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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興欽漫畫中的客家人與客家故事

陳德馨 *

國立空中大學人文學系副教授

劉興欽是臺灣最知名的漫畫家，他所創作的阿三哥、大嬸婆、阿欽

與機器人等漫畫明星，在今日仍為大眾所喜愛。劉興欽出生於新竹大山

背，是一名成長於鄉野的客家人。他憑靠自身的機智與模仿能力，快速

掌握現代漫畫的技巧，並以深具教育性及客家故事著稱。其漫畫創作主

題，主要集中在三個方面：一是童年在大山背客家村成長的生活記事；

二是客家人在城市求職謀生的動人故事；三是客家小英雄在不同時空展

現智慧與勇氣的幻想故事。這些生動迷人的漫畫，雖然都是環繞著客家

議題，但是卻是以流暢詼諧的畫筆完成。他的漫畫深受當時流行電影的

影響，無論劇情還是人物，幾乎都與中影「健康寫實電影」類似，共同

呈現 1950 及 1960 年代，臺灣大眾文化的主要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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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Hakka and Hakka Story in Comics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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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u Hsing-chin is the most famous cartoonist in Taiwan. His characters 

such as Brother A-san, Big Auntie, A-Chin, and Robot remain popular today. 

He was born and grew up in the countryside of DaShanBei, a Hakka village 

in Hsinchu. He is a self-taught artist who gained modern comic skills through 

wit and imitation. He is well-known due to the educational value that his 

Hakka stories provide. The three main topics of his works are: life stories in 

DaShanBei, how hakka people earn a living in big cities, and various fantasies  

featuring Hakka heroes.

Liu’s cartoons cover many Hakka issues; often they have been influenced 

by popular movies. His comic portrayals are not only a reflection of Taiwan’s 

popular culture in the 1950’s and 60’s, but also reflect the healthy realism 

of films produced by the Central Pictures Corporation in plot and charac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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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行政院客家委員會於 2008 年，頒給劉興欽最高榮譽的終身貢獻獎，

藉以表彰其漫畫創作對客家文化的卓越貢獻。他在得獎感言中極力強

調，其創作動力全部源自客家文化，而其製作漫畫目的也是為了繁衍

客家文化所致（客委會 2008）。劉興欽的客家背景是人所共知的，除了

他滿嘴客家腔的普通話外，最重要的是，他從不吝惜分享自己的故事。

無論是在什麼場合，他都願意告訴別人，他的兒時記趣、漫畫創作、及

科學發明（劉興欽口述 2005），尤其是他在竹東大山背，那個新竹山

坳深處的客家小村，所發生的種種兒時故事，最令他難忘。因此日後電

視專訪，或是各類傳記，都可以看見他對此的深刻記憶。然而劉興欽固

然擅長自我表述，但讓我們感興趣的是，他又是如何藉漫畫創作來傳揚

他所謂的客家文化呢 ? 誠如客委會對其漫畫創作所作的表揚一般，劉興

欽雖然畢生精彩，創意無限，但是其最突出的亮點，仍然是在漫畫領域

裡的成就。1 因此，我們若是認可劉興欽在客家文化上的卓越貢獻，那

麼就必須嘗試從其漫畫作品來理解他在這方面的努力。2

1　行政院客家委員會 2008 年頒發第二屆終身貢獻獎給賴碧霞、黃娟與劉興欽三人，他們 
   分別以小說寫作、山歌教唱及漫畫創作三種不同領域的卓越貢獻，獲得這項殊榮。
2　比較有趣的是，劉興欽在漫畫上的貢獻，並沒有在臺灣漫畫史上獲得正確的同情與認 
   識。緣於 1960 年代臺灣史上首波漫畫繁盛期，主要的創作類型皆在「武俠漫畫」，因 
   此集中於武俠漫畫家諸如：葉宏甲、陳海虹等人為主的論述脈絡便成為這些臺灣漫畫 
   史寫作的主軸。從武俠漫畫的繁盛，到武俠漫畫被管制，再到武俠漫畫沒落，最終武 
   俠漫畫被日本漫畫取代等等，形成我們今日對臺灣漫畫史發展脈絡的基本理解（洪德 
   麟 2003、陳仲偉 2014）。但是相對於他們，劉興欽不畫武俠漫畫，經常配合政府政 
   策，同時強調漫畫的教育性等特色，讓他成為這種漫畫史論述最大的異數。實際上， 
   當教育部在 1966 年實施連環漫畫輔導措施時，劉興欽可能也是少數可以避開這層壓力 
   的創作者。1971 年政府支持的中國文藝協會成立，他甚至還因此獲頒首屆漫畫獎（陳 
   仲偉 2006）。縱使他日後也抱怨政府管制漫畫創作不當，坐令日本盜版漫畫入侵，傷 
   害臺灣漫畫的發展等等，但是在目前以武俠漫畫為主的臺灣漫畫史中，他的特殊性卻 
   仍然讓他無法歸類，終究以陪襯的角色，被迫屈身於臺灣漫畫史的一小角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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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近年來，我們對漫畫敘事手法理解的逐漸深化，圖像敘事的特

殊性及其與其他文類的差異，早已經被學界所肯定。尤其是在我們熟知

的連環漫畫領域裡，其所處理的主題內容，逐漸從趣味性、娛樂性的青

少年讀物，轉向更多元的發展，無論是文學經典的呈現，還是圖解思辨

性的理論專著，都有了較諸以往更為豐富的展示（Gravett 2005）。那麼，

劉興欽透過漫畫所呈現的客家文化，以及與六、七十年代臺灣的小說、

影視，甚至民俗報導之間的不同又在哪裡呢 ? 劉興欽擅長的臺灣漫畫藝

壇正是臺灣漫畫史上首次的興盛期，當時雖然沒有發展出日後所知的同

人誌（Doujinshi）、角色扮演（cosplay）、漫畫研究社群等屬於漫畫迷

的青少年次文化，但這並不意味，劉興欽的漫畫對時人認識客家文化之

刻板印象，不帶來任何影響。3 事實上，劉興欽的漫畫一直都擁有數量

龐大的讀者，尤其是他所創造的大嬸婆、阿三哥、機器人及劉阿金等角

色，其故事幾乎都是每日連載於報刊上，透過報紙傳播的宣傳，這些漫

畫角色所代表的族群文化，遂深刻地烙印在當時的讀者心目中。4

對於劉興欽漫畫的研究，目前仍處於初始階段，除了一般性的文字

介紹外，比較學術性的專論，基本上只有兩本學位論文，一是對其漫畫

中的教育性提出檢驗（陳怡蓁 2007）；二是肯定其漫畫風格有助臺灣文

創產業之發展（陳虹毓 2008）。這兩篇論文重點雖各有不同，但都缺

乏對其創作歷史背景的理解。像劉興欽漫畫中的教育性，若是以現代西

方教育理念來檢視，固然矛盾處處，但是放回當時的鄉土教育，則仍切

3　相較於小說、電影等其他藝術媒體，劉興欽的漫畫性質，並不需要求深入問題，豐富 
   內涵。因此其漫畫所觸及的，所謂「客家認同」、「客家意識」等當前臺灣客家學術 
      界所關心的議題，也相對比較淡薄。至於小說與電影中有關這方面的討論，可參見張 
      典婉（2004）、黃儀冠（2007）等研究。 
   影像敘事：臺灣電影中的客家族群與文化意象〉。《客家研究》2：59-96。
4　劉興欽的漫畫，技法流利，內容純正，符合社會主流的期待，所以能夠刊登在主流報 
   刊上。相較於其他只能刊載於兒童雜誌的漫畫家，劉興欽可說是作品曝光度最高的一 
   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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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一定的時空背景，較諸當時佔市場主流的武俠漫畫，所謂教育性的特

