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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  論

河合洋尚、張維安編，2020，《客家族群與全球現象：華僑華人在「南

側地域」的離散與現況》。[ 大阪府 ] 吹田市：大學共同利用法人人間

文化研究機構國立民族學博物館。v + 408 頁。

利亮時 *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客家文化研究所教授

臺灣客家研究在過去三十多年的學理辯證與多元論述之下，提供國

家政策、社會議題、經濟產業到文化生活等深厚的學術貢獻及實質回

饋。臺灣之客家研究議題亦從臺灣、中國延伸至海外（主要在東南亞）

的客家人群，貫穿歷史時間局限與橫跨地理空間界線，擴展臺灣客家研

究的範疇。當下之臺灣東南亞客家研究正值逐步成熟階段，其學理軸線

彙聚華人研究與族群研究之既有成果，異於傳統華人或族群研究中視華

人為一個均質性的社會，或將客家族群作為獨特性的地域社會。臺灣東

南亞客家研究關注客家社群為海外華人社會的構成之一，也論述在地客

家社會縱橫聯繫，為跨領域及整合性的研究取徑。如今客家研究又有更

新的進展，2020 年由國立交通大學通識中心主任張維安和國立民族學

博物館副教授河合洋尚主編的《客家族群與全球現象：華僑華人在「南

側地域」的離散與現況》1
** 一書，正代表著客家研究初步進入新的區域。

在文中提到「南側」的範圍是包括南亞、西亞、非洲、大洋洲與中南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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洲。

河合洋尚和張維安在書的序言中，提到了「南側地域」在研究上的

特點：

「南側地域」是文化地理概念：一些北半球的國家屬於「南側

地域」( 例如印度、墨西哥 )，一些南半球的國家並不屬於這個

範圍 ( 例如印尼 )。在表 1 沒提及西亞、非洲北部和中部，根

據目前我們得到的信息，這個地理範圍的客家人極少，也沒有

客家團體……。（河合洋尚、張維安 2020b：3）

這本著作能夠出版，固然是在張維安領導交通大學客家文化學院

時，在日本客家計畫的完成之後，與日本大阪的民族學博物館，建立一

定的聯繫，再加上臺灣客家文化發展中心的參與下，三方的積極努力下

終達成多次的交流。對於所謂的「南側地域」的初步研究亦逐漸形成。

本書除了序論、結語和主題演講（被列為第 I 部）外，共有四個部

分，十四篇文章，筆者將逐一簡介這些篇章的內容，並對全書文章作一

個綜論式的評述。

本書的第 II 部分，主要聚焦在環印度洋的客家，這個部分共有三篇

文章，作者共有四人，以下就內容逐一簡介之：

1.〈印度加爾各答華人與客家研究議題評析〉，作者是國立交通大

學客家文化學院教授潘美玲（2020）。作者就 1960 年代至今的文獻進

行回顧，對包括印度加爾各答社群中、英文出版的研究文獻進行分析。

這當中誠如作者所言，包括了移民特性、文化特質、族群經濟以及與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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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社會的關係等內容，檢視許多研究所呈現出的海外華人／客家人研究

共同議題。

2.〈從僑居團體到國民團體：毛里求斯華人社團變遷〉，作者是嘉

應學院客家研究院助理研究員夏遠鳴（2020）。這篇文章主要以歷史的

發展來看模里西斯華人社團的演變，包括了其在每一個時代所扮演的角

色。作者所探討的議題，其發展幾乎是所有地方的華人社團都在面對的

問題，包括了傳統社團的青黃不接和其他功能逐漸弱化的問題。

3.〈留尼旺客家的觀察紀事〉，這篇文章有兩位作者，分別是香港

客家文化研究會會長林文映和《思考香港》執行總編輯李劍諸（見林文

映、李劍諸 2020）。文章主要是以田野調查來進行，其中包括了敘述

華人移民的四個不同階段的移入，另外則是介紹華人移入的次群體，主

要是福建人以及廣東南海、順德和梅縣三地的移民。作者記錄華人在當

地建立的宗祠、同鄉會館、華文學校和廟宇。

本書的第三部分，主要是對大洋洲的客家人進行研究、分析和記

錄。這個部分共有五篇文章，第一篇是廣東外語外貿大學客家文化研究

所前所長羅可群（2020）的〈澳大利亞的客家移民〉，從歷史學的角度

來探討客家移民。文中提到客家人與廣府人，約在 1867 年前後，向澳

洲移入謀求生計。除了早期從中國南下澳洲，近半個世紀的客家移民，

則不是全來自中國，而是來自東南亞國家的二度移民，當中包括了他們

居住國陷入戰亂，如帝汶與南越；還有是經商、深造、工作等因素，如

馬來西亞、新加坡、臺灣以及印尼等地的客家人。這些客家人在澳洲建

立起同鄉組織，來進行聯誼和相互照應。

第二篇是日本天理大學教授芹澤知廣（2020）的〈從儂族華人的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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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設施看越南及其澳洲之間關係〉一文。其主要探討儂族華人 ──1954 

