陳運棟的

父親是校長，且整個家族是個讀書世家。他們的相識與結婚如同當時多

數人一樣，是透過媒約並強調「門當戶對」。黃梅芳提到：「（公公是）

頭份國小校長，對不對，那我娘家爸爸是一個水利會的會長。那我說，

這兩個都有長字，就長在一起。」讀書世家的印象不只是她進入陳家前

的家族印象，這個例子的特殊性在於她婚前的家族印象，在婚後也持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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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踐印證，這在後面關於教育的段落中我們會更深入的探討。她在口述

中提到「就長在一起」的字眼，除了表達兩人因此結婚外，更重要的是

兩人或兩個家族對讀書與教育理念上的認同與實踐。如同陳運棟提到他

岳父贊成這門婚事的理由是「家世很好」，這所謂的很好其實連結的是：

讀書世家。

她的老師，小學老師介紹的，所以是媒妁之言。當然這之間，

會促成這段婚姻是她的生父，我的老丈人。他也有家訓，「娶

婿選賢不選錢」，這樣的家訓 …… 所以他就介紹。介紹以

後，我老丈人第一個贊成，贊成就是說，他說是我們家世很

好。讀書世家就這樣，其他什麼都不如嘛。那個介紹以後，

就會面。（摘自 [ 頭份 ] 黃梅芳田野訪談稿）

從媳婦的角色我們看到婚前與婚後，對於家族的印象與描述是不

同，這種差異我們認為是跟個人的經歷與生活經驗的有關，造就不同

的想像歷程。而家族成員對於不同家族事物的參與，同樣也會產生不

一樣的家族想像。例如我們在前面的內容中，聽到新埔陳家的陳英耀

（1952-）描述的家族是帶有榮耀感的，但同樣有參與祭祀公會的新埔

陳家媳婦詹碧珠（1937-），9 卻有不同的家族描述：「（帶點尷尬和苦

笑） 唉這個老故事我也不願意提，我們也一講起家裡的事情，都是恩

恩怨怨一大堆。所以我們也都不提了，提了也沒有意思啦，都是過去的

事情」。因為知道太多家族內部成員的摩擦與不愉快，使得她認為過往

的榮耀只是一種「老故事」，不值得一提。當家族成員理解更多家族發

9    約 75 歲，新竹新埔客家人，新竹女中畢業。小時後亦住在五分埔里。詹家在新埔亦
   算是個有名的家族，詹碧珠與陳庭輝早就認識了，在詹碧珠嫁至陳家時，陳庭輝他們
   已經不住在五分埔的房子裡了，而是住在目前居住的鎮上的房子。詹碧珠那時和公公
   婆婆一起住在鎮上的房子，詹碧珠專心做家管，照顧家裡的大小事情。詹碧珠是唯一
   陳家中進入祭祀公會開會的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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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的實情，這些或許是文獻上沒記載的傳聞，或者聽其他長輩轉述的資

料，又如何影響後代子孫對自身家族的想像呢？陳榮波（1940-）10 因知

道陳朝綱後代多人吸鴉片而說出：「你講陳朝綱那麼好，我們子孫很慚

愧，我常說。」

從詹碧珠與陳榮波的敘述中，可看出家族印象之於公眾與私人面的

另一個問題：身為陳家人在述說時要如何維護家族的公眾印象？我們一

般常說「家醜不能外揚」，詹碧珠口中的「恩恩怨怨」，可能包含著許

多還在世的親戚之摩擦，她選擇保留不說；而陳榮波的表述又是另一種

情況，口中吸鴉片的人都已不在世，選擇說出，並不會傷了家族成員間

的和氣。但這些行為在現在社會中，仍不具正面意義，因此他在說明完

陳朝綱後代多人吸鴉片的情形後說出「我講是講故事而已啦」，這裡的

結尾語氣似乎暗示著，這些內容雖然是事實，但他只是在講「故事」，

這些事似乎不是一般族譜或正史書寫該包含的內容。

你講陳朝綱那麼好，我們子孫很慚愧，我常說。…… 他管

教都他管啊，這兒子行為啊，吃鴉片啊，他跟本都沒有吃鴉

片。…… 他本人沒有吃啊，他本人那麼有錢怎麼不能吃，

吃了給你打死喔。死後啦，就兒子就有吃了。像我祖父，曾

祖父就有吃了 ……我講是講故事而已啦。（摘自 [ 新埔 ] 詹碧

珠訪談稿）

2.家族與家庭

一個家族的想像，對家族內與外的人來說可能都不一樣，這關係到

10  約 72 歲，為鄭秀娥二兒子，新埔國小畢業後，於家中管理家傳農園，民國 62 年開始
      進入竹北飛利浦電子公司服務，於民國 89 年退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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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際參與生活與形塑想像的歷程，這種想像的歧異，也出現在家族成員