質便更為明顯；至於像劉興欽漫畫的內容與風格，確實具有強烈的臺灣

鄉土特質，但是不能否認的是，他的圖像語彙都是取自西方漫畫技法，

真正吸引人的仍是他人無法複製的幼年經歷，若是沒有像他一樣的際遇

與能力，相同的漫畫風格恐怕也無法突破當前文創產業的困境。換句話

說，假如我們能夠將劉興欽的漫畫，放回他身處的客家山村以及理解他

急於藉獨特風格與主流漫畫區隔之心態的話，那麼這樣的研究議題，便

可以獲得比較多的同情與理解。

有基於此，本論文便是透過劉興欽的漫畫、傳記以及相關報導，探

索他以漫畫形塑的客家山村、村民與傳統文化是什麼面貌 ? 離開客家村

進入城市的客家人是什麼形象 ? 如何借助幾名客家小英雄呈現客家人所

重視的智慧與勇氣 ? 當然，劉興欽形塑的客家新貌，除了其個人的創意

外，六、七十年代的臺灣大眾文化，尤其是電影，是否已經架構出相同

的文化氛圍，接受如此特質的客家形象呢 ? 本文將劉興欽的漫畫，視為

一篇篇「圖像小說」（graphic novel），5 除了對圖像的設計與技法有所

檢視外，更偏重對其敘事節奏及故事內容的討論，也就是將他的漫畫，

看作是一篇篇用連環圖畫寫就的短篇小說，務期以圖像的比對、敘事的

分析與解說成為論述的主體，並將論證陳述如下。

二、漫畫中的大山背客家村

劉興欽畢生創作的漫畫，種類繁多、數量龐大，然而在其各類漫畫 

 

5　有關「圖像小說」的定義與討論，西文著作已多，中文著作則可參見范銀霞（2014） 
   一文的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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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作中，新竹大山背及從小的成長經驗，一直都是他創作靈感的主要來

源。不但故事舞臺經常設定在此客家小村，而且其個人也不時幻化成各

類角色，出現在不同的漫畫敘事中。劉興欽明確以大山背為背景的漫畫

約有數部，沒有標明但確屬客家山村者更多。若說這些故事，都是以大

山背客家村為藍本，再加以繁衍出來的創作，應該是不會有錯的。

誠如劉興欽一再對外說者，大山背（即今日新竹縣橫山鄉）對外交

通，一直都非常困難。而幾乎沒有例外的，當劉興欽要凸顯這個特點時，

就會刻意表現外人入村的艱難。像全然以大山背客家村為背景的《丁老

師》6，描寫丁老師進入大山背時，便刻意描繪這個段落（圖 1）。路程

遙遠不說，還須爬山涉水、曲徑通幽，宛如走入草莽叢林，最後才得看

見客家村民。客家村民的純樸真誠，在外人進入後，立即可以感受到。

像丁老師一入山，小學童便自動前來領路；阿番叔親自扛新娘花轎，抬

她進入學校；校長趕忙讓出唯一宿舍，讓她得有地方住宿；家長託學生

致送青菜給老師，並無償為其興建新的宿舍。村民的種種行為，都顯露

他們的純樸天真，真有古代桃花源的遺風（劉興欽 1966b）。但是，劉

興欽雖然呈現了村民的純樸與天真，卻也沒有掩飾他們的負面特質，像

是為了爭奪灌溉水源，兩姓邀眾激烈鬥毆；校長為村民代販牛仔，怨其

降價爭利者，竟向上級密告（圖 2）；婦人臨盆待產，不請產婆卻請道

士代為驅魔（劉興欽 1990）；為了維護自家鴨寮生計，連連破壞興建

安全的新橋（劉興欽 1989）；更為可怕的是，為了謀得一點錢財，拐

騙鄰女，賣往他鄉（劉興欽 1970）。這些個人的小奸小惡與自私自利，

6　《丁老師》故事發生的舞臺是在新竹大山背，這一點是根據書中丁老師率該校學生參 
   加縣運動會，一名觀眾質疑為何學生皆光腳ㄚ，另一名觀眾給出答案，因為學生正是 
   來自大山背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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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然是客家村中少數人的行為，但是透過漫畫戲劇性的渲染，也讓外界

更為清楚客家村的另一真實面貌。

圖 1 丁老師穿山越嶺進入大山背

                           資料來源：劉興欽（1966b：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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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有人連夜跑去向上級告密

        資料來源：劉興欽（1990：174）

然而，劉興欽表現大山背最一致的筆調，還是普遍的貧窮。為了維

持基本的生存，在大山背有忙不完的農事，男人耕田，女人採茶，小孩

牧牛鋤草兼帶弟妹，整體生活一直處於貧窮線下。因此，孩童的基本受

教權，在這樣的環境裡，便經常被犧牲，而劉興欽也對此著墨最多。像

在《丁老師》中，便描寫阿祥為了放牛無法入學，父親也藉此延緩其入

學時間；小白菜的媽媽，要她離開教室幫忙賣菜；全校學生沒有鞋，光

著腳參加縣運動會；父母因需忙於農事，嬰孩都交到學校，託老師代為

照護（劉興欽 1966b）。在這類漫畫中，劉興欽最津津樂道的是日治時

期的陳勝富校長，為了讓學生得以入校讀書，竟代學生放牛（圖 3）。

而同樣的情節，在《丁老師》中也再次搬演。無論這樣的故事，多麼有

趣多麼感人，都說明大山背的生活艱辛而貧窮。除了貧窮之外，在大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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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客家村還常有自然災害，最常見的天災便是大水災。水災一來，對村

民的傷害，不只是土地財產的流失，更是親人離散與生命斲喪。另外還

有因為水災導致的山崩，也造成大山背原住民的傷亡與遷村（劉興欽

1969d）。當然，還有動物傳染疾疫的流行，像令人聞之色變的狂犬病，

最終導致全村屠殺犬隻（劉興欽 1990）。換句話說，真實的大山背並不

是陶淵明筆下的桃花源，而是高山環繞，且時有天災威脅的客家山村。

 

圖 3 陳勝富校長代學生放牛

  資料來源：劉興欽（1990：10）

圖 4 阿蘭遭養母虐待

    資料來源：劉興欽（1969c：10）

除此之外，便是村民們沿襲多年的迷信與傳統。有些舊傳統甚至長

期以來，被外界看作是客家族群特有的惡習，最具代表性的便是養女或

童養媳的習俗（游千惠 2000）。劉興欽筆下的養女及童養媳故事，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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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個固定的模式，女主角自幼賣與鄰居或親戚，飽受養父母虐待，雖聰

