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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演講

臺灣客家調查研究的回憶

渡邊欣雄 *

東京都立大學社會人類學系名譽教授

本篇為渡邊欣雄教授自述其於臺灣客家地區研究的緣由、過程、人

際網絡與學術關懷之演變，由自身經驗交織臺日交流的學術史。演講分

五段，以「人與人的關係」串連，第一段概述選擇研究漢人社會的背景，

及當年進行臺灣研究的日本學術機構和學者們。第二段回顧他進入田野

地的脈絡，透過臺灣學者牽線至屏東竹田鄉頭崙村，報導人們造就他對

客家文化的認識。第三段描繪他與其他日本客家研究學者的交流，建立

其對客家研究的態度。第四段敘述自身造訪中國客家地區的經驗，以及

他與臺灣學者的討論，他認為臺灣客家研究應比較不同客家地區，也要

反思研究的觀點。最後一段歸結他自研究所得，以及客家研究其與漢人

研究的關係。

關鍵字：東京都立大學社會文化人類學系、生命史、學術史、日本學者、 

客家研究

* 編按：本文為東京都立大學社會人類學系渡邊欣雄名譽教授，在 2019 年 10 月 5、6 日
「百年往返：臺灣與日本客家研究之對話」會議上的日文專題演講稿。本文由國立陽
明交通大學人文社會學系高橋佑果校友騰打日文逐字稿，並經渡邊欣雄教授修訂，由
詹慕如女士進行中文翻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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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mories of Investigating and Re-
searching Hakka Regions in Taiwan

Yoshio Watanabe
Emeritus Professor of the Department of Social Anthropology,  

Tokyo Metropolitan University

This article introduces Prof. Watanabe Yoshio’s description of the chang-

es in the reasons, processes, human networks, and academic concerns in his 

research on the Hakka regions of Taiwan, along with his experience in the 

history of Taiwan–Japan academic exchange. The description of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s” involved was divided into 5 parts: (1) An outline on the back-

grounds of his study on the Han Chinese society. (2) His understanding of the 

Hakka culture through his visit to Pingtung County. (3) His attitude toward 

Hakka studies through his exchanges with other Japanese scholars of the 

Hakka community. (4) His experience and insight from his visit in the Hakka 

regions of mainland China, and key points he considered important in distin-

guishing the Taiwanese Hakka community from other Hakka communities. 

(5) A summary on his research results and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Hakka 

studies and Han Chinnese studies.

Keywords: Department of Social Anthropology of Tokyo Metropolitan Uni-

versity, life history, academic history, Japanese scholars, Hakka stud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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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關於我的臺灣研究開始期 : 我受了影響的人類學者們