年從越南北部的廣寧省移至越南南部的華人群體 ── 對華人宗教設施的

捐款、儂族華人的社交網絡、以及越南和澳洲之間的關係。

第三篇是國立中央大學客家學院副教授姜貞吟（2020）所撰寫的

〈法屬玻里尼西亞客家族群邊界與認同在地化〉，其探討當地華人（含

客家人）在認同方面變化。研究者在文中口述資料中顯示，當下大溪地

客家社群，高度認同自己跟玻里尼西亞之間的關係，80% 認同自己是玻

里尼西亞人或半玻里尼西亞人，認同自己是白人的有 13%，認同自己是

中國人或半中國人則只有 7%。

第四篇是國立臺灣大學人類學系副教授童元昭（2020）的〈在大溪

地客家與唐人之間：由 Mandarin（華語）談起〉，這篇文章與第三篇的

研究皆在大溪地，這可以讓兩篇文章相互對話。童元昭在文章中指出，

大溪地客家後裔的語言從 1960 年代後，出現顯著變化：法語成為主要

的語言，而華語在法國外語的認證下，獲得制度性的支持，客語僅能依

賴私人與家庭的傳承。

最後一篇是本書主編之一張維安（2020）的田野筆記〈大洋洲新喀

里多尼亞客家觀察報告〉。該文主要是就新喀里多尼亞的歷史背景、新

喀里多尼亞和大溪地華人之間的關係、新喀里多尼亞客家華人文化初步

觀察進行敘述。

書中的第四個部分，探討的是美洲的客家，共有四篇相關的文章與

田野筆記。第一篇是張容嘉（國立中央大學博士後）和張翰璧（國立中

央大學客家學院教授）合寫的〈巴拿馬客家移民與文化發展〉（見張容

嘉、張翰璧 2020）。該文章主要是以問卷方式進行，而從清中晚期來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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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家人在當地華人佔了三分之二強的人數。兩位作者就巴拿馬客家下了