內部。當一個大家族開枝散葉分家後，家族與家庭之間的關係，並不能

直接劃上等號。另外，過往大家族的群居經驗，與分家之後以祖先為中

心的祭祀或族譜編撰活動，是不是成為聯繫一個逐漸開枝散葉的家族重

要的媒介？而個別家庭發展又是如何傳承與轉變原有家族的思維？

家族成員群居經驗與分家的必然，從居住空間到互動模式的變動，

使得家庭與家族間的向心，和同住在一個屋簷下的情況是不同的，往往

必須面臨分家產與情感聯繫的問題。此外即使住在同一個屋簷下，不同

身分對於家族生活互動的描述也是有差異的。頭份陳家陳展鴻次子陳德

垣的女兒陳素英（1939-），11 以一個嫁出去的家族女兒身分描述以往群

居經驗，促使家族成員感情緊密相繫的情況。但同樣居住在同一空間的

陳德垣五子陳渭琳（1934-）的妻子何桂英（1940-），12 在描述家族群

居生活時，除了形容幾個親屬的好壞，包含她的公婆與嫂子，但更重要

的描述是作為媳婦所必須承擔的角色：從煮飯到種菜，以及照顧小孩的

必須，使得她即使看到許多家人聚集聊天，她還是沒有參與。因此，即

使家族成員共同生活在同一空間，不同身份的成員也產生不同的生活描

述與家族想像。

以前住在三合院，吃飯後大家就會在那裡閒聊，以前的生活

很好，人和人之間的感情很緊密，不像現在會勾心鬥角。伯

父（陳德秀）比較會講話，父親比較安靜，晚上回來的時候，

父親和伯父會坐在三合院的椅子上，一個坐右邊，一個坐左

11  約 73 歲，畢業於大成中學，民國 57 年結婚，結婚的時候家族的三合院還在。
12  約 72 歲，苗栗三灣人，大坪國小畢業。26 歲結婚，19 歲以前從事採茶的工作，19 歲
   到臺北士林新光紡織廠擔任員工，婚後在家照顧三個小孩，至小兒子四歲時，又繼續
   到工廠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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邊。父親、伯父與另外三個姊妹的感情很好，記得哥哥（指

說話者的伯父陳德秀）死的那一天，大家圍坐一起吃晚餐，

父親吃完晚餐時，放聲大哭，大家都嚇了一大跳。姑姑在新

德記，以前人的感情都很好，不會像現在是非那麼多。那時

因為父親這邊的人比較小，因此後來分的財產也比較少，但

父母不會說人家閒言閒語，分財產也不會計較。（摘自 [ 頭

份 ] 陳素英訪談稿）

以前嫁過來 20 幾個人要煮飯 … 只有三個（媳婦）嘛，就是

要煮飯，照輪，一個人煮兩天，這樣子。…要種菜，沒有種，

那麼多人要吃什麼，這很難。我的公公，他專門跟人家看日

子的，我婆婆也是很好的人，我的嫂子都比較兇，兩個嫂子

都比較兇，可是我不要理她就對了。… 我又很少出去玩，

那房子裡面通通很多人，很多人在那裡聊天，我不會去。…

看自己的小朋友，自己家照顧好一點比較好。（摘自 [ 頭份

] 何桂英訪談稿）

從家族分家成為多個家庭後，「家」的認同重心漸漸可能從家族的

概念轉化為家庭的實質。前段由何桂英描述家族共同生活的情況，即可

看見在完成媳婦該盡的責任與工作後，她更在意的是自己的孩子和家

庭。同樣的情況也出現在新埔陳家的余采妹，對於家族群居生活的描述

中。她 20 歲嫁入陳家時，先生陳國豪在花蓮鐵路局上班，所以余采妹

在花蓮住了 4 年。之後搬回新埔時，就與家族其他成員共同居住在五分

埔老家中。她對於當時生活的描述，除了家中人多熱鬧的印象外，也談

到婆婆在生活上的互動和協助。照顧小孩的話題，在描述中同樣是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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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這可進一步對比到當我們問她覺得有什麼事物，可以代表陳家（指

陳朝綱家族）時，她以臺灣閩南語回答：「那些事就不用我們女人來煩，

我們煩厝內，帶囝仔、帶孫」。因此，相對於媳婦之於家族的角色，母

親之於家庭的重要性，在家族群居生活的記憶中更顯得重要而鮮明。

五分埔（老家）那裡住了約 3 年、4 年才來這邊住。以前很

多人很熱鬧，每房都有很多人，那時候老家大概 70、80 人

吧。… 所以在我從花蓮回來時，我在忙時，她（老阿嬤）

都會幫我顧小孩。… 帶小孩就自己帶，煮飯時那老阿嬤就

會幫忙看，… 那老阿嬤很疼我。（摘自 [ 新埔 ] 余采妹訪談

稿）

從女性嫁入家族到「成為」家族一部分，這個過程裡頭與居住空間

裡其他成員產生的互動意義，或許遠大於在一個家族論述層面中，對時

間性的想像方式。但這是有世代上的差異。隨著每個世代女性所參與的

「空間」差異，群居生活成為過去式的記憶，其家族想像的方式，可能

漸漸偏向家族活動（掃墓、祭祖）的參與，或被動的接受家族論述式的

想像方式。

以詹碧珠（1937-）來說，她嫁進新埔陳家時，雖然還是跟公婆住

在一起，但已不是住在五分埔老家，而是搬到新埔鎮上，她是沒有家族

群居經驗的。詹碧珠是新埔陳家唯一進入祭祀公會開會的女性。但在訪

談過程裡頭，詹碧珠一直強調她的夫家對於家族的觀念是很淡薄的。一

方面是因為她夫家這一支的人丁不旺，一方面家族裡的那些恩恩怨怨實

在不想再提。公公婆婆也會跟詹碧珠說一些家族裡的故事。但她認為都

是一些恩恩怨怨的老故事，也都不願意再提起了。因此，說起家族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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詹碧珠認為「一直強調過去的事情，她最討厭了」；一直回憶老祖宗卻