感謝主持人的介紹，我是渡邊欣雄。今天十分開心看到日本跟臺灣

有此番關於客家研究的交流。今天要跟各位分享的內容包含了我為什麼

開始從事客家研究，還有進行客家研究的過程中跟臺灣有過何種學術交

流，以及如何形塑起我對客家文化的看法等等。

如同照片①所示，我目前除了東京都立大學榮譽教授，另外還身兼

數職。這張是我第一次拜訪臺灣時所拍的照片，有點難為情。

為什麼我會開始臺灣相關研究，這跟我母校東京都立大學社會人類

學系的歷史有關。在人類學領域中，東京都立大學是第二次世界大戰戰

後日本最早開始研究臺灣的大學。這也是因為我的指導教授是馬淵東一

這位學者（照片②）。他畢業於臺北帝國大學土俗人種學系，我想臺灣

人類學界中應該沒有人不認識他。馬淵東一老師的墓地在臺東，他下

葬於臺灣，可謂在臺灣尋求其埋骨青山。假如要在這裡討論他的臺灣研

究，至少得花上三、四個小時，以下僅就他對我帶來的影響來分享。他

最有名的研究領域是原住民研究，其中《臺灣高砂族系統所屬之研究》

分量相當扎實，在臺灣也已經翻譯出版，可謂馬淵東一老師的最高傑

作。這本書的內容幾乎都是他學生時期踏查原住民地區調查的結果，復

元了原住民許多小歷史，我想現在已經再難超越他的研究。他當年的研

究已經具備如此先見之明。同時他也從事印尼、沖繩琉球、日本等等先

進的研究。特別是我來到臺灣之前，如同照片②所示，由於馬淵老師也

從事沖繩研究，去沖繩時受到了他的指導。因此，起初我研究的是沖繩，

這也受到馬淵東一老師的影響。

那個時代在我來到臺灣之前，有哪些學者在進行臺灣研究呢？東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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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立大學可說是日本最早開始投入臺灣研究的大學，許多學者都在進行

原住民研究，例如山路勝彥先生，這也是一位相當活躍的學者，從事泰

雅族的研究。另外還有笠原政治先生，他廣泛研究原住民，是日本代表

性的原住民學者。他過去也數度在臺灣大學發表演講。另外還有馬淵

悟先生，他是馬淵東一教授之子，我記得他的研究領域應該是雅美族還

是阿美族，總之是臺灣東南地區的原住民，目前也還活躍於學界中。原

住民研究是都立大學中最重要的研究領域，其他還有很多臺灣原住民學

者，前面提到的幾位是最為活躍的代表人物。另外在我之前已開始進行

臺灣漢人研究的松園萬龜雄先生、山路勝彥先生等學者，也比我早發表

相關論文。堀江俊一先生是晚我幾年的後輩，他也非常活躍地從事客家

研究。

其他還有許多比我更早投入臺灣研究的學者。從事原住民研究的松

澤員子教授，專精排灣族研究。之後我會再詳述，末成道男教授在阿美

族研究上也有相當優異的成就，他原本就在研究原住民領域。另外漢人

研究方面當然也受到馬淵老師的影響的是植松明石教授（照片③）。她

畢業於慶應義塾大學。我想她應該也是受馬淵老師影響開始從事臺灣

研究的，這位植松老師當時也從事了漢人的研究。另外還有一位比我年

輕的學者，一樣從事漢人研究的植野弘子女士。現在她應該是漢人研究

領域最知名的學者，是日本從事臺灣漢民族研究最頂尖的人，她的巨作

《臺灣漢民族之姻親》也已經翻譯為中文。拜讀之後，內容是相當具突

破性的研究。尤其是關於臺灣漢民族社會雖為父系社會，其實更重要的

是姻親關係這一點。所以這項姻親研究非常重要。我跟植松老師的交情

特別深厚，植松老師就是照片③中左邊這位，右邊的是我。這剛好是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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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她一起在跡見學園女子大學任教時（1976 ～ 1980 年）拍的照片，因