明伶俐，卻無權受教，只能鋤草拾荒，辛苦度日。長成之後，卻又被迫

嫁給無愛的男方，故大多選擇逃婚，進入城市尋親，歷經人口販子的欺

騙與善心人士的救護，而終得與親人團圓。7 對於客家村流行的養女與

童養媳習俗，劉興欽並不批評，但筆調則充滿同情，因此像在專門講述

童養媳的《落花秋水》（劉興欽 1969c）一書 8，便花了相當多篇幅描繪

女主角，生性聰敏卻橫遭虐待的段落（圖 4）。有趣的是，養女或童養

媳命運的改變，都必須依靠客家村外的力量才行。在劉興欽的筆下，女

主角們都是得逃入城市後，在富有善心人士的護佑下，才得以脫離悲慘

命運，與失散多年的雙親重逢相認。

客家村民的純樸善良、自私迷信、互助合作、奸滑巧詐等等，好的

及壞的品行，在劉興欽筆下都未曾隱瞞，都給予相當篇幅的呈現。唯獨

對於國民政府所代表的現代化力量，卻幾乎給予完全正面的描寫。事實

上，外力進入客家村，國民政府並不是唯一，先前便有日本政府的介入，

但劉興欽對於日本駐村官員的描寫，幾乎都是負面的，甚至連日本學童

都是以反面角色呈現在漫畫中（劉興欽 1990）。至於國民政府，則毫無

例外的，全部都是光明面的描寫。在《阿福成功記》（劉興欽 1966a）中，

回返故鄉的阿福，接受農事指導員的幫忙，將錢存進農會信用部，選擇

適合的蔬果種植，經營農場成功，不但有了幸福美滿的婚姻，同時也博

得村民的尊重，證明依從政府教導的確實成效（圖 5）。除了政府之外，

城市的現代科技，也是劉興欽認同的力量。在《丁老師》中，前來求親

7　這類童養媳的故事不少，篇幅較大的有《落花秋水（聯經版：孝順女兒認錯娘）》與 
   《孝女小莉（聯經版：小新娘與大騙子）》。
8　劉興欽在《落花秋水》中，並沒有特別標明故事發生舞臺是在客家村，但是從女主角 
   阿蘭，必須整日工作鋤草，而且又是自小賣給鄰居的童養媳看來，指說這個故事就是 
   發生在客家村，並不為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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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劉定山，發現大山背蘊藏煤礦，在擄獲丁老師的愛情之餘，他也引進

外資與科技，對大山背進行大規模的開採。客家村民傳衍多年的習俗，

像祭拜土地公，山川風水的堅持，在現代科學的衝擊下，也被認定為迷

信而該被革新。雖然最初村民以破壞風水，汙染水源相抗，最終則被丁

老師說服，接受企業回饋，讓財團入村（圖 6）。對劉興欽而言，政府

及城市所象徵的進步力量，便是拯救客家山村，脫離貧困，銜接外界，

繁榮地方的關鍵性角色（劉興欽 1966b）。

     圖 5 阿福聽從政府的話， 

         獲得事業成功

 資料來源：劉興欽（1966a：133）

      圖 6 財團進入大山背，以 

          企業回饋說服村民

  資料來源：劉興欽（1966b：535）

劉興欽對大山背客家村的描寫，或許充滿了個人的主觀認知，但是

其觀測角度基本上是一致的。那就是，這個客家山村的位置與城市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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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隔懸遠，村民生活艱困而傳統，他們既保有純樸的天性，卻也沿襲愚

昧的習俗，要讓村民改善生活水平，唯有透過現代化的洗禮才有可能。

而這個現代進步的力量，不可能產生自客家村本身，必須借助外界的城

市與政府。而且也唯有移入城市與政府的進步力量，客家村才能真正獲

得本質上的改變。

    

三、客家人在城市裡的漫畫形象

就像是劉興欽本人的際遇一般，最終選擇離開大山背的客家村民不

少，無論他們離鄉的原因是出於自願或是被迫，總之離開客家村後，最

終都是投入臺北、臺中、高雄等大都市，而他們面對現代化生活的種種

不適應，以及以其過往生活經驗對付新事物的困難與過程，也就成為劉

興欽漫畫表現的趣點所在。

作為與大山背客家村相對比的城市都會，在劉興欽的筆下，是一個

充滿誘惑、危險與光怪陸離的陌生之境。在《阿福成功記》9 中，為了

凸顯阿福前往臺北討生活，最終選擇回鄉務農的轉折，劉興欽描寫他帶

著賣田的錢進城，接著以敘事重複的格套，從入城遭設局詐騙，然後從

事飯館服務生、外場人員、擦鞋匠、廣告人員、水果行夥計、戲院攤販、

運煤工人、建築挑夫、送貨員、園丁、賣冰棍、裁縫匠、機車修理師…

等五花八門的工作。劉興欽刻意以每段一職，毎職六格的方式來呈現，

而最末一格都是以「滾蛋」，來說明阿福在城市裡，處處碰壁，事事不

順的經歷（圖 7）。

9　阿福的客家身分，是根據他本人擅長唱山歌，以及青梅竹馬的妻子阿梅又是以採茶為 
   業所做的推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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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 阿福在城市找工作處處不順

                  資料來源：劉興欽（1966a：535）

事實上，阿福在臺北求職的經歷，正是劉興欽描繪客家人進入大都

會後，首先會遭逢的難題。劉興欽最著名的漫畫角色：大嬸婆與阿三哥

進入臺北，便是到後火車站的職業介紹所找工作。大嬸婆的主要工作是

為人幫傭，對於不識之無的大嬸婆而言，在城市為人幫傭可說是最適合

的工作。而她最主要的漫畫趣點，也都是圍繞著這個主題進行。最好

的例子，便是出現在《大嬸婆找工作》（劉興欽 1969a）中。當她順利

被引介入某家庭幫傭後，發現女主人沉迷方城之戰，男主人經常攀牆夜

歸，小姐卻又熱中跳舞，少爺則貪玩爬窗，家中門戶全不設防，盜賊進

出亦無可如何。大嬸婆忿而教訓雇主全家，缺乏正確的家庭觀念，任由

家庭破碎淪喪。劉興欽將堅守客家傳統的大嬸婆，放入極端現代化的家

庭中去，讓她與這個環境發生摩擦，製造出各種衝突的笑話，像圖 8 經

過大嬸婆的教訓，雇主重拾家庭之樂，但重新建立的家庭，卻又讓大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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婆無用武之處，恪守職業道德的大嬸婆，只得自我求去。當然，除了幫

傭之外，大嬸婆還賣過獎劵、做過導遊、老師及拾荒，但是在漫畫中，

幫傭還是她最常做的工作。

圖 8 雇主家庭回歸正常，大嬸婆反無事可做

              資料來源：劉興欽（1969a：88-89）

至於身無分文的阿三哥，來到城市則選擇以拾荒為生，對於身無長

技的他而言，拾荒確實是一項最可能的選擇。阿三哥對於拾荒，自成一

套合理的邏輯，但正如他必須四處漫遊，收集垃圾一般，他在城市裡的

經歷，更像是卓別林《城市之光》裡的流浪漢，藉由街頭巷尾的溜達，

發展出各種人生巧遇。阿三哥在大嬸婆的系列故事中，最常出現的橋

段，便是他的男扮女裝。在《大嬸婆做媒》與《大嬸婆找工作》，都有

不少這方面的篇幅。尤其是後者，拾荒的他必須假扮女性，擔任某青樓

女子的幫傭。可以理解的是，一名恪守客家傳統的男子與開放大膽的酒

女，兩人如何同處一室，便成為劉興欽畫筆發揮之處，像（圖 9）阿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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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為酒女放好洗澡水，當他回頭時，卻看見酒女已寬衣解帶，使得害羞