不知自愛，不認真也沒有用。以至於像家族開會、拜拜，或掃墓等活動，

她不會要求全家孫子都要去。而是強調「我們自己賺比較快」。

詹碧珠的例子說明了，對於家族的想像，很大部分來自於家庭內部

公公在家族的處境（公公是養子），乃至於後代之於整個家族互動的關

係；因而會去強調自己屬於家族中較「弱勢」的一脈。而由此處我們也

可以更清楚看到，當無法從家族歷史或所謂的血緣關係覓得家族想像的

內聚力時，「家」的認同，也從家族的連結，轉化為家庭的實質。

沒有什麼好討論啊，就是例行的會，也沒有什麼。例行會，

好像今年就是說要，掃墓啊，墳墓太小，要修改之類的。這

個會，沒什麼重要的。我們家族會議，就是例行的。譬如知

道以前的管理人，有財務不好，都沒有人想得罪人，知道就

好了。你想告，要怎麼告，你不要貪太厲害就好了。…我們，

我們怎麼講，我們家人丁也很單薄；我們對老祖宗什麼的觀

念，也很淡薄。所以我們就我要去處理，我就去處理。我不

去處理的話，我兒子也不管。不喜歡處理這個事情，我們認

為要自己賺，老祖宗的我們都不要。不，不喜歡參與啦。去

到那裡參與就要打架，要吵架。我們自己賺比較快。（摘自

[ 新埔 ] 詹碧珠訪談稿）

相對於女性對於家庭事務的熟悉，家族想像的內聚力或家族事務參

與還是以男性為主。以新埔陳家來說，大部分的面對面訪談過程都有兒

子、女兒或是丈夫在場，談到家族事務，男性在場通常發言都會以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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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多，女性講話時則比較偏插嘴的方式。劉凰英（1931-）13 則是少數例

外，僅她個人接受我們的訪談。

劉凰英不曾參加過祭祀公會。或許是因為丈夫陳華棟較早過世的原

因，劉凰英雖然仍然居住在五分埔，但是似乎對於陳家家族性質活動的

了解，比較是一種外緣，和不會主動去了解的方式。她對祭祀公會是一

個什麼樣性質的家族組織，似乎不太了解。從她的敘事裡，最直接去想

像祭祀公會的方式是，每逢過年會發老人津貼，還有每次家族活動（掃

墓、祭祀）等會發出席費。並且她還非常清楚記得過去出席只發 500元，

現在發到 1 萬元等詳細而具體的數字。從言談裡可看出她對於出席費的

抬高，對其出席家族活動和靠近家族有正面的作用。如 2008 年清明節

前一週的家族掃墓活動，全家（劉凰英、兒子媳婦、孫子等）都一起出

席。

另外還有採用輪祭的市區中心的下陳家祠。劉凰英最近一次去，是

幾年前輪到她們家主辦祭祀時去的。她很清楚知道，每次辦祭祀，祭祀

公會發 6 萬塊給主辦者去辦理。而劉凰英具有指導者的位置，會去辦理

如豬肉、雞肉等祭品的工作，至於主祭或儀式流程等就不清楚。值得

注意的是，祭式準備的細節（如祭品等），往往掌握在女性的「日常生

活」實踐的經驗中，此部分具有決定權的往往是女性。但是祭祀與儀禮

的「主要流程」，卻又往往屬於男性的權力。也就是說就家族祭祀的分

配而言，事實上正好符合上述我們所論述的，女性往往處於家族中關於

生活與空間實踐的層面，而男性則掌握了實質上的分配結構與論述家族

的權力。由劉凰英的例子可說明，一個開枝散葉後的大家族，家族想像

13 約 81 歲，新埔鎮人，日據時代曾經在關西石崗國小唸過書，而支持其唸書的人是其
   祖父，父母原本是抱持著反對的態度的。劉凰英 1945 年自公學校畢業，便開始從事
   成衣工作。民國 40 多年因為父親的決定而嫁入陳家，婚前曾於遠東紡織工作，後來
   因為婆婆的反對而停止。分家後，婆婆與陳華霖同住，劉凰英便又在陸光企業工作。
   與陳華棟育有三男一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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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實際面上以經濟的方式串連起來，而對於家族內涵則是透過這種大型