以下的結語：「巴拿馬客家人仍然是以血緣認同（52.9%）為主，其次

是語言認同（39.2%）。因此，未來巴拿馬客家人的客家認同，相當可

能會隨著客家人族群外婚比例增加，以及家庭內客家語言的使用下降而

受到衝擊」（見張容嘉、張翰璧  2020）。

第二篇文章是日本神戶大學大學院教授由柴田佳子（2020）所撰寫

的〈牙買加華人的語言與掛山儀式中的客家意識：跨越、（非）繼承、

學習、創造〉。從文章中研究顯示，客家人在牙買加的情形與其他所謂

「南側」地區發展有許多相似之處，即客家語逐步流失，而由當地強勢

語言和華語取而代之。

第三篇是由黃韌（廣州中山大學南方學院副教授）、黃柯靉娜（廣

州中山大學南方學院講師）和張福和（加拿大溫哥華客屬崇正會前會

長）所共同撰寫〈加拿大西海岸華人移民組織與身份認同：以溫哥華客

屬崇正會和江夏黃氏宗親會為例〉（見黃韌等 2020）。文中主要透過上

述兩個社團組織，來看華人社團歷史功能的變化，以及老一代和新一代

以客家人為代表的華人族群認同所起到不可替代的作用。這當中包括：

（1）開始為本地出生的新一代客屬華人進行文化傳承的教育；（2）進

一步推動客家人商業活動和相關信息的傳送功能；（3）為老一代移民

的終極關懷和新移民的移入提供無微不至的服務；（4）為華人在新時

代的團體中，提供了獨特的傳統力量。

最後一篇是由本書編者河合洋尚（2020）記錄的〈秘魯客家的初步

報告〉，從田野筆記中顯示秘魯客家人多來自廣東的中山、鶴山與赤溪，

而作者指出，在秘魯被視為「客家」的人們有時與在廣東和臺灣等想像



            評《客家族群與全球現象》         
       

     206

的客家人不同。

書中的第五部分共有兩篇文章，由六位任職於客家委員會客家文化

發展中心的作者參與撰寫，包括賴郁晴（綜合規劃組組長）、邱秀英（文

資典藏組副研究員）、徐國峰（綜合規劃組研究員 ) 合作撰寫的〈從海

外客家研究談臺灣客家文化館的展示運用〉（見賴郁晴等 2020），作

者群從客家博物館的嶄新思維、臺灣客家文化館的海外客家研究展示，

以及最後的分析與展望，來試論海外客家研究運用於海外客家展示的概

況、困境及未來可行的操作模式。另一篇是由何金樑（中心主任）、洪

登欽（ 綜合規劃組研究員）、徐芳智（綜合規劃組研究員）所撰寫的〈日

本與臺灣客家巡迴展構思〉（見何金樑等 2020），本文是以展示作為

主軸，並嘗試從日本時代迄今臺日間的互動與交流著手，以探究日本對

臺灣客家族群文化的影響，並論及生活在日本的臺灣客家人如何融入日

本社會等議題。

從這十四篇文章可以看到客家研究在臺灣、中國與東南亞區域之

外，邁出了可貴的第一步，其中包括了對大洋洲、非洲部分地區、南北

美洲小範圍，進行了初步研究，為未來的擴大與進一步研究奠下基礎。

這要歸功於張維安主任對客家研究的熱愛和何金樑主任的支持，讓客家

跨入另一個新的區域。本書最可貴的是研究觀點，並非單純以臺灣角度

來看「南側」客家，而是以在地觀點來進行研究。從本書集合了臺灣、

中國、日本、香港與加拿大的研究者，就是很好的證明。

若有東南亞客家來作為比較的話，可以看到彼此許多相似的地方，

如設立會館照顧同鄉，建立學校讓同鄉子弟有學習的機會等等。不同的

地方，則是面對不同的政府，尤其到美國，因為是進入殖民本身的國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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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成當地人民的壓力，最終採取歧視和限制的政策。反觀在東南亞的殖

民地，由於包含客家人在內的華人群體能夠增加生產力和提高殖民者的

財富，因此被重視並給予機會發展。不管是東南亞客家研究，或者目前

的南側的非主流客家移居地的研究，客家人進入第二、三、四代，部分

進行了二度移民，如印尼、馬來西亞、東帝汶的客家人或其他華人移至

澳洲定居。

作為書評者，筆者有以下一些意見供讀者們參考。近來海外華人研

究也順應這股勢流，從把華人社會視作中國社會的延伸，轉變為注重華

人社會主體性與獨有性，其在地認同及文化衝突與融合成為新的研究取

向。2 華人研究的轉向，牽動了客家研究的再思考。以往華人社會視為

均質性，忽略內部方言分群的異質性，故在海外客家研究就不能循著華

人研究的軌跡繞轉，應當是立基在華人研究基礎上，另闢屬於客家研究

的蹊徑。本書部分做到這一點，但是仍有研究者從華人整體來作為研究

的思量，這方面是有待更多研究的對話。從部份的研究來看，從華人的

角度切入，可能客家人在該區域的人數不多，另一則是研究取向，仍把

華人移民視為一個整體來進行研究。

本書用華僑華人對海外華人的稱呼，個人認為未來的研究可以更精

準把該地社會，作有效的調查，若該地的華人都入籍該國，應稱之為華

人。文中就研究的地點稱為「南側」應是一暫時用法，以所定的區域來

看南北的國家都有，未來可以再思考用其他詞來取代之，使之更具代表

性。文中有提到非洲、大洋洲等地的客家人佔有大比率，但從人數來看，

其仍是相當少數，而且部分更是在移動中。未來這些海島型與大陸型的

2　透過二度移民（re-immigration）、離鄉（displacement）與離散（diaspora）等移民研究， 
   能夠更貼近華人社會底層心聲，尋回失落的記憶拼圖，褪去中國色彩的糖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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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家移民，應以原本具有相當基礎之臺灣、東南亞與中國的客家研究相

連結，從中可以窺探其關聯性和移動的軌跡。

最後，筆者一直在思考，客家人從跨國遷居考量轉變為文化維繫

考量，語言使用、家庭價值觀、儒家主義、宗教信仰等皆是文化凝聚的

根源，一如 E. Hobsbawn 指出「invented tradition（創造的傳統）」不斷

灌輸且重覆於漢人的社會裡（見 Hobsbawm et al. 2002）。從本書的研究

結果中，我們可以看到家庭價值觀，仍是重要的基礎，但是語言本身在

各居住國都出現了衰退的情形。宗教信仰方面，各地的信仰受到在地、

西方等影，但是仍與儒家思想有著牽引的關係，尤其是對祖先的崇拜，

這是許多地方類似共通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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