的阿三哥昏厥倒地。在劉興欽的筆下，阿三哥總是能在充滿誘惑的城市

裡，保持鄉下人原有的單純，因此他略顯誇張的城市經歷，最終都能獲

得圓滿的結局。在相關的故事中，阿三哥還賣過冰棍與導遊，但是最常

見的職業仍是拾荒。

圖 9 阿三哥女扮男裝，見女性裸身  

    暈倒

資料來源：劉興欽（1969a：139）

圖 10 大嬸婆灌醉詐騙的歹徒

    資料來源：劉興欽（1968b：248）

對大部分的讀者而言，阿三哥與大嬸婆最著名的故事，還是兩人連

袂逛臺北與遊寶島。他們在臺北，甚至全臺灣能夠「隨地吃喝、暢行無

阻」，憑靠的當然是劉興欽設計種種巧遇。這些巧遇或是誤吃霸王餐、

或是遇到善心人士，或是拾得無主金錢，或是賣東西的報償，而最常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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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是獲得一筆橫財，而這筆橫財則經常是張中獎獎劵，或是可兌換的支

票（劉興欽 1967-8）。總之，這些刻意設計出來的巧遇，總能讓他們

化險為夷，繼續接下來的行程。像在《大嬸婆遊臺北》中，他們好心助

人推車，竟然因此仲介一筆土地買賣，還獲得卅萬元佣金支票，得以藉

此大吃大喝，享受高檔的城市生活，最後甚至能擊退想騙取支票之金光

黨，將他們繩之以法。在《大嬸婆遊臺北》的一段詐騙過程（圖 10）中，

大嬸婆與阿三哥憑靠客家村裡練就的好酒量，硬是將想灌醉他們偷取支

票的金光黨徒灌倒，成功的保護住自己的權益。當然，對於這些及身的

危險，這兩名客家人都沒有自覺，他們滿腦子想的，便是如何能夠逛盡

臺北、玩遍全島。而他們之所以一路上逢凶化吉，也都是源自於這種單

純的慾望。而在歷經金光黨的詐騙後，他們最後還將失而復得的部分獎

金，捐助城市裡的窮人，並在成為新聞報導的大善人之前，帶著笑容匆

匆離去。

然而，並不是所有來到城市的客家人，都能像他們一般帶著愉悅的

笑容離去。像《老財福》中的老財福夫婦，晚年接受孩子的邀請，遷居

臺北都會，卻遭到生活上的種種不便，面對這種新穎的生活方式，他們

也只能坦然以對。劉興欽在《老財福》（劉興欽 1969e）中或許想一展

「鄉下人入城」的笑話模式（丁乃通 1978），但是透過這種模式的一再

重複，卻也凸顯老財福這類客家人，在客家村生活了大半輩子，臨老被

迫面對生活劇變所帶給他的困窘。像在圖 11 中，老財福想如在家鄉般，

挖地種菜練練身骨，但是卻處處被禁止，扛著鋤頭回家，終因亂闖紅燈，

被市警罰勞役，靠此卻一償隨地挖土的宿願。《老財福》漫畫並沒有明

顯的結尾，但是從通篇專欄看來，老財福在臺北的生活是處處新奇處處

不便，雖然他想回故鄉的心願一直未變，但他總是能帶著順天應人的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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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面對城市生活帶給他的各種挑戰。

圖 11 老財福遭罰在城市裡掘地

資料來源：劉興欽（1969e：111）

當然，所有喜歡或熟悉劉興欽漫畫的讀者，都知道他在創作中所添

加的誇張與戲謔，大概都不會認為這是客家人在都市中的真正遭遇，相

較於日後社會學或人類學界對城市客家族群的精細統計與訪查（行政院

客家委員會 2003；廖晨佐 2008），劉興欽所提供的客家人形象，既不

精確也不崇高，但是透過他流暢的畫筆及嘲弄的敘事手法，阿三哥、大

嬸婆、阿福，甚至老財福等人，都成為外界了解客家人在都會生活的另

一形象。而更為重要的是，他們秉持既有的客家傳統，面對現代都會的

種種挑戰，猶能越挫越勇、儘量微笑以對，這種仿自卓別林電影中的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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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確實讓這些客家漫畫人物在當時及日後，成為全臺灣家喻戶曉的漫

畫明星。

四、智慧與勇氣：客家文化的一種漫畫標記

劉興欽所畫的漫畫明星中，除了阿三哥與大嬸婆之外，1968 年還創

造出他自己的機器人明星。故事中的主角劉阿金與機器人，立即成為臺

灣學童最歡迎的漫畫英雄。當 1969 年中國電視公司正式開播時，還改

製成真人飾演的《電腦娃娃》連續劇上映 ( 劉興欽 1969)。只不過，劉

阿金雖然是劉興欽漫畫中，最知名的小英雄，但，若是我們稍微整理他

所創作的數十位角色，那麼最成功的客家小英雄，或許還是大山背客家

村裡的「阿欽」。

阿欽同樣也就是劉興欽兒時的化身，這是熟悉其漫畫之讀者早就知

曉的事，因為阿欽所經歷的種種事蹟，幾乎都是劉興欽童年在大山背的

真實故事（劉興欽 2005）。像在《小村的故事》、《放牛校長與阿欽》

中所提及的校長為村童牧牛、以樹杈解決牛隻亂跑、為漲奶婦人吸奶等

等，都是劉興欽真實生命的紀錄。而阿欽在大山背的生活，雖然艱辛困

苦，但樂在其中，最大的關鍵便是他善於動腦筋，解決問題。像圖 12

中便是描寫大山背裡的楊、劉兩家人，為爭奪水源分配的公平性，發生

相互鬥毆的情事。阿欽模仿翹翹板的原理，製造出一個倒三角形的水

漏，水滿則溢，水缺則補，順利解決分水不公的爭鬥。阿欽的機靈是源

自天生，解決問題則是為了生存。換句話說，面對艱困環境的重重壓力，

他得憑其天生機靈，見招拆招，讓全村度過難關。在日治或戰後的艱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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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期，這樣的小聰明確實靈光閃爍，讓忙著解決問題的阿欽，成為劉興

欽漫畫中最受歡迎的客家小英雄。

圖 12 阿欽發明解決兩家爭水的漏斗

資料來源：劉興欽（1984：234）

只不過，隨著他的畫筆指向現代城市時，小英雄的形象便面臨轉

換，雖然「動腦筋解決問題」的本質還在，但是更為重要的是，能夠廣

博掌握日常科學知識。劉興欽於 1968 年開始在《新生兒童》連載《小

聰明》，小聰明的造型與阿欽完全相反，長髮、T 恤、牛仔褲、皮鞋，

一副現代城市兒童的外型。小聰明沒有阿欽上下奔馳的活力，但卻有學

富五車的從容態度。在圖 13 中，鄉下孩子以螞蟻搬家預知天將下雨，

但是小聰明則以科學知識解釋其自然原因。小聰明解決問題的能力，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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帶給讀者的啟示，不只是強調其未經教育的聰明多智，而是經受知識訓