「家族活動」的場面與活動實踐。但或許是因為陳華棟逝世較早，我們

也可以看出維繫家族內聚力的，仍然是以一種男性為中心，而女性則比

較以家庭做為重點在維持，所以劉凰英對於家族帶有一種陌生的疏離

感，但是對於家庭的大小事則是清楚記著。像是她與親生父母的感情，

或者我們拿族譜給她看時，她會只看自己家中的兒女孫子那幾頁，甚至

還會問起怎麼會沒有女兒的欄位。

家族中的各個家庭發展與特質都不一樣，有些專注在家庭的經營，

並不熱衷家族事務的參與，但這不意謂他們不認同，或者連情感上的牽

連是可以切割的。同樣的，對許多家庭來說，參與家族事務是連結家族

與家庭的重要媒介，而這些想法與實踐多來自男性的觀點。以新埔陳家

來說，陳華山（1945-）14 在訪談中提到他主動參與家族會議，並要求子

女參與祭祀、掃墓等家族活動；陳華霖（1948-）15 積極參與祖譜編輯，

因為他認為：族譜可作為傳家之用；陳展東（1949-）16 積極管理祭祀公

業，也善用經營的手腕，如提高家族活動的車馬費，讓家族活動更熱絡，

並捐出陳家祠堂來紀念祖先，及尋求古蹟修復與回大陸原鄉（梅州）溯

源的資金。陳展東期望透過活動或其他事物（如族譜和家祠）的彰顯，

14 約 66 歲，育有二子二女，為陳英傑（陳超學－陳朝綱－陳石祥－陳道生－陳俊木－
   陳英傑）的次子。出生於日本山形縣，戰後返臺。畢業於新竹師範學院，畢業分發基
   隆國小服務，後就讀臺灣科技大學電機研究所，轉服務國立瑞芳高級工業學校，退休
      後經營電子工廠，於民國 97 年（2008）獲選為新埔祭祀公業陳家祠管理人一職。於
   民國 97 年（2008）擔任《南朝陳氏族譜》編撰委員會副編，以及族譜編撰超學公世
   系負責人。
15 約64歲，育有二女，為陳英漢（陳超學－陳昌興－陳如月－陳道坤－陳盛仁－陳英傑）
      的三子。役畢後於新竹縣新埔鎮遠東化纖公司工作，於民國 88 年（1999）退休後，
   隔年又至遠東化纖公司上海廠就職，之後又返臺擔任雙興濾布公司廠長。於民國 97
   年（2008）擔任《南朝陳氏族譜》編撰委員會會長，以及族譜編撰超學公世系負責人。
16  約 63 歲，育有二子一女，為陳兆豐（陳超學－陳朝綱－陳昆順－陳清竹－陳兆豐）
      的三子。自幼與父母共同農業耕作，役畢後歷經紡織廠領班與飛利浦竹北廠品管員，
      從民國 63 年（1974）起至臺電服務，民國 91 至 97 年間（2002-2008）擔任新埔祭祀
   公業陳家祠管理人一職，以及族譜編撰超學公世系負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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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突顯陳朝綱家族在地方的特殊性和家族的榮耀感。

我要把我陳家的，以前有一個四品官 — 朝綱的事蹟，一直

要靠這一棟的建築物，把它源遠流長。以後你們後代，甚至

你們學生，哪一個人看到那一棟：啊！這就是陳朝綱蓋的 —

我就值得了。（摘自 [ 新埔 ] 陳展東訪談稿）

3.性別的界線

在設計訪談問卷時，我們原已假設兩性間可能的差異：女性可能比

較沒辦法去談抽象的問題，而必須用更接近生活經驗的問題。訪談的結

果，離此假設不遠。當談論到關於家族、家族活動等，男性為主的言說

的確較為活躍。而談論到關於婚姻、生活經驗、家庭內部的結構變化，

或是一些曾經影響家庭的重大事故等「具體」經驗時，則比較容易聽到

女性的說話空間。再者不管是嫁進或嫁出家族的女性，當我們問到她們

的家族想像時，女性敘事者都不會直接連接到家族中重要的祖先，而是

以一種類似「眼見為憑」的方式，來描述一起共同生活過的公婆、父母

親及其他長輩。以下的敘事，不管是頭份陳家或新埔陳家的女性，都呈

現相似的現象。

以前和祖母住在一起，祖母的人很好，後來眼睛附近長了不

知道什麼東西。以前比較沒有什麼衛生觀念，就不大在意，

母親每天用茶葉泡水來幫祖母夾蟲 …… 祖母和姑姑長得很

像。（摘自 [ 頭份 ] 陳素英訪談稿） 

那個有沒有，以前的老人家，小孩子出生了，她會叫你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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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怎樣弄，要怎樣弄，那其實喔，她什麼菜 …，她不會叫

你怎樣做。田裡的工作我們農家人，也要有經驗。那其實喔，

做什麼，有沒有，像有客人來，她會叫你。老人家很愛說就

對了，老人家…。（摘自 [頭份 ]陳黃美妹（匿名）17 訪談稿）

那時候老阿嬤 80 多歲。我先生的阿嬤還在。…… 她還會幫

我背小孩呢。那時我去工作啊。她 80 幾歲，我現在也 80 幾

歲了。她 84、83 的那時。我現在記憶不好了。（以前）我

回來時，我洗衣服，煮飯，她還會幫我背小孩子。會幫我顧

小孩子。（摘自 [ 新埔 ] 余采妹訪談稿） 

男性與女性對於家族描述的差異，最大的特點是男性從字面資料上

的家族故事去述說我們是什麼樣的家族，女性則從生活經驗來敘述她與

家族的關係。這種透過實際體驗談論家族的方式，應與女性在家庭內的

分工與家族內的地位有關。角色的差異，使得女性敘事對於家族的想

像有別於男性的敘事。就新埔陳家余采妹與陳英耀母子的訪談內容，在

祖先形象的段落討論內，我們已指出陳英耀在知道我們訪談的主題時，

即刻說出一長串關於陳朝綱的事蹟。我們推測這些內容可能有來自他兒

時聽來的記憶，但也觀察出大部分是和一般談論陳朝綱的文字紀錄相近

（如陳家的家譜或地方的出版品）。我們推論陳英耀的描述，和他參與

祭祀公會與族譜編撰有很大的關聯。而當我們問及余采妹有什麼東西或

建築可以代表陳家時，她直接地點明，女人是不管這種「大的事情」，

而要煩惱的是類似帶小孩的「厝內」事務。並還暗示著，這是女人最重

要的責任。因為她感覺人生較「快活」的時刻，即是等待子女長大成婚，

17  約 84 歲，為陳玉琳的妻子，20 歲時嫁入陳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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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組一個家庭。

