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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家社群與研究機構

客家委員會客家文化發展中心
六堆客家文化園區簡介

何金樑 *

客家委員會客家文化發展中心主任

一、前言

客家委員會客家文化發展中心下轄臺灣客家文化館及六堆客家文化

園區（以下簡稱六堆園區）兩個園區，其中六堆園區位於屏東縣的內埔

鄉，自 1997 年選址、2007 年試營運到 2011 年正式開園，前後歷時 14

年完成約 20 公頃的場域建置；又於 2016 年增設客庄水圳生態區，全區

總計 30 公頃，兼具自然生態及文化展演場域規劃。在定位上，六堆園

區朝向「生態博物館」，強調園區與六堆客庄及社區的連結，形成南臺

灣客家文化網絡，以保存及體驗高屏六堆在地客庄深厚的常民文化資產

為營運目標，並活化在地聚落、體現常民生活，以發展、體驗及探索客

庄文化，認識和推廣在地客家特色，並以活絡六堆客家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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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設置理念與空間配置

（一）設置理念

1.生態博物館的規劃概念

六堆園區採行生態博物館（Eco-museum）的概念，以核心 - 地方互

動連結，積極保存營造既有的客家聚落風貌，落實營造在地化和社區化

的客家生活環境。六堆園區也透過與在地客家社群互動合作，結合六堆

地區的人、文、地、產、景，以成為六堆客家藝文、語言、產業的交流

平臺，賦予存在於歷史涓流中的客家建築與器物在新時代傳承的任務與

生命力。

2.自然生態納入規劃

六堆園區原為臺灣糖業公司隘寮溪農場所在，過去種植甘蔗，地勢

平坦，土壤多為沖積土，多種植與環境相結合之原生樹種及花卉，結合

本地的生態，提供鳥類及昆蟲的棲息環境。為容納並調節洪峰期的暴雨

水量而設置沉沙滯洪池，配合園區整體設計，並結合六堆地區交流的水

圳景觀，規劃親水空間，並作為水生植物及動物之棲地，而名為生態池。

3.在地客庄文化融入園區

六堆園區的展示場域空間除了常設展及客家特展室外，也包含有中

軸廣場、客家食堂、工藝產業館、菸樓、礱間、水頭廣場、溼地公園、

演藝廳、多媒體展示館、九香花園、六堆園區開基伯公、水域生態生活

圈、生態景觀池等空間配置，並將六堆客家在地特色及生活融入其中，

例如為展現在地客家重要的伯公信仰及祭儀，於園區內設立開基伯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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碑、種植伯公樹（榕樹）並於周圍搭配種植祭儀中常見「疊盤花」所用

的植物 ( 九香花園區 )，而客庄特色建築及常民生活印記則展現於田園

地景區的菸樓、礱間及伙房，並於建築周圍農地依不同時節栽植稻作、

菸葉、蔬果及綠肥，並配合作物栽種時間，辦理農事學堂體驗活動。

再者，園區內整體空間的設計結合自然生態與在地生活空間，以六

堆在地居民渡海來臺在平原及山林間進行拓墾，進而到庄園地景的建立

及客家聚落的形成，後因保衛庄園而團結互助，藉由新時代的客家文化

與科技人文表現著「客家」朝向新的紀元與傳承。

而最後展現傳統建築地景與客家意象建築的對話，透過園區內設置

的菸樓及礱間等實體典藏物件，並以「為大地打傘遮蔭」的傘架設計概

念，形成現代客庄意象與傳統建築空間的相互呼應。

六堆園區為了保存並傳承六堆客家文化，也為營造客家文化發展的

空間與場所，扶持並延續客庄文化產業，引領民眾瞭解園區內規劃之客

家文化及自然地景，以永續發展經營理念，將其根本精神展示於場域

內，包括六堆在地的發展及常民生活的變遷，透過園區整體景觀規劃設

計來呈現，如演繹客家人渡海來台開墾的發展脈絡，透過各個特展、表

演及活動展現「六堆區域形成及歷史事件、客家信仰及祭儀、社會結構

及人際關係、民居生活與實踐，及文化創新與傳承」等內容，呈現六堆

在地常民生活、情感及認同，深度詮釋聚落、社區、生態、生活情境的

議題與關係。

（二）空間配置概念說明

六堆園區的整體景觀規劃，在設計上結合「人文地景」及「自然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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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的詮釋，從客家族群渡海來臺到在地化的過程，從「自然草原區」