此我也受到了植松老師的影響。特別是我剛到臺灣來時，植松老師也一

起同行，更是意義重大。

另外除了都立大之外，也有些大學開始研究戰後的臺灣。那就是東

京大學，與其說是東京大學這所學校，其實應該說是畢業於東京大學的

老師，特別是照片④中這三位。在漢人研究方面，他們的研究都早於我。

首先是鈴木滿男教授，其實他沒有出現在這張照片中，不過鈴木滿男教

授很早就開始從事臺灣研究，特別是閩南人研究，也出了不少書。在跟

日本進行比較的研究成果上可說相當豐碩。透過日本民族、文化與臺灣

的比較後產生了新的理解，撰寫過不少著作。

第二位是王崧興教授（照片④中央），他原本任職於中央研究院民

族學研究所，之後到了香港中文大學，然後又陸續在日本中部大學、千

葉大學任教。我在很多地方都跟他有交集，已經不記得起初是在哪裡相

識的，可能是臺北的民族學研究所吧。我自己也研究社會組織，受到王

崧興老師社會研究很多影響。他最有名的民族誌就是「龜山島」的研究。

這是民族誌中相當出色的研究。另外他也進行多許多犀利研究，指出漢

民族的社會特徵。王崧興教授最的一句話，就是「有關係、無組織」。

這句話相當重要，我們也基於這樣的觀點來看漢人社會，漢人社會並不

是先建立起有組織的人際關係後再行動，而是先有了關係之後，再透過

這些連結形成各種社會關係。假如套用王崧興老師的話，那麼現今漢人

社會便是由關係、而非組織所形成的。我也學習到了這番理論。

第三位是照片④中左邊的末成道男老師。老師的大作《臺灣阿美族

的社會組織與變化》是他的博士論文。這本論文也已經翻譯為中文，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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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末成老師開始研究臺灣北部客家，也寫了幾篇論文。我稍後也會提

到，老師的研究中我受到很大影響的就是關於祖先崇拜的研究。關於客

家人如何祭祖，他進行了相當細緻的研究，我也深受影響。我一直在沖

繩進行社會組織的研究，關於漢民族的研究一直以來都希望偏重宗教甚

於社會方面，而末成老師在宗教研究方面讓我獲益良多。

接下來我要介紹幾位臺灣學者，臺灣有許多老師都給我帶來了影

響，我在這裡介紹特別具代表性的幾位。1978 年之後，我來到中央研

究院民族研究所時，受到徐正光老師（照片⑤中央）、林美容老師（照

片⑤右邊）許多關照，之後我還會提到徐正光老師，就是因為他的介紹，

我才開始研究は客家六堆。另外林美容老師是一位研究範圍廣泛的人類

學家，她同時也進行社會、宗教研究。其中我特別受到她宗教研究的啟

發，尤其是漢人社會的宗教人類學研究可說相當出色，讓我深受影響。

第五張投影片的照片就是跟這兩位的合影。我剛開始來臺灣時跟宋文薰

老師見過面。之後我也會再提到，我來臺灣最早認識的就是宋老師。我

明明想研究漢民族，但是卻先認識了客家人。當時我對客家人一無所

知，宋文薰老師和徐正光老師教了我很多。「客家人算漢民族嗎？」這

個問題我現在想想相當難為情，不過四十多年前我真的甚麼也不知道，

當宋老師對我說：「要研究漢民族你就做客家人研究吧。」我聽了反問

道：「客家人算漢民族嗎？」我之後才知道客家人是漢民族的代表，當

時並不了解。我也認識了徐正光老師，他為我介紹六堆地區。我第一次

拜訪民族研究所時，宋文薰老師要我先別去民族研究所，先去見徐正光

老師，我們這才相識。同時研究所中還有道教研究相當知名的劉枝萬老

師和劉斌雄老師。劉枝萬老師針對各種民俗宗教、道教研究領域出了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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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書，在我想要進行的研究領域中提供了非常重要的線索。劉斌雄教授