我們女人對於這種東西比較不理。孩子帶大，娶媳婦，娶

完，我們就比較快活了。就這樣子。那些事就不用我們女人

來煩。我們煩厝內，帶囝仔，帶孫。有孫好帶 [ 可帶 ]，就

帶孫子。這樣子而已。那大的事情，我們就不煩了。（摘自

[ 新埔 ] 余采妹訪談稿）

此外「以前真的很辛苦」、「以前真的很可憐」、「以前真的很吃苦」

— 這些屬於身體情感面相的評論，不斷出現在頭份與新埔陳家年長女

性回憶婚後之勞動經驗，以及身為長媳之辛勞的敘事中。這一方面反映

女性主體的身體與情感經驗，並也顯示一般客家婦女多承擔了繁重的家

務責任，且身為長媳分外難為的處境，最後則也部份反映出 1960-70 年

間，臺灣從農業社會轉型至工業社會，正值青壯年的客家夫婦多有日夜

輪流忙碌於家戶內外的勞動與工作經驗。

頭份陳家與新埔陳家年長女性的敘事裡，大部分多以「說故事」

（storytelling）的形式講述其過往的生活經驗。她們的故事內容大多不

涉及大歷史事件的細節描述 ── 例如新埔陳家陳朝綱在政治與經濟領域

裡所建立的豐功偉業。而是講述其過往的受教、家務、農事、工作與教

養子女經驗。這些年長客家女性的敘事並也反映出一種集體的歷史時代

氛圍：例如臺灣日治末期至戰後初期戰亂頻繁的現實，以及戰後臺灣社

會結構由農業轉型為工業的過渡時期。不少女性在講述時，是與丈夫、

親戚、受訪者共同進行「對話」（conversation），其中有極少數是「由

他人代答」（多為高齡九十以上之女性的子女）的形式接受訪問。

但也有部分女性，如新埔陳家媳婦詹碧珠、女兒陳明麗，頭份陳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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媳婦黃梅芳，能以長篇敘述的故事形式，與訪問者單獨互動（詹、陳）；

或是丈夫在場，卻能以一種競爭的對話形式開展其故事敘述（黃）。例

如，在族譜的內容編撰上，傳統上是有性別的區分。頭份陳家將女性列

入祖譜，只有姓，沒有名。但媳婦黃梅芳認為這種作法是不對的，因此

便開始一連串的「革命」。

黃梅芳：「我認為不能這樣子，女孩子上祖牌，只有姓。（應

      該）就把我的名字寫上去。」

陳運棟：「所以這次我們重新寫過這個祖牌，還是放孺人。

      那要繼續努力。但這個問題現在解決了，解決的意思

      是，我們的法令改了。就是現在祭祀公業法的條例公

      布了，現在世系法你要叫政府公布嘛。就是派下 ( 縣

      員 ) 要開大會要照那個表，女性也要列。女性不要列，

      要像財產祭祀一樣，部分繼承嘛，要寫放棄書。……

      這要改革啦，我們是下一步的改。如果還在的話喔，

      下一步不在，我也要交代 ( 給我的子孫 )。」

黃梅芳：「我們要跟孩子灌輸下去。」（摘自 [頭份 ]黃梅芳、

陳運棟訪談稿）

換言之，除了故事內容、敘述形式多元外，在頭份陳家這個知識家族，

與新埔陳家這個經商致富，涉入地方政經發展及深的大家族，部分受訪

的女性，能針對其生活經驗進行歸納與評論，有時還會出現相異於客家

主流以父系為尊的觀點。其中更展現經由過去與現在的參照、個體與社

會的互動所形成的意見與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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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口語及文字

無論頭份陳家或新埔陳家，這兩個竹塹地區的客家菁英家族，男性

往往從文字與歷史時間的概念來想像家族，且相對女性之於家庭事務的

熟悉，男性更習於對外人談論自己的家族。在這兩個大家族，家族想像

的形塑歷程，除了各種實際經驗的體驗與記憶外，家族故事傳播的方

式，可能也影響族人對家族的想像。有趣的是，這兩個地方上的客家菁

英家族，不管男性或女性，對於無法回答的問題，都試圖引導我們到書

本上的文字，去找答案。例如我們同樣問新埔陳家的余采妹（1930-）

和鄭秀娥（1912-）18 一個問題：「有聽過祖先陳朝綱的故事嗎？」前者

回答「沒有」後，她在旁的兒子陳英耀接著說：「假如說你要他的資料

的話，我可以借一本書（指陳朝綱家族的族譜），給你先看一下。」而

鄭秀娥對於這個問題的回應則是：「我那麼老了，代治（事情 [ 臺灣閩

南語 ]），我阿祖的代治，我不是很知道。有寫啦！」這裡的「有寫啦！」

說明了文字紀錄史實的力量與重要性。至少對於這些敘事者，他們相信

族譜上的文字紀錄與家族歷史內容之間的關聯，或者成為瞭解家族歷史

的重要根據。

這個祖譜寫在這裡，說來重要的話，也很重要。你沒有人不

知道，我人有時候打開來看，那一房那一位做什麼事情，也

很有好處啊。這個有的竹東也有啊，不是（只有）我們這裡

啊。以前大陸來臺有三個兒子的資料都有，全部在這裡阿。

（摘自 [ 新埔 ] 陳榮波訪談稿）

文字的作用力與傳承，在頭份陳家更是明顯。他們因為多世代多人

18  2009 年受訪時約 99 歲，新竹關西人。小學只讀 3 年沒畢業，21 歲嫁入陳家，與陳唐
   棣育有五子四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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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事教育的工作，文字對他們來說不只是工具，更是突顯家族特色的重