開始詮釋，象徵當時客家人渡海來臺，孑然一身開墾一片山林與原野；

而後逐步建立農耕生產，形成田園景觀及建立家園，發展成「田園地景

區」；而後客家人團結一致，組織保衛社群，形成「傘架客家聚落區」，

禍福與共、抵禦外侮；到結合新世代客家文化與科技人文的「多媒體展

示館及演藝廳」，演繹出「客家新紀元」傳承與思維，園區自然與人文

特色說明及環境教育設施。

六堆園區考量周邊環境及在地客家人遷徙歷史而設置，所以在園區

的地景佈置、環境營造、風水軸線的配置上，皆具客家生活與文藝的氣

息、內涵及巧思，依主要的資源特色將園區區分為（1）自然草原區、

（2）田園地景區、（3）傘架客家聚落區、（4）九香花園與（5）客庄

水圳生態區等五區，各區特色說明如下：

1.自然草原區

自然草原區象徵著六堆的起點，也是六堆客家人最豐富的寶庫。六

堆先民渡海來臺在屏東平原一帶開山闢地，在物資貧乏的時期，大自然

所孕育的多樣化生態環境，是供應六堆先民日常生活中，各種需求的最

大來源。再者，透過各種植物與生活的連結，展現客家先民樸實的生活

智慧。而園區為重現豐富的原生植物群，於環園景觀自行車道旁配置不

同的喬木植栽，植栽顏色、花色隨著季節與氣候的轉變，呈現不同的景

觀變化；並於園區中央設置生態池，在環湖的木棧道周圍，栽植多種水

生植物，其環境可使紅冠水雞等水鳥有躲藏棲身之處，展現其尊重生命

之環境教育意義；六堆之丘植有喬木林，於面湖背山之竹涼亭周圍種植

了唐竹，重現早期集村式聚落的防禦竹圍地景，不但提供遊客一個舒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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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歇腳空間，也提供給自然訪客佇足停留的空間，充分地展現在地的原

始生命力及自然環境資源價值。

圖 1  園區自然草原區及生態池

                  資料來源：客發中心提供。

2.田園地景區

早期客家人來台開墾後，多以農耕為生，更是重要的主食，發展出

客家米食文化。而六堆地區的農地使用，也隨著菸草、甘蔗、香蕉及鳳

梨等經濟作物的相繼加入，讓田園景觀更加豐富。客家人崇尚自然，樂

天知命，以田園與自然景觀搭配，營造客家人取之自然的生活環境，所

以自然及田園景觀區在山林與平原間開拓可以說是先民的生活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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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六堆園區菸葉採收活動

                        資料來源：客發中心提供。

園區劃設了 0.56 公頃區景觀機能區等等公頃的農田，配合周邊的

灌溉水圳、水頭廣場、果樹區、菸樓、礱米間、農具間及田園餐廳形成

完整的田園地景，配合季節種植水稻、雜作、蔬果、菸葉等農作，並透

過園區舉辦的田園體驗活動，豐富該區的客家產業文化，可達到體驗學

習、環境教育與文化傳承的功能。另設置菸樓及礱間等傳統建物，保存

與教育展示客家傳統建築與文物。戶外空間亦可作為文化體驗與音樂演

出之戶外場地。 

3.傘架聚落建築區

傘架客家聚落下，以多種藤蔓植栽遮蔽原有鋼索結構，呈現熱帶雨

林風情的景觀風貌，猶如行進於熱帶樹林中，體會早期樹林蔭遮天的氛

圍，呼應舊時熱帶森林的南國意象，並表現客家文化意象中，尊重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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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保護生態的精神。