練後的博學強記。換句話說，大山背客家村「阿欽」式的小英雄，一種

未經雕琢，自然生成，「解決問題」的靈動頭腦，在《小聰明》中，被

不同類型的小英雄所取代。這類小英雄依然聰明伶俐，但是更讓人印象

深刻的是，他們對科學領域的廣博知識。劉興欽在《小聰明》中所要展

示的，或許正如他所云，是想寓教育於漫畫（劉興欽 2005），但是卻

藉這些漫畫小短篇，凸顯了讀書學習的重要性，讀者們若是要如他們一

般博學，那非得接受教育不可。另外，劉興欽也創作一些內容相近的漫

畫專欄，像《小博士》、《小天才》、《小貝貝》等，來延續這個主

題。與《小聰明》最大的差異，便是他將這些科學知識豐富的「城市阿

欽」，以登山、探險或奇遇的方式，帶入荒郊野外，讓他們上山下海，

製造出一系列智慧與勇氣的故事，像圖 14 中，小博士與同學在荒野中

睡起，小胖誤判山頭金光是黃金，竟然衝下斷崖。小博士從老鷹飛翔的

行為，尋得小胖跌落處，垂繩加以挽救成功。有趣的是，劉興欽的漫畫

風格，很早便建立，建立後很少改動，因此他的漫畫專欄，雖然各個不

同，但是其內容卻大同小異。畫中的人物造型，更是一種原型的不同變

化而已。因此，縱使這些深具科學新知的小英雄們，沒有交代其是否

為客家人，但漫畫讀者卻仍然能因為劉興欽長期以來的創作主題，很

容易將他們看作是一群城市客家小英雄的故事（Chartier 1992；Fischer 

2003）。10

10  近年來有關閱讀史的理論，對筆者撰寫這段漫畫讀者的閱讀慣習甚有幫助。相較於宗 
   教及文學經典的閱讀，小說、漫畫等休閒讀物，自有其獨特的閱讀模式。漫畫讀者（ 
   大多為青少年）不須從頭至尾，逐字逐句，一格一圖，戰戰兢兢的細讀，而是可以隨 
   意翻閱，任意選讀。因此，漫畫人物的造型，若是相似度高，性格設計及故事內容又 
   相仿的話，讀者便很容易將不同的故事及角色混溶為一。而這樣的閱讀理論，對理解 
   劉興欽漫畫特色及讀者閱讀之慣習，有相當大的適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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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3 小聰明以豐富的知識解答同 

     學疑問

資料來源：劉興欽（1982a：152）

 圖 14 小博士以鷹飛的姿勢，判定 

      小胖落崖的位置

  資料來源：劉興欽（1982b：59）

但是擁有廣博的科學新知，是否只能像小聰明、小天才、小博士般，

每天回答同學的疑惑或在荒野中救助急難而已呢？劉興欽在其漫畫創作

的最後階段，為此達到了另一高峰，他設計出了劉阿金與機器人，將科

學知識的應用價值，推到天馬行空的想像世界中去。「劉阿金」原是《小

牧童奮鬥史》中主角的名字，而這個故事就是發生在大山背客家村（劉

興欽 1968c）。更為有趣的是，在《機器人的誕生》中，發明機器人的

老博士，也是隱身於大山背的某山洞中，而他也就是在此，將機器人贈

予劉阿金，供其運用造福人群（劉興欽 1968d）。換句話說，劉阿金與

機器人都是大山背的產物，都是「客家村製作」的漫畫英雄。至於那部

水火不侵、太陽能蓄電的機器人，更是超越時代的科學發明。透過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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倆人的合作，劉興欽創造出他最大部頭的系列漫畫，單是聯經再版的機

器人系列漫畫，便有 20 餘冊。在那些一件接著一件的冒險故事中，劉

阿金與機器人，上山下海，甚至還走向外太空，為拯救世界，造福人類

而出生入死，充分發揮劉興欽的科學幻想能力。

劉興欽日後在其傳記中，屢屢提及機器人漫畫是他個人的獨創（劉

興欽 2005）。但是將機器人系列漫畫，放諸它所產生的年代，不可能

不讓人聯想是受到日本科幻漫畫的影響。尤其是像手塚治蟲的《原子小

金剛》、橫山光輝的《鐵人 28 號》等這類在當時日本流行文化中，大

受讀者喜愛的漫畫作品，應該都會對他的創作帶來影響。11 相較於日本

漫畫特有的精緻與專業，劉興欽的創作在造型及劇情上雖然比較粗疏，

但是卻也一直保有他個人的基本特徵。那就是他一直都想透過漫畫內

容，告訴讀者科學知識的重要性。在圖 15 中，劉阿金對前來拜訪的同

學，解釋他研讀科學新知的濃厚興趣，並且說：「要自小用心研究，將

來長大後才會有成就。」（劉興欽 1970）事實上，劉興欽對外宣講其

漫畫創作的旨趣時，也總是會強調其漫畫內容所具有的教育性，藉此回

應政府輔導連環漫畫的政令，以及與市場上的其他漫畫作區隔（劉興欽

2005）。然而，對絕大部分的讀者而言，劉阿金與機器人捨身忘我的冒

險救難過程，才是讓他們一再被故事吸引的主要原因。像圖 16 中，劉

阿金雖然臥病在床，但是聽聞南部遭逢水災，軍警救災不利，還是勉強

拖著病體，駕駛機器人前往救災。直到他體力不支，從空中墜落為止（劉

興欽 1968e），故事緊張，畫面新穎，確實很能牽動讀者的心情。

11  劉興欽諱言其漫畫創作受日本漫畫影響，但從《機器人幫泰山決戰象牙谷》中的人物 
   與動物造型來看，他深受手塚治蟲漫畫風格，尤其是《新寶島》一作的影響。至於劉 
   阿金與機器人的互動，其實可以參考橫山光輝《鐵人 28 號》中金田正太郎與機器人的 
   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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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5 劉阿金想當一名造福人群的 

     科學家

資料來源：劉興欽（1969f：20）

 圖 16 阿金與機器人搶救水災災民  
  資料來源：劉興欽（1968e：97）

因為，機器人系列漫畫在市場上的成功，所以很快吸引電視製作的

興趣。1969 年中視開播，劉興欽與製片人陳德利合作，製作出臺灣首

部真人飾演的科幻電視劇：《電腦娃娃》（圖 17）。劉興欽對此期待

甚深，甚至還畫了近似劇本的《機器人上電視》來聲援。但是，因為製

作單位設備及經驗的不足，這部電視劇只播出一季，便因收視不佳，草

草結束。劉興欽想將漫畫推向主流影視媒體的希望，被迫就此中止。我

們固然可以將他想把漫畫改編成電視劇的意圖，視為其擴張事業版圖的

某種努力。但假如以更大的角度來審視的話，那麼劉興欽此舉，不正是

將原屬青少年文化的連續漫畫，推向主流大眾媒體的一種嘗試嗎 ? 事實

上，劉興欽的漫畫，原本便不完全限縮於各類少年讀物中。他除了定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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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漫畫周刊發表作品外，也在臺灣各大報紙上連載。相較於與之齊名的