從事的是社會研究，他結構性地分析親戚名稱研究，以語言人類學的方

式進行分析，我想像他這樣以數學方式分析親戚研究的人應該舉世無二

了吧。他的研究相當優秀，我也拿了不少他的論文，向劉斌雄老師請教，

我不擅長數學，他向我解釋數學的矩陣，我聽了一頭霧水，最終還是無

法進行數學分析。但我還是從他身上接收到相當高水準的研究、指導。

（二）初次臺灣訪問的經驗

以上就是我開始從事臺灣研究的來龍去脈。總結來說，我在 1978

年因為想從事漢人研究，先找了馬淵老師商量。如同前述，馬淵老師以

原住民研究著稱，並未從事漢人研究。馬淵東一老師對於漢文、中國古

代的文章具備相當豐富的知識，似乎已經不想再接觸漢人研究了。原住

民研究比較接近人類學，也能夠過田野調查直接聆聽當地人的聲音。漢

民族研究也需要進行古代文獻研究。從事這些研究，除了人類學以外還

需要進行很多其他研究。人類學除了過去文獻，還仰賴許多當地見聞，

馬淵老師或許就是因此沒有選擇。不過由於身為學生的我十分想從事漢

人文化研究，跟馬淵老師討論過後，他建議我將帶著他《人類的生活》

這本介紹全世界人類生活的書去找宋文薰老師，接受宋老師的指導，也

因此我才去了臺灣大學就教。我並不太清楚馬淵老師和宋文薰老師的淵

源，據說他們並非同時身在帝國大學，因為臺北帝大即是臺灣大學的前

身，由於這層關係他們算是校友。跟宋文薰老師聊過後，在他的介紹下

我認識了當時在民族研究所擔任助理研究員的徐正光老師。那時候我還

不會說中文，只能用英文請教，他告訴我臺灣有客家人居住的地區。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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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當時我接受徐正光老師指導的經過。徐老師要我先到臺灣南部的客

家地區去。他說我應該先去南部，找到自己要研究的村莊、田調的對象

區域。假如不行，他說他的老家也在客家地區，我可以去那裡問問。我

花了不少時間，走遍南部地區的六堆，後來住在頭崙村，之後我也會介

紹在這裡的生活。但同時我心裡也感到不安，因為當時還是戒嚴時代，

外國人、特別是日本人要住在農家，警方也表示很為難，因為我可能會

被懷疑是間諜。他們首先懷疑，一個外國人為什麼要來農家住宿。於是

我先取得當地農村居民同意我住宿的證明，然後去警局辦理手續。我必

須明確申請要從何時住到何時，完成這些手續之後才能夠開始調查。這

些步驟可說相當繁雜。不過當時有很多地方都不能隨意拍照。雖然辛

苦，但我確實需要一個據點方便我瞭解當時臺灣及客家的狀況，我的落

腳處就是徐正光老師的老家。特別是徐老師的父親，相當親切地照顧

我。我找到的這個地方就是照片⑧中央，客家地區頭崙村的凃富全先生

家。

照片⑦顯示的都是我在六堆地區調查過的區域，我住過竹田鄉的頭

崙村還有內埔鄉吳睦榮先生家，從 1978 年到 1988 年左右，陸續受了好

幾次關照，也訪談了當地的居民。當時六堆的人口如同照片⑦中央的表

格所示。總計 19 萬人，其中我去了竹田鄉裡的頭崙村這個地方（照片

⑦左邊）。同時又在徐正光老師父親的介紹下，我也暫住過高雄縣美濃

鎮上（照片⑦右邊）。我一直都寄住在農家或者個人住宅中。能夠如此

深入當地人們的生活，對我來說是一件很值得高興的事。

我沒有頭崙村的照片，照片⑧中左邊是附近類似的地方，大概就是

這種鄉間風景。周圍有檳榔樹包圍的水田地區。我在這種鄉間住在中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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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⑧中央的三合院一角，聽到了許多故事。不過進行調查時基本上還