該區具重建原始樹冠層的遮蔭作用，避免過度曝曬，讓各式熱帶植

物生長，園區以「紙傘」與「客家笠嫲」為概念，設計六座傘架，象徵

為大地遮蔭，打造適合人類活動的宜居生活環境。建築物設計盡量保持

彈性調整的空間，設計為可拆卸式、重複組裝或更替，亦可隨著空間營

運的需要，調整使用型態、配置與面積。傘架建築除結合節能設置的太

陽能光電板，全區建築物亦規劃以可回收環保建材進行設置，達到節能

減碳的效果。傘下規劃客庄產業與文化聚落作為營運主軸，深具環境教

育場域意涵特色。

圖 3 六堆園區傘下聚落區

                  資料來源：邱秀英拍攝。

4.九香花園區

九香花園以開基伯公為中心，取自六堆客家人特有的伯公形式與供

花習俗，以盤花拜伯公的生活習慣，當然還有生男的拜新丁習俗等，以

帶狀配置之景觀區域編織有如客家花布地景，搭配戶外演出空間，讓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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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演藝與周邊地景產生關連。

圖 4 六堆園區開基伯公

                       資料來源：邱秀英拍攝。

多媒體館後方設有六堆園區開基伯公碑，外觀承襲六堆特有伯公形

式，在園區尚未建設完成前即設立，象徵著六堆客家文化在此落地生

根，伯公不僅是信仰，更是客家常民生活的一部份。此處規劃是參考在

地客家人以「疊盤花」作為祭祀用香花，將客家聚落裡頭居民每日至伯

公上香的路程裡可隨手摘取的花卉，包含：野薑花、仙丹花、芙蓉、山

馬茶、夜合、含笑、桂花、樹蘭、緬槴等依不同的植物生長屬性配置在

開基伯公附近，因略有九種常用盤花祭祀的花卉在其中，並取其客家文

化常常久久，盤花美麗芬芳之意，取名為九香公園，使來園遊客體驗傳

承客家人的祭祀風俗，及崇天敬地的精神，更豐富了園區的整體景觀。

5.客庄水圳生態區

為使六堆園區展現客家聚落中自然生態保護的理念，在 2014 年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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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為強化園區休憩環境及落實傳統客庄水域生態環境為主軸，並增加

林地植栽綠美化。這一區除了停車空間的增加外，也串連園區基地內外

的自行車道及提升屏東縣政府於園區內興建之生態淨化池生態環境，並

將園區內的田園地景、濕地生態環境、導覽路線及指示標識和自行車路

網設施，朝向平原水圳生物資源場域的規劃，以達到低汙染的休閒遊憩

活動為目標，逐步與田園生態地景區串聯，活化並利用園區既有田園生

態環境空間，透過各動植物的棲地營造、在地物種計畫性撫育、與六堆

社區及機關學校進行廣域的跨域合作及資源連結等模式，串接人文及自

然生態場域。此外，在六堆園區基地外圍包含臺糖造林區、麟洛溼地公

園等，劃定並串連廣達 100 餘公頃生態區域，提供民眾完整體驗六堆客

庄田園生態及水圳生活的休憩空間場域，以作為環境教育及區域多元主

題性套裝體驗遊程規劃素材。

圖 5 六堆園區空間配置圖

         資料來源：客發中心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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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六堆園區整體特色