要依據。包括各種紀念冊的編撰、族譜多次的謄寫與修訂等，頭份陳家

過去依賴著文字體系（漢學、堪輿等），而在地方社會衍然成為一個獨

特的客家菁英家族（簡美玲、劉塗中 2011）。直到當代，文字能力仍

然是頭份陳家重要的一塊，在家族中不斷地流轉。

文字與口語的另一層辨證關係是，透過口語傳播的歷史內容，如何

成為文字的內容，以及對一般人來說，文字的真實性是否優於口語？族

譜的編撰對兩個客家菁英家族來說，都是探索家族歷史的重要過程。除

了透過一些舊文件與相關物質證據外，不斷尋訪年長家族成員聽過的事

情，也是重要的來源。我們在新埔陳家的陳榮波（1940-）的訪談中可

觀察到一個現象。他過往從祖父或曾祖母那邊聽來關於陳朝綱的故事，

許多是文獻上沒有記載的事。他在描述之後會補充，「我是講給你聽而

已」或者 （那是）「小事情」。我們無法進一步確定他對於這些聽說

的「小事情」，是否懷疑其真實性。但相對於藉著族譜或紀念文集上文

字描寫家族成員「大功績」的敘事，說者不會直接說是事實，而會補充

說明，「這是誰說的」。

那個時候香港啊，那時香港還是我們的還沒有給英國管。不

過可能有一點啊。清朝不是很多鴉片戰爭，林則徐不是燒他

的東西嗎？這個文獻的東西都沒有記載啦，我是講給你聽而

已，我也不知道，我是聽我祖父（講），一直放在腦海裡才

知道的。…… 我爸爸就很少講。以前我祖父有講給我聽，就

是從小我跟我祖父在一起，才時常接近，時常會講出來的事

情。…… 我曾祖母她也有講，每年你都譬如說清寒的人來

這裡，都給他東西。那幾十甲的土地割了稻都有啊，窮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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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有啊，救濟他就對了。那個是小事情。… 現在就是沒有人，

現在弄祠（族）譜，才有人想起，以前跟本就都沒有人講這

個事情。沒有講。（摘自 [ 新埔 ] 陳榮波訪談稿）

家族故事的傳承與想像方式，對不同世代的家族成員而言有其差

異。許多 65 歲以上的受訪者，他們多有經歷從大家族群居到分家的歷

程。許多攸關家族祖先的故事，都是透過長輩口傳的方式。這些不同層

次聽來的記憶，多少都會影響他們對家族的想像。在此之前的內容也討

論到，當家族與家庭的關係，不必然緊密時，家庭成了家族故事傳承的

重要場域。然而不同家庭對於家族事務熱衷程度不一，父母親也不見得

知道或喜歡談論過往的事。後代子孫當缺少實際接觸經驗時，除了透過

長輩的轉述，就是透過文字的閱讀與想像，如此一來文字對於家族的想

像形塑，會不會變得更重要呢？

頭份陳家持續用族譜與紀念文集的方式，書寫自己的家族史，這是

他們家族的傳承特色；而新埔陳家又是如何作？陳婉珍 19 提到她現在對

於祖先故事的理解，很多是透過父親對外發表的文章，而不是親口轉

述。這是不同於父親那一代，能在老人家的言談中聽到轉述。而陳英家

（1941-）20 也提到他的兒子，透過圖書館中的資料來談論陳朝綱，並與

其他家族做一種比較和評論。這些現象都顯現出以文字作為家族故事傳

播媒介，對於當代家族想像的形塑日益重要。

提到是很少提到，反到是我們會看到一些文章，他的文章，

總是會有書局要他講一些他以前的一些事情。他以前的事

19  為陳定國（陳超學－陳朝綱－陳慶雲－陳道中－陳秀統－陳定國）最小的女兒。 
20  約 71 歲，為陳清煇（陳超學－陳朝綱－陳慶雲－陳道中－陳清煇）的二子，畢業於
      台北工專工業工程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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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有時候是離我們比較遠的了。有時候我們是從那邊慢慢