葉宏甲、陳海虹及陳定國等人，劉興欽在報紙連載漫畫的長度與廣度，

都非他們所能比擬。因此，如何將連續漫畫，所謂的小人書，提升入主

流媒體，劉興欽可說是經驗豐富。所以，將機器人漫畫轉為電視劇，正

是同一種發展脈絡下的必然結果。

圖 17 中國電視公司製播的《電腦娃娃》劇照

資料來源：劉興欽編劇、陳德利製作（1969）

無可諱言的，機器人系列漫畫充滿誇大不實的科學幻想與荒誕不經

的故事情節，但是，這卻沒有掩飾劉興欽自《小聰明》、《小博士》、

《小天才》以來，喜歡展示科學小常識的興趣，在故事中他經常會利用

部分情節，將這些正確合理的科學知識編入其中，既豐富情節也能吸引

讀者。最重要的是，無論是大山背客家村中的阿欽、城市校園中的小聰

明、還是上天下地的劉阿金，他們都在不同的環境中，展示了屬於劉興



全球客家研究

       
181 Global Hakka 

                               Studies

欽漫畫英雄所獨有的智慧與勇氣。而或許也是因為其漫畫一直保有的這

項特質，讓我們在尋繹客家文化的這項族群特色時（陳運棟 1978），

在他的漫畫作品中，看到最為生動有趣的詮釋。

五、「健康寫實」電影風格下的客家漫畫故事

劉興欽的漫畫創作，之所以獲得當時讀者們的歡迎，除了他本人獨

特的創意之外，便是讀者熟悉這種圖像敘事手法，也非常歡迎這樣的故

事內容。所以雖然不少主題，都是以客家族群為主，但是讀者並沒有接

受上的困難，仍然非常熱情的支持他的漫畫作品。而在那麼多大眾流行

文化中，最具代表意義，也是與漫畫敘事模式最相近的，應該便是電影

了。

1960 年代的臺灣電影，可說是日後電視全面進入家庭之前，民眾休

閒時最主要的娛樂活動。雖然暫時無法完全取代歌仔戲與採茶戲在地方

鄉鎮裡扮演的角色，但是其影響力正隨著國、臺語片的製作日盛，而逐

漸增強。尤其是本土興起的臺語片，更是如雨後生筍般，達到發展的極

盛。有趣的是，臺語片的類型雖然甚多，但是「悲情」卻是它的主要特

徵（黃仁 1994a），某些催淚的內容，單是從片名便可以感受出來（廖

金鳳 1994）。劉興欽的漫畫中，也有一些故事，類似臺語片的悲情段落，

像《落花流水》、《孝女小莉》或《藍色的舞鞋》等，女主角被迫從客

家村流浪臺北都會尋親，便是如此（葉龍彥 1999）。但是劉興欽創作

的主要特色，還是與強調「悲情」的臺語片有所差距。因為無論在故事

中有多少悲苦，遭遇多少災難，劉興欽都習慣以其流暢詼諧的筆觸來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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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因此他的漫畫絕少沉溺在悲情哀傷中，大都是快樂直接、充滿光明

的敘事。

相較之下，中影此時所開發出來的健康寫實電影，反而與劉興欽的

創作旨趣相合。由龔弘、李行、白景瑞等人所編導的健康寫實電影，其

內容與歐洲的寫實主義電影相近，都是描述街頭巷尾小人物的故事，但

是與寫實主義電影強調揭露與批判不同，健康寫實電影強調的是寬容與

大愛，或是儒家傳統的仁慈與忠恕。因此電影並不強調階級的對立及

改革的熱情，而是描述人們在生存困境中，所展現的人性光輝（黃仁

1994b）。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人物，便是李行。他所導演的《蚵女》、

《養鴨人家》，甚至是早期實驗性質濃厚的《王哥柳哥遊臺灣》，都是

膾炙人口的經典作品。根據臺灣電影史的記載，李行的這些作品，在當

年都獲得相當好的票房，也搏得極大的好評，可說是既叫好又叫座（盧

非易 1998）。事實上，在劉興欽的漫畫中，也經常可以看見與這些電

影相似的情節。像在《阿福成功記》中，便有接受農會指導員建議，改

進植物栽種方法的段落（圖 18）。而在《養鴨人家》中，也有鴨農葛

香亭，接受農會指導員魏龍豪建議，改良鴨種的情節（圖 19）。《阿

福成功記》原是為《臺灣日報》而畫，讀者是中南部的農民，故特別強

調農復會的重要性。這本漫畫日後還因此為教育部社教司改名《田園

樂》，宣傳國民政府農業政策的成效（劉興欽 2005）。除了臺灣 1960

年代類似的背景，以及肯定政府進步的角色外，劉興欽在一些漫畫人物

的設定上，也與當時某些類型電影相似。最著名的角色組合便是大嬸婆

與阿三哥，我們暫時不論他們的性別，單就他們一胖一瘦，相濡以沫的

搭配，便可以聯想到好萊塢影史上著名的雙人組合：勞萊與哈台（Laur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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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Hardy）。但是更可能的參考指標，是來自 1958 年播映的《王哥柳

哥遊臺灣》。這是李行初試啼聲的臺語片，片中李冠章與矮仔財，一胖

一瘦，相互扶持的友誼，獲得票房上的成功（李行 1958）。李行日後

還以「王哥柳哥」系列電影，讓他們成為臺灣電影史上最著名的搭檔。

我們相信，劉興欽繪製大嬸婆與阿三哥系列漫畫時，這部電影應該給他

不少創作靈感（圖 20）。像大嬸婆與阿三哥獲得一筆橫財、在餐廳大

吃大喝、在日月潭與原住民跳舞、在溫泉旅館洗浴、遭詐騙集團追逐捉

拿，甚至阿三哥男扮女裝等等，都是《王哥柳哥遊臺灣》曾經搬演過的

橋段。縱使是在李行電影中比較常見的段落，在劉興欽的漫畫裡也有類

似的描寫，像電影《養鴨人家》（李行 1964）中，歐威對唐寶雲養女

身世的隱瞞與敲詐，在漫畫《落花秋水》中便有王霸利用阿蘭身世對其

生母的詐欺；電影《蚵女》中整日爛醉的父親葛香亭，在漫畫《落花秋

水》中便有阿蘭經常酗酒的養父；在電影《街頭巷尾》、《蚵女》中有

詐騙鄰里的小白臉雷鳴與魚肉鄉里的惡少歐威，在漫畫《孝女小莉》、

《落花秋水》中便有欺騙小莉、阿蘭的惡徒王霸；在電影《街頭巷尾》

（李行 1963a）中貧苦無依的羅宛琳與何玉華，在漫畫《藍色的舞鞋》（劉

興欽 1966c）便有流落城市，受盡欺侮的小月與母親阿香。電影情節與

漫畫敘事，有這麼多相似的內容，並不意味劉興欽在創作時，就必須亦

步亦趨模仿電影的情節。我們沒有任何證據指稱，劉興欽曾經模仿過哪

部電影的內容。但是我們相信，他在創作這些角色與故事時，曾經看過

的電影角色與情節，應該會給他許多幫忙才是。誠如劉興欽所言，當年

他最忙的時候，一天要趕六份報紙的漫畫，緊急之時，根本不曾想過借

用了誰的創意，模仿了哪一部電影的情節，換句話說，只要能快速完工，



                           劉興欽漫畫中的客家人與客家故事

       
     184

準時交稿，便是最好的結果（劉興欽 2005）。因此，當時一般大眾可

以看見的影視情節，便很容易揉雜在其漫畫中，並流瀉出類似的段落。

劉興欽畢竟有他發跡擅場的特殊時空，我們相信這不會是個別的現象，

1950、60 年代流行於臺灣的各類大眾文化，應該都會對當時的其他漫

畫家帶來相同的影響。

  