（一）以發展「生態博物館」為基底，結合客庄聚落

前述提到六堆園區採行「生態博物館」模式，希冀成為臺灣南部客

家文化之窗口，透過各項藝文展演、教育推廣及主題展示活動之辦理，

展現與活化客家文化，以保存及延續客家民族文化。而張譽騰在《生態

博物館 - 一個文化的興起》一書中提到：

「生態博物館的理念是將地域本身自然及文化資源視為博物

館主體，而以地域內居民參與其中而形成的博物館。」（張譽

騰 2003：163）

六堆園區作為認識六堆客庄的入口平臺，以展現客家文化樣貌、活

化客庄生活為目標。除了持續規劃辦理各類展示主題及節慶等客家文化

系列活動外，為建構園區活力、年輕及多元藝文展演空間，積極邀請各

級學校參與園區相關活動，並逐步規劃與更新六堆常設展場，匯集在地

資源，共同行銷、推動在地發展。再者，擴充及整合園區周邊環境，

建構傳統客庄水圳聚落生態場域，運用豐富自然景觀與文化展演資源，

以客家文化素材結合生態體驗，將在地客家傳統產業與環境教育課程結

合，以體驗客庄生活型態進而認識及認同客家文化，以親近客庄水圳生

態進而培養對環境的尊重及責任，吸引更多親子及多元遊客參訪。而最

重要的是，持續辦理六堆地區客家相關的調查研究及兒童讀本的開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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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化及運用於六堆園區各項活動的辦理及推廣。

除了與在地客庄聚落及社區結合，以帶動發展外，六堆園區更思考

連結行政機關的資源共享，已達政府部門更大效益的提升，於是在 2016

年開始與屏東縣十大機關學校共同簽署「屏東人文生態休閒聯盟」合作

備忘錄，共同發展在地觀光，並與在地社團等辦理小農市集、野餐趣及

稻田裡的饗宴等活動。

（二）以客家文化保存之環境教育設施場所

　　生態博物館發展概念結合人文與自然生態，六堆園區推辦客家文

化與環境教育課程，在 105 年 2 月通過環境教育設施場所認證，持續透

過辦理親子農事學堂體驗課程，如從稻作栽植的過程，體會在地農夫於

作物長成時期給予稻作的照護，並廣泛運用周圍的水圳，適時調節水量；

從種植菸葉的過程，了解菸葉的長成到販售過程，及體會傳統農村交換

工的模式達到人力運用的最佳值；而種植在地蔬果，讓民眾了解食材從

田畦到餐桌的過程，了解客家人的生活哲學，食物可立即煮食外，多的

食材則進入醃漬及保存，於食材不足時適時補充。此外透過辦理六堆在

地生態體驗活動、環境教育相關的認證課程、培訓研習及參訪交流學

習、單車遊學趣及客家夏令營課程，在園區內將客家文化產業融入環境

教育課程推廣如辦理稻作農事體驗，也帶領學員走出園區進入客庄，進

一步深入了解客家文化並推廣在地生態教育。

（三）盤點及蒐羅在地文化資源，落實文化保存

六堆園區作為認識六堆客庄的平台，也連結在地館舍如屏東縣客家



文物館、美濃客家文物館等，也積極盤點及蒐羅六堆在地有形及無形文

化資源，初步透過文化資產中的元素，以還原六堆地區的傳統空間及周

遭環境，透過空間內不同時期所展現的客家文化元素的層層盤點、分期

及建檔，進行不同時期、不同區域的常民生活景象的深入研究，期能

藉由從傳統客庄文化的詮釋和文化重要意涵，進一步推動及規劃文化保

存運動，並喚起六堆遊子返鄉，以對自身生活的認識及深入了解自身環

境，並串起對於情感的連結，進而對自己的家鄉及文化產生愛護及承

襲。

四、結論

六堆園區作為生態博物館，展現出客家族群和自然環境交互下的一

種生活形式，反映在園區傳統客庄的建築及空間配置上。而從六堆整體

區域而言，園區的角色在於作為認識六堆在地生活動平台，真正的客庄

生活及環境、常民慣習的體驗及深入了解，端賴於進入客庄聚落。也因

此，六堆園區的發展則朝向在地論述及對話，從參與式的展演活動、

溶入參與在地社群之教育體驗活動及在地典藏以展現物件在地特色等內

容，以為六堆園區作為永續發展經營之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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