有所瞭解的。…… 然後處在那個家庭有沒有，總是會阿公，

阿公這樣一直傳著下來。就是我爸爸的爸爸，總是會有一些

教條，總是會知道多多少少。就像是家裡的事情這樣，一定

都會知道，不是說，非要怎麼告訴你。當然最起碼也是會跟

你講一些啦。像是從老人家的言談裡，你都會了解。…… 因

為早期的生活就是一個集合的家庭，跟現在是有落差的。那

個落差很大的，跟你講，不知道你懂不懂。年輕人會懂嗎？

（摘自 [ 新埔 ] 陳婉珍訪談稿）

就圖書館的資料，我兒子會去圖書館找，然後說老爸啊，你

看一看吧。我孩子很會去找。…… 我兒子怎麼講呢，他說

爸爸，我們的祖先陳朝綱就是「太古意」（指為人厚道 [ 臺

灣閩南語 ]），不去搞政治。不去搞政治 … 你搞政治，像有

些人喔，… 但是我們的祖先就是沒有辦法，不去搞政治。

所以我們發展就沒有他們那麼飛黃騰達。…… 我孩子就是

有這麼厲害，他就會去找這些事情。（摘自 [ 新埔 ] 陳英家

訪談稿）

總之，根據以上四個面向的敘事分析，無論頭份陳家或新埔陳家，這兩

個竹塹地區的客家菁英家族，家族的想像大抵都是通過祖厝、群居生

活、古文物、紀念文集等經驗，或祭祀公會、族譜編撰、祭祀活動等社

群或行動網絡，以及祖訓、祖先故事等媒介的敘事與再現。在這敘事與

再現過程中，性別、身份也差異化家族的想像歷程與結果。在這兩個客

家地方社會的菁英家族，女性對於家族的想像，也大多是從家族內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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際的互動開始，以及家戶內的勞動責任與分工。這和此兩個家族的男性

對於家族想像已經有所差異。男性從字面資料上的家族故事，去述說我

們是什麼樣的家族，尤其強調歷史時間軸上的家族發展。雖然，族譜作

為文字的具體性，也影響這兩個大家族的女性，但更凸顯的還是女性從

實際空間裡的人與人的交往，身體感官，情感與情緒等具體的，物性的

經驗， 描述與闡述她們記憶中的祖先與家族。

四、結論

本文以北臺灣兩個從 19 世紀以來，在經濟與知識上，逐步累積、

發展為該地方社會的客家菁英家族為例，描述與討論他們對於祖先與家

族的敘事內涵與形式。 本文主要的切入點，是在以父系社會為其理想

與實際的客家家族敘事研究裡，帶入家族裡的女性敘事。但本文所記錄

與闡述的研究過程，所蒐集的口語敘事與文字書寫，都沒有將男性的敘

事排除於外。除了文字與書寫仍明顯歸屬於男性，本文所呈現的男性敘

事，大多發生於我們在訪談女性時，男性搶先發言，或者夫妻之間你來

我往的對話。也有部分男性敘事資料是來自我們在更早階段，對於這兩

個客家菁英家族之年長男性，所進行之家族研究的訪談材料。部分男性

敘事語料所占的篇幅，可能超過讀者的預期。但這也反映北臺灣客家地

方家族在親屬與性別的場域裡，相對典型的話語空間。再者讓兩性的敘

事彼此呼應，也在面對女性主義或部分性別人類學研究，被認為過於突

顯性別差異，可能忽略兩性共同維繫的社會性或兩性互為主體的關係，

並導致對於某些社會之社會性的誤讀。

接著我想回到本文最初的問題。即便帶入親屬與性別的理論觀點，

或潛藏在文中，對於女性的敘事、主體性與說話行動力的關注，本文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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呈現的資料與闡述仍緊密關聯著我們想作出的是一個什麼樣的「家族

史」研究。家族史的比較研究，是許多學者切入家族史研究的方法之一。

蔡淵洯（1980）、黃富三（1995）和黃朝進（1995）三位學者研究的對象，

具有不同層次（地域、竹塹區域、國家）的代表性，分別啟發了本文對

於頭份與新埔兩個客家菁英家族關於社會經濟、家族性格、地域社會和

家族發展之間的關聯。我們也因此特別注意：家族史研究中的「家族史」

是如何被建構和再詮釋？尤其是當我們比對頭份陳家和新埔陳家，攸關

前者（頭份陳家）家族發展的事件，在國家層次的官方文書（對比於《淡

新檔案》對於新埔陳家陳朝綱的紀載）中闕如，反而大多是靠著家族後

代子孫自身來研究與出版。這個現象讓我們重新思考，家族史研究中的

「史」為何？

如果暫時將家族史界定為「家族」加「史」的研究，那本文的描述

與討論，讓我們進一步理解，一個家族的組成包含不同世代與性別的成

員。要更全面理解家族的發展，就不應只侷限在以男性繼承為主的父系

家族。另外，「家族」的想像與定義，其實隱含時空變遷的歷史意涵。

這個「史」的意涵，不只包含家族所處地域社會，或更廣大區域、流域

與國家的政經環境變遷；更牽涉到一個家族如何被想像與述說的歷程。

一個原先經由血緣或婚姻關係產生群居生活的大家庭經驗，到開枝散葉

後的「大家族」，如何透過以圍繞祖先而有的祭祀組織與活動，形成一

個家族成員特有的社群網絡交往？當這些網絡漸漸弱化時，除了原有血

緣的繼承外，不同家庭的成員，如何透過各自日常生活與家戶教育的過

程，以及不同層次記錄性與再現性的媒介，繼續傳承與深化家族特殊的

記憶與特質，形成一個想像的「家族」共同體，並內化成家族成員特殊

的人觀？透過不同世代與性別的口述史訪談資料的蒐集、涉入、整理與

解讀，我們嘗試再現的「家族」是具有歷史意涵 （historicity） 的多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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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但也因此，我們無法迴避要更確切地結合與解析更多歷史資料的