圖 18 農會指導員告訴阿福栽種果樹的方法

                資料來源：劉興欽（1966a：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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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9《養鴨人家》中，葛香亭接受農會指導員建議，選用改良鴨種

資料來源：李行導演（1964）

    

圖 20 大嬸婆與阿三哥漫畫與電影《王哥柳哥遊臺灣》相同，都是採一   

     胖一瘦的演員組合。

資料來源：李行導演（1958）

事實上，劉興欽對於當時的影視製作，應該也不會太陌生，因為除

了他常受邀上電視節目接受專訪外（劉興欽 2005），也曾擔任過電影

製作的編劇角色。像他所繪製的漫畫《全家福》，便於 1969 年由三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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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業公司改拍成電影上映 ( 劉興欽 1969g)。《全家福》的內容是描述一

間出租公寓裡，各住戶間溫馨感人的互動。情節詼諧有趣，是劉興欽漫

畫一貫的特色 12；而機器人系列漫畫，其後也以《電腦娃娃》之名，在

中國電視臺播放，雖然中途夭折，但是從他與影視界的幾次互動看來，

詼諧、逗趣、幻想、冒險的故事，還是其作品最受影視界重視的特色。

1973年，賴碧霞（1932-2015）為推廣客家山歌，自編自導一部客語電影：

《茶山情歌》。電影描寫一位回鄉收集山歌之大學生，在苗栗所發生的

愛情悲喜劇。我們排除全劇的客家歌曲與客語配音，則可以看出，賴碧

霞仍是選用當時主流愛情電影的敘事手法，來講述這個客家青年的故事

（孫榮光 2010）。換句話說，借用當時影視媒體的慣用語彙，來演繹

各種面向的客家文化，似乎是當時客家藝術工作者常會選擇的捷徑。

正如上文所述，劉興欽的漫畫創作，借用大量影視文化中的造型、

敘事、主題之處甚多，但是在取法多方的狀況下，他並沒有喪失作為一

名漫畫家的本質，仍然保有一些個人獨特的創意，諸如在說話泡中作圖

示、在漫畫中加入科學常識、製作類型豐富的畫面等等，但其中最主要，

也是最為成功的創意，應該便是阿欽、大嬸婆、阿三哥、機器人等漫畫

角色的設計。尤其是阿欽與大嬸婆，更是其中最搶眼的兩位。阿欽是劉

興欽本人的化身，他在大山背客家村裡排難解紛的表現，讓他成為相當

突出的小英雄。相較於張樂平（1910-1992）在北京《大公報》刊載的《三

毛流浪記》，更為生氣勃勃。張樂平所畫的「三毛」，誕生於戰前，歷

經中日戰爭、國共內戰，最後存活於共產中國，以一名孤兒展現時代播

弄下的生命流離。張樂平創造的三毛，身體瘦弱，衣不蔽體，經常暗自 

 

12  1969 年出版的《全家福》，沒有設計任何客家元素，純然只是一部城市中的溫馨喜劇 
   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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哭泣，發生在他身上的漫畫趣點，也都是環境壓迫下的悲傷（圖 21）。

因此，三毛漫畫給人的印象，便像是一個在時代巨浪下無助的孤雛，縱

然偶有歡笑，也是辛酸苦澀。

 

圖 21 三毛瑟縮街頭，羨慕模特兒衣著溫暖。

       資料來源：張樂平（1989：220）

但是阿欽卻不同，他所面對的環境，雖無流離卻同樣艱困，但是他

卻沒有自哀自怨的感時傷逝，反而竄上跳下，見招拆招的忙著為村民解

決各種困難。當然，阿欽之所以如此鮮活，是因為漫畫敘事形式之不同

所致。刊登於報紙的三毛故事，每則四格，至多六格來講述；但漫畫書

中的阿欽，則以每頁六格，連續十數頁的篇幅來呈現。再加上，描繪阿

欽的漫畫技法多樣，局部特寫、多重效果線及人物的運動感等等，都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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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前者要豐富得多，自然讓這位客家小英雄靈動活現。可以理解的是，

若是沒有劉興欽對幼年生活的深刻記憶，以及流暢詼諧、敘事卓越的漫

畫技巧，也不可形塑如此成功的角色。13 但是，對所有喜歡劉興欽漫畫

的讀者而言，真正的明星應該還是大嬸婆。劉興欽筆下的大嬸婆，較諸

同時期葉宏甲的「四郎真平」、陳海虹的「小俠龍捲風」，也都要來得

靈活有趣。這並不是因為兩者處理的故事背景有古代、現代之別，而是

劉興欽自多方嘗試中，習得迪士尼卡通漫畫豐富表情的處理技巧所致。

透過這些漫畫角色面容表情與身體的動作，成功傳達出漫畫人物複雜的

情緒。而無疑的，這是當時臺灣許多漫畫工作者所最缺乏的能力。我們

單是從《大嬸婆遊寶島》，集輯她的面部表情與身體動作（圖 22），便

可知道，為什麼她在當時的臺灣漫畫界如此鮮活有趣。這名圓臉肥身的

客家婦女，一直以大盤髻、大襟衫、彩衣黑褲，腳著黑布鞋的造型現身。

她不但能吃善喝，而且勇於嘗新，熱心助人，但常幫倒忙，遇到不合理

的事，既不害羞也不躲藏，經常大嗓門喝叱，有時還親自動手解決，是

個快人快語的傳統婦女。這樣的造型，較諸過往外界對客家女性的刻板

印象，所謂不纏足、不束胸、任勞任怨、勤勞儉樸、犧牲自我、維護家

庭等敘述（陳運棟 1978），確實有點不同。尤其是她毫無顧忌、勇於嘗

新的性格，可說是為漫畫界塑造了一個全新的客家婦女。14 劉興欽日後

一直對外宣傳，大嬸婆的原型，便是他的母親嚴六妹，因為她也是位熱

情直爽，有話直說的客家女性（陳長華 2012）。有趣的是，劉興欽在《大

嬸婆遊寶島》中旅行竹東的這個段落，卻不慎將大嬸婆改成一名完全聽 

 

13  像漫畫阿欽一般生動的鄉野村童，日後在客籍導演侯孝賢的電影，如《在那河畔青草 
   青》、《童年往事》中，獲得具體如實的影像呈現。
14  這樣的客家婦女形象，較諸客家文學描寫的客家女性，則其獨特性更彰顯。有關這方 
   面的討論，可參見張典婉（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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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懂客家山歌的福佬婦女。發生這種漫畫角色設定前後不一的情形，多