是以內埔鄉為中心，從竹田鄉到內埔鄉得花上一段交通時間。於是我借

了一臺自行車，像照片⑧中右邊這張照片一樣，為了不被懷疑是間諜，

穿上當時當地較普遍的服裝。但是大家都說儘管如此，依然看得出我是

日本人。我揹著旅行包，假裝自己是客家人進行調查，但好像還是瞞不

住。我就是這樣進行田野調查。

在這裡務必要跟各位介紹我在徐家的生活。我住在凃富全先生家，

照片⑨中左邊這張是晚餐的畫面，最右邊的就是我。我也帶了我太太同

行（照片⑨中央）。當時我相當害怕戒嚴令，很擔心被誤認為間諜。但

如果是夫婦兩人，就不太可能是間諜。我想特別是女人大家應該比較沒

有戒心。想想身邊都是男人，我就帶了太太一起去。結果我太太中文反

而學得比我好，也很擅長與人交朋友，這些方面我都很笨拙，她幫了我

不少忙。照片⑧中左邊這張照片就是我們在農村生活的日常風景。調查

基本上以頭崙村為主，偶爾也會回徐先生老家，跟許多不同人談話，詢

問關於六堆、臺灣的狀況，這些人多半是徐正光老師的父親或者親戚，

每次見面都受到許多關照（照片⑩）。這些年輕往事說來難為情，也都

已經是陳年舊事了。於是我一路進行內埔鄉等客家地區的研究。

在高雄縣美濃鎮地區有種植菸草的邱永慶先生接待我，讓我在他府

上留宿。這位邱先生很喜歡熱鬧，晚餐時間經常像這樣歡聚（照片⑪）。

我的研究也包含宴會研究，因此也很喜歡這類聚會。這張照片只是參加

宴會的一景，關於宴會本身的研究我也寫過兩本書，有過這類經驗之

後，又能獲得一些寫書的題材。另外還有一位林新輝醫生，我也到他家

去請教了不少事（照片⑫）。整體來說我對六堆人印象最深刻的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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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大家普遍都很有學識。大家不僅會告訴我關於客家的事，還能闡述

漢民族整體，遠遠超乎客家文化的內容。其中這位林新輝醫生就經常告

訴我包含閩南地區在內臺灣整體的文化。林醫生也是美濃人，在我進行

調查之前，他告訴我過去孔邁隆（Myron L. Cohen）教授對菸樓（製菸

的地方，並非農村的名字）做過的各種調查。也就是說，林醫生還對我

介紹了當時美國的人類學研究狀況。讓我獲益良多。美濃、內埔，還有

許多地方在這裡無法逐一介紹。過去關照過我的恩師故友還有許多，以

上僅能介紹幾位代表的人物。

（三）認識客家人之後 , 我就有親交關係了學者們

之後我回到日本，在理解了客家人這個族群之後，開始將客家人在

日本或其他地方如何建立起人際關係為我的研究主題。這也是受到日本

客家學者相當大的影響。這跟人類學比較無關。其中最重要的人物就是

戴國煇教授。他除了《臺灣與臺灣人》之外，還出了許多跟臺灣有關的

書籍。同時，已經有中譯本的《臺灣與臺灣人》這本書裡，也提及當

時的日本人應該了解的許多歷史。戴國煇教授也指導了東京的客家人組

織，東京崇正公會，曾經在東京舉辦過世界客家大會。我也以幹部身分

參與。從這層意義上，有些學者認為日本應該要進行客家研究，提出了

客家族群主義，解釋客家固有的傳統具備以客家為中心的思考，偶偶爾

也會對日本或臺灣的政治提出批判，我也帶著這樣的態度。我還曾經到

戴老師家裡與他談話。另外中川學老師，一直到現在都提供了客家研究

的理論基礎，不僅在《客家論的當代構圖》這本書中，早在這之前他就

對羅香林的中原文化南遷說提出了批判。他認為並沒有這個事實。戴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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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提倡南遷說，或者應該說強調客家的獨特性，但中川老師也對其做出