問題。對於歷史資料的蒐集、涉入、整理與解讀，這是未來還需要再加

強及下較大的工夫。

延續頭份陳家之家族發展與家族特性，以及知識、教育與人觀的探

討（簡美玲、劉塗中 2011），本文著重在頭份陳家與新埔陳家兩個客

家菁英家族對於家族想像的特性與差異。一個家族的「想像」，其實交

錯親身經驗與相關轉述的多層次辨證。家族結群的共同性或說邊界維

繫，可能是透過集體記憶，參與家族共同活動等而生。本文民族誌訪談

資料的收集與分析，主要以兩個陳家嫁入的媳婦和嫁出的女兒為主，理

解她們如何透過家戶內日常生活的敘事與實踐，展現其身為陳家家族成

員，及對於陳家的想像。雖然對於祖先與家族的敘事與想像，兩個家族

不盡相同，且同一家戶內成員也因身份與性別有所差異。如女性對於家

族的想像述說大多是聚焦在日常生活、人際交流、婆媳互動與小孩教養

的實際經驗，這其實和男性對於家族想像已經有所差異。男性多從文字

資料或概念性的家族故事，述說我們是什麼樣的家族，而女性則是從經

驗與記憶裡去建築。以祖厝的群居經驗來說，頭份陳家不管是嫁入和嫁

出的女性，對三合院的群居經驗，有著不同時間長短的參與；從群居的

親屬互動與婆媳關係，述說對過往家族的經驗與記憶。雖然受訪者都認

同祖厝生活的實質經驗與象徵意義，對一個家族凝聚與延續是重要的。

但也強調家族的特質，是必須透過家庭教育傳承與實踐的。同樣的，過

往新埔陳家在五分埔群居式的生活，也影響他們對於家族與群居生活的

記憶與想像。這種群居經驗也帶出不同的議題。當家族成員越來越多，

搬出去住的分家行為，成為一種必然性，之後透過以祖先為中心，衍伸

出的祭祀組織與行為，如何改變家族成員的交往行為與聯繫模式，進而

產生了對於家族想像模式的不同。到了現代社會，當這些祭祀組織或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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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的家族凝聚力越來越弱化時，家族的想像又透過各自家戶內的日常生

活與家戶教育來持續傳承與變遷。在這家族想像的歷程中，女性的角色

持續扮演著一定程度的影響。

本文也闡述了特定家族所呈現出家族想像的差異，是由於將「家

族」作為一種傳承與教育的交往空間。「家族」想像與再現，是透過不

同層次的實質經驗、行動網絡與精神意涵的空間媒介，並從各式日常生

活的人際交流與家戶教育來持續傳承與變遷。在這不斷述說與再現的過

程中，不同性別與身份也產生不同的家族想像的歷程，進而影響到人觀

的形成過程。因此，從兩個家族比較的視野，同時具有個別個案分析與

多個不同個案的比較特性，以不同層次的比較方式，從差異中去理解家

族想像的特性與變遷，再從相同裡頭去尋找家族特殊的傳承，此乃本文

對北臺灣客家社會之家族發展與變遷研究的階段性貢獻。

最後我在這篇文章想提出的看法是：性別的理論視野，或親屬與性

別的理論視野，除了對於客家社會的特性與內涵的描述是一個重要的觀

察與紀錄的路徑， 同時也是溫和，卻有其力道，能對客家知識體系的

描述，進行一個可能對話的場域。本文所提供的例子，就是通過敘事，

來描述客家家族研究，做為地方知識體系的構成。但同時也通過口語敘

事，口語與書寫互相角力的敘事，男性與女性的敘事，提供對於這套知

識體系開展一個對話或解構的可能。

客家的族群性及其認同的構成，長期以來與話語及非話語的身體、

歷史、政治、文化、日常等諸多論述，有著無法切割的關聯。性別與親

屬的材料本身，不僅是建構客家知識體系裡極為重要的檔案，同時也極

具反思性。如本文經由敘事的分析，指出二個客家家族對於家族的敘事

之間並置差異與同質，而在家族內又呈現對於祖先與家族之敘事與想像

上的性別差異。其一，兩個客家家族對「家族」想像的差異，是由於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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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將「家族」作為一種傳承與教育之交往空間的殊異性。他們對於「家

族」的想像與再現，是各自透過不同層次的物質文化（祖厝、群居生活、

古文物、紀念文集）、行動網絡（祭祀公會、族譜的書寫與編撰 [ 也與

語言有關 ]、祭祀活動）與語言（祖訓、祖先故事）進而交織成一人文

空間的媒介。這些不同的媒介共同成為家族成員間交往連結或思想傳承

的流動場域。而此兩個客家家族的女性對於祖先與家族的想像的敘事內

容，大多聚焦在日常生活、人際交流、婆媳互動與小孩教養的實際經驗，

這和男性對於家族想像有所差異：男性多從文字資料或概念性的家族故

事，述說「我們是什麼樣的家族」，而女性則從日常經驗與記憶裡構築

對於祖先與家族的想像與觀點。

換言之，在論述客家作為一種地方社會的實際或作為一種知識體系

的構成、再現與想像，女性敘事的傾聽及其說話內容與語境間的對話

性，究竟對於我們探討客家知識體性，是一種有如碎碎唸般過於平常的

雜音嗎？她們的話語與男性的敘事或書寫所構成對祖先與家族的想像與

論述間，可能有哪些關係？是干擾、對話或如回音般的複誦？通過民族

誌田野裡的口述訪談材料，本文提供一個敘事語境裡的客家在地知識之

構成、再現與想像，以及由此所展現的親屬與性別參與其中並進行對話

的過程，與言說當下與片刻所共同創造的過去與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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