少說明大嬸婆作為一名客家婦女，應該不是原先的設定，而是隨著劉興

欽的創作過程，逐漸確認下來的。15

 

圖 22 大嬸婆的靈活身影，是藉由豐富的表情與身姿做成。

 資料來源：張樂平（1967-8）

那麼，我們也許會問，劉興欽塑造的這些漫畫人物，是否曾經影響

過臺灣的影視製作？特別是一些演員的表演模式，是否受到其漫畫角色

的影響？關於這一點，我們仍難以確知，但是就劉興欽漫畫創作的歷程

而言，劉興欽創作的客家漫畫人物，主要還是在平面媒體，而不是在影

視媒體上發揮影響力。我們沒有任何精確的統計數字，可以獲知其漫畫

受歡迎的程度；也不知有多少外界人士，受其形塑之客家英雄、客家人，

甚至客家文化影響，而改變對客家人的刻板印象。但是劉興欽本人的漫

畫創作經歷，或許可以給我們一些可能的答案。1954 年他開始創作漫 

 

15  有趣的是，我在 2014 年 12 月的電話專訪中，曾向劉興欽詢及此事，他本人對此也非 
   常驚訝，因為他完全不知道大嬸婆在創作過程，曾經發生過角色設定「前後不一」的 
   誤失；2015 年承聯合大學林本炫教授向我提醒，「大嬸婆」此一名稱，實屬閩南用詞， 
   而非客家用詞，此說可作為一個旁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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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尋仙記》，由北市興新出版社出版；1956年《小青》在《小學生畫刊》

連載；1958 年《從軍樂（原名：入伍喜）》在《臺灣新生報》連載；

1959 年大嬸婆這個角色開始在《新朋友》、《模範少年》等漫畫雜誌連

載；1961年《小貝貝》在《中央日報》連載；1964年《阿福成功記》在《臺

灣日報》連載；同年大嬸婆與阿三哥系列漫畫也在《臺灣日報》連載；

1966年《丁老師》在《正聲兒童》連載；1968年《小聰明》在《新生兒童》

連載；1969 年《棒球迷小安安》在《中華日報》連載；1971 年《王老六》

在《國語日報》連載；1983 年《小村的故事》在《民生報》連載；1989

年《阿欽的故事》在《兒童的》雜誌連載。相較於同時期的其他漫畫家，

劉興欽顯然有更多發表園地，尤其是可以在北中南發行量甚廣的報紙上

連載，可說是漫畫界難得的機遇，若說他是當時臺灣民眾最熟悉的漫畫

家，應該一點都不為過。

2002 年，交通大學浩然文藝數位典藏博物館，收藏他保存多年的漫

畫原稿，並引用中國時報記者陳權欣的文字，作為劉興欽漫畫數位計畫

網頁的題詞：

以「大嬸婆」、「阿三哥」、「機器人」等漫畫成名的劉興欽，

在臺灣四、五十年代漫畫受到管制的時代，一反當時的風氣，

從教育角度詮釋漫畫，賦予漫畫新意，成功創造出一個鮮明

活潑，十足本土化的漫畫世界，為帶給當時的孩童莫大歡樂

（陳權欣 2002）。

交通大學選用這段文字，基本上是對其漫畫成就的肯定，衡諸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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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的創作表現，確實當之無愧。只不過，我們若是藉此審視劉興欽形塑

客家人與客家文化的表現時，是否也可以得出相同的結論？在 1950 及

60 年代，臺灣流行文化重新再起之時，劉興欽憑其一支畫筆，將童年

大山背客家村成長的經驗與記憶，幻化成一篇篇生動有趣的漫畫故事，

在當時仍被外界視為傳統保守的客家族群中，帶來一種詼諧有趣並充滿

生命力的形象。這樣的努力與成績，在臺灣客家意識高漲，卻猶為文化

存續與否深憂的今日，更為彌足珍貴。

六、結論

客家族群給人的刻板印象，明清以來的地方志書早有記載，這些印

象式的書寫，雖然缺乏科學根據，但是仍舊獲得民國以來，治客家史者

的關注與贊同，像羅香林（1906-1978）在其《客家研究導論》中，便

直指客家人除了重視文教，習武健身外，還有以下幾項性格特質：勤勞

與潔淨、好動與野心、冒險與進取、簡樸與質直、剛愎與自用，至於婦

女則多堅苦耐勞，自重自立，令人印象深刻（羅香林 1992）。衡諸五、

六十年代的臺灣各式媒體，客家形象的呈現，既沒有被特別凸顯，相對

於其他族群，也明顯偏少。羅香林初步的結論，以及側身於地方媒體的

影像與聲音，自然成了外界認識客家文化的主要來源（陳運棟 1978）。

劉興欽的漫畫出現於此時，對客家人形象與客家文化，顯然提供了

更多的內容，臺灣流行文化中已經僵化的客家印象，在他充滿詼諧流暢

的畫筆下，應該也獲得一定的消解。我們無須去追索，當時他對推展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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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文化有多少自覺？是否了解這些「小人書」16 的製作對外界認識客家

族群有多少影響？或許他只是單純依循創意致富的衝動，一味前行而不

計其他（陳德馨 2014）。但就是憑靠這股衝勁，劉興欽的漫畫從青少年

的課外讀物，走入主流媒體的報刊雜誌，甚至邁入當紅的影視製作，成

為全國民眾闔家觀賞的節目。無論其最後結果如何，在改變臺灣媒體認

識客家文化的努力上，劉興欽個人確實提供了遠較其他人更大的成績。

2000 年劉興欽顧及內灣地方產業的存續，將漫畫肖像權無償提供商

家使用。172011 年再將漫畫肖像權提供客家委員會、衛生署、鐵路局使

用。縱使時空久遠，他所創造的漫畫人物，在今日依然有其魅力。但不

可否認的是，劉興欽的漫畫讀者已經長大，也逐漸老去。他所描繪的客

家人與客家文化，在 21 世紀的臺灣社會，已經成為久遠的記憶，在更

為迅捷多元的媒體世界中，年輕的漫畫讀者有更多的選擇，他的努力與

創意，畢竟有其獨特的時空背景，難以保存也無須保存，只不過，當我

們翻閱其至今仍然再版的《劉興欽漫畫精選集》時，也不得不對其在戰

後臺灣流行文化興起的當下，根據自身大山背客家村的成長經驗，所畫

成的各種漫畫書，深致佩服之意。畢竟在我們逐頁翻讀的過程中，大嬸

婆、阿三哥、劉阿金、阿福與老財福等五、六十年代的客家人，以及他

們所象徵的客家文化，似乎又在瞬間復活，為 21 世紀的漫畫讀者，提

供了一份深具客家特色的選擇。

16 「小人書」是民國初年連環漫畫在中國北方的俗稱，南方則大多稱為「公仔書」、「 
   菩薩書」、「伢伢書」。稱呼雖有差異，但都意指這類書籍內容適合知識有限的青少 
   年閱讀。有關這段中國連環畫史的說明，請參見汪觀清、李明海編（1999）。
17  2006 年劉興欽與內灣商圈，因大嬸婆肖像權的使用爭議而興訟。緣於對肖像權的定義 
   有不同的認知，劉興欽將此肖像權又授予超商，迫使內灣部分商家必須重新改名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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