批判。從學術上來看他們或許處於對立的立場，但私下交情都很好。在

東京舉辦世界客家大會時，大家也都一起參與。中川老師認為不應該對

客家歷史的先行研究照單全收。我也有一些這樣的傾向，也就是說不能

太積極地採用羅香林的理論。在百科辭典中所記載的會是極其一般的內

容，但中川老師的主張是在自己的論文中不應該採用這類說法，這也

是我採用的方法。另外在生活中我很受鍾清漢老師的照顧，他就是照

片⑬左邊這位，主張客家族群主義、客家中心主義。鍾老師參與許多

組織，也成立了日本國際文化學會。不僅限於客家研究，他也是國際亞

洲文化學會的主辦人。我在其中擔任理事，受鍾清漢老師的邀約擔任幹

部。鍾清漢老師成立的日本國際客家文化協會由他自己擔任理事長，照

片中的我還抽著菸，看起來態度很不好，當時我擔任副理事長。鍾老師

為理事長、我擔任副理事長，我們嘗試讓客家研究，以及客家人在日本

的往來組織化，這也是我過去的經驗之一。

在我擔任副理事長的時代，舉辦過許多演講、國際客家文化協會的

大會，也有過不少發言或者活動的機會 ( 照片⑭)。同時我也經常參加

東京崇正公會的活動，一直到現在都還持續，最近我比較少露臉。東京

崇正公會的活動每年春天都會在東京舉辦，我也經常參加。照片⑮各

位覺得如何？大家看了有甚麼感覺？上面寫著要「發揚客家文化、促進

客家精神」。這是鍾清漢老師還參與活動時拍的紀念照。但是現在的我，

會使用人類學中「客家文化民族主義（Cultural nationalism）」這個詞彙

來批判這種態度。我過去也參加過這種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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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我參加了各種大陸客家會議並且訪問了客家研究單位

今天主要跟各位分享我在臺灣的經歷，幾乎沒有提及我跟中國大陸

的關係。中國大陸我主要去過福建省閩西地方的客家地區，這裡以寧化

為中心，活動相當活絡。不僅有許多紀念客家的設施，例如閩西上杭縣

有收集客家族譜的博物館，也有福建人故鄉的祠堂，特別有名的就是李

登輝總統故鄉的李氏祠堂，這裡祭祀了相當氣派的位牌。這些地方我也

都去過。所以福建省我去了不少次。另外客家人口最多的就是江西省的

贛南。如果不理解這個地方，就無從討論客家。我想在臺灣也是一樣。

客家文化的人口大部分都還是在贛南。但臺灣的客家人對這一點幾乎全

然不知。看臺灣的客家文化展示，幾乎都沒有提及江西客家人的生活。

這一點我想要提出批判。客家研究必須從江西省開始才對。在這裡有個

因為外國人而知名的客家地區，叫梅縣或者梅州，之前我去江西省參加

研討會時拍下的照片，就是⑯的照片。各地學者在客家地區中人口最

多的地方參加國際學術研討會，我也經常參加。在中國大陸也有許多大

會，激烈地討論何謂客家文化。另外嘉應大學也是不容忽視的一所學

校。特別是交通大學，我們有客家文化學院。我認為我們的客家文化研

究所應該跟對方有所交流，不過我想可能已經有相關往來了吧。我在這

裡擔任過客座教授，都是多虧房學嘉老師的邀請（照片⑰）。這張照

片就是在嘉應學院的客家研究院拍的。這也是我的經歷之一。

回頭看看臺灣的客家研究，在臺灣我也認識了許多名人，在學術上

受到他們的影響。首先是李亦園老師。我跟李老師相識於中央研究院的

民族所，他的著作豐富，實在列舉不完，這裡舉出比較有代表的一本，

我現在的文化人類學理論其實有很多都來自李亦園老師的概念。李亦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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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師認為文化人類學很容易站在歐洲、美國的角度來思考。客家人也是

由歐洲人發現的。如果用這種歐洲觀點來看中國、臺灣、客家文化，將

會產生一些偏差。畢竟中國跟歐洲思考框架原本就完全不同。因此李亦

園老師再三批判歐洲、美國的臺灣研究或者是漢民族研究。我竭盡全力

想把這樣的態度化為自己的理論，我想大家也可以把我視為李亦園學派

的一支。我同時也研究沖繩、中國大陸，還有東南亞、非洲跟南美，但

人類學的概念承襲自李亦園的理論。根據這個基礎，發展出許多想法。

另外我也見過陳其南教授。我們是在香港中文大學相識的。之所以見面

是因為我受邀去演講，那也是我第一次有機會跟陳老師交談。在那之後

我們開始了彼此的交流，陳老師在各種社會研究上也有相當出色的成

果。他以不同於李亦園老師的觀點批判歐洲人類學。他曾經指出，漢人

社會絕對不是歐美學者所形容的組織或系統。他並非要排除歐洲，而是

想提出一套不同於歐洲理論的東亞理論。這樣的態度跟我相同，我也一

直在學習他的理論。這兩位都是相當有實力的學者。另外林美容老師我

以前也提過，她撰寫過親戚研究、宗教研究、臺灣研究等相當豐碩的著

作，也任職於中央研究院。所以我也從她的宗教研究受惠許多，至今皆

然。我 1997 年到 1998 年去中央研究院，所長是徐正光老師，我當時跟

林老師有過去多交流，也學習到不少。我從各位老師身上學習到各種理

論。如同前面所說，房學嘉老師給我的影響也非常大（照片⑰左邊）。

他相當冷靜地在《客家民俗》這本書中解釋了何謂客家文化、何謂梅縣

的客家文化（照片⑱）。其中他提到客家並非來自北方，而是原生的

民族、族群。所以跟周圍其他種族並沒有太大差異。首先可以看到民家

的特徵，圍龍屋。臺灣也可以看到一些。這是一種屋後有圓形圍牆的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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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建築，房老師指出，這種建築形式畬族也有，並非客家獨特的文化。

他的看法並非基於客家民族主義、客家中心主義，而是能冷靜觀察客家

的研究。因此他主張羅香林的理論並不正確，我讀了他的著作，可謂受

益良多。客家研究的態度上，我可以說跟房學嘉老師是一樣的。

（五）結論 : 從客家人中所學到的是中華文明

接下來進入結論部分。我想把以下的內容做為今天的結論。雖然跟

去年我在日本國立民族學博物館民說的內容沒有太大差別，這三點（照

片⑲）是我臺灣客家研究觀點之變化。剛開始調查的時期，我原以為

可以透過學習客家文化，了解漢人整體的文化。不過當地人告訴我，在

文獻書籍上已經指出許多客家文化不同於其他漢人文化的地方。尤其是

六堆地區，從 1960 年代開始就有許多書籍、雜誌等，介紹六堆地方的

書。我到當地之後才知道，客家文化具有非常高的獨特性。因此我早期

的研究一直偏重於在日本介紹客家文化，在我調查之後，日本很多人都

希望我可以多寫些關於客家的事。這樣的情況持續了一段時間後，到了

1980 年代，我跟研究其他地區，特別是香港的水上人家，也就是漢人，

還有馬來西亞漢人社會的文化人類學者有了學術上的交流，也得以從事

這方面的研究，除了研究臺灣，我也同時開始研究香港以及馬來西亞。

同時，我也跟臺灣許多文化人類學者有學術上的交流，透過漢人研究，

建立起我自己的文化人類學理論。因此我的理論有許多承襲自臺灣學者

的部分。不僅只是客家研究而已。特別是關於如何看待漢民族、漢人社

會，應該將甚麼理論化，我都有不少學習。第三點（⑲照片中第③）

是我目前的態度。我了解到日本也有我在客家人身上學到的文化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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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過去一直強調客家、客家，其實這些在日本文化中可能也存在，並

非受到客家的影響，日本有日本自己的文化，客家有客家的文化，只不

過其中有相似之處，這是我最近的發現。之後的在中國大陸的調查研究

我也不侷限於客家文化、也就是所謂的客家地區，我調查過浙江省、福

建等地。另外也去了廣東、廣西，還有江西，並不僅限於客家人。我漸

漸知道，有些臺灣的風俗習慣在中國大陸並沒有，臺灣有的、中國大陸

卻看不到。現在已經可以這樣反過來檢視日本的文化，我的研究現在企

圖打造出可以解釋整個中華世界的理論，同時我也開始批判過去一直主

張「這就是客家」，例如三山國王宮、義民廟屬於客家文化等等這類客

家文化民族主義、客家中心主義，堅持某些東西是客家的特徵，卻對其

他文化視而不見的理論。在學術上，臺灣人應該跟中國大陸人一起對

「何謂客家文化」進行正確的思考。假如是基於這個前提的展示，那麼

我相當贊成，但我們不能在不了解其他客家文化、其他中國文化的狀態

下，試圖去了解客家。這就是我的結論。謝謝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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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百年往返會議專題演講